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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渗流应力耦合内管涌渗

透可视化模型试验装置及试验方法。试验装置由

变水头控制及液体循环系统、垂直加载渗透系

统、激光控制系统和图像采集系统4个部分组成，

能够开展非稳定渗流在不同应力、不同细料含

量、不同级配等状态下内管涌渗透试验研究以及

渗流过程中的颗粒流失及变形破坏特征研究。本

发明还提供一种渗流应力耦合模拟侵蚀型内管

涌的可视化试验方法，具体通过变水头控制及液

体循环系统，对垂直加载渗透系统中处于应力场

下的管涌土样施加水头差，实现渗流-侵蚀-应力

三场耦合内管涌试验。本发明工序简明、制作简

单、可直接深入观察、经济可操作性强，从而可以

初步揭示渗流应力耦合内管涌细观机理，为后续

研究提供试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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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渗流应力耦合内管涌渗透可视化模型试验装置，其特征是，包括变水头控制及

液体循环系统、垂直加载渗透系统、激光控制系统和图像采集系统，所述变水头控制及液体

循环系统通过进流管和出流管与垂直加载渗透系统相连接，并通过水泵维持循环；所述的

垂直加载渗透系统利用反力架和若干千斤顶对模型箱内的试样施加竖直向下的荷载，所述

出流管处设置有流量计，所述模型箱侧壁均匀布设有若干组微型孔压计及土压力传感器，

所述垂直加载渗透系统的透明土样区中装入透明土、透明液及荧光粒子代表骨架颗粒、液

体及填充颗粒；所述的激光控制系统使激光透过光纤聚焦透镜产生共面集中的激光，融合

透明土、激光激发荧光、示踪综合效应获取不同截面骨架及填充颗粒轮廓；所述的图像采集

系统利用模型箱后的LED光源照射来提高图像识别度，并利用模型箱前的高速相机进行动

态拍摄，以捕捉细颗粒运移特征及内部结构性变化。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渗流应力耦合内管涌渗透可视化模型试验装置，其特征

是，所述变水头控制及液体循环系统中的上游水箱通过实验平台智能控制升降速率模拟非

稳定变水头，并通过进流管与所述的垂直加载渗透系统相连，通过溢流管和抽流管与循环

水槽相连；所述循环水槽与垂直加载渗透系统通过出流管相连。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渗流应力耦合内管涌渗透可视化模型试验装置，其特征

是，所述垂直加载渗透系统的模型箱为盒型的透明模型箱；所述透明模型箱固定在地面上，

其上部固定一块水平的可透砂压力板，其下部安置有通过千斤顶控制上下移动的透水加载

盒；所述可透砂压力板与所述透水加载盒之间为透明土样区。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渗流应力耦合内管涌渗透可视化模型试验装置，其特征

是，所述透水加载盒内填充物为砾石；所述可透砂压力板顶面与出流口下缘齐平；所述出流

口覆有透水纱布。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渗流应力耦合内管涌渗透可视化模型试验装置，其特征

是，所述激光控制系统的轴线垂直于所述透明模型箱侧板，所述激光源和光纤聚焦透镜组

合使用，所述激光控制系统通过平移控制支架调整激光照射的位置。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渗流应力耦合内管涌渗透可视化模型试验装置，其特征

是，所述高速相机的轴线垂直于所述激光控制系统的轴线，且两轴线的交点位于透明土样

区内。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渗流应力耦合内管涌渗透可视化模型试验装置，其特征

是，所述模型箱侧壁均匀布设5组微型孔压计及土压力传感器。

8.基于权利要求1-7中任意一项所述的一种渗流应力耦合内管涌渗透可视化模型试验

装置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a.准备好试验所必须的材料，包括模拟骨架颗粒的透明土、模拟孔隙液体具有相同折

射率的溶液和模拟填充细粒的示踪荧光透明土粒子；

b.在水箱和循环水槽内注入具有相同折射率并添加有荧光染色剂的孔隙流体，用止水

夹夹住进流管；

c.通过开闭进流管控制模型箱水位，利用水下分层抛填法装样，按照预先设计的方案，

在骨料中填充示踪荧光粒子；

d.装样完毕后关闭进流管，固定试样上方的可透砂压力板，利用千斤顶将位于试样下

方的透水加载盒向上顶升，使微型土压力传感器示数达到预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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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开启激光控制系统的镭射激光光源照射透明土剖面，诱发孔隙流体中的荧光染色剂

和具有荧光特性的示踪粒子，观察透明土样并通过高速相机采集图像；

f.开启水泵和进流管，通过逐级升高水头来进行渗透试验；

g.实时记录水头差高度、流量计示数和微型孔压计示数，同时管涌现象发生后用铲刀

每隔固定时间将透砂压力板上表面的细料由出砂口铲出，晒干后分别进行称量以得到出砂

量变化规律。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基于一种渗流应力耦合内管涌渗透可视化模型试验装置的方

法，其特征在于，制备透明土样时，采用符合试验方案粒径级配的硼硅酸玻璃或其它透明土

颗粒混合具有相应折射率的孔隙流体及荧光染料。

10.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基于一种渗流应力耦合内管涌渗透可视化模型试验装置的

方法，其特征在于，分层装样时，选用具有荧光激发特性的细粒透明土作为填充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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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流应力耦合内管涌渗透可视化模型试验装置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渗流模型试验装置和试验方法，特别涉及一种渗流应力耦合模拟侵蚀

型内管涌的可视化试验装置和试验方法，属于岩土工程渗流试验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深层覆盖层具有结构松散、岩性不连续、成因类型复杂、物理力学性质不均匀等特

点。随着近些年来我国水电建设快速发展，在地质条件较差的深厚覆盖层上建设高坝、超高

坝已成为我国西南水电建设所必须面临的问题，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深厚覆盖层的渗透

稳定是影响大坝安全的关键科学问题。而工程实践统计表明，在高渗透强度长期作用下，基

础、堤身、堤身与地基结合部均可能发生侵蚀型内管涌，因此，我国高坝、超高坝的建设需求

必将对坝体分区填筑料防渗设计提出更高要求。

[0003] 随着地下开采和与工程建设规模的扩大，渗透问题破坏灾害成为工程和理论界高

度关注的重要问题。而深厚覆盖层、坝基或堤身内部的渗透稳定实质是内部侵蚀型管涌问

题。相较于传统管涌，侵蚀型内管涌隐蔽性强、危害性大，侵蚀型内管涌的发展将进一步加

剧地基或填充区材料物理力学性质的不均匀性，造成地基不均匀沉降，破坏坝体心墙或坝

基混凝土防渗墙，甚至引起面板与堆石体脱开，威胁大坝安全。控制深厚覆盖层内地基的侵

蚀型内管涌危害，必须对其发生、发展机理进行深入研究，进而建立能预测其发生、发展的

概化数学模型，为工程设计及管理人员提供参考，从而实现对堤坝运营期侵蚀型内管涌发

生、发展的预警及灾害管控的目的。

[0004] 针对土体的侵蚀型内管涌问题，国内外的许多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已取得了

众多的研究成果。现有研究表明，侵蚀型内管涌发生的水力条件与级配、细料含量、应力状

态等多个因素相关，但目前尚未形成统一结论。而当前侵蚀型内管涌试验研究或多或少还

存在一些不足：

[0005] 1、一般基于缩尺模型，辅以相关监测手段，然而获得的往往是模型边界面（表观）

或内部少量离散点信息，无法对内管涌本质特征——细颗粒运移及流失规律进行动态、全

息的获取；

[0006] 2、大多在稳定渗流条件下进行，与工程实际情况相差甚远；

[0007] 3、所考虑的影响因素相对比较单一；

[0008] 4、孔隙水压力的测定多为外置孔压管测定，测量过程繁琐且难免有读数不准的情

况。

发明内容

[0009]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克服现有技术的缺陷，提供一种能够考虑渗流应力

耦合因素，并直观观察侵蚀型内管涌细颗粒动态运移的室内模型试验装置及试验方法。

[0010]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渗流应力耦合内管涌渗透可视化模型试验

装置，其特征是，包括变水头控制及液体循环系统、垂直加载渗透系统、激光控制系统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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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采集系统，所述变水头控制及液体循环系统通过进流管和出流管与垂直加载渗透系统相

连接，并通过水泵维持循环；所述的垂直加载渗透系统利用反力架和若干千斤顶对模型箱

内的试样施加竖直向下的荷载，所述出流管处设置有流量计，所述模型箱侧壁均匀布设有

若干组微型孔压计及土压力传感器，所述垂直加载渗透系统的透明土样区中装入透明土、

透明液及荧光粒子代表骨架颗粒、液体及填充颗粒；所述的激光控制系统使激光透过光纤

聚焦透镜产生共面集中的激光，融合透明土、激光激发荧光、示踪综合效应获取不同截面骨

架及填充颗粒轮廓；所述的图像采集系统利用模型箱后的LED光源照射来提高图像识别度，

并利用模型箱前的高速相机进行动态拍摄，以捕捉细颗粒运移特征及内部结构性变化。

[0011] 进一步地，所述变水头控制及液体循环系统中的上游水箱通过实验平台智能控制

升降速率模拟非稳定变水头，并通过进流管与所述的垂直加载渗透系统相连，通过溢流管

和抽流管与循环水槽相连；所述循环水槽与垂直加载渗透系统通过出流管相连。

[0012] 进一步地，所述垂直加载渗透系统的模型箱为盒型的透明模型箱；所述透明模型

箱固定在地面上，其上部固定一块水平的可透砂压力板，其下部安置有通过千斤顶控制上

下移动的透水加载盒；所述可透砂压力板与所述透水加载盒之间为透明土样区。

[0013] 进一步地，所述透水加载盒内填充物为砾石；所述可透砂压力板顶面与出流口下

缘齐平；所述出流口覆有透水纱布。

[0014] 进一步地，所述激光控制系统的轴线垂直于所述透明模型箱侧板，所述激光源和

光纤聚焦透镜组合使用，所述激光控制系统通过平移控制支架调整激光照射的位置。

[0015] 进一步地，所述高速相机的轴线垂直于所述激光控制系统的轴线，且两轴线的交

点位于透明土样区内。

[0016] 进一步地，所述模型箱侧壁均匀布设5组微型孔压计及土压力传感器。

[0017]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渗流应力耦合内管涌渗透可视化模型试验方法，其特征在

于，包括以下步骤：

[0018] a .准备好试验所必须的材料，包括模拟骨架颗粒的透明土、模拟孔隙液体具有相

同折射率的溶液和模拟填充细粒的示踪荧光透明土粒子；

[0019] b.在水箱和循环水槽内注入具有相同折射率并添加有荧光染色剂的孔隙流体，用

止水夹夹住进流管；

[0020]   c.通过开闭进流管控制模型箱水位，利用水下分层抛填法装样，按照预先设计的

方案，在骨料中填充示踪荧光粒子；

[0021] d .装样完毕后关闭进流管，固定试样上方的可透砂压力板，利用千斤顶将位于试

样下方的透水加载盒向上顶升，使微型土压力传感器示数达到预定值；

[0022] e.开启激光控制系统的镭射激光光源照射透明土剖面，诱发孔隙流体中的荧光染

色剂和具有荧光特性的示踪粒子，观察透明土样并通过高速相机采集图像；

[0023] f.开启水泵和进流管，通过逐级升高水头来进行渗透试验；

[0024] g .实时记录水头差高度、流量计示数和微型孔压计示数，同时管涌现象发生后用

铲刀每隔固定时间将透砂压力板上表面的细料由出砂口铲出，晒干后分别进行称量以得到

出砂量变化规律。

[0025] 进一步地，制备透明土样时，采用符合试验方案粒径级配的硼硅酸玻璃或其它透

明土颗粒混合具有相应折射率的孔隙流体及荧光染料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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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进一步地，分层装样时，选用具有荧光激发特性的细粒透明土作为填充料。

[002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的有益效果在于：

[0028] 1、本发明创新性地融合透明土试验技术、激光诱发荧光显像技术及示踪粒子技术

来开展侵蚀性内管涌试验研究及机理分析，建设内管涌渗透可视化模型试验平台，开展多

因素下内管涌渗透试验，研究应力状态(σ)、渗流水头边界条件(△H/t)、细料含量(Ff)、控

制特征粒径比(Dc35/d85)对内管涌的影响，获取颗粒流失率、孔隙率、渗透强度等的演变规

律，建立流失率与各因素关联及孔隙率演变本构方程，揭示内管涌发生机理，为后续研究提

供试验基础；

[0029] 2、本发明克服了之前相关学者利用γ射线密度计、CT扫描和X射线技术等研究土

体内部颗粒变化特征中无法有效区分粗细骨料、价格较为昂贵、对试验设备和试验技术要

求较高等缺点，室内模型设备易于操作和调整，且采用渗流循环系统，可有效降低成本；

[0030] 3、常规的研究土体侵蚀型内管涌试验一般是通过水在土样中的渗流力来施加体

积力，但体积力的大小和施加的均匀性不能够控制，而本发明的侵蚀型内管涌试验模拟的

力场是均匀力场，试验材料各部分是均匀受力的，其模拟的误差相较于其他内管涌试验要

小，并且可以通过调整轴向力的大小，模拟在不同应力条件下土体的侵蚀型内管涌的特征，

从而克服了常规试验中的一些缺点；

[0031] 4、本发明扩大了透明土颗粒的应用范围，将其应用于室内侵蚀型内管涌试验，在

试验过程中可以观测到土体颗粒侵蚀运移、流失等特征。

附图说明

[0032] 图1为本发明的渗流循环系统示意图；

[0033] 图2为本发明的渗透主体装置立体图；

[0034] 图3为本发明的渗透主体装置正视图；

[0035] 图4为本发明的渗透主体装置俯视图。

[0036] 其中，Ⅰ为变水头控制及液体循环系统，Ⅱ为垂直加载渗透系统，Ⅲ为激光控制系

统，Ⅳ为图像采集系统，1为水箱，2为溢流管，3为进流管，4为透明模型箱，5为反力架，6为千

斤顶，7为可透砂压力板，8为透水加载盒，9为进流口，10为出流口，11为出砂口，12为激光

源，13为光纤聚焦透镜，14平移控制支架，15为高速相机，16为流量计，17为孔压计，18为循

环水槽，19为出流管，20为抽流管，21为水泵，22为透明土样区。

具体实施方式

[0037]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描述。以下实施例仅用于更加清楚地说明本发明

的技术方案，而不能以此来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38] 如图1至图2所示，一种渗流应力耦合内管涌渗透可视化模型试验装置，包括变水

头控制及液体循环系统Ⅰ、垂直加载渗透系统Ⅱ、激光控制系统和Ⅳ图像采集系统Ⅲ，变水

头控制及液体循环系统Ⅰ具有液体循环功能，利用溢流管2、进流管3、出流管19和抽流管20

将水箱1、循环水槽18和透明模型箱4中的三处水体进行联系，并通过水泵21维持循环；垂直

加载渗透系统Ⅱ利用反力架和若干千斤顶6对透明模型箱4内的试样施加竖直向上的荷载，

出流管19处设置有流量计16，侧壁均匀布设有若干组微型孔压计及土压力传感器17；激光

说　明　书 3/5 页

6

CN 107167411 B

6



控制系统Ⅲ使激光透过光纤聚焦透镜13产生共面集中的激光，并可以通过平移控制支架14

调整激光照射的位置；图像采集系统Ⅳ利用透明模型箱4后的LED光源照射来提高图像识别

度，并利用透明模型箱4前的高速相机15进行动态拍摄。

[0039] 所述变水头控制及液体循环系统Ⅰ中的水箱1可以自由升降，并通过进流管3与垂

直加载渗透系统Ⅱ相连，通过溢流管2和抽流管20与循环水槽18相连；所述变水头控制及液

体循环系统Ⅰ中的循环水槽18和垂直加载渗透系统Ⅱ通过出流管19相连。

[0040] 所述的装样区各方向尺寸为10cm，以考虑透明土透射路径长度限制且避免尺寸效

应影响；所述垂直加载渗透Ⅱ系统选用盒型的透明模型箱4，可避免激光和荧光的折射；所

述透明模型箱4固定在地面上，其上部可固定一块水平的可透砂压力板7，其下部安置有通

过千斤顶6控制上下移动的透水加载盒8；所述可透砂压力板7与所述透水加载盒8之间为透

明土样区22；所述透水加载盒8内填充物为砾石，起缓冲作用；所述可透砂压力板7顶面与出

流口10下缘齐平；所述出流口10覆有透水纱布，阻止细料通过。

[0041] 所述激光发射系统Ⅲ轴线垂直于所述透明模型箱4侧板，所述激光源12和光纤聚

焦透镜13组合使用，所述平移支架14能够平稳移动以调整激光源12与所述透明模型箱4的

距离。

[0042] 所述高速相机15轴线垂直于所述激光发射系统Ⅲ的轴线，且两轴线的交点位于透

明土样区22内；所述透明模型箱4侧壁均匀布设5组微型孔压计及土压力传感器17；所述出

流管19上安装有流量计16，具有显示和储存瞬时流量和累计流量数据的功能。

[0043] 同时，一种渗流应力耦合模拟侵蚀型内管涌的可视化试验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4] a.准备好透明土样，包括骨架颗粒和填充细粒以及适量示踪荧光粒子；

[0045] b.在水箱1和循环水槽18内注入具有相同折射率的添加有荧光染色剂的孔隙流

体，用止水夹夹住进流管3；

[0046]   c.通过开闭进流管3控制透明模型箱4水位，利用水下分层抛填法装样，按照预先

设计的方案，将特定位置的部分填充细粒用示踪荧光粒子；

[0047] d.装样完毕后关闭进流管3，固定试样上方的可透砂压力板7，利用千斤顶6将位于

试样下方的透水加载盒8向上顶升，使微型土压力传感器示数达到预定值；

[0048] e.开启LED光源和激光控制系统Ⅲ的镭射激光光源12照射透明土剖面，诱发孔隙

流体中的荧光染色剂和具有荧光特性的示踪粒子，观察透明土样并通过高速相机15采集图

像；

[0049] f.开启水泵21和进流管3，通过逐级升高水头来进行渗透试验；

[0050] g .实时记录水头差高度、流量计16示数和微型孔压计及土压力传感器17示数，同

时管涌现象发生后用铲刀每隔固定时间将透砂压力板上表面的细料铲出，晒干后分别进行

称量以得到出砂量变化规律；

[0051] 制备透明土样时，采用符合试验方案粒径级配的硼硅酸玻璃或其它透明土颗粒混

合具有相应折射率的孔隙流体及荧光染料组成。

[0052] 分层装样时，在透明土中掺入少量具有荧光特性的颗粒作为追踪细颗粒运移特征

的示踪粒子，以展现细粒侵蚀起动、运移、沉积、堵塞及成拱等过程。

[0053] 进行试验时，按照制定的试验方案，调整水头控制系统，施加不同载荷，进行不同

条件下的试验，用激光源照射透明土剖面，诱发孔隙流体中的荧光染色剂和具有荧光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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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示踪粒子，观察透明土样并通过高速相机采集图像。

[0054] 在进行模拟侵蚀型内管涌的可视化试验时，所需要测定的参数有载荷压力、围压、

孔隙水压力、流量等。

[0055] 本发明所述的一种渗流应力耦合模拟侵蚀型内管涌的可视化试验装置和试验方

法，其创新点在于，融合透明土实验技术、激光诱发荧光显像技术及示踪粒子技术来开展侵

蚀性内管涌试验研究及机理分析，不仅克服了之前相关学者利用CT扫描和X射线技术研究

土体内部颗粒变化特征中无法有效区分粗细骨料、价格较为昂贵、对试验设备和试验技术

要求较高等缺点，而且可以通过调整轴向力的大小，模拟非稳定渗流在不同应力、不同细料

含量、不同级配等状态下土体的侵蚀型内管涌的特征，从而提供了一种可直接深入观察、制

作简单、试验方便、可便于调整施加于土体上均布荷载大小、能够真实反映土体侵蚀型内管

涌细颗粒运移特征及内部结构性变化的渗流应力耦合模拟侵蚀型内管涌的可视化试验装

置和试验方法。

[0056]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技术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变形，这些改进和变形

也应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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