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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渗流力的量测装置及其量

测方法，它包括土样室桶身，所述土样室桶身上

端安装有水压力室桶身，所述土样室桶身内部上

端放置与土样室桶身内壁直径相同的上透水石，

所述土样室桶身下端与渗出水收集室桶身上端

连接，所述土样室桶身和渗出水收集室桶身之间

设置有下透水石，所述水压力室桶身的顶部中心

安装有导水管，导水管与GDS压力系统连接，所述

渗出水收集室桶身的底部连接有水压传感器和

导水管，所述渗出水收集室桶身放置在压力盒

上，压力盒固定在底座上，所述水压力室桶身的

顶部设置有饱和器，所述饱和器和渗出水收集室

桶身之间安装有长螺栓并夹紧。可用于对比分析

研究实际量测值与理论计算值的差距及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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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渗流力量测装置的量测方法，其特征在于它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将土样室桶身置于光滑平整的木板上，在桶底放上与桶身内径相同的滤纸，将

要测试的土骨料分两次装入土样室桶身内，每完成一次装样后振捣试样使之密实，将土样

室冒出的土样用钢刀刮平，放上与桶身内径相同的滤纸，滤纸上面放上透水石(4)；

步骤二，将土样与透水石连接，一起放入真空饱和缸进行3个小时抽真空，然后进行10

个小时的饱和，使土样与透水石充分饱和；

步骤三，将得到的饱和土样与装置组装好；

步骤四，启动GDS压力控制系统开始向水压力室注水，赶走室内气体，使得整个压力充

满水、整个桶内达到饱和状态；

步骤五，压力盒(13)读数清零；

步骤六，启动GDS压力控制系统向水压力室注水，增大水压力室的压力，记录水压力室

内的水压；

步骤七，调节GDS压力系统增大注水压力时，由于水在土中渗流的滞后性，渗出水收集

室内水压慢慢增加，当渗出水收集室内水压稳定后，通过水压传感器(10)记录渗出水收集

室内水压；

步骤八，直接记录压力盒(13)的渗流力J*；

步骤九，通过理论公式J＝γW·i·VS计算出渗流力J；其中，γW为水的重度；i为水力梯

度，是水头差和渗径长度的比值；Vs为土颗粒的体积；

步骤十，对直接量测的渗流力J*与理论计算出的渗流力J进行对比分析；

所述量测装置，包括土样室桶身(6)，所述土样室桶身(6)上端安装有水压力室桶身

(1)，所述土样室桶身(6)内部上端放置与土样室桶身内壁直径相同的上透水石(4)，所述土

样室桶身(6)下端与渗出水收集室桶身(9)上端连接，所述土样室桶身(6)和渗出水收集室

桶身(9)之间设置有下透水石(7)，所述水压力室桶身(1)的顶部中心安装有第一导水管

(2)，第一导水管(2)与GDS压力系统连接，所述渗出水收集室桶身(9)的底部连接有水压传

感器(10)和第二导水管(11)，所述渗出水收集室桶身(9)放置在压力盒(13)上，压力盒(13)

固定在底座(14)上，所述水压力室桶身(1)的顶部设置有饱和器(15)，所述饱和器(15)和渗

出水收集室桶身(9)之间安装有长螺栓(16)并夹紧；

所述上透水石(4)能够在土样室桶身(6)内部上下移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渗流力量测装置的量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土样室桶

身(6)和水压力室桶身(1)的结合面设置有两圈上环形防水橡胶垫(5)。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渗流力量测装置的量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土样室桶

身(6)和渗出水收集室桶身(9)的结合面设置有下环形防水橡胶垫(8)。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渗流力量测装置的量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水压力室

桶身(1)的顶部加工有排气孔，所述排气孔上安装有螺丝(3)。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渗流力量测装置的量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导水

管(11)上安装有阀门(12)控制水的流量。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06769691 B

2



一种渗流力的量测装置及其量测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是一种不同水力梯度作用下量测渗流力的装置及其方法，属于土的渗流研

究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是一个地质灾害频发的国家，随着我国大量世纪工程的建设，面临大量的工

程地质问题；而地下水的作用是工程地质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地下水在土中渗流会对土颗

粒施加作用力，即渗流力，当渗流力过大时就会引起土颗粒或土体的移动，产生渗透变形，

甚至渗透破坏，如边坡破坏，地面隆起，堤坝失稳等现象。现今对渗流力还停留于理论计算

的层面，假想对土样的土骨架和水分开来取隔离体，采用静力学的极限平衡思想求解渗流

力，缺少量测渗流力的装置及其方法，因此，对渗流力的准确量测对研究工程中的渗透作用

影响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现今对渗流力还停留于理论计算的层面，本发明提供了一种不同水力梯度作

用下量测渗流力的装置及其方法，并可用于对比分析研究实际量测值与理论计算值的差距

及其原因。

[0004]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出以下技术方案：一种渗流力的量测装置及其

量测方法，它包括土样室桶身，所述土样室桶身上端安装有水压力室桶身，所述土样室桶身

内部上端放置与土样室桶身内壁直径相同的上透水石，所述土样室桶身下端与渗出水收集

室桶身上端连接，所述土样室桶身和渗出水收集室桶身之间设置有下透水石，所述水压力

室桶身的顶部中心安装有导水管，导水管与GDS压力系统连接，所述渗出水收集室桶身的底

部连接有水压传感器和导水管，所述渗出水收集室桶身放置在压力盒上，压力盒固定在底

座上，所述水压力室桶身的顶部设置有饱和器，所述饱和器和渗出水收集室桶身之间安装

有长螺栓并夹紧。

[0005] 所述土样室桶身和水压力室桶身的结合面设置有两圈上环形防水橡胶垫。

[0006] 所述上透水石能够在土样室桶身内部上下移动。

[0007] 所述土样室桶身和渗出水收集室桶身的结合面设置有下环形防水橡胶垫。

[0008] 所述水压力室桶身的顶部加工有排气孔，所述排气孔上安装有螺丝。

[0009] 所述导水管上安装有阀门控制水的流量。

[0010] 采用任意一种渗流力的量测装置的量测方法，它包括以下步骤：

[0011] 步骤一，将土样室桶身置于光滑平整的木板上，在桶底放上与桶身内径相同的滤

纸，将要测试的土骨料分两次装入土样室桶身内，每完成一次装样后振捣试样使之密实，将

土样室冒出的土样用钢刀刮平，放上与桶身内径相同的滤纸，滤纸上面放上透水石；

[0012] 步骤二，将土样与透水石连接，一起放入真空饱和缸进行3个小时抽真空，然后进

行10个小时的饱和，使土样与透水石充分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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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步骤三，将得到的饱和土样与装置组装好；

[0014] 步骤四，启动GDS压力控制系统开始向水压力室注水，赶走室内气体，使得整个压

力充满水、整个桶内达到饱和状态；

[0015] 步骤五，压力盒读数清零；

[0016] 步骤六，启动GDS压力控制系统向水压力室注水，增大水压力室的压力，记录水压

力室内的水压u1；

[0017] 步骤七，调节GDS压力系统增大注水压力时，由于水在土中渗流的滞后性，渗出水

收集室内水压慢慢增加，当渗出水收集室内水压稳定后，通过水压传感器10记录渗出水收

集室内水压u2；

[0018] 步骤八，直接记录压力盒的渗流力J*；

[0019] 步骤九，通过理论公式J＝γW·i·VS计算出渗流力J；

[0020] 步骤十，对直接量测的渗流力J*与理论计算出的渗流力J进行对比分析。

[0021] 本发明有如下有益效果：

[0022] 通过GDS压力控制系统调节水压力室内水压，从而改变土样顶端入渗水的水头；通

过连接于渗出水收集室底板的水压传感器测定土样底部的剩余水头。由渗流学知识，水在

土体中流动时，由于受到土粒的阻力，而引起水头损失，从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原理可知，

水流经过时必定对土颗粒施加一种渗流作用力，渗流力最终传递在压力盒上，可以直接读

出该作用力的数值；从而量测在不同水力梯度作用下渗流对土颗粒施加的作用力，即渗流

力。根据试样上下水压力差值计算水头损失，并通过理论公式计算出理论渗流力，进而对比

分析量测的渗流力与理论的渗流力。

附图说明

[0023]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24] 图1是本发明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5] 图中：水压力室桶身1、导水管2、螺丝3、上透水石4、上环形防水橡胶垫5、土样室桶

身6、下透水石7、下环形防水橡胶垫8、渗出水收集室桶身9、水压传感器10、导水管11、阀门

12、压力盒13、底座14、饱和器15、长螺栓16。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实施方式做进一步的说明。

[0027] 实施例1：

[0028] 如图1，一种渗流力的量测装置及其量测方法，它包括土样室桶身6，所述土样室桶

身6上端安装有水压力室桶身1，所述土样室桶身6内部上端放置与土样室桶身内壁直径相

同的上透水石4，所述土样室桶身6下端与渗出水收集室桶身9上端连接，所述土样室桶身6

和渗出水收集室桶身9之间设置有下透水石7，所述水压力室桶身1的顶部中心安装有导水

管2，导水管2与GDS压力系统连接，所述渗出水收集室桶身9的底部连接有水压传感器10和

导水管11，所述渗出水收集室桶身9放置在压力盒13上，压力盒13固定在底座14上，所述水

压力室桶身1的顶部设置有饱和器15，所述饱和器15和渗出水收集室桶身9之间安装有长螺

栓16并夹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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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进一步的，所述土样室桶身6和水压力室桶身1的结合面设置有两圈上环形防水橡

胶垫5。防止增加压力时漏水，影响实验结果。

[0030] 进一步的，所述上透水石4能够在土样室桶身6内部上下移动。由于土样受到渗流

力的作用，体积减小；从而要求土样顶部的透水石随土样一起运动。

[0031] 进一步的，所述土样室桶身6和渗出水收集室桶身9的结合面设置有下环形防水橡

胶垫8。防止增加压力时漏水，影响实验结果。

[0032] 进一步的，所述水压力室桶身1的顶部加工有排气孔，所述排气孔上安装有螺丝3。

便于排出水压力室内的气体。要求排放气螺丝在扭紧时不漏水。

[0033] 进一步的，GDS压力控制系统开始注水时，水压力室内有大量气体；水压力室顶盖

直径的1/4处设有两个排气孔，通过扭松螺丝进行排放气。

[0034] 进一步的，所述导水管11上安装有阀门12控制水的流量。

[0035] 实施例2：

[0036] 采用任意一种渗流力的量测装置的量测方法，它包括以下步骤：

[0037] 步骤一，将土样室桶身置于光滑平整的木板上，在桶底放上与桶身内径相同的滤

纸，将要测试的土骨料分两次装入土样室桶身内，每完成一次装样后振捣试样使之密实，将

土样室冒出的土样用钢刀刮平，放上与桶身内径相同的滤纸，滤纸上面放上透水石4；

[0038] 步骤二，将土样与透水石连接，一起放入真空饱和缸进行3个小时抽真空，然后进

行10个小时的饱和，使土样与透水石充分饱和；

[0039] 步骤三，将得到的饱和土样与装置组装好；

[0040] 步骤四，启动GDS压力控制系统开始向水压力室注水，赶走室内气体，使得整个压

力充满水、整个桶内达到饱和状态；

[0041] 步骤五，压力盒13读数清零；

[0042] 步骤六，启动GDS压力控制系统向水压力室注水，增大水压力室的压力，记录水压

力室内的水压；

[0043] 步骤七，调节GDS压力系统增大注水压力时，由于水在土中渗流的滞后性，渗出水

收集室内水压慢慢增加，当渗出水收集室内水压稳定后，通过水压传感器10记录渗出水收

集室内水压；

[0044] 步骤八，直接记录压力盒13的渗流力J*；

[0045] 步骤九，通过理论公式J＝γW·i·VS计算出渗流力J；

[0046] 步骤十，对直接量测的渗流力J*与理论计算出的渗流力J进行对比分析。

[0047] 实施例3：

[0048] 土样顶端入渗水的水压力计算方法为：由理论公式u1＝γw·h1·A；可以通GDS压

力控制系统读出水压力室的顶端入渗水的水压力u1，并换算土样顶端水头h1。

[0049] 土样底部的剩余水压力计算方法为：由理论公式u2＝γw·h2·A；通过水压传感器

测定读出渗出水收集室的水压即为土样底部的水压力u2，并计算底部剩余水头h2。

[0050] 理论的渗流力计算方法为：通过理论计算出顶端入渗水的水头h1，土样底部的剩

余水头h2，读出土样稳定渗流时的高度l；根据理论公式 其中Δh＝h1-h2，Vs为土样

的体积，γW为水的重度。由理论公式J＝γW·i·VS计算土样整体渗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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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1] 对比分析实测总渗透力J*与理论值J的差距与原因。

[0052] 本发明的工作过程和工作原理为：

[0053] 本发明设计了一种不同水力梯度作用下量测渗流力的方法，该方法包括：通过GDS

压力控制系统调节水压力室内水压，从而改变土样顶端入渗水的水头；通过连接于渗出水

收集室底板的水压传感器测定土样底部的剩余水头。由渗流学知识，水在土体中流动时，由

于受到土粒的阻力，而引起水头损失，从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原理可知，水流经过时必定对

土颗粒施加一种渗流作用力，渗流力最终传递在压力盒上，可以直接读出该作用力的数值；

从而量测在不同水力梯度作用下渗流对土颗粒施加的作用力，即渗流力J*。

[0054] 该方法由于知道水压力室内水压，从而计算水压力室内水头；通过水压传感器测

定土样底部的水压，从而计算渗出水收集室内水头；通过理论公式J＝γW·i·VS计算出渗

流力，用量测的渗流力与理论的渗流力进行对比分析。

[0055] 该方法利用了GDS压力控制系统能够精确持续的控制水压力室的水头h1。

[0056] 该装置可以通过GDS压力控制系统控制水压力室的水头h1不变，观察土体渗流随

时间的变化情况。

[0057] 该装置充分考虑了土样在渗流作用下的变形，让土样上部的透水石在桶内上下自

由移动，与土样的变形保持一致，充分的模拟土样的渗流情况。

[0058] 该方法使用了静力学中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知识，从而量测出渗流力J*。

[0059] 通过上述的说明内容，本领域技术人员完全可以在不偏离本项发明技术思想的范

围内，进行多样的变更以及修改都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本发明的未尽事宜，属于本领

域技术人员的公知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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