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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全透明的可三维调整尺

寸的装配式多功能岩土工程模型箱，所述模型箱

包括位于模型箱底部的钢底板，位于模型箱外围

由角钢和槽钢组成的钢框架，位于模型箱内部由

拐角有机玻璃模块与常规有机玻璃模块组成的

挡土面板。模型箱采用透明的有机玻璃模块作为

挡土面板，可实现模型箱全透明，有利于实现模

型箱内部试验模型结构变形及其周围土体变化

的全过程可视化。同时，模型箱可以通过调整外

框架的搭接及挡土面板模块单元的数量，实现纵

向、横向及铅直方向的尺寸调整。该模型箱可以

开展隧道开挖对已有建筑影响、地面堆载对地铁

结构影响等相关试验。该模型箱具有全透明、可

三维调整尺寸、拆装便捷快速、功能丰富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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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透明的可三维调整尺寸的装配式多功能岩土工程模型箱，其特征在于：该模型箱

包括钢底板（1）、四周围成一体透明的挡土面板和钢框架，钢底板（1）上设有用于挡土面板

插入的网格状凹槽，挡土面板为装配式组合而成，挡土面板的底部能够依网格状凹槽拼接

成多种正方形或长方形，紧挨挡土面板的外围设有固定于钢底板（1）的钢框架，钢底板（1）

上设置有螺栓孔，用于固定钢框架。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全透明的可三维调整尺寸的装配式多功能岩土工程模型箱，

其特征在于：钢框架包括角钢（2）和槽钢（3），其装配位置设有螺栓孔，通过高强螺栓（8）相

互之间固定，形成模型箱外围稳定的框架结构。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全透明的可三维调整尺寸的装配式多功能岩土工程模型箱，

其特征在于：所述角钢（2）全部为竖直设置，所述槽钢（3）全部为水平设置。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全透明的可三维调整尺寸的装配式多功能岩土工程模型箱，

其特征在于：所述角钢（2）的底部焊接着方形小钢板，所述方形小钢板上设有螺栓孔，通过

高强螺栓（8）把角钢（2）固定于钢底板（1）上。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全透明的可三维调整尺寸的装配式多功能岩土工程模型箱，

其特征在于：所述挡土面板，包括两类装配式组件，分别为拐角有机玻璃模块（4）和常规有

机玻璃模块（5），所述的拐角有机玻璃模块（4）与常规有机玻璃模块（5）的上下侧边都分别

设置了榫头和凹槽，常规有机玻璃模块（5）的左右侧边也分别设置了榫头和凹槽，拐角有机

玻璃模块（4）的左右侧边之一设置了榫头，另一侧边的一侧面设有凹槽，利用榫头与凹槽相

互组合，从而组合成透明的挡土面板。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全透明的可三维调整尺寸的装配式多功能岩土工程模型箱，

其特征在于挡土面板还包括两类功能模块，分别为拐角功能模块（6）和常规功能模块（7），

分别与拐角有机玻璃模块（4）与常规有机玻璃模块（5）相似，同样由有机玻璃材料制成并且

设置了卯榫结构，不同点在于在拐角功能模块（6）和常规功能模块（7）中部留有圆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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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透明的可三维调整尺寸的装配式多功能岩土工程模型箱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试验设备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全透明的可三维调整尺寸的装配式

多功能岩土工程模型箱。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水平的提高，各大城市相继规划修建轨道交

通项目，与地面交通工程相比，地下轨道交通工程造价高，使用周期长，受力复杂，研究地下

轨道交通结构的受力特性对保障城市交通功能具有重要意义。

[0003] 相似模型试验是工程结构领域常用的研究手段之一，该类试验依据相似原理，制

成与原型相似但缩小了尺度的模型进行试验研究，探究该工程结构的受力与变形。由于地

下轨道交通工程周边地层对其受力和变形起着关键作用，为此，需要一个能够容纳模拟结

构本身以及结构周边的地层及边界约束的装置，即模型箱。

[0004] 传统模型箱尺寸是固定的，模型箱的形状和大小往往不能调节，只能实现单一的

研究目标，考虑到各类地下结构的差异性：如地铁隧道、地铁车站的尺寸不同，基坑开挖深

度和面积不同，在研究不同类型问题时需要定制不同尺寸的模型箱，存在大量资源的浪费。

[0005] 此外，少数模型箱采用装配式模型箱，如：

兰 州理 工 大 学 提 出的 岩 土 模 型 试 验 用装 配式 钢 构 件 模 型 箱（申 请 号 ：

201721767724.4），利用钢构件组合成模型箱，但是由于整个模型箱全使用了钢构件，不利

于观察与记录模型结构及其周围土体的变化。

[0006] 北京工业大学研制了一种装配式多功能岩土工程试验模型箱（申请号：

201811534524.3），设置了在可视窗、可视窗下部模块、侧板、钢底板和侧板隧道开挖模块。

但是该模型只能调整铅直方向及沿长边方向的尺寸，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而且整个模型箱

使用大量钢构件，也不利于观察与记录模型结构及其周围土体的变化。

[0007] 为了适应不同尺寸不同类型岩土工程模型试验的需求，无需每次为一种或一类试

验特意定制模型箱，且兼顾试验过程的可视化，设计开发一种全透明的可三维调整尺寸的

装配式多功能岩土工程模型箱的就显得十分必要。

发明内容

[0008]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现有模型箱的不足，提供一种全透明的可三维调整尺寸的装

配式多功能岩土工程模型箱，该模型箱能够根据试验需要，实现纵向、横向及铅直方向三维

调整模型箱尺寸。同时，该模型箱采用透明的有机玻璃组合成面板，实现模型箱全透明，可

以直观观察与记录试验过程中模型结构及其周围土体的变化。

[0009] 本发明的目的通过如下技术方案实现：

全透明的可三维调整尺寸的装配式多功能岩土工程模型箱，其特征在于：该模型箱包

括钢底板、四周围成一体透明的挡土面板和钢框架，钢底板上设有用于挡土面板插入的网

格状凹槽，挡土面板为装配式组合而成，挡土面板的底部能够依网格状凹槽拼接成多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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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形或长方形，紧挨挡土面板的外围设有固定于钢底板的钢框架，钢底板上设置有螺栓孔，

用于固定钢框架。

[0010] 进一步的，钢框架包括角钢和槽钢，其装配位置设有螺栓孔，通过高强螺栓相互之

间固定，形成模型箱外围稳定的框架结构。进一步的，所述角钢全部为竖直设置，所述槽钢

全部为水平设置。进一步的，所述角钢的底部焊接着方形小钢板，所述方形小钢板上设有螺

栓孔，通过高强螺栓把角钢固定于钢底板上。

[0011] 进一步的，所述挡土面板，包括两类装配式组件，分别为拐角有机玻璃模块和常规

有机玻璃模块，所述的拐角有机玻璃模块与常规有机玻璃模块的上下侧边都分别设置了榫

头和凹槽，常规有机玻璃模块的左右侧边也分别设置了榫头和凹槽，拐角有机玻璃模块的

左右侧边之一设置了榫头，另一侧边的一侧面设有凹槽，利用榫头与凹槽相互组合，从而组

合成透明的挡土面板。进一步的，挡土面板还包括两类功能模块，分别为拐角功能模块和常

规功能模块，分别与拐角有机玻璃模块与常规有机玻璃模块相似，同样由有机玻璃材料制

成并且设置了卯榫结构，不同点在于在拐角功能模块和常规功能模块中部留有圆孔，以提

供隧道开挖的空间，同时可以通过该圆孔引出采集隧道数据的数据线。

[0012]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如下的有益效果：

（1）本发明的模型箱采用透明的有机玻璃模块作为模型箱的挡土面板，可实现模型箱

全透明，有利于实现模型箱内部试验模型结构变形及其周围土体变化的全过程可视化，有

益于岩土试验的真实性。

[0013] （2）本发明的模型箱可以通过调节外框架角钢与槽钢的搭接和调整挡土面板模块

单元的数量，能够根据试验需求实现纵向、横向及铅直方向的尺寸调整，克服其他模型箱尺

寸无法根据试验需求进行调整的缺点，减少资源浪费。

[0014] （3）本发明的模型箱挡土面板由拐角有机玻璃模块与常规有机玻璃模块两种模块

组合而成，结构简单，更换方便，克服其他模型箱局部破坏无法替换的缺点。

[0015] （4）本发明的模型箱具有多功能性，可以根据试验需求，在面板不同位置装配不同

类型的功能模块，开展不同类型的岩土试验。

[0016] （5）本发明的模型箱通过高强螺栓及结构本身的卯榫结构相连，组装和拆卸方便，

方便运输，可循环利用，节省大量人力物力，降低试验成本。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发明模型箱的整体结构三维图；

图2为本发明模型箱外围的钢框架三维图；

图3为本发明模型箱钢框架的角钢三维图；

图4为本发明模型箱钢框架的槽钢三维图；

图5为本发明模型箱的挡土面板三维图；

图6为本发明模型箱的挡土面板有机玻璃模块组装完成三维图；

图7为本发明模型箱的挡土面板有机玻璃模块组装示意图；

图8为本发明模型箱挡土面板的拐角有机玻璃模块三维图；

图9为本发明模型箱内部挡土面板的常规有机玻璃模块三维图；

图10为本发明模型箱的有机玻璃模块与功能模块组装完成三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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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为本发明模型箱的功能模块组装示意图；

图12为本发明模型箱拐角功能模块三维图；

图13为本发明模型箱常规功能模块三维图；

图14为本发明模型箱的底部钢底板俯视图；

图15为隧道开挖对桩基影响的模型试验三维示意图；

图16为隧道开挖对桩基影响的模型试验的桩基模型三维示意图；

图17为隧道开挖对桩基影响的模型试验的隧道模型三维示意图；

图18为地表堆载对隧道结构影响的模型试验三维示意图。

[0018] 图中：1-钢底板，2-角钢，3-槽钢，4-拐角有机玻璃模块，5-常规有机玻璃模块，6-

拐角功能模块，7-常规功能模块，8-高强螺栓，11-钢底板螺栓孔，12-钢底板凹槽，21-角钢

螺栓孔，31-槽钢螺栓孔，41-拐角有机玻璃模块直角凹槽Ⅰ，42-拐角有机玻璃模块直角凹槽

Ⅱ，43-拐角有机玻璃模块直角榫头Ⅰ，44拐角有机玻璃模块直角榫头Ⅱ，51-常规有机玻璃

模块直角凹槽Ⅰ，52-常规有机玻璃模块直角凹槽Ⅱ，53-常规有机玻璃模块直角榫头Ⅰ，54常

规有机玻璃模块直角榫头Ⅱ，61-拐角功能模块直角凹槽Ⅰ，62-拐角功能模块直角凹槽Ⅱ，

63-拐角功能模块直角榫头Ⅰ，64拐角功能模块直角榫头Ⅱ，65-拐角功能模块圆孔，71-常规

功能模块直角凹槽Ⅰ，72-常规功能模块直角凹槽Ⅱ，73-常规功能模块直角榫头Ⅰ，74常规功

能模块直角榫头Ⅱ，75-常规功能模块圆孔，91-隧道模型，92-桩基模型，93-铁片。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地描述，实施例不能在此一一

赘述，但本发明的实施方式并不因此限定于以下实施例：

如图1所示，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全透明的可三维调整尺寸装配式多功能岩土工程模型

箱，其特征在于：该模型箱包括钢底板1，四周围成一体透明的挡土面板和钢框架。

[0020] 如图14所示，钢底板1上设有用于挡土面板插入的网格状凹槽12，透明的挡土面板

为装配式组合而成，挡土面板的底部能够依网格状凹槽12拼接成多种正方形或长方形，紧

挨挡土面板的外围设有固定于钢底板1的钢框架，钢底板1上设置有螺栓孔11，用于固定钢

框架。

[0021] 如图2~4所示，所述的外围钢框架结构，包括角钢2和槽钢3，其装配位置设有螺栓

孔，通过高强螺栓8相互之间固定，形成模型箱外围稳定的框架结构。

[0022] 所述的角钢2采用等边角钢14#，长3500mm，槽钢3采用热轧普通槽钢14#b，长

4800mm，高强螺栓8采用M16×80mm。

[0023] 如图5~9所示，所述的模型箱透明的挡土面板，包括两类装配式组件，分别为拐角

有机玻璃模块4和常规有机玻璃模块5，所述的拐角有机玻璃模块4与常规有机玻璃模块5分

别设置了直角卯榫结构，利用模块自身榫头与凹槽相互组合，从而组合成透明的挡土面板。

[0024] 所述拐角有机玻璃模块4，设置拐角有机玻璃模块直角凹槽Ⅰ41、拐角有机玻璃模

块直角凹槽ⅠⅠ42，拐角有机玻璃模块直角榫头Ⅰ43、拐角有机玻璃模块直角榫头Ⅱ44，所述

常规有机玻璃模块5，设置常规有机玻璃模块直角凹槽Ⅰ51、常规有机玻璃模块直角凹槽Ⅱ

52，常规有机玻璃模块直角榫头Ⅰ53、常规有机玻璃模块直角榫头Ⅱ54；拐角有机玻璃模块4

与常规有机玻璃模块5，长1000mm，宽1000m，厚24mm，直角凹槽深度8mm，直角榫头厚8mm。

说　明　书 3/5 页

5

CN 110512583 A

5



[0025] 所述的卯榫结构具体结合方式如下：所述拐角有机玻璃模块4与常规有机玻璃模

块5通过卯榫结构连接时，拐角有机玻璃模块直角凹槽Ⅰ41与常规有机玻璃模块直角榫头Ⅰ

53连接，拐角有机玻璃模块直角凹槽Ⅱ42与拐角有机玻璃模块直角榫头Ⅱ44连接，拐角有

机玻璃模块直角榫头Ⅰ43与常规有机玻璃模块直角凹槽Ⅰ51连接；所述常规有机玻璃模块5

互相通过卯榫结构连接时，常规有机玻璃模块直角凹槽Ⅰ51与常规有机玻璃模块直角榫头Ⅰ

53连接，常规有机玻璃模块直角凹槽Ⅱ52与拐角有机玻璃模块直角榫头Ⅱ44连接。

[0026] 如图10~13所示，所述的全透明的可三维调整尺寸的装配式多功能岩土工程模型

箱，还包括两类功能模块，分别为拐角功能模块6和常规功能模块7，分别与拐角有机玻璃模

块4与常规有机玻璃模块5相似，同样由有机玻璃材料制成并且设置了卯榫结构，不同点在

于在拐角功能模块6和常规功能模块7中部留有圆孔

所述拐角功能模块6与常规功能模块7，长1000mm，宽1000m，厚24mm，直角凹槽深度8mm，

直角榫头厚8mm。所述拐角功能模块6留有直径400mm的圆孔65，常规功能模块7留有直径

400mm的圆孔75，以提供隧道开挖的空间，同时可以通过该圆孔引出采集隧道数据的数据

线。

[0027] 试验时，应把所述的钢底板通过高强螺栓8锚固于试验场地上。

[0028] 所述的全透明可三维调整尺寸装配式多功能岩土工程模型箱具体装配顺序如下：

首先把钢底板1锚固于试验场地上；其次，按照试验需求，把角钢2通过高强螺栓8锚固

于底板上；

再次，角钢2与槽钢3及槽钢3与槽钢3之间通过高强螺栓8固定，形成模型箱外围稳定的

框架结构；

从次，按照试验需求，通过拐角有机玻璃模块直角榫头Ⅱ44及常规有机玻璃模块直角

榫头Ⅱ54的与钢底板1的凹槽12的卯榫结合，使底层透明的挡土面板固定于钢底板1上；

最后，通过拐角有机玻璃模块4和常规有机玻璃模块5自身榫头与凹槽的相互组合，从

而组合成模型箱透明的挡土面板；

另外，根据试验需求，在合适的位置用拐角功能模块6替换拐角有机玻璃模块4，用常规

功能模块7替换常规有机玻璃模块6。

[0029] 如图15~17所示，本实施例的全透明可三维调整尺寸装配式多功能岩土工程模型

箱应用于隧道开挖对桩基影响的大型岩土模型试验的流程，包括以下步骤：

S1、根据试验需求，确定模型箱尺寸；

S2、组装图15所示的全透明可三维调整尺寸装配式多功能岩土工程模型箱，其中在透

明的挡土面板中部把两块常规有机玻璃模块5换成常规功能模块7，目的在于提供隧道开挖

的空间；

S3、常规功能模块7内侧粘贴一层塑料薄膜，以防止填土时土体流失；

S4、在模型箱里分层填土；

S5、进行填土夯实至合适高度，埋置桩基模型92，安装相关测量设备位移计、土压力传

感器等，试验准备完成后即可开始隧道开挖；

S6、通过常规功能模块7预留的圆孔71进行隧道开挖；

S7、随着隧道开挖，逐节推进隧道模型91；

S8、隧道开挖的同时，采集桩基试验模型的应力、变形数据，拍摄记录模型箱中内部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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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模型92和隧道模型结构91的变形及其周围土体的变化，直至隧道穿过整个模型箱，至此，

隧道模型91从模型箱另一端的常规功能模块7穿出；

S9、开挖填土，取出试验模型，拍摄试验模型的最终形态；

S10、逐层拆除模型箱，清理场地，试验结束。

[0030] 如图18所示，本实施例的全透明可三维调整尺寸装配式多功能岩土工程模型箱应

用于地表堆载对已建地铁隧道影响的大型岩土模型试验流程，包括以下步骤：

S1、根据试验需求，确定模型箱尺寸；

S2、组装图16所示的全透明可三维调整尺寸装配式多功能岩土工程模型箱，其中在透

明的挡土面板中部把两块常规有机玻璃模块5替换成常规功能模块7，目的在于通过该圆孔

引出采集隧道数据的数据线；

S3、常规功能模块7内侧粘贴一层塑料薄膜，以防止填土时土体流失；

S4、在模型箱里分层填土；

S5、进行填土夯实至合适高度，埋置隧道模型91，安装相关测量设备位移计、土压力传

感器等，数据线从通过常规功能模块7预留的圆孔71引出，材料设备安装完成后继续填土夯

实至试验实际高度；

S6、通过在土层表面逐层加载铁片93，模拟隧道上方堆载；

S7、加载铁片93的同时，采集隧道模型91的应力、变形数据，拍摄记录模型箱中内隧道

模型结构91的变形及其周围土体的变化，直至隧道破坏；

S8、开挖填土，取出试验模型，拍摄试验模型的最终形态；

S9、逐层拆除模型箱，清理场地，试验结束。

[0031] 综上，本发明为全透明的可三维调整尺寸的装配式多功能岩土工程模型箱，该模

型箱能够根据试验需要实现纵向、横向及铅直方向三维调整模型箱尺寸。另外，该模型箱挡

土面板全透明，有利于实现模型箱内部试验模型结构变形及其周围土体变化的全过程可视

化。

[0032]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专利较佳的实施例，但本发明专利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

此，例如功能模板根据不同隧道结构形式更改成矩形孔、马蹄形孔等等。任何熟悉本领域的

技术人员在本发明专利所公开的范围内，根据本发明专利的技术方案，可以理解在不脱离

本发明的原理和精神的情况下对这些实施例进行多种变化、修改、替换和变型，都属于本发

明专利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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