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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采用凡士林和薄膜制作软

弱夹层的隧道模型试验方法，属于岩土及地下工

程中的隧道工程技术领域，该方法中以凡士林和

薄膜制作软弱夹层，所得到的软弱夹层的容重、

强度及其变形特性能更好的模拟真实软弱夹层

的力学性能。由于该软弱夹层物理和力学性能稳

定，不易受外界环境影响，加之其组分单一，能够

很好地避免因其组成的原因导致其在试验过程

发生变化而影响试验结果，另外，该软弱夹层足

够光滑、可重复性强，能够使内摩擦角减小2°-

7°，加上本发明中特定的铺设方式，能够将其很

好的固定，不但能够避免软弱夹层与围岩之间发

生相对滑动，还能够很好地保证软弱夹层不因围

岩压力而被挤出，使最终的测试结果更能体现真

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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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采用凡士林和薄膜制作软弱夹层的隧道模型试验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

包括如下步骤：

（1）将隧道模型试验箱调平，所述隧道模型试验箱正面和背面对称设置有观测窗口，所

述观测窗口内设置有隧道口；

（2）将围岩相似材料分层填入步骤（1）中的隧道模型试验箱内，每层填装完成后进行振

捣压实，当所述围岩相似材料填装至隧道口时，置入与所述隧道口大小匹配的沙袋，继续填

入所述围岩相似材料至距离所述隧道口拱顶0.3B-0.5B且与水平夹角为25°-40°的位置，振

捣压实后根据试验要求填充相应厚度的软弱夹层，然后在所述软弱夹层上布置压力盒，最

后再以所述围岩相似材料填充至设计高度；所述B为所述隧道口的跨度；所述软弱夹层由凡

士林和薄膜制成；所述软弱夹层相似材料的填充方法具体为：首先按横向等距和纵向等距

在围岩相似材料表面布满钉子形成钉子层Ⅰ，然后依次铺设薄膜Ⅰ、凡士林和薄膜Ⅱ，所述钉

子层Ⅰ依次穿过所述薄膜Ⅰ、凡士林和薄膜Ⅱ，最后按横向等距和纵向等距在所述薄膜Ⅱ表

面布满钉子形成钉子层Ⅱ，所述钉子层Ⅱ依次穿过所述薄膜Ⅱ、凡士林和薄膜Ⅰ且钉子层Ⅱ

中各钉子与所述钉子层Ⅰ中各钉子错位分布；所述钉子层Ⅱ中每个钉子均匀间隔钉在钉子

层Ⅰ相邻钉子中间；

（3）在所述隧道模型试验箱的正前方安装图像采集器，利用散斑工具对设置在所述隧

道模型试验箱正面的观测窗口内填充有围岩相似材料的区域进行无规律散斑标记；

（4）将步骤（2）中置入的沙袋清除，然后采用加载方法逐渐增加上覆荷载至围岩发生大

面积塌方，期间对隧道围岩变形及破坏图像进行采集并分析，获得隧道围岩的全场应变，再

对隧道围岩应力进行自动连续采集并进行数据处理。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所述观测窗口外还设置有透明的

观测窗口挡板。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所述围岩相似材料由重晶石粉、

石英砂、石膏和水按质量比11：2：2：0.12混合而成。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薄膜Ⅰ和薄膜Ⅱ为聚乙烯薄膜、聚氯乙烯

薄膜、聚丙烯薄膜或聚苯乙烯薄膜中的一种。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薄膜Ⅰ和薄膜Ⅱ的厚度为0.8-1.3mm。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4）中，将沙袋清除后，还包括对隧道口

进行修整工序，使所述隧道口规整光滑。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4）中，采用Vic-Snap软件对隧道围岩变

形及破坏图像进行采集，再通过Vic-2D软件对所采集的图像进行分析，得到隧道围岩的全

场应变，再利用传统电测法对隧道围岩应力进行自动连续采集，并通过计算机对采集所得

的数据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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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采用凡士林和薄膜制作软弱夹层的隧道模型试验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岩土及地下工程中的隧道工程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采用凡士林和

薄膜制作软弱夹层的隧道模型试验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隧道力学的理论分析不能够完全反映实际工程状况，因此国内外很多学者提出了

模型试验研究方法，在基本满足相似原理的条件下，能避开数学和力学上的困难，真实、全

面、直观地反映隧道开挖过程中围岩的受力特征、变形趋势和稳定性特点，因此隧道模型试

验成为了研究隧道问题的重要方法。其中，在隧道模型试验过程中，选择与原型软弱夹层物

理力学性能相似的模型材料是模型试验的基础，也是模型试验能否成功的关键。软弱夹层

是对实际工程具有较大危险系数的特殊岩体，相较于其他岩体，软弱夹层厚度较薄，其力学

强度和变形模量比较低，饱和抗压强度仅为干抗压强度的二分之一甚至更低，其具有高压

缩性和低强度的特性，软弱夹层每一部分的结构、致密程度、含水量、孔隙度、塑性指数及力

学强度均有所不同。因此，为了准确模拟出岩体结构中的各类软弱夹层，需要能够满足相似

关系的软弱夹层模型材料及基于该材料的隧道模型试验方法。

发明内容

[0003] 有鉴于此，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采用凡士林和薄膜制作软弱夹层的隧道模

型试验方法。

[0004]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5] 1、一种采用凡士林和薄膜制作软弱夹层的隧道模型试验方法，所述方法包括如下

步骤：

[0006] (1)将隧道模型试验箱调平，所述隧道模型试验箱正面和背面对称设置有观测窗

口，所述观测窗口内设置有隧道口；

[0007] (2)将围岩相似材料分层填入步骤(1)中的隧道模型试验箱内，每层填装完成后进

行振捣压实，当所述围岩相似材料填装至隧道口时，置入与所述隧道口大小匹配的沙袋，继

续填入所述围岩相似材料至距离所述隧道口拱顶0.3B-0.5B且与水平夹角为25°-40°的位

置，振捣压实后根据试验要求填充相应厚度的软弱夹层，然后在所述软弱夹层上布置压力

盒，最后再以所述围岩相似材料填充至设计高度；所述B为所述隧道口的跨度；所述软弱夹

层由凡士林和薄膜制成；

[0008] (3)在所述隧道模型试验箱的正前方安装图像采集器，利用散斑工具对设置在所

述隧道模型试验箱正面的观测窗口内填充有围岩相似材料的区域进行无规律散斑标记；

[0009] (4)将步骤(2)中置入的沙袋清除，然后采用加载方法逐渐增加上覆荷载至围岩发

生大面积塌方，期间对隧道围岩变形及破坏图像进行采集并分析，获得隧道围岩的全场应

变，再对隧道围岩应力进行自动连续采集并进行数据处理。

[0010] 优选地，步骤(1)中，所述观测窗口外还设置有透明的观测窗口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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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优选地，步骤(2)中，所述围岩相似材料由重晶石粉、石英砂、石膏和水按质量比

11：2：2：0.12混合而成。

[0012] 优选地，步骤(2)中，所述软弱夹层相似材料的填充方法具体为：首先按横向等距

和纵向等距在围岩相似材料表面布满钉子形成钉子层Ⅰ，然后依次铺设薄膜Ⅰ、凡士林和薄

膜Ⅱ，所述钉子层Ⅰ依次穿过所述薄膜Ⅰ、凡士林和薄膜Ⅱ，最后按横向等距和纵向等距在所

述薄膜Ⅱ表面布满钉子形成钉子层Ⅱ，所述钉子层Ⅱ依次穿过所述薄膜Ⅱ、凡士林和薄膜Ⅰ

且钉子层Ⅱ中各钉子与所述钉子层Ⅰ中各钉子错位分布。

[0013] 优选地，所述钉子层Ⅱ中每个钉子均匀间隔钉在钉子层Ⅰ相邻钉子中间。

[0014] 优选地，所述薄膜Ⅰ和薄膜Ⅱ为聚乙烯薄膜、聚氯乙烯薄膜、聚丙烯薄膜或聚苯乙

烯薄膜中的一种。

[0015] 优选地，所述薄膜Ⅰ和薄膜Ⅱ的厚度为0.8-1.3mm。

[0016] 优选地，步骤(4)中，将沙袋清除后，还包括对隧道口进行修整工序，使所述隧道口

规整光滑。

[0017] 优选地，步骤(4)中，采用Vic-Snap软件对隧道围岩变形及破坏图像进行采集，再

通过Vic-2D软件对所采集的图像进行分析，得到隧道围岩的全场应变，再利用传统电测法

对隧道围岩应力进行自动连续采集，并通过计算机对采集所得的数据进行处理。

[0018]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采用凡士林和薄膜制作软弱夹层的隧

道模型试验方法，该方法中以凡士林和薄膜制作软弱夹层，所得到的软弱夹层的容重、强度

及其变形特性能更好的模拟真实软弱夹层的力学性能，该软弱夹层变形特征统一，且无毒

副作用，不会对人体造成伤害，且原材料来源广，价格低廉。由于该软弱夹层物理和力学性

能稳定，不易受外界环境影响，加之其组分单一，能够很好地避免因其组成的原因导致其在

试验过程发生变化而影响试验结果，另外，该软弱夹层足够光滑、可重复性强，能够使内摩

擦角减小2°-7°，加上本发明中特定的铺设方式，能够将其很好的固定，不但能够避免软弱

夹层与围岩之间发生相对滑动，还能够很好地保证软弱夹层不因围岩压力而被挤出，使最

终的测试结果更能体现真实情况。

附图说明

[0019]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有益效果更加清楚，本发明提供如下附图进行

说明：

[0020] 图1为本发明中隧道模型试验箱示意图；

[0021] 图2为本发明中软弱夹层铺设位置示意图；

[0022] 图3为本发明中钉子层Ⅰ和钉子层Ⅱ铺设示意图。

[0023] 图1中，1栅格框架、2钢板、3底座、4观测窗口、5观测窗口挡板、6隧道口；图3中，Δ

表示钉子层Ⅰ中各钉子的铺设点，Ο表示钉子层Ⅱ中各钉子的铺设点。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将对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进行详细的描述。

[0025] 实施例1

[0026] 图1为本发明中隧道模型试验箱示意图，图1中，1为栅格框架、2为钢板、3为底座、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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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观测窗口、5为观测窗口挡板、6为隧道口。

[0027] 保持软弱夹层与隧道口拱顶的距离不变，分别将软弱夹层的铺设面与水平面的夹

角设定为0°，15°，30°，45°，均采用长×高×宽为3m×2.4m×0.55m的隧道模型试验箱进行

试验，该隧道模型试验箱的几何相似比为1:30，具体试验方法如下：

[0028] (1)分别称取重晶石粉、石英砂、石膏和水，然后按照重晶石粉、石英砂、石膏和水

的质量比为11：2：2：0.12进行混合，获得围岩相似材料；

[0029] (2)将隧道模型试验箱调平，该隧道模型试验箱正面和背面对称设置有长×高为

1m×1m的观测窗口，该观测窗口内设置有跨度为54.9cm的隧道口，观测窗口外设置有透明

的观测窗口挡板；

[0030] (3)将步骤(1)中获得的围岩相似材料分层填入步骤(2)中的隧道模型试验箱内，

每层填装完成后进行振捣压实，当围岩相似材料填装至隧道口时，置入与该隧道口大小匹

配的沙袋，继续填入围岩相似材料至距离该隧道口拱顶20cm且与水平夹角为一定夹角的位

置，该位置如图2所示，振捣压实后填充1cm后的软弱夹层，然后在该软弱夹层上布置压力

盒，最后再以围岩相似材料填充至隧道模型试验箱顶部；其中，软弱夹层按照如下方法填

充：首先按横向等距和纵向等距在围岩相似材料表面布满钉子形成钉子层Ⅰ，钉子层Ⅰ中各

钉子的铺设点如图3中Δ所示，然后依次铺设1mm厚的聚乙烯薄膜Ⅰ、凡士林和1mm厚的聚乙

烯薄膜Ⅱ，且钉子层Ⅰ依次穿过聚乙烯薄膜Ⅰ、凡士林和聚乙烯薄膜Ⅱ，最后按横向等距和纵

向等距在聚乙烯薄膜Ⅱ表面布满钉子形成钉子层Ⅱ，钉子层Ⅱ中各钉子的铺设点如图3中

Ο所示，钉子层Ⅱ依次穿过所述铺设聚乙烯薄膜Ⅱ、凡士林和聚乙烯薄膜Ⅰ；

[0031] (4)在隧道模型试验箱的正前方安装图像采集器，利用散斑工具对设置在该隧道

模型试验箱正面的观测窗口内填充有围岩相似材料的区域进行无规律散斑标记；

[0032] (5)将步骤(3)中置入的沙袋清除，并利用锯尺对隧道口进行修整工序，使所述隧

道口规整光滑，然后采用加载方法逐渐增加上覆荷载至围岩发生大面积塌方，期间采用

Vic-Snap软件对隧道围岩变形及破坏图像进行采集，再通过Vic-2D软件对所采集的图像进

行分析，得到隧道围岩的全场应变，再利用传统电测法对隧道围岩应力进行自动连续采集，

并通过计算机对采集所得的数据进行处理。

[0033] 测得软弱夹层的铺设面与水平面的夹角分别为0°，15°，30°，45°时软弱夹层的抗

剪参数，具体见表1。

[0034] 表1

[0035] 夹层倾角/° 内摩擦角/° 粘聚力/kPa 夹层倾角/° 内摩擦角/° 粘聚力/kPa

0 22.3 3.4 30 24.5 3.7

15 21.1 4.0 45 23.6 3.8

[0036] 通过表1中的数据，计算得到内摩擦角的平均值为22 .9°，粘聚力的平均值为

3.7kPa。

[0037] 对比实施例1

[0038] 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将以凡士林和聚乙烯薄膜为原料制备的软弱夹层替换为

滑石粉。测得软弱夹层的铺设面与水平面的夹角分别为0°，15°，30°，45°时软弱夹层的抗剪

参数，具体见表2。

[0039] 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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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 夹层倾角/° 内摩擦角/° 粘聚力/kPa 夹层倾角/° 内摩擦角/° 粘聚力/kPa

0 23.4 2.2 30 26.0 2

15 25.3 2.5 45 24.8 2.3

[0041] 通过表2中的数据，计算得到内摩擦角的平均值为24 .9°，粘聚力的平均值为

2.25kPa。

[0042] 对比实施例2

[0043] 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将以凡士林和聚乙烯薄膜为原料制备的软弱夹层替换为

石膏。测得软弱夹层的铺设面与水平面的夹角分别为0°，15°，30°，45°时软弱夹层的抗剪参

数，具体见表3。

[0044] 表3

[0045] 夹层倾角/° 内摩擦角/° 粘聚力/kPa 夹层倾角/° 内摩擦角/° 粘聚力/kPa

0 29.1 1.5 30 30.0 1.3

15 27.6 1.2 45 33.5 1.6

[0046] 通过表3中的数据，计算得到内摩擦角的平均值为30 .05°，粘聚力的平均值为

1.4kPa。

[0047] 通过将实施例1中所获得内摩擦角的平均值与对比实施例1、对比实施例2中所获

得内摩擦角的平均值进行对比发现，以本发明中凡士林和薄膜制作的软弱夹层进行隧道模

型试验，可以使内摩擦角减小2°-7°。

[0048] 本发明中除了以1mm厚的聚乙烯薄膜用于制作软弱夹层，还可以选用厚度在0.8-

1.3mm范围内的聚乙烯薄膜、聚丙烯薄膜或聚苯乙烯薄膜中的任一种用于制作软弱夹层。

[0049] 最后说明的是，以上优选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限制，尽管通

过上述优选实施例已经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但本领域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可以在

形式上和细节上对其作出各种各样的改变，而不偏离本发明权利要求书所限定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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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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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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