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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可测体变的柔性壁渗透

仪，包括压力室，所述压力室顶端为压力室顶板、

底端为压力室底板，在所述压力室内安装有试样

放置室，所述试样放置室顶端安装有顶帽、底端

安装有底座，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有体变传感器

和数据采集器，所述体变传感器安装在所述压力

室顶板上并通过管路与所述压力室内部连通，所

述体变传感器与所述数据采集器连接通讯。本发

明不但克服了刚性壁渗透仪侧壁漏水的问题，而

且可以实时监测渗透过程中的试样体积变化；可

定量衡量试样顶部和底部的孔隙水压力的稳定

性；实现岩土工程相关规范中不同试样的渗透系

数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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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可测体变的柔性壁渗透仪，包括压力室，所述压力室顶端为压力室顶板、底端为

压力室底板，在所述压力室内安装有试样放置室，所述试样放置室顶端安装有顶帽、底端安

装有底座，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有体变传感器和数据采集器，所述体变传感器安装在所述压

力室顶板上并通过管路与所述压力室内部连通，所述体变传感器与所述数据采集器连接通

讯；

在所述顶帽上设置有第一排水孔，在所述底座上有第一进水孔，所述第一排水孔与第

一孔隙水压力传感器连接，所述第一进水孔与第二孔隙水压力传感器连接，所述第一孔隙

水压力传感器和所述第二孔隙水压力传感器均与所述数据采集器连接通讯；

在所述第一排水孔与所述第一孔隙水压力传感器之间安装有第一二通阀门，在所述第

一进水孔与所述第二孔隙水压力传感器之间安装有第二二通阀门；

通过第一体积/应力控制器和第二体积/应力控制器反压饱和试样时，同时打开所述第

一二通阀门、所述第二二通阀门、所述第一孔隙水压力传感器和所述第二孔隙水压力传感

器，所述第一孔隙水压力传感器和所述第二孔隙水压力传感器的示数接近至预定范围后即

认为反压饱和完成；

在所述顶帽上还安装有第二排水孔，在所述底座上还安装有第二进水孔，所述第二排

水孔与第一体积/应力控制器连接，所述第二进水孔与第二体积/应力控制器连接，所述第

一体积/应力控制器和所述第二体积/应力控制器与所述数据采集器连接通讯。

2.如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可测体变的柔性壁渗透仪，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压力控制器，

所述压力控制器与所述压力室顶板上的注水孔连接，在所述压力室顶板上还设置有排气

孔。

3.如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可测体变的柔性壁渗透仪，其特征在于，在所述第二排水孔与

所述第一体积/应力控制器之间安装有第一三通阀门，在所述第二进水孔与第二体积/应力

控制器之间安装有第二三通阀门。

4.如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可测体变的柔性壁渗透仪，其特征在于，所述试样放置室的侧

壁内径、顶帽内径和底座内径相对应，且有若干种尺寸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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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测体变的柔性壁渗透仪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渗透实验器材制造技术领域，尤其是一种可测体变的柔性壁渗透仪。

背景技术

[0002] 工程建设中，渗透系数是反映土体渗透性能的重要指标。渗透系数的准确测定对

于基坑开挖排水设施的设置、坝基渗透性评价以及饱和粘土地基沉降和时间计算具有重要

指导意义。渗透试验是测定渗透系数的重要方法。

[0003] 目前的渗透试验大多通过渗透仪进行测试，常用的渗透仪包括刚性壁渗透仪（以

TST-55渗透仪为代表）和柔性壁渗透仪。刚性壁渗透仪可以进行渗透性较好的土体的渗透

系数测试，而柔性壁渗透仪的测试范围较广，不仅可以测试渗透性较好的试样的渗透系数，

同时可以进行粘土等渗透系数较小试样的渗透系数。刚性壁渗透仪在岩土工程中的使用较

为广泛，测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侧壁漏水问题，渗透环刀与渗透仪侧壁之间的接触

缝隙漏水导致测试的渗透系数不准确；近年来，柔性壁渗透仪在岩土工程中的使用也在不

断增多，但柔性壁渗透仪在使用中也存在一定问题，主要是柔性壁渗透测试中无法测定试

样的体积变化，部分学者在压力室内部设置了百分表，但百分表仅可测试试样的竖向变形，

由于试样在渗透中，不仅产生竖向变形，还会产生径向变形，且径向变形往往在试样的不同

位置存在差异性，对于试样在渗透过程中的整体变形情况建议使用试样渗透中的体积变化

进行衡量，尤其是遇水沉降变形较大的岩土体，例如黄土，其渗透过程中的变形参数对于此

类土的工程设计具有举足轻重的指导意义。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提出一种可测体变的柔性壁渗透仪，不但克服了刚

性壁渗透仪侧壁漏水的问题，而且可以实时监测渗透过程中的试样体积变化；可定量衡量

试样顶部和底部的孔隙水压力的稳定性；实现岩土工程相关规范中不同试样的渗透系数监

测。

[0005] 为了实现上述发明目的，本发明提供以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可测体变的柔性壁渗透仪，包括压力室，所述压力室顶端为压力室顶板、底端

为压力室底板，在所述压力室内安装有试样放置室，所述试样放置室顶端安装有顶帽、底端

安装有底座，

[0007] 还包括有体变传感器和数据采集器，

[0008] 所述体变传感器安装在所述压力室顶板上并通过管路与所述压力室内部连通，所

述体变传感器与所述数据采集器连接通讯。

[0009] 进一步地，还包括压力控制器，所述压力控制器与所述压力室顶板上的注水孔连

接，在所述压力室顶板上还设置有排气孔。

[0010] 进一步地，在所述顶帽上设置有第一排水孔，在所述底座上有第一进水孔，所述第

一排水孔与第一孔隙水压力传感器连接，所述第一进水孔与第二孔隙水压力传感器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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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第一孔隙水压力传感器连接和所述第二孔隙水压力传感器均与所述数据采集器连接

通讯。

[0011] 进一步地，在所述第一排水孔与所述第一孔隙水压力传感器之间安装有第一二通

阀门，在所述第一进水孔与所述第二孔隙水压力传感器之间安装有第二二通阀门。

[0012] 进一步地，通过第一体积/应力控制器和第二体积/应力控制器反压饱和试样时，

同时打开所述第一二通阀门、所述第二二通阀门、所述第一孔隙水压力传感器和所述第二

孔隙水压力传感器，所述第一孔隙水压力传感器和所述第二孔隙水压力传感器的示数接近

至预定范围后即认为反压饱和完成。

[0013] 6、如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可测体变的柔性壁渗透仪，其特征在于，在所述顶帽上还

安装有第二排水孔，在所述底座上还安装有第二进水孔，所述第二排水孔与第一体积/应力

控制器连接，所述第二进水孔与第二体积/应力控制器连接，所述第一体积/应力控制器和

所述第二体积/应力控制器与所述数据采集器连接通讯。

[0014] 进一步地，在所述第二排水孔与所述第一体积/应力控制器之间安装有第一三通

阀门，在所述第二进水孔与第二体积/应力控制器之间安装有第二三通阀门。

[0015] 进一步地，所述试样放置室的侧壁内径、顶帽内径和底座内径相对应，且有若干种

尺寸规格。

[0016] 本发明一种可测体变的柔性壁渗透仪，渗透过程中打开体变传感器，可以实时监

测渗透过程中的试样体积变化；反压饱和过程中打开试样顶部和底部管路对应的孔隙水压

力传感器，利用数据采集器采集到的孔隙水水压力稳定值作为反压饱和结束的定量衡量标

准；提供不同尺寸的试样放置室，实现岩土工程相关规范中不同试样的渗透系数监测。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发明背景技术中所述现有的柔性壁渗透仪的示意图，其中101-进水水头

水箱，102-出水水头水箱，103-压力室水箱，104-空气压缩机；

[0018] 图2为本发明所述一种可测体变的柔性壁渗透仪的示意图；

[0019] 图3为本发明所述一种可测体变的柔性壁渗透仪的压力室顶板的俯视示意图，其

中22-固定螺栓，25-与体变传感器连接处；

[0020] 图4为本发明所述一种可测体变的柔性壁渗透仪的压力室底板的俯视示意图，其

中33-与第二进水孔连接的管路，34-与第二排水孔连接的管路，35-与第一进水孔连接的管

路，36-与第一排水孔连接的管路。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进行详细描述，本部分的描述仅是示范性和解释性，不应

对本发明的保护范围有任何的限制作用。

[0022] 如图1-4所示的一种可测体变的柔性壁渗透仪，包括压力室1，压力室1顶端为压力

室顶板2、底端为压力室底板3，在压力室1内安装有试样放置室19，试样放置室19顶端安装

有顶帽4、底端安装有底座5，底座5通过螺丝固定在压力室底板3上，

[0023] 还包括有体变传感器14和数据采集器17，

[0024] 体变传感器14安装在压力室顶板2上并通过管路与压力室1内部连通，体变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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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与数据采集器17连接通讯。

[0025] 还包括压力控制器16，压力控制器16与压力室顶板2上的注水孔23连接，在压力室

顶板2上还设置有排气孔24。压力控制器16用于施加渗透试验中试样周围的压力，通过去气

水将压力施加到试样上。

[0026] 在顶帽4上设置有第一排水孔，在底座5上有第一进水孔，第一排水孔与第一孔隙

水压力传感器11连接，第一进水孔与第二孔隙水压力传感器10连接，第一孔隙水压力传感

器11连接和第二孔隙水压力传感器10均与数据采集器17连接通讯。

[0027] 在第一排水孔与第一孔隙水压力传感器11之间安装有第一二通阀门9，在第一进

水孔与第二孔隙水压力传感器10之间安装有第二二通阀门8。

[0028] 在顶帽4上还安装有第二排水孔，在底座5上还安装有第二进水孔，第二排水孔与

第一体积/应力控制器13连接，第二进水孔与第二体积/应力控制器12连接，第一体积/应力

控制器13和第二体积/应力控制器12与数据采集器17连接通讯。体积/应力控制器具有测量

压力和体积的双重功能，设置固定压力后可以进行体积变化的测试，设置固定体积后可以

进行压力的实时监测，两个体积/应力控制器配合使用进行渗透压力的设置。

[0029] 在第二排水孔与第一体积/应力控制器13之间安装有第一三通阀门6，在第二进水

孔与第二体积/应力控制器12之间安装有第二三通阀门7。

[0030] 试样放置室19的侧壁内径、顶帽4内径和底座5内径相对应，且有若干种尺寸规格。

[0031] 安装试样时，在底座5与试样底端之间设置有饱和的透水石和滤纸，滤纸的位置靠

近试样一侧，在顶帽4与试样顶端之间设置有饱和的透水石和滤纸，滤纸位置靠近试样一

侧，饱和的透水石有若干种规格。

[0032] 本发明使用方法如下：

[0033] （1）排气和传感器清零。利用第一体积/应力控制器13和第二体积/应力控制器12

对连接试样放置室19的顶帽4和底座5的管路进行排气工作；利用吸耳球吸水后对于连接试

样放置室19顶帽4和底座5的第一孔隙水压力传感器11和第二孔隙水压力传感器10进行排

气工作。排气工作结束后对体变传感器14、第一孔隙水压力传感器11和第二孔隙水压力传

感器10进行清零。

[0034] （2）安装试样。将事先准备好的与底座5尺寸匹配的试样从保湿器中取出并称量试

样质量，将饱和的透水石放置在底座5上，依次将滤纸和试样放到透水石上，试样顶部依次

放置滤纸、饱和透水石和试样顶帽4；

[0035] 利用承膜筒安装橡皮膜，作为试样放置室19的外壁，同时在试样底座5和试样顶帽

4与橡皮膜接触位置放置O型圈，保证密封性，安装试样结束后需要用固定螺栓将压力室1安

装好，打开压力室顶板2处的排气孔24，利用压力控制器16通过注水孔23向压力室1中注满

水，注水后关闭排气孔24。

[0036] （3）饱和试样。利用水头饱和、反压饱和等方法对试样进行饱和。反饱和试样时，同

时打开第一二通阀门9、第二二通阀门8、第一孔隙水压力传感器11和第二孔隙水压力传感

器10，第一孔隙水压力传感器11和第二孔隙水压力传感器10的示数接近至预定范围后即认

为反压饱和完成。

[0037] （4）饱和度检测。反压饱和结束后通过增加预定围压，同时测记第一孔隙水压力传

感器11和第二孔隙水压力传感器10的示数对试样进行饱和度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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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5）渗透试验。根据试验方案通过设置第一体积/应力控制器13和第二体积/应力

控制器12以及压力控制器16开始渗透试验，渗透过程中打开体变传感器14，实时监测土体

渗透过程中体积的变化，体变传感器14的精度较高，可为1mm3，渗透过程中，试样体积发生

膨胀或收缩会引起围压室中去气水的减少或增加，而压力室1中去气水的增加或者减少均

会通过体变传感器14，体变传感器14通过监测压力室1中水量的变化来反应试样体积的变

化。

[0039] 最后，通过数据采集器17实时储存所采集数据，为后续岩土工程设计提供技术指

导。

[0040] 本发明一种可测体变的柔性壁渗透仪，渗透过程中打开体变传感器，可以实时监

测渗透过程中的试样体积变化；反压饱和过程中打开试样顶部和底部管路对应的孔隙水压

力传感器，利用数据采集器采集到的孔隙水水压力稳定值作为反压饱和结束的定量衡量标

准；提供不同尺寸的试样放置室，实现岩土工程相关规范中不同试样的渗透系数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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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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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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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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