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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黏土地层中泥水劈裂裂

隙伸展模型的构建方法，其包括：S1、形成黏土

层；S2、在黏土层中埋设钢管，以及在钢管底端连

接泥水加压管，且在泥水加压管的外周面开设加

压孔；S3、开启加压装置，以此形成泥水劈裂；S4、

假定裂隙在圆形板状空间内延伸，则计算圆形板

状空间的周长及达到该周长所需的时间；或，假

定所述泥水劈裂的裂隙在半椭圆形板状空间内

延伸，并将半椭圆简化为梯形，则计算半椭圆形

板状空间半短轴的伸展速度、半椭圆的长轴长度

和达到该长轴长度所需的时间。本发明可通过构

建的模型计算劈裂裂隙的伸展速度、总延伸量等

参数，实现对泥水劈裂过程中相关参数的量化，

以及为研究泥水劈裂伸展机理提供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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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黏土地层中泥水劈裂裂隙伸展模型的构建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S1、用黏土堆积形成厚度为16-22m的均一黏土层；

S2、在所述黏土层中竖直埋设直径为钢管，以及在所述钢管底端连接泥水加压管，且在

所述泥水加压管的外周面开设至少一个加压孔；在所述黏土层上方设置用于存储加压液体

的泥水箱以及加压装置，且使得所述泥水箱与所述钢管连通；在所述泥水箱与所述钢管之

间设置第一阀门。且所述泥水箱上还设置有排气阀；所述泥水箱的底部设置用于测量所述

泥水箱内的压力变化的地表压力计；用加压管连接所述加压装置与泥水箱，且在所述加压

装置上连接用于测量加压装置中压力变化的加压压力计；所述钢管底部设置有用于测量所

述钢管内压力变化的前端压力计；

S3、加压前，先开启排气阀以排出所述泥水箱内的空气，开启加压装置，以此通过加压

管给所述泥水箱中的加压液体加压，加压速度为1-2kPa/s，使加压液体在压力作用下进入

到所述钢管以及泥水加压管中，且从所述加压孔中流出，以此形成泥水劈裂；

S4、假定所述泥水劈裂的裂隙在厚度均匀的圆形板状空间内延伸，且向地表伸展，同时

将所述加压孔的直径简化为0，则按照公式(1)-(3)计算圆形板状空间的周长及达到该周长

所需的时间，所述公式(1)-(3)如下：

其中，b为圆形板状空间P1的厚度；q为劈裂伸展流量为；r为圆形板状空间P1的半径；Y

为任意时刻圆形板状空间P1的周长；t为圆形板状空间P1的周长达到Y时所需的时间；

或，假定所述泥水劈裂的裂隙在厚度均匀的半椭圆形板状空间内延伸，并将半椭圆简

化为梯形，且同时所述加压孔的直径d不为0，则按照公式(4)-(8)计算半椭圆形板状空间半

短轴的伸展速度、半椭圆的长轴长度达到该长轴长度所需的时间，所述公式(4)-(8)如下：

其中，b为半椭圆形板状空间的厚度；q为劈裂伸展流量；△A为单位时间内梯形面积的

增加量；Y为任意时刻半椭圆的长轴长度；t为椭圆的长轴长度达到Y时所需的时间；L为半椭

圆半短轴的长度；△L为单位时间内L的增加量；V为半椭圆的半短轴的伸展速度； 为半椭

圆板状的短轴与梯形斜边的夹角。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3中，假定所述泥水劈裂的裂隙在

厚度均匀的半椭圆形板状空间内延伸，且同时所述加压孔直径d不为0的情形下：

(1)当所述加压孔的埋深H≤d时，则

(2)当所述加压孔的埋深H>d时，则

其中，β为半椭圆形板状空间与水平面之间的角度；Ys为半椭圆半短轴伸展到地表时的

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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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β为30°-45°。

4.如权利要求1-3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钢管直径为45-55mm，所述泥水

加压管的长度为15-3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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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黏土地层中泥水劈裂裂隙伸展模型的构建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地下工程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黏土地层中泥水劈裂裂隙伸展模型的构

建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土体中的劈裂现象在土力学及地基基础领域还是一个比较新的课题，既有的相关

研究都是关于土体劈裂注浆，浆液在土体内部劈裂形成注浆裂缝并逐渐在钻孔附近形成纵

横交错的网状浆脉。

[0003] 上述情形一般只针对其注浆的效果进行研究，并且需考虑浆液在土体中的渗透作

用，但如果注浆速率及压力达到一定程度后，浆液来不及渗透进土体就已经在压力的作用

下将土体劈开，并且后续的裂隙向自由地表面继续伸展，现有技术中暂没有关于劈裂发生、

裂隙延伸过程的详细研究。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针对现有技术的上述缺陷，提供一种黏土地层中泥水劈裂裂隙伸展模型的

构建方法，由此可通过构建的模型计算劈裂裂隙的伸展速度、总延伸量等参数，实现对泥水

劈裂过程中的一些参数的量化，以及为更深一步研究土体中泥水劈裂伸展机理提供参考与

借鉴。

[0005]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6] 提供一种黏土地层中泥水劈裂裂隙伸展模型的构建方法，其具体包括如下步骤：

[0007] S1、用黏土堆积形成厚度为16-22m的均一黏土层；

[0008] S2、在所述黏土层中竖直埋设直径为钢管，以及在所述钢管底端连接泥水加压管，

且在所述泥水加压管的外周面开设至少一个加压孔；在所述黏土层上方设置用于存储加压

液体的泥水箱以及加压装置，且使得所述泥水箱与所述钢管连通；在所述泥水箱与所述钢

管之间设置第一阀门，且所述泥水箱上还设置有排气阀；所述泥水箱的底部设置用于测量

所述泥水箱内的压力变化的地表压力计；用加压管连接所述加压装置与泥水箱，且在所述

加压装置上连接用于测量加压装置中压力变化的加压压力计；所述钢管底部设置有用于测

量所述钢管内压力变化的前端压力计；

[0009] S3、加压前，先开启排气阀以排出所述泥水箱内的空气，开启加压装置，以此通过

加压管给所述泥水箱中的加压液体加压，加压速度为1-2kPa/s，使加压液体在压力作用下

进入到所述钢管以及泥水加压管中，且从所述加压孔中流出，以此形成泥水劈裂；

[0010] S4、假定所述泥水劈裂的裂隙在厚度均匀的圆形板状空间内延伸，且向地表伸展，

同时将所述加压孔的直径简化为0，则按照公式(1)-(3)计算圆形板状空间的周长及达到该

周长所需的时间，所述公式(1)-(3)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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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qt＝πr2b   (1)；

[0012] 其中，b为圆形板状空间P1的厚度；q为劈裂伸展流量为；r为圆形板状空间P1的半

径；Y为任意时刻圆形板状空间P1的周长；t为圆形板状空间P1的周长达到Y时所需的时间；

[0013] 或，假定所述泥水劈裂的裂隙在厚度均匀的半椭圆形板状空间内延伸，并将半椭

圆简化为梯形，且同时所述加压孔的直径d不为0，则按照公式(4)-(8)计算半椭圆形板状空

间半短轴的伸展速度、半椭圆的长轴长度达到该长轴长度所需的时间，所述公式(4)-(8)如

下：

[0014] q＝bΔA＝bYΔL   (4)；

[0015] 其中，b为半椭圆形板状空间的厚度；q为劈裂伸展流量；△A为单位时间内梯形面

积的增加量；Y为任意时刻半椭圆的长轴长度；t为椭圆的长轴长度达到Y时所需的时间；L为

半椭圆半短轴的长度；△L为单位时间内L的增加量；V为半椭圆的半短轴的伸展速度； 为

半椭圆板状的短轴与梯形斜边的夹角。

[0016] 优选的，所述步骤S3中，假定所述泥水劈裂的裂隙在厚度均匀的半椭圆形板状空

间内延伸，且同时所述加压孔直径d不为0的情形下：

[0017] (1)当所述加压孔的埋深H≤d时，则

[0018] (2)当所述加压孔的埋深H>d时，则

[0019] 其中，β为半椭圆形板状空间与水平面之间的角度；Ys为半椭圆半短轴伸展到地表

时的长度。

[0020] 优选的，所述β为30°-45°。

[0021] 优选的，所述钢管直径为45-55mm，所述泥水加压管的长度为15-30cm。

[0022] 本发明技术方案的有益效果在于：

[0023] 本发明的方法构建的模型计算劈裂裂隙的伸展速度、总延伸量等参数，且与实际

观测到的泥水劈裂实验数据相符，由此实现对泥水劈裂过程中的一些参数的量化，以及为

更深一步研究土体中泥水劈裂伸展机理提供参考与借鉴。

附图说明

[0024] 下面将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附图中：

[0025] 图1是本发明的实施例一中黏土地层中泥水劈裂裂隙伸展模型的构建方法中所使

用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2a是本发明的实施例一中加压孔直径简化为0时，泥水劈裂裂隙的伸展示意图；

[0027] 图2b是本发明的实施例一中加压孔直径简化为0时，泥水劈裂裂隙在圆板状空间

P1内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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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图3a是本发明的实施例一中加压孔直径不为0时，泥水劈裂裂隙的伸展示意图；

[0029] 图3b是本发明的实施例一中加压孔直径不为0时，泥水劈裂裂隙在半椭圆形P2内

的示意图；

[0030] 图4是本发明的实施例一中加压孔直径不为0时，泥水劈裂裂隙伸展的简化模型示

意图；

[0031] 图5a是本发明的实施例一中加压孔的埋深H≤d时，裂隙的伸展方向示意图；

[0032] 图5b是本发明的实施例一中加压孔的埋深H>d时，裂隙的伸展方向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以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和实施例，

对本发明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的是，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用于解释本发

明，并不用于限定本发明。

[0034] 实施例一：

[0035] 本发明中的黏土地层中泥水劈裂裂隙伸展模型的构建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36] S1、如图1所示，用黏土堆积形成厚度为16-22m(优选为18m)的均一黏土层；

[0037] S2、如图1所示，在所述黏土层中竖直埋设直径为45-55mm(优选为50mm)钢管1，以

及在所述钢管1底端连接长度为15-30cm(优选为20cm)的泥水加压管2，且在所述泥水加压

管2的外周面开设至少一个加压孔21；在所述黏土层上方设置用于存储加压液体(所述加压

液体为膨润土与水的混合物，按重量比计，所述膨润土的质量分数为10％-20％)的泥水箱3

以及加压装置4，且使得所述泥水箱3与所述钢管1连通；在所述泥水箱3与所述钢管1之间设

置第一阀门5，且所述泥水箱3上还设置有排气阀9；所述泥水箱3的底部设置用于测量所述

泥水箱3内的压力变化的地表压力计8；用加压管6连接所述加压装置4与泥水箱3，且在所述

加压装置4上连接用于测量加压装置4中压力变化的加压压力计7；所述钢管1底部设置有用

于测量所述钢管3内压力变化的前端压力计10；此外，为了能进行精确的实验，钢管1和黏土

层之间用混凝土砂浆密实充填，以形成混凝土砂浆层11；

[0038] 加压前，先开启排气阀9以排出所述泥水箱3内的空气，开启加压装置4，以此通过

加压管6给所述泥水箱3中的加压液体加压，加压速度为1-2kPa/s，使其在压力作用下进入

到所述钢管1以及泥水加压管2中，且从所述加压孔21中流出，以此形成泥水劈裂；

[0039] S3、通过试验后的开挖观测来看，不同泥水劈裂的裂隙大致在半径不同、厚度均匀

的圆形板状空间内延伸，因此假定裂隙在厚度均匀的圆形板状空间P1内延伸(如图2a-2b所

示)，且向地表伸展，同时由于所述加压孔21直径较小，且其埋深H(如图1所示，所述埋深定

义为加压孔21的圆心至地表的垂直距离)相对其直径d要大得多，因此在该种假定情况下，

所述加压孔21的直径d可以近似简化为0；在此基础上，由于黏土渗透性差，泥水很难渗透进

土体，因此假定流入劈裂裂隙空间的泥水容量等于劈裂裂隙的体积，进一步的，在数据处理

单元中预先输入公式(1)-(3)，且按照公式(1)-(3)计算裂隙前端伸展至地表的时间，所述

公式(1)-(3)如下：

[0040] qt＝πr2b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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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其中，b为圆形板状空间P1的厚度；q为劈裂伸展流量为；r为圆形板状空间P1的半

径；Y为任意时刻圆形板状空间P1的周长；t为圆形板状空间P1的周长达到Y时所需的时间；

[0042] 当裂隙伸展到地表、且圆形板状空间P1的周长约为125m时，通过公式(3)计算得到

裂隙伸展到地表的时间为613s，而通过实际观测得到，实际发生劈裂的时刻约为第1509s，

裂隙伸展到地表的时刻约为第2138s，中间经历了629s，基本符合该公式(3)的计算结果；

[0043] 上述情况中将加压孔21的直径d简化为0，但实际上加压孔21直径d不会为0，其大

小会直接影响裂隙发展的方向，该种情形下，裂隙大致在厚度均匀的半椭圆形板状空间P2

(如图3a-3b所示)内延伸，因此，步骤S3中还给出了另一种假定的情形，即，假定所述泥水劈

裂的裂隙在厚度均匀的半椭圆形板状空间P2内延伸，且向地表伸展，但此时所述加压孔21

的直径为d不为0，同时，为便于计算，如图3a所示，该种情况中将半椭圆简化为梯形(即图3a

中的阴影部分A1)，其厚度不变，其中，椭圆长轴为梯形的一个底边，与椭圆半短轴端点相切

的、且与所述椭圆长轴平行的线段为梯形的另一个底边，随着劈裂的伸展，其所增加的面积

即为阴影部分A2,A3….。同样，在数据处理单元中预先输入公式(4)-(8)，按照公式(4)-(8)

计算裂隙前端伸展至地表的时间；

[0044] q＝bΔA＝bYΔL   (4)；

[0045] 其中，b为半椭圆形板状空间P2的厚度；q为劈裂伸展流量；△A为单位时间内梯形

面积的增加量(即图中的阴影部分A2、A3…)；Y为任意时刻半椭圆的长轴长度；t为椭圆的长

轴长度达到Y时所需的时间；L为梯形的高度(也即半椭圆半短轴的长度)；△L为单位时间内

L的增加量；V为半椭圆的半短轴的伸展速度；为半椭圆板状的短轴与梯形斜边的夹角。

[0046] 具体的，由于假定流入劈裂裂隙空间的泥水容量等于劈裂裂隙的体积，那么单位

时间内加压液体流过的流量等于其流过的面积乘以裂隙宽度，即q＝bΔA＝bYΔL，则可以

推导出 进一步的，在裂隙伸展过程中，由图4可知，Y和L满足 若

以L的伸展方向代表半椭圆形板状空间P2的伸展方向(也即图3a中箭头所指方向)，那么半

椭圆形板状空间P2朝向地表的伸展速度 由此可推导出

进一步对其两边积分得到 于是，裂隙前端延伸量(也即任意时刻椭圆

的长轴长度)达到Y时所需的时间为

[0047] 此外，所述步骤S3中，假定所述泥水劈裂的裂隙在厚度均匀的半椭圆板状空间内

向地表的方向伸展，且同时所述加压孔的直径为d的情形下：

[0048] (1)如图5a所示，当所述加压孔21的埋深H≤d时，可以认为加压孔21所在地层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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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状态为最大主应力与最小主应力基本相等，此时裂隙所在的半椭圆板状空间P2沿着从垂

直方向到水平方向任意角度发生，并且朝着唯一的自由面即地表面斜向上伸展，则

其中，β为半椭圆形板状空间P2与水平面之间的角度，各种情

况下通过以往试验测得该角度β为30°-45°；

[0049] (2)如图5b所示，当所述加压孔的埋深H>d时，可以认为加压孔21所在地层的应力

状态最大主应力与最小主应力的差值较大，裂隙所在的半椭圆板状空间沿着与水平方向上

的最小主应力垂直的方向(即垂直于地表的方向)伸展，则

[0050] 其中Ys为半椭圆半短轴伸展到地表时的长度。

[0051] 综上所述，本发明的构建的模型计算劈裂裂隙的伸展速度、总延伸量等参数，且与

实际观测到的泥水劈裂实验数据相符，由此实现对泥水劈裂过程中的一些参数的量化，以

及为更深一步研究土体中泥水劈裂伸展机理提供参考与借鉴。

[0052]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

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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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a

说　明　书　附　图 1/4 页

9

CN 109187217 A

9



图2b

图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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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b

图4

图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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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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