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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水-力特性测试备样及有

害气体削减效能测试装置。它包括压缩空气源、

储气罐、气体流量计、截止阀、安全阀和模拟气

源。所述压缩空气源经储气罐和气体流量计甲并

联经几个截止阀甲连接6个功能一试验室和n-1

个功能二试验室；所述功能一试验室和n-1个功

能二试验室的底部有接口分别经n个截止阀乙并

联后再经一个截止阀丙接通模拟气源，而它们的

左侧分别有接口经一个气体流量计乙连接至一

个安全阀，n-1个功能二试验室的顶部分别有接

口连接一个截止阀丁。该装置设计简便、操作灵

活，整体性好，可为填埋场上覆层土体水-力特性

时效测试备样及填埋气削减时效性测试研究提

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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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水-力特性测试备样及有害气体削减效能测试装置，包括压缩空气源（A）、储气

罐（B）、气体流量计（C）、截止阀（D）、安全阀（E）和模拟气源（F），其特征在于：所述压缩空气

源（A）经储气罐（B）和气体流量计甲（C1）并联经几个截止阀甲（D1）连接6个功能一试验室（Ⅰ）

和n-1个功能二试验室（Ⅱ-n）；所述功能一试验室（Ⅰ）和n-1个功能二试验室（Ⅱ-n）的底部

有接口分别经n个截止阀乙（D2）并联后再经一个截止阀丙（D3）接通模拟气源（F），而它们的

左侧分别有接口经一个气体流量计乙（C2）连接至一个安全阀（E），n-1个功能二试验室（Ⅱ-

n）的顶部分别有接口连接一个截止阀丁（D4）。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力特性测试备样及有害气体削减效能测试装置，其特

征在于：所述功能一试验室（Ⅰ）与功能二试验室（Ⅱ-n）具有相同壳体结构，包括外支架，底

座；所述外支架包括圆形铝合金底板（2）和（21）、螺杆（4）和（23）、环形铝合金顶板（8）和

（26）及螺母（9）和（27）；所述圆形铝合金底板（2）和（21）、环形铝合金顶板（8）和（26），分别

在其四周设置四个螺栓孔，底板和顶板的螺栓孔一一对应；所述螺杆（4）和（23）为全丝螺

杆，并且固定在圆形铝合金底板（2）和（21）的螺孔内，通过改变螺母（9）和（27），调节环形顶

板的高度。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水-力特性测试备样及有害气体削减效能测试装置，其特

征在于，所述底座包括底部设有螺旋凹槽底座（3）和（22）及侧壁（15）和（32），底板和侧壁为

透明耐高压的亚克力塑料板制成，底板与侧壁之间采用亚克力胶水粘接；在侧壁板（15）和

（32）上安装刻度尺（5）和（24），控制压样高度，以此控制试样的干密度，并且还可以观察试

样在充气过程中的变形情况。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水-力特性测试备样及有害气体削减效能测试装置，其特

征在于，所述功能一试样室（17）包括六个小试样筒（19），筒内壁密封硅脂（16），上透水石

（14），下透水石（18），两道O型圈（6）；在试样室的上部和下部设置两道O型圈（6），使其与底

座侧壁（15）紧密结合，避免气体侧漏；所述功能二试样室（34）包括试样室内壁密封硅脂

（35），试样上透水石（33），下部透水石（36）。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水-力特性测试备样及有害气体削减效能测试装置，其特

征在于，所述气腔（11）和（29）包括左边气体放散口（7）和（25），上部取样口（10）和（25），右

边压缩空气进气口（12）和（30），丁基橡胶塞（40），O型圈（13）和（31），气腔为耐高压亚克力

塑料制成，底部设置密集分布的小孔，以便渗透气体通过试样计入气腔，侧壁O型圈（13）和

（31）具有防止气体侧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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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水-力特性测试备样及有害气体削减效能测试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水-力特性时效测试备样及有害气体削减时效性测试装置，可应

用于岩土工程中土体水-力特性时效性研究及有害气体削减的时效性研究。

背景技术

[0002] 在我国，生活垃圾卫生填埋仍是处理生活垃圾的主流方式，然而，垃圾填埋场服役

期间释放的大量有毒有害的气体，如甲烷会造成温室效应、硫化氢具有恶臭味等给社会带

来诸多不良影响，垃圾问题越来越成为影响城市生活质量和环境保护的一个突出问题，亟

待解决。

[0003] 垃圾填埋场服役期较长，在服役期，上覆层土所处环境恶劣，但对其自身性能要求

不可降低，于是有许多改性土覆盖层材料，如堆肥类混合物、庭院垃圾类混合物、矿化垃圾

与矿化污泥混合物等。传统的黏土覆盖层能增强气体的氧化能力，但是这种覆盖层材料的

物理力学性能随时间会变化，使上覆层土体的水-力特性改变，大大削减了垃圾填埋场的服

役期限。因此，需要对上覆层土体进行长期的水-力特性及填埋气氧化效能的研究。

[0004] 目前，对垃圾填埋场上覆层土体水-力特性及上覆层对有害填埋气吸附、生物氧化

试验多是开展短期测试，即假定上覆层土体理化性质保持稳定，较少考虑其随时间的改变。

而现实情况中，随着填埋场服役期的推进和外界环境的影响，上覆层土体的理化性质(如密

度、pH值、孔隙结构、表面官能团等)的改变是动态的，这种动态的变化会使上覆层土体功能

削减，造成对上覆层土体设计参数的错误估计。所以很有必要研发一种水-力特性时效测试

备样及甲烷削减时效性测试装置来研究水-力特性和上覆层土体对有害气体氧化效能随时

间而改变的机制，从而得到更完善的上覆层土体水力力学参数及填埋气氧化效能的时效性

研究成果。

[0005] 本发明所研发的一种水-力特性时效测试备样及有害气体削减时效性测试装置，

可以进行水-力特性长效研究的土样制备，为研究常规饱和土、非饱和土水-力特性提供土

样；还可以进行不同改性土样对填埋气吸附、氧化的时效性研究，得到填埋场服役期间填埋

气削减规律。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针对垃圾填埋场服役时间长、填埋气危险系数高等特点，并且现有研究缺

乏长期持续性研究的基础上，提供一种水-力特性测试备样及有害气体削减效能测试装置，

该装置还可为研究上覆层土体长效机制下的水-力特性提供土样，得到填埋场服役期间不

同时间节点时的土样，为持续研究上覆层土体力学性能的变化提供研究基础。并且该装置

可在不同时间节点下测定圾填埋场上覆层对填埋气吸附量和氧化效能，得到不同时间节点

上覆层土体吸附、氧化填埋气的指标。该仪器装置设计简便、操作灵活，整体性好，可对填埋

场上覆层土体水-力性能及填埋气削减效能进行持续性研究。

[0007] 为达到上述发明目的，本发明的构思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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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装置包括两种功能的试样室，其中功能一试样室至少设置6个小试样筒，每个小筒可

放置不同工况的土样，为进行不同充气时长的物理-化学指标测试及吸附特性测试备样；功

能二试样室放置相同工况下的土样，底部通气体，间隔不同时间测试气体的氧化效能。每种

功能试样室的个数可以根据需要设置，所有试样室采用串联形式连接，集中供应气体。

[0008] 根据上述发明构思，本发明采用下述技术方案：

一种水-力特性测试备样及有害气体削减效能测试装置。它包括压缩空气源、储气罐、

气体流量计、截止阀、安全阀和模拟气源，所述压缩空气源经储气罐和气体流量计甲并联经

几个截止阀甲连接6个功能一试验室和n-1个功能二试验室；所述功能一试验室和n-1个功

能二试验室的底部有接口分别经n个截止阀乙并联后再经一个截止阀丙接通模拟气源，而

它们的左侧分别有接口经一个气体流量计乙连接至一个安全阀，n-1个功能二试验室的顶

部分别有接口连接一个截止阀丁。

[0009] 本水-力特性测试备样及有害气体削减效能测试装置，包括两种功能试样室，所述

功能一试样室包括外支架、带凹型槽的底座、包含至少6个小筒的试样室、底部带气孔的气

体收集腔。所述外支架下部为铝合金底板，底板中部为带凹型螺旋槽的底座，底板两边镶嵌

两根带螺纹的立杆，上部为铝合金顶板，在顶板两边开螺栓孔，使其能与底板立杆连接，调

节螺纹立杆上的螺母位置来调节顶板的高度；所述带6个小筒的试样室为亚克力塑料板，中

部设置不同直径的试样室；所述底部带气体收集孔的集气腔为亚克力塑料腔体，腔体左右

两侧设置进气口和气体采集口；

所述功能二试样室包括外支架、带凹型槽的底座、试样室、底部带气孔的气体收集腔。

所述外支架下部为铝合金底板，底板中部为带凹型螺旋槽的底座，底板两边镶嵌两根带螺

纹的立杆，上部为铝合金顶板，在顶板两边开螺栓孔，为了能与底板立杆连接，并且通过带

螺纹的立杆调节顶板的高度；所述试样室为亚克力塑料透明圆筒，在上、下底板连接处安装

O型圈，保证试样室的密封性；

所述功能一和功能二试样室顶部的气腔，在其左侧设置导排口，并配备安装安全阀和

压力表；右侧设置进气口，通过空气压缩机提供空气，安装气体流量计可控制进气端气体的

流量。在气腔的顶部设置取样口，取样口采用丁基橡胶塞封堵，丁基橡胶塞具有自密封功

能，可方便进行多次取样进行气体检测。

[0010] 所述外支架由圆形铝合金底板、螺杆、环形铝合金顶板和螺母组成；所述底部铝合

金板在其四周设置四根螺杆，中间设置凹槽，尺寸与试样室外径相同，保证试样室正好嵌入

其中。顶部圈体设置螺孔，螺孔位置与螺杆一一对应，使上下板连接，从而达到固定试样室

和气腔的目的。

[0011] 所述带凹型槽的底座及侧壁均为亚克力塑料板制作。功能一试样室中的凹槽底座

与试样室外直径相同；功能二试样室的凹槽底座深度能够嵌入透水石。

[0012] 所述功能一的圆形试样腔室及顶部气腔侧壁设置凹槽方便安装O型圈，待试样腔

体插入底座时，能与侧壁密封，不漏气；功能二试样室只需把试样顶部的气腔侧壁设置O型

圈即可，达到侧壁密封连接，方便收集气体。

[0013]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如下显而易见的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优点：

1.本发明针对垃圾填埋场上覆层水-力特性及填埋气氧化效能的试验研究，为测试填

埋场上覆层土体氧化填埋气提供一套试验装置，有利于进行上覆层填埋气体削减的时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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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

[0014] 2.本发明的实验装置中功能一试样室可为测试城市垃圾填埋场上覆层土体水力

力学研究制备试样，通过对装置进行不同时长的充气，间隔时长取出其中一小筒中的试样

进行渗透、压缩及强度等试验，可研究不同充气时长下上覆层土体的水-力特性。

[0015] 3.该试验装置最大的创新点就是可进行时效性测试，通过设置不同的充气时长，

可持续研究垃圾填埋场上覆层气体的氧化效能和土体水-力特性的变化规律，符合现实工

程对填埋场的研究。

[0016] 本发明的实验装置能够达到多种目的，实现对填埋气氧化效能及上覆层土体水力

力学的时效性研究。实验装置制样方法及制作工艺简单，制作材料容易取得，操作简便。采

用串联方式集中供气，使试验条件在长期试验过程中保持一致。

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本发明试验装置整体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是本发明试验装置功能一试样室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3是本发明试验装置功能二试样室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4是本发明试验装置外支架铝合金底板平面图。

[0021] 图5是本发明试验装置外支架铝合金底板剖面图。

[0022] 图6是本发明试验装置外支架铝合金环形顶板平面图。

[0023] 图7是本发明试验装置功能一试样室平面图。

[0024] 图8是本发明试验装置功能一试样室剖面图。

[0025] 图9(a)是本发明试验装置气腔结构示意图；图9(b)是本发明试验装置气腔1-1剖

面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结合附图和优选实施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详述如下：

实施例一：

参见图1~图9，本水-力特性测试备样及有害气体削减效能测试装置，包括压缩空气源

A、储气罐B、气体流量计C、截止阀D、安全阀E和模拟气源F，其特征在于：所述压缩空气源A经

储气罐B和气体流量计甲C1并联经几个截止阀甲D1连接6个功能一试验室Ⅰ和n-1个功能二试

验室Ⅱ-n；所述功能一试验室Ⅰ和n-1个功能二试验室Ⅱ-n的底部有接口分别经n个截止阀

乙D2并联后再经一个截止阀丙D3接通模拟气源F，而它们的左侧分别有接口经一个气体流量

计乙C2连接至一个安全阀E，n-1个功能二试验室Ⅱ-n的顶部分别有接口连接一个截止阀丁

D4。

[0027] 实施例二：

本实施例与实施例一基本相同，特别之处如下：

所述功能一试验室和功能二试验室，包括外支架、底座、功能一和功能二试验室及气腔

组成。所述外支架包括圆形铝合金底板2和21、螺纹丝杆4和23、环形铝合金顶板8和26及螺

母9和27；所述圆形铝合金底板2和21、环形铝合金顶板8和26，分别在其四周设置四个螺栓

孔，底板和顶板的螺栓孔一一对应；所述螺杆4和23为全丝螺杆，并且固定在圆形铝合金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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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2和21的螺孔内，通过改变螺母9和27，调节环形顶板的高度。

[0028] 所述底座包括底部设有螺旋凹槽底座3和22及侧壁15和32。底板和侧壁为透明耐

高压的亚克力塑料板制成，底板与侧壁之间采用亚克力胶水粘接。在侧壁板15和32上安装

刻度尺5和24，控制压样高度，以此控制试样的干密度。并且还可以观察试样在充气过程中

的变形情况。

[0029] 所述功能一试样室17包括六个小试样筒19，筒内壁密封硅脂16，上透水石14，下透

水石18，两道O型圈6。在试样室的上部和下部设置两道O型圈6，使其与底座侧壁15紧密结

合，避免气体侧漏。

[0030] 所述功能二试样室34包括试样室内壁密封硅脂35，试样上透水石33，下部透水石

36。

[0031] 所述气腔11和29包括左边气体放散口7和25，上部取样口10和28，右边压缩空气进

气口12和30，丁基橡胶塞40，O型圈13和31。气腔为耐高压亚克力塑料制成，底部设置密集分

布的小孔，以便渗透气体通过试样计入气腔。侧壁O型圈13和31具有防止气体侧漏的作用。

[0032] 在试验过程中将支架螺母9和27旋松，去掉上部环形铝合金顶板8和26及气腔11和

29，将试样室17和34水平放置在底座螺旋凹槽底板3和22上，并且保证试样室上下O型圈6与

底座侧壁15和32接触紧密。在试样室17的小筒底部及试样室34底部分别放置下透水石18和

36，装填土样之前，预先在试样室内壁涂抹密封硅脂16和35，然后再分层装填土样。制样时，

用击实锤将预先配置好的土样击实到预设高度，通过底座侧壁15和32上的刻度尺5和24观

察击实试样的高度，从而控制试样是否达到预设的干密度。最后在试样室17的小筒及试样

室34顶部放置上透水石14和33。制样完成后，将试样室表面清理干净放置气腔11和29，同样

需要保证气腔侧壁的O型圈13和31与底座侧壁接触紧密。在气腔11和29左侧放散口安装精

度较高的压力表和安全阀，防止气腔内压力过载；气腔11和29右侧为压缩空气进气口，气体

从空气压缩机出来，依次经过储气罐，增湿器，压力表和调压阀门进入气腔11和29；在气腔

11和29的上部设置取样口，取样口采用丁基橡胶塞40封堵，丁基橡胶塞40具有自封闭功能，

方便每次取样。试样室17和34和气腔11和29分别安装完成后，将环形铝合金顶板8和26穿过

螺杆4和23放置在气腔11和29上部，然后安装螺母9和27并旋紧，使其与气腔11和29接触紧

密。整个实验装置采用串联方式在底部进气口1和20集中供应等量的气体，设置4个月、8个

月、12个月、16个月、20个月、24个月等不同的充气时长，对垃圾填埋场上覆层土体对填埋气

氧化效能及在长效机制作用下土体水-力特性展开研究。

[0033] 实验实例1：

进行水-力特性时效性测试备样试验，启用图1结构示意图中的Ⅰ部分。

[0034] 第一步：将底板2放置到工作台上，带凹型槽的底座3放置在底板2上，四条螺纹丝

杆4分别对应安装在螺孔38上，在底座3上放置下透水石18，保证透水石正好嵌入底座的凹

型槽上方。

[0035] 第二步：底座安装好下透水石18后，在其上方放置亚克力塑料侧壁15，然后在侧壁

15内安装带若干小试样筒19的试样室17，注意在试样室17的上下部位安装O型密封圈6，保

证侧壁15与试样室17之间密封。在试样筒17的侧壁上安装刻度尺5，可以用来观察试样高度

的变化。

[0036] 第三步：在小试样筒19的内壁涂抹密封硅脂16，为了保证气体能从试样中穿过。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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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先配置好的土样从试样室17的上部分层均匀倒入小试样筒19，在此期间可以通过观察刻

度尺5的读数来控制制样的压实度。最后在试样的上方安装上透水石14，可以通过调整上透

水石的厚度保证上透水石上表面与试样室17的上表面齐平。

[0037] 第四步：在试样室17的上部放置气腔11，气腔的底部开有小孔41，气腔11的左边有

放散口7，并安装气体流量计C和安全阀E，右边进气管上安装旋拧阀D，并与压缩空气气源A

连通。安装气腔11的同时，在气腔的侧壁上安装O型密封圈13，保证收集的气体不外漏。

[0038] 第五步：在气腔11的顶部安装环形铝合金顶板8，注意使顶板的螺孔一一对应插入

螺纹丝杆4上，环形顶板与气腔压紧安装丝杆螺母9，适度旋紧螺母9使气腔与试样室17紧密

接触。

[0039] 第六步：把底座3上进气口1与气源F通过阀门D连接，并且使图1中其他装置Ⅱ-n关

闭，保证装置Ⅰ处于工作状态。按一定的进气速率，在底部通入模拟气源F，上部通压缩空气

A，当达到试验条件后停止进气，关闭进气口和出气口。可间隔一定的试验周期（4个月、8个

月、12个月、16个月、20个月、24个月）从某一小试样筒19中取土样，进行水-力特性试验。

[0040] 实验实例2：

进行垃圾填埋场上覆层有害气体削减时效性测试试验，启用图1结构示意图中的Ⅱ-n

部分。

[0041] 第一步：将底板21放置到工作台上，带凹型槽的底座22放在底板21上，四条螺纹丝

杆23分别对应安装在螺孔38上，在底座2上放置下透水石36，保证透水石正好嵌入底座的凹

型槽上方。

[0042] 第二步：底座安装好下透水石36后，在其上方放置试样室34，在试样室34的内壁涂

抹密封硅脂35。在试样室34的侧壁上安装刻度尺24，可以用来观察试样高度的变化及间接

控制试样的压实度。

[0043] 第三步：在试样室34的内壁涂抹密封硅脂35，为了防止气体从土样与试样室之间

的侧壁穿过。将事先配置好的土样从试样室34的上部分层均匀倒入，注意土样层与层之间

要进行刮毛处理，装样过程中可通过观察刻度尺24的读数来控制试样的压实度。最后在试

样的上方安装上透水石33。

[0044] 第四步：在装好试样的试样室34的上部放置气腔29，气腔的底部开有小孔41，气腔

29的左边有放散口25，并安装气体流量计C和安全阀E，右边进气管上安装旋拧阀D，并与压

缩空气气源A连通，气腔29上部设置气体取样口28，取样口采用丁基橡胶塞40封堵，方便多

次取样。安装气腔29的同时，在气腔的侧壁上安装O型密封圈31，保证气体不外漏。

[0045] 第五步：在气腔29的顶部安装环形铝合金顶板26，注意使顶板的螺孔一一对应插

入螺纹丝杆23上，环形顶板与气腔压紧安装丝杆螺母27，适度旋紧螺母27使气腔与试样室

34紧密接触。

[0046] 第六步：把底座22上进气口20与气源F通过阀门D连接，并且使图1中装置Ⅰ关闭，保

证装置Ⅱ-n处于工作状态。按一定的进气速率，在底部通入模拟气源F，上部通压缩空气A，

当达到试验条件后停止进气，关闭进气口和出气口。停止进气60min后，按2h、4h、8h….  (or

每隔6h)用1ml玻璃注射器于顶部取样口28取气体样，用气相色谱仪测试气体成分与含量，

每次取三次平行样，进行有害气体削减时效性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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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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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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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图 5

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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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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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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