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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用于气-液诱发填埋体失稳的离心模型

试验方法，其包括如下步骤：步骤A，提供一个用

于放置在土工离心机吊篮内的模型箱，所述模型

箱内通过一个带有孔洞的隔板分为进水区和模

型区，在所述模型区紧靠所述隔板设置用于模拟

垃圾填埋体的土工模型，所述土工模型由混合有

碳酸钙的砂土制成；步骤B，当所述土工离心机运

行至设定G值时，通过所述土工离心机向所述进

水区注入柠檬酸溶液；步骤C，在所述进水区的所

述柠檬酸溶液通过所述隔板渗入所述土工模型

的过程中，监测所述土工模型的失稳情况，从而

模拟填埋场垃圾体产气效应对稳定性的影响。本

发明所提出的用于气-液诱发填埋体失稳的离心

模型试验方法，可很好的模拟填埋场垃圾体产气

效应对稳定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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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气-液诱发填埋体失稳的离心模型试验方法，其特征在于，其包括如下步

骤：

步骤A，提供一个用于放置在土工离心机吊篮内的模型箱，所述模型箱内通过一个带有

孔洞的隔板分为进水区和模型区，在所述模型区紧靠所述隔板设置用于模拟垃圾填埋体的

土工模型，所述土工模型由混合有碳酸钙的砂土制成；

步骤B，当所述土工离心机运行至设定G值时，通过所述土工离心机向所述进水区注入

柠檬酸溶液；

步骤C，在所述进水区的所述柠檬酸溶液通过所述隔板渗入所述土工模型的过程中，监

测所述土工模型的失稳情况，从而模拟填埋场垃圾体产气效应对稳定性的影响。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土工模型的混合比例为每1kg砂土混合

有20g碳酸钙。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柠檬酸溶液的配制浓度为30g柠檬酸/

400ml水。

4.如权利要求1-3之一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A中，所述土工模型埋置有多个

孔压传感器。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A中，在所述进水区的底部设置一个孔

压传感器。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B中，向所述进水区注入柠檬酸溶液

前，使所述土工离心机在设定G值下至少稳定运行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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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气-液诱发填埋体失稳的离心模型试验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岩土工程土工离心实验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用于气-液诱发填埋

体失稳的离心模型试验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城市固体废弃物不易焚烧，焚烧处理成本高，其它如堆肥法、热处理法等在技术和

成本上都还不成熟。对垃圾进行填埋处理是常用的垃圾处理手段，在我国约有80％的城市

生活垃圾都是填埋处理。

[0003] 以往对填埋场设计、施工、填埋、封闭等方面的考量主要集中于对地下水和大气环

境的污染和影响。随着城市化的不断进展，垃圾受纳空间的超负荷使用也越来越成为常态，

就在2015年12月20日，广东深圳市光明新区凤凰社区恒泰裕工业园发生山体滑坡，共造成

33栋建筑物被掩埋或不同程度损坏，覆盖面积约38万平方米，据广东省地质灾害应急专家

组现场调查，深圳光明新区垮塌体为人工堆土，原有山体没有滑动。人工堆土垮塌的地点属

于淤泥渣土受纳场，主要堆放渣土和建筑垃圾，由于堆积量大、堆积坡度过陡，导致失稳垮

塌，造成多栋楼房倒塌。除了这起重大事件，近年来，全球各地相继发生过多起填埋场由于

内部稳定性破坏，造成人员伤亡和大量的财产损失的事件。这样一来，也使得对填埋场进行

稳定性的研究迫在眉睫。

[0004] 在我国城市生活垃圾主要采用卫生填埋法进行处理，由于垃圾土体成分复杂加上

长时间堆载，雨水渗入和有机物生化降解反应产生大量气体和渗滤液，导致大型垃圾填埋

场内垃圾土体(即填埋体)失稳机理十分复杂。近些年国内外学者对垃圾土体的力学特性研

究有了长足的发展，对于稳定性研究多采用数值模拟的方法或基于经典土力学理论中的解

析方法，缺乏试验的验证。土工离心机技术是一种运用离心机产生离心加速度的设备，这样

就可以利用缩小尺寸的土工模型直观地再现填埋体的工作状态，进而获得相关的数据。

[0005] 要研究基于气-液耦合作用下填埋体的失稳状态，必须要能够控制水分和气压，中

国专利CN103713110B提供了一种基于液气耦合作用的填埋场土坡失稳离心模型试验装置，

其可通过给装有土工模型的密封箱喷水和控制密封箱内部气压来模拟填埋体的液气耦合

作用情况，但其并不能模拟真实的填埋体内部产生气穴的情况，而且，正如中国专利

CN104391103B(用于离心模型的降雨模拟方法及其装置)中所记载，类似中国专利

CN103713110B所采用的利用雾化喷嘴喷水的方法，由于水体速度较大，在高G值环境(例如

大于50G的离心试验环境)中，如果直接冲击到土工模型上，会对土工模型造成损伤，这就限

制了中国专利CN103713110B所提供的方案只能应用在小G值(例如10G以下)的试验环境，也

就意味着难以模拟大型的垃圾填埋场来进行研究。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用于气-液诱发填埋体失稳的离心模型试验

方法，以减少或避免前面所提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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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出了一种用于气-液诱发填埋体失稳的离心模型

试验方法，其包括如下步骤：

[0008] 步骤A，提供一个用于放置在土工离心机的吊篮内的模型箱，所述模型箱内通过一

个带有孔洞的隔板分为进水区和模型区，在所述模型区紧靠所述隔板设置用于模拟垃圾填

埋体的土工模型，所述土工模型由混合有碳酸钙的砂土制成；

[0009] 步骤B，当所述土工离心机运行至设定G值时，通过所述土工离心机向所述进水区

注入柠檬酸溶液；

[0010] 步骤C，在所述进水区的所述柠檬酸溶液通过所述隔板渗入所述土工模型的过程

中，监测所述土工模型的失稳情况，从而模拟填埋场垃圾体产气效应对稳定性的影响。

[0011] 优选地，所述土工模型的混合比例为每1kg砂土混合有20g碳酸钙。

[0012] 优选地，所述柠檬酸溶液的配制浓度为30g柠檬酸/400ml水。

[0013] 优选地，在步骤A中，所述土工模型埋置有多个孔压传感器。

[0014] 优选地，在步骤A中，在所述进水区11的底部设置一个孔压传感器。

[0015] 优选地，在步骤B中，向所述进水区注入柠檬酸溶液前，使所述土工离心机在设定G

值下稳定至少运行5分钟。

[0016] 本发明所提出的用于气-液诱发填埋体失稳的离心模型试验方法，利用化学反应

的原理从土工模型内部产生气体，随着加入溶液的增大，溶液从水箱靠近土工模型一侧渗

入，水位不断上升，土工模型的产气量也不断增大，从而可很好的模拟填埋场垃圾体产气效

应对稳定性的影响。

附图说明

[0017] 以下附图仅旨在于对本发明做示意性说明和解释，并不限定本发明的范围。其中，

[0018] 图1显示的是本发明的用于气-液诱发填埋体失稳的离心模型试验方法的模型箱

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为了对本发明的技术特征、目的和效果有更加清楚的理解，现参照附图说明本发

明的具体实施方式。

[0020] 图1显示的是本发明的用于气-液诱发填埋体失稳的离心模型试验方法的模型箱

的结构示意图。参见图1所示，本发明提出了一种用于气-液诱发填埋体失稳的离心模型试

验方法，其包括如下步骤：

[0021] 步骤A，提供一个用于放置在土工离心机的吊篮内的模型箱1，所述模型箱1内通过

一个带有孔洞的隔板2分为进水区11和模型区12，在所述模型区12紧靠所述隔板2设置用于

模拟垃圾填埋体的土工模型3，所述土工模型3由混合有碳酸钙的砂土制成；

[0022] 所述土工模型3由均匀的掺有碳酸钙的砂土分层夯实制成，在制备过程中，可埋置

有多个孔压传感器，这样，在试验过程中，可测量相应位置的孔隙液体压力值。所述土工模

型3紧靠所述隔板2设置，这样，所述进水区11的液体可通过带有孔洞的所述隔板2渗入所述

土工模型3，从而避免了背景技术所提及的喷淋方式供水容易对所述土工模型3造成损伤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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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所述模型箱1的一个侧壁可设置为透明的钢化玻璃板13，这样可便于观测所述土

工模型3的制作过程，避免所述土工模型3在制作过程出现缺陷，且在试验过程中也可很好

的利用摄像头等工具观测所述土工模型3截面的变化情况。

[0024] 所述隔板2上的孔洞可以是均布的直径为1-3mm的孔，这样一方面可保障所述进水

区11的液体的渗入，另一方面可避免所述土工模型3的砂土向所述进水区11遗漏。

[0025] 在所述进水区11的底部也可以设置一个孔压传感器，这样，在试验过程中，可更好

的检测水位。

[0026] 所述土工模型3的混合比例可以为每1kg砂土混合有20g碳酸钙。

[0027] 步骤B，当所述土工离心机运行至设定G值时，通过所述土工离心机向所述进水区

11注入柠檬酸溶液；

[0028] 当所述土工离心机运行至设定G值(例如50G)时，可以使所述土工离心机在该G值

(例如50G)下稳定至少运行5分钟，这样可使得所述土工模型3结构更加稳定。之后，再向所

述进水区11注入柠檬酸溶液。所述柠檬酸溶液的配制浓度可为30g柠檬酸/400ml水。

[0029] 步骤C，在所述进水区11的所述柠檬酸溶液通过所述隔板2渗入所述土工模型3的

过程中，监测所述土工模型3的失稳情况，从而模拟填埋场垃圾体产气效应对稳定性的影

响。

[0030] 由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中，所述柠檬酸溶液通过所述隔板2渗入所述土工模型3，

因此也就可以保障在高G值(大于等于50G)运行条件下进行供液时，液体对所述土工模型3

的影响最小，也就时避免了背景技术所提及的喷淋方式供水容易对所述土工模型3造成损

伤的问题，从而可在高G值(大于等于50G)运行条件下利用小模型模拟大型的垃圾填埋场来

进行研究。

[0031] 此外，本发明利用柠檬酸溶液与碳酸钙的化学反应在所述土工模型3中产生气体，

从而可很好的模拟填埋场垃圾体内部产气效应对稳定性的影响。

[0032] 本发明所提出的用于气-液诱发填埋体失稳的离心模型试验方法，利用化学反应

的原理从土工模型内部产生气体，随着加入溶液的增大，溶液从水箱靠近土工模型一侧渗

入，水位不断上升，土工模型的产气量也不断增大，从而可很好的模拟填埋场垃圾体产气效

应对稳定性的影响。

[0033] 本领域技术人员应当理解，虽然本发明是按照多个实施例的方式进行描述的，但

是并非每个实施例仅包含一个独立的技术方案。说明书中如此叙述仅仅是为了清楚起见，

本领域技术人员应当将说明书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理解，并将各实施例中所涉及的技术方案

看作是可以相互组合成不同实施例的方式来理解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34]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示意性的具体实施方式，并非用以限定本发明的范围。任何

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不脱离本发明的构思和原则的前提下所作的等同变化、修改与结合，

均应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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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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