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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坑承压水降水室内模

拟试验装置及其试验方法，该装置包括模型箱和

水气交换仪，模型箱通过供水管与水气交换仪连

通。该装置模拟基坑承压含水层的降水过程，同

时可以监测地下水位变化，检测准确度更高，可

为基坑降水设计参数及施工提供参考，保证基坑

开挖降水的准确性与安全性，为基坑降水设计提

供可靠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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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坑承压水降水室内模拟试验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模型箱(1)和水气交换仪

(8)，模型箱(1)通过供水管(7)与水气交换仪(8)连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坑承压水降水室内模拟试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模型箱

(1)内部盛放模拟土层(2)，模拟土层(2)内设置降水井管(4)和监测井管(5)，模拟土层(2)

上覆盖盖板(3)，盖板(3)套设在降水井管(4)和监测井管(5)上，模型箱(1)内壁布设供水管

(7)，供水管(7)伸出模型箱(1)并与水气交换仪(8)连通，模型箱(1)内壁还设置刻度(61)和

玻璃管(62)，所述玻璃管(62)通过软管(63)与监测井管(5)连通。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基坑承压水降水室内模拟试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模拟土

层(2)中部的含水层为承压水层。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坑承压水降水室内模拟试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降水井

管(4)管壁设孔作为过滤段(42)、过滤段(42)外部包覆过滤材料(43)，过滤材料(43)上方填

充封堵材料(41)，降水井管(4)上方与抽水装置(9)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坑承压水降水室内模拟试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监测井

管(5)管壁设孔作为过滤段(52)、过滤段(52)外部包覆过滤材料(53)，过滤材料(53)上方填

充封堵材料(51)。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坑承压水降水室内模拟试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水气交

换仪(8)由供水室(81)、控制面板(82)和稳定气压源(83)构成。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基坑承压水降水室内模拟试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供水室

(81)由进水管(811)、进气孔(812)、排气孔(815)、中空隔离膜(813)和出水管(814)构成，出

水管(814)与供水管(7)连接，进水管(811)与外部水源连通。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坑承压水降水室内模拟试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模型箱

(1)为长方体或圆柱体。

9.一种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坑承压水降水室内模拟试验装置的试验方法，其特征在

于：包括如下步骤：

a、组装模型箱(1)：按照要求尺寸制作模型箱(1)，在模型箱(1)内壁标记刻度(61)，将

供水管(7)固定于模型箱(1)内壁，在供水管(7)管壁上开孔；

b、配置模拟土层(2)：根据实际工程场地土层要求，配置模拟土层(2)，通过土工试验测

得模拟土层(2)的物化性质，为保证试验准确度，配置时应保证模拟土层(2)的物化性质与

实际土层相符；

c、铺设模拟土层(2)：根据实际工程场地地勘报告，测得每一土层厚度，并在模型箱(1)

中铺设土层，根据不同工程的土层分布改变模型箱(1)内的土层分布，铺设土层时，将降水

井管(4)和监测井管(5)埋设在土层中，并在井管四周填充过滤材料(43)、(53)和封堵材料

(41)、(51)；

d、组装水气交换仪(8)：将水气交换仪(8)中各部分组装，进水管(811)与外部水源连

接，出水管(814)与供水管(7)连接；

e、注水固结：打开供水室(81)的排气孔(815)，由进水管(811)将供水室(81)内注满水，

排净供水室(81)中的空气后关闭排气孔(815)，将进气孔(812)与空气压缩机连接，打开空

气压缩机，向供水室(81)内注入空气，通过中空隔离膜(813)的膨胀，对供水室(81)内的水

提供压力，通过控制面板(82)控制水压力情况，当达到需要的水压力时，向模型箱(1)内注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2

CN 109853646 A

2



水，通过刻度(61)观察模型箱(1)内水位，当监测井管(5)水位稳定且模拟土层(2)表面有水

渗出时停止供水，记录监测井管(5)水位，随后土体开始自重固结，当土层沉降量连续三日

小于0.01mm/d，则达到试验要求；

f、试验：将抽水设备(9)与降水井管(4)连接，进水管(811)与水气交换仪(8)连接，打开

排气孔(815)，将供水室(81)注满水，通过控制面板(82)设定压力值，将带有压力的水通过

进水管(811)注入模型箱(1)中，打开抽水设备(9)抽取土层中的水，通过玻璃管(62)观测土

中水位变化情况。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基坑承压水降水室内模拟试验装置的试验方法，其特征在

于：在所述步骤f试验之前进行运行测试，当监测井管(5)水位保持初始水位不变，在玻璃管

(62)内可观察到降水漏斗时，表明运行正常。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09853646 A

3



基坑承压水降水室内模拟试验装置及其试验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实验装置及试验方法，特别涉及基坑承压水降水室内模拟试验装置及

其试验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滨海、沿江地区不仅地下水丰富，而且地基土层常呈强、弱透水层间的互层分

布，土方开挖导致含水层断裂，由于压力差的作用，基坑中必然会流入大量地下水。工程中

承压水作用引起的基坑变形和失稳问题是该类地区深基坑工程的重大风险源之一，若不及

时进行降排水工作，基坑持续渗水将造成现场施工条件变差以及地基承载力下降，为保证

基坑开挖的安全稳定，常常需要对承压含水层进行减压降水。为了确定实际基坑降水工程

中的的各项参数，常采用操作便利的室内试验进行预先模拟。在试验过程中，水位观测尤为

重要。由于模型试验尺寸远比现场要小，水位观测装置要兼顾模型试验的精度要求与操作

简单灵活的要求。为了保证含水层的承压性，对于含水层水压力的控制需要具有准确性与

便捷性。

[0003] 经过对现有技术文献检索发现：

[0004] 中国专利201310303890.9，公开了一种桩基础阻碍地下水渗流的室内模拟试验方

法，该试验考虑了桩基础对降水过程中地下水渗流的影响情况，但存在以下不足(1)试验土

层为单层土，土体层数难以模拟真实地下情况；(2)只能模拟潜水层情况下的渗流情况，无

法模拟承压含水层情况下的降水及地下水渗流情况；中国专利201510759865.0，公开了一

种教学用模拟含水层的实验装置，该装置采用水袋模拟承压含水层，但是存在以下不足(1)

对于水压力的模拟范围受限，对模拟水压力的大小没有直观的掌控；(2)利用水袋装水来模

拟含水层，水不与土体接触，模拟过于理想化。

发明内容

[0005] 发明目的：本发明目的是提供模拟基坑承压含水层的降水过程，同时可以监测地

下水位变化的实验装置。

[0006] 本发明的另一目的是提供所述实验装置的实验方法。

[0007] 技术方案：本发明提供一种基坑承压水降水室内模拟试验装置，包括模型箱和水

气交换仪，模型箱通过供水管与水气交换仪连通。

[0008] 进一步地，所述模型箱内部盛放模拟土层，模拟土层内设置降水井管和监测井管，

模拟土层上覆盖盖板，盖板套设在降水井管和监测井管上，模型箱内壁上布设供水管，供水

管伸出模型箱并与水气交换仪连通，模型箱内壁上还设置刻度和玻璃管，所述玻璃管通过

软管与监测井管连通。所述降水井管管壁设孔作为过滤段、过滤段外部包覆过滤材料，过滤

材料上方填充封堵材料，降水井管上方与抽水装置连接。所述监测井管管壁设孔作为过滤

段、过滤段外部包覆过滤材料，过滤材料上方填充封堵材料。所述水气交换仪由供水室、控

制面板和稳定气压源构成。所述供水室由进水管、进气孔、排气孔、中空隔离膜和出水管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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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出水管与供水管连接，进水管与外部水源连通。所述模型箱为长方体或圆柱体。

[0009] 以下对上述技术方案进行进一步的解释说明：

[0010] 通过采用水气交换仪对地下水施加压力来模拟承压含水层，能够保证承压含水层

水压的稳定性，克服了现有技术中模拟基坑降水方法中较难模拟承压含水层存在的缺点。

对上层盖板施加压力可以增大上覆土层荷载，同时可以通过观测井可观测不同深度地下水

位的变化情况。该试验装置中模型箱要求具有一定强度、刚度，透明，形状为长方形或圆形，

模型箱一侧内壁上设置刻度。布置在模型箱内的模拟土层要跟实际土层相符，以实际土层

为原型，模拟土层物理性质要与实际土层相近，按照一定比例缩尺确定尺寸。布置在模拟土

层之上的盖板可采用与模型箱相同或者不同的材质，盖板上根据降水管的尺寸和位置在相

应位置开孔，盖板的材质要有一定的承载力，必要时可在盖板上施加荷载，以提高承压含水

层的承压性。埋设于土层之中的降水井管和监测井管，材质可以根据需要选用，如可以选用

pvc管等，其尺寸应通过按比例缩尺获得，降水井管与监测井管在下半部分打洞，并覆盖锦

纶或者纱布等，用以模拟实际井管的过滤段。模型箱内壁上的刻度、附着在内壁上的玻璃

管、埋设于土层中的监测井、连接玻璃管和监测井的软管组成水位观测计，玻璃管、监测井

与软管组成连通器，使得观测基坑内的水位变化变得更直观。布置在模型箱四周的供水管

可以根据需要采用不同的材质，供水管的尺寸根据实际需要选定，供水管上在与含水土层

相应部分打孔，与水气交换仪连接，作为供水通道，模拟实际基坑中的承压含水层。提供水

压力的水气交换仪由控制面板、稳定气压源和供水室组成。供水室由进水管、出水管、排气

孔、进气孔和隔离膜组成。供水室的进水管与水源(如自来水等)连接，水通过进水管进入供

水室中，通过控制面板确定压力值，通过稳定气压源向隔离膜内注入空气，使隔离膜膨胀，

对供水室内的水施加压力。供水室的出水管与布置在模型箱四周的供水管连接，来自于水

源的水经水气交换仪提供压力，由供水管进入模型箱土体中，作为水压力的来源。

[0011] 所述基坑承压水降水室内模拟试验装置的实验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2] a、组装模型箱：按照要求尺寸制作模型箱，在模型箱内壁标记刻度，将供水管固定

于模型箱内壁，在供水管管壁上开孔；

[0013] b、配置模拟土层：根据实际工程场地土层要求，配置模拟土层，通过土工试验测得

模拟土层的物化性质，为保证试验准确度，配置时应保证模拟土层的物化性质与实际土层

相符；

[0014] c、铺设模拟土层：根据实际工程场地地勘报告，测得每一土层厚度，并在模型箱中

铺设土层，根据不同工程的土层分布改变模型箱内的土层分布，铺设土层时，将降水井管和

监测井管埋设在土层中，并在井管四周填充过滤材料和封堵材料；

[0015] d、组装水气交换仪：将水气交换仪中各部分组装，进水管与外部水源连接，出水管

与供水管连接；

[0016] e、注水固结：打开供水室的排气孔，由进水管将供水室内注满水，排净供水室中的

空气后关闭排气孔，将进气孔与空气压缩机连接，打开空气压缩机，向供水室内注入空气，

通过中空隔离膜的膨胀，对供水室内的水提供压力，通过控制面板控制水压力情况，当达到

需要的水压力时，向模型箱内注水，通过刻度观察模型箱内水位，当监测井管水位稳定且模

拟土层表面有水渗出时停止供水，记录监测井管水位，随后土体开始自重固结，当土层沉降

量连续三日小于0.01mm/d，则达到试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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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f、试验：将抽水设备与降水井管连接，进水管与水气交换仪连接，打开排气孔，将

供水室注满水，通过控制面板设定压力值，将带有压力的水通过进水管注入模型箱中，打开

抽水设备抽取土层中的水，通过玻璃管观测土中水位变化情况。也可以在土层中埋设其他

监测设备，获取相应的监测数据。

[0018] 进一步地，在试验之前进行运行测试，当监测井管水位保持初始水位不变，在玻璃

管内可观察到降水漏斗时，表明运行正常。

[0019] 有益效果：本发明的模拟土层符合真实地下土层情况，可以模拟承压含水层的降

水情况，水压力可控，且可直观地观察水压，水与土层接触，检测准确度更高。本发明较适用

于室内模拟基坑承压水降水过程，为基坑降水设计参数及施工提供参考，保证基坑开挖降

水的准确性与安全性，为基坑降水设计提供可靠参数。

附图说明

[0020] 图1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是本发明的水气交换仪结构示意图；

[0022] 图3是本发明的供水室结构示意图；

[0023] 图4是本发明的降水井管结构示意图；

[0024] 图5是本发明的监测井管结构示意图；

[0025] 图6是本发明的水位观测计结构示意图；

[0026] 图7是本发明的刻度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如图1所示，本实施例的基坑承压水降水室内模拟试验装置结构包括两大部分：模

型箱1和水气交换仪8，模型箱1通过供水管7与水气交换仪8连通。关于模型箱1的结构如图

1，模型箱1内部盛放模拟土层2，所述模拟土层2中部的含水层为承压水层。模拟土层2内设

置降水井管4和监测井管5，模拟土层2上覆盖盖板3，盖板3套设在降水井管4和监测井管5

上，模型箱1内壁上布设供水管7，供水管7伸出模型箱1并与水气交换仪8连通，模型箱1内壁

上还设置刻度61(如图7所示)和玻璃管62，玻璃管62通过软管63与监测井管5连通。其中，如

图2所示，水气交换仪8由供水室81、控制面板82和稳定气压源83构成。本实施例中模型箱1

的结构为长方体。

[0028] 如图4-5所示，降水井管4和监测井管5的外部结构基本相同，降水井管4在管壁打

孔作为过滤段42、过滤段42外部包覆过滤材料43，过滤材料43上方填充封堵材料41，降水井

管4上方与抽水装置9连接。相同地，监测井管5管壁设孔作为过滤段52、过滤段52外部包覆

过滤材料53，过滤材料53上方填充封堵材料51。

[0029] 如图3所示，供水室81由进水管811、进气孔812、排气孔815、中空隔离膜813和出水

管814构成，出水管814与供水管7连接，进水管811与外部水源连通。

[0030] 本实施例的实验装置的制作及实验过程如下：

[0031] (1)按照要求尺寸制作模型箱1，尺寸为2m*1.5m*1m，在模型箱1内壁标记刻度61范

围为0～70cm，将供水管7分别固定于模型箱1四角，在供水管7相应位置开孔；

[0032] (2)根据实际工程场地土层要求，配置模拟土层2，通过土工试验测得模拟土层2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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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特性，如重度、含水率、渗透系数等，为保证试验准确度，配置时应保证模拟土层2的特

性与实际土层相符；

[0033] (3)根据实际工程场地地勘报告，按比例缩尺得每一土层厚度，在模型箱1中铺设

土层，上层为15cm厚黏土，中间为40cm厚粉质黏土，下部为15cm厚黏土；

[0034] (4)组装水气交换仪8中供水室81、控制面板82和稳定气压源83等各部分，将自来

水和供水室81中进水管811相连接，由进水管811将供水室81内注满水，排净供水室中的空

气，将空气压缩机与进气孔812连接，通过控制面板82设定需要的压力，打开稳定气压源，向

供水室81内注入空气，通过中空隔离膜813的膨胀，对供水室81内的水提供压力，通过控制

面板82控制水压力情况，当达到需要的水压力时，向模型箱1内注水；

[0035] (5)通过水位观测计(如图6所示)观察模型箱1内水位，当监测井管5水位达到要求

并保持稳定时停止供水，记录观测井水位，随后土体开始自重固结，当土层沉降量连续三日

小于0.01mm/d，则认为达到试验要求；

[0036] (6)运行测试：当监测井管5水位保持初始水位不变，在玻璃管62内可观察到降水

漏斗时，表明运行正常，即可进行正式试验；

[0037] (7)试验：将抽水设备9与降水井管4连接，进水管811与水气交换仪8连接，打开排

气孔815，将供水室81注满水，通过控制面板82设定压力值，将带有压力的水通过进水管811

注入模型箱1中，打开抽水设备9抽取土层中的水，通过玻璃管62观测土中水位变化情况。

说　明　书 4/4 页

7

CN 109853646 A

7



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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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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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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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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