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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模拟降雨土柱入渗试验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模拟降雨土柱入渗试验
系统，用于研究降水在非饱和土中的入渗规律，
其特征在于，
具有：
模拟降雨装置，
包括储水箱、
与该储水箱连接的水流回路单元、
与该水流回路
单元连接的 用于模拟降雨的喷淋构件 ；
受雨装
置 ，包括设置在喷淋构件下方的多个土柱筒单
元、
设置在该土柱筒单元外侧的径流排水单元；
数据采集装置，
包括设置在水流回路单元中的给
水流量计、设置在径流排水单元中的排水流量
计、
分别设置在土柱筒单元上用于采集降雨土柱
入渗数据的多个传感器单元；
控制系统，用于对
水流回路单元的给水量和径流排水单元的排水
进行控制；
数据分析装置，用于接收数据采集装
置采集的数据并对该数据进行分析，
得到降水在
非饱和土中的入渗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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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模拟降雨土柱入渗试验系统，用于研究降水在非饱和土中的入渗规律，
其特征
在于，
具有：
模拟降雨装置，
包括储水箱、与该储水箱连接的水流回路单元、与该水流回路单元连接
的用于模拟降雨的喷淋构件；
受雨装置，
包括设置在所述喷淋构件下方竖直设置的多个土柱筒单元、设置在该土柱
筒单元外侧的径流排水单元；
数据采集装置，
用于进行数据采集，
包括设置在所述水流回路单元中的给水流量计、
设
置在所述径流排水单元中的排水流量计、
分别设置在所述土柱筒单元上用于采集降雨土柱
入渗数据的多个传感器单元；
控制系统，用于对所述水流回路单元的给水量和所述径流排水单元的排水进行控制；
以及
数据分析装置，用于接收所述数据采集装置采集的数据并对该数据进行分析，
得到降
水在非饱和土中的入渗规律，
其中，
所述水流回路单元包括水管、
进水端通过水管与所述储水箱连接的水泵、第一电
磁阀和第二电磁阀，
所述第一电磁阀和所述第二电磁阀均分别具有一个进水口和两个出水口，
所述第一电磁阀的进水口通过水管与所述水泵的输出端连通，
所述第一电磁阀的一个
出水口通过水管与所述储水箱连通，
所述第二电磁阀的进水口通过水管与所述第一电磁阀的另一个出水口连通，
所述第二
电磁阀的一个出水口通过水管与所述储水箱连通，
所述喷淋构件包括与所述第二电磁阀的另一个出水口连接的喷头、
设置在该喷头内的
降雨均分器，
所述降雨均分器有两个，
均呈圆形，
水平地安装在所述喷头内，
该两个降雨均分器的圆
心位于所述喷头的中心轴线上，
两个所述降雨均分器中一个为打孔均匀分布的降雨均分器，
另一个为打孔中间分散周
边密集分布的降雨均分器、
打孔一半密集一半分散分布的降雨均分器、
打孔中间密集周边
分散分布的降雨均分器中的一种，
或者两个所述降雨均分器都为打孔均匀分布的降雨均分
器，
所述土柱筒单元中，
最上方的所述土柱筒的外壁上从上往下沿径向设置有尺寸刻度，
并且离上端30cm处沿水平面均匀设置有六个排水孔，
所述土柱筒单元中，
最下方的所述土柱筒的底部设置有渗滤排水层，
所述径流排水单元包括与所述排水孔连通的环形的径流排水管、
该径流排水管连通的
第二排水箱、
设置在所述径流排水管与所述第二排水箱之间的第三电磁阀。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模拟降雨土柱入渗试验系统，
其特征在于：
其中，
所述降雨均分器具有多孔结构，
用于使水分散形成模拟雨滴。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模拟降雨土柱入渗试验系统，
其特征在于：
其中，
所述土柱筒单元包括土柱筒支架、设置在该土柱筒支架上的多个从上至下依次
叠放的盛有土柱模型的土柱筒以及设置在所述土柱筒支架下方的第一排水箱。
4 .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模拟降雨土柱入渗试验系统，
其特征在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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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所述传感器单元包括多个张力计和多个土壤水分传感器，
所述张力计沿径向均匀设置在所述土柱筒的外壁内侧上，
用于测量降雨时土层的基质
吸力，
所述土壤水分传感器对应所述张力计设置在外壁内侧上，
用于测量土层的含水量。
5 .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模拟降雨土柱入渗试验系统，
其特征在于：
其中，
所述土柱筒的材质采用透明钢化玻璃。
6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模拟降雨土柱入渗试验系统，
其特征在于：
其中，
所述给水流量计设置在所述第一电磁阀和所述第二电磁阀之间，
所述排水流量计设置在所述第三电磁阀与所述第二排水箱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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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降雨土柱入渗试验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土壤水环境试验测试领域，
涉及一种模拟降雨土柱入渗试验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城市垃圾成分主要包括煤灰，
有机类(厨余垃圾、
纸类) ，
无机类(玻璃、
建筑垃圾)。
由于城市生活垃圾成分的复杂多样性带来处理与利用上的困难。
目前垃圾处理方式主要有
卫生填埋处理、堆肥处理与焚烧等，
且卫生填埋是主要方式，
且很多卫生填埋场正面临封
场，
因此，
研究城市固体废弃物填埋场封顶覆盖层的组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0003] 土是自然环境中耐久性最好的土工材料。
土质覆盖层被广泛应用于垃圾堆场、
固
废堆场及尾矿中，
主要用以防止大气降水进入下层废弃物中，
从而避免对周围环境造成污
染。
目前土质覆盖层已被成功应用于干旱及半干旱地区，
而在湿润气候下土质覆盖层是否
适用，
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目前主要采用理论分析和数值模拟方法对降雨时土层入渗的
规律进行研究，
利用模拟降雨装置或者试验平台得到试验数据。
[0004] 现有的模拟降雨装置，
有的试验平台为长方体，
里面的的水箱水压为定水头，
模拟
降雨的雨型单一、
降雨强度单一。有的没有考虑到土柱面地表水的压力作用，
未设置地表径
流排水口。总之现有的模拟降雨装置没有考虑时间、
空间变化和模型表面径流的影响，
在试
验过程中，
不能连续的测量降雨的雨量，
降雨的强度和降雨的类型单一，
且不能连续测量断
续的降雨情况，
不能真实模拟降雨，
得不到真实降雨时的土层入渗的规律。
发明内容
[0005] 为解决上述问题，
本发明采用了如下技术方案：
[0006]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模拟降雨土柱入渗试验系统，
用于研究降水在非饱和土中的入
渗规律，
其特征在于，
具有：
模拟降雨装置，
包括储水箱、与该储水箱连接的水流回路单元、
与该水流回路单元连接的用于模拟降雨的喷淋构件；
受雨装置，
包括设置在喷淋构件下方
的多个土柱筒单元、
设置在该土柱筒单元外侧的径流排水单元；
数据采集装置，
用于进行数
据采集，
包括设置在水流回路单元中的给水流量计、
设置在径流排水单元中的排水流量计、
分别设置在土柱筒单元上用于采集降雨土柱入渗数据的多个传感器单元；
控制系统，用于
对水流回路单元的给水量和径流排水单元的排水进行控制；
以及数据分析装置，用于接收
数据采集装置采集的数据并对该数据进行分析，
得到降水在非饱和土中的入渗规律。
[0007] 本发明提供的模拟降雨土柱入渗试验系统，
还可以具有这样的特征：
其中，
水流回
路给水单元包括水管、
进水端通过该水管与储水箱连接的水泵、第一电磁阀和第二电磁阀，
第一电磁阀和第二电磁阀均分别具有一个进水口和两个出水口，
第一电磁阀的进水口通过
水管与水泵的输出端连通，
第一电磁阀的一个出水口通过水管与储水箱连通，
第二电磁阀
的进水口通过水管与第一电磁阀的另一个出水口连通，
第二电磁阀的一个出水口通过水管
与储水箱连通。
[0008] 本发明提供的模拟降雨土柱入渗试验系统，
还可以具有这样的特征：
其中，
喷淋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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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包括与第二电磁阀的另一个出水口连接的喷头、
设置在该喷头内的降雨均分器，
降雨均
分器具有多孔结构，
用于使水分散形成模拟雨滴。
[0009] 本发明提供的模拟降雨土柱入渗试验系统，
还可以具有这样的特征：
其中，
土柱筒
单元包括土柱筒支架、
设置在该土柱筒支架上的多个从上至下依次叠放的盛有土柱模型的
土柱筒以及设置在土柱筒支架下方的第一排水箱。
[0010] 本发明提供的模拟降雨土柱入渗试验系统，
还可以具有这样的特征：
其中，
土柱筒
单元中，
最下方的土柱筒的底部设置有渗滤排水层。
[0011] 本发明提供的模拟降雨土柱入渗试验系统，
还可以具有这样的特征：
其中，
传感器
单元包括多个张力计和多个土壤水分传感器，
张力计沿径向均匀设置在土柱筒的外壁内侧
上，
用于测量降雨时土层的基质吸力，
土壤水分传感器对应张力计设置在外壁内侧上，
用于
测量土层的含水量。
[0012] 本发明提供的模拟降雨土柱入渗试验系统，
还可以具有这样的特征：
其中，
土柱筒
的材质采用透明钢化玻璃。
[0013] 本发明提供的模拟降雨土柱入渗试验系统，
还可以具有这样的特征：
其中，
土柱筒
单元中，
最上方的土柱筒上沿径向设置有尺寸刻度。
[0014] 本发明提供的模拟降雨土柱入渗试验系统，
还可以具有这样的特征：
其中，
土柱筒
单元中，
最上方的土柱筒的外壁上沿水平面均匀设置有多个排水孔，
径流排水单元包括与
排水孔连通的环形的径流排水管、该径流排水管连通的第二排水箱、
设置在径流排水管与
第二排水箱之间的第三电磁阀。
[0015] 本发明提供的模拟降雨土柱入渗试验系统，
还可以具有这样的特征：
其中，
给水流
量计设置在第一电磁阀和第二电磁阀之间，
排水流量计设置在第三电磁阀与第二排水箱之
间。
[0016] 发明作用与效果
[0017] 根据本发明提供的模拟降雨土柱入渗试验系统，
由于采用通过控制系统控制的水
流回路单元，
可以控制降雨强度；
由于采用降雨均分器，
可以模拟不同空间分布的降雨；
由
于采用径流排水单元，
可以实现有无地表径流对试验结果的影响；
由于采用数据采集装置、
控制系统和数据分析装置，
可以使本发明的模拟降雨土柱入渗试验系统自动化程度高。
附图说明
[0018]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的模拟降雨土柱入渗试验系统示意图；
[0019]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的模拟降雨土柱入渗试验系统喷淋构件结构示意图；
[0020] 图3是本发明实施例的模拟降雨土柱入渗试验系统土柱筒单元结构示意图；
[0021] 图4是图3的E-E剖视示意图；
[0022] 图5是本发明实施例的模拟降雨土柱入渗试验系统传感器单元设置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例来说明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
[0024] <实施例>
[0025]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的模拟降雨土柱入渗试验系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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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1所示，
本实施例的模拟降雨土柱入渗试验系统(以下简称试验系统)100包括
模拟降雨装置1、
受雨装置2、
数据采集装置3、
控制系统4、
数据分析装置5。
[0027] 如图1所示，
模拟降雨装置1包括储水箱11、
水管12、
水泵13、第一电磁阀14、第二电
磁阀15、
喷淋构件16。
[0028] 水泵13的进水端通过水管12与储水箱11连接。
[0029]
第一电磁阀14和第二电磁阀15均分别具有一个进水口和两个出水口，
第一电磁阀
14的进水口通过水管12与水泵13的输出端连通，
第一电磁阀14的一个出水口通过水管12与
储水箱11连通。第二电磁阀15的进水口通过水管12与第一电磁阀14的另一个出水口连通，
第二电磁阀15的一个出水口通过水管12与储水箱11连通。
[0030]
相互连通的水管12、
水泵13、第一电磁阀14、第二电磁阀15组成水流回路单元用于
给水和控制给水水量。
[0031]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的模拟降雨土柱入渗试验系统喷淋构件结构示意图。
[0032] 如图1、
图2所示，
喷淋构件16包括喷头161、
降雨均分器162。
[0033] 圆形的喷头161通过水管12与第二电磁阀15的另一个出水口连通。
[0034] 本实施例的降雨均分器162有两个，
均呈圆形，
水平地安装在喷头161内，
该两个降
雨均分器162的圆心位于喷头161的中心轴线上。
[0035] 两个降雨均分器162中一个为打孔均匀分布的降雨均分器162a，
另一个为打孔中
间分散周边密集分布的降雨均分器162b、
打孔一半密集一半分散分布的降雨均分器162c、
打孔中间密集周边分散分布的降雨均分器162d中的任意一个，
或者两个都为降雨均分器
162a。
可根据具体实验需要进行组合，
使降雨更均匀，
更符合实际情况。
[0036] 图3是本发明实施例的模拟降雨土柱入渗试验系统土柱筒单元结构示意图。
[0037] 如图1、
图3所示，
受雨装置2包括土柱筒单元21、
径流排水单元22。
[0038] 土柱筒单元21包括土柱筒支架211、
土柱筒212、
第一排水箱213。
[0039] 两个从上至下依次叠放的盛有土柱模型的土柱筒212安装在土柱筒支架上211，
第
一排水箱213放置在土柱筒支架211的下方。
[0040] 本实施例的土柱筒212的材质采用透明钢化玻璃，
便于观测试验结果。
[0041] 两层土柱筒212位于喷头161的正下方，
上方的土柱筒212的上端离喷头161为2cm。
并且土柱筒212的大小与喷头161一致，
以保证土柱面降雨均匀，
减少实验误差。
[0042] 图4是图3的E-E剖视示意图。
[0043] 如图3、
图4所示，
上方的土柱筒212的外壁上从上端往下沿径向设置有尺寸刻度
212a，
并且离上端30cm处沿水平面均匀设置有六个排水孔212b。
[0044] 如图1所示，
下方的土柱筒212的底部设置有渗滤排水层212c，
使排水流到正下方
的第一排水箱213中。
[0045] 如图1、
图4所示，
径流排水单元22包括径流排水管221、第三电磁阀222、第二排水
箱223。
[0046] 环形的径流排水管221与排水孔212b连通，
第三电磁阀222通过排水管与径流排水
管221连通，
第二排水箱223通过排水管与该第三电磁阀222连通。
[0047] 如图1所示，
数据采集装置3包括给水流量计31、排水流量计32、
张力计33、土壤水
分传感器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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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水流量计31设置在水流回路单元中第一电磁阀14和第二电磁阀15之间，
采集给
水流量。
[0049] 排水流量计32设置在径流排水单元22中第三电磁阀222与第二排水箱223之间，
采
集径流排水流量。
[0050] 图5是本发明实施例的模拟降雨土柱入渗试验系统传感器单元设置示意图。
[0051] 如图1、
图5所示，
张力计33、土壤水分传感器34组成传感器单元，用于采集降雨土
柱入渗数据。
[0052] 七个张力计33沿径向均匀设置在两个土柱筒212外壁内侧上，
用于测量降雨时土
层的基质吸力。
[0053] 七个土壤水分传感器34对应张力计33设置在外壁内侧上，
用于测量土层的含水
量。
[0054] 如图1所示，
控制系统4控制第一电磁阀14和第二电磁阀15，
控制水流回路单元的
给水量。控制系统4控制第三电磁阀222，
对径流排水单元22的排水进行控制。
[0055] 数据分析装置5在本实施例中为计算机，
用于接收数据采集装置3采集的数据并对
该数据进行分析，
得到降水在非饱和土中的入渗规律。
[0056] 以下结合附图说明本实施例的模拟降雨土柱入渗试验系统100的工作过程。
[0057] 根据实验需要选择降雨均分器162a与降雨均分器162a、
162b、
162c、
162d其中的一
个进行组合，
来满足实验的需要。
[0058]
制作土柱模型盛于土柱筒212内 ，分两层制作 ，下层沙土 ，上层粉土 ，厚度均为
30cm。然后将两个土柱筒212上下安置于土柱筒支架211上。
[0059] 储水箱11中加入适量的水，
用控制系统4控制第一电磁阀14到最大值，
开启第二电
磁阀15至A-B方向。此时打开水泵13，
水流从储水箱11流出沿A-A、
A-B方向流动，
然后通过控
制系统4调节第一电磁阀门14的大小来控制水流量。此时水管12中部分水由A-A分流到A-D
然后回流到储水箱11，
可通过给水流量计31来看出A-A流向的水流量大小。当给水流量计31
显示值到达规定值后，
第二电磁阀15开启方向由A-B调整到A-C方向，
水流流向喷头161。通
过降雨均分器组件162使水流分散，
进行喷淋模拟降雨，
开始试验。
[0060] 透过透明钢化玻璃制成的土柱筒212观察实验中土柱的湿润锋走向。
[0061] 试验中，
控制系统4控制第三电磁阀222开关，
控制径流排水管221的排水，
排水流
量计32采集径流排水的水流量。
[0062] 七个张力计33测量降雨时不同位置土层的基质吸力，
七个土壤水分传感器34测量
不同位置土层的含水量。
[0063] 数据分析装置5接收数据采集装置3采集的数据并对该数据进行分析，
得到降水在
非饱和土中的入渗规律。
[0064] 实施例作用与效果
[0065] 根据本实施例提供的模拟降雨土柱入渗试验系统，
由于采用通过控制系统控制的
水流回路单元，
可以控制降雨强度；
由于采用降雨均分器不同组合，
可以模拟不同空间分布
的降雨；
由于采用径流排水单元，
可以实现有无地表径流对试验结果的影响；
由于采用数据
采集装置、控制系统和数据分析装置，
可以使本发明的模拟降雨土柱入渗试验系统自动化
程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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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本实施例的模拟降雨土柱入渗试验系统，
具有测试数据持续性好、测试精度
高、
使用操作简单、
自动化程度高的优点，
能对雨量、
降雨强度、
降雨历时和降雨类型与土柱
土层的入渗规律的研究提供有效的试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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