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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一种气压加载型一维固结渗透

联合测试装置，包括主体装置和辅助装置。主体

装置包括顶盖、底座、侧限试样环型体、透水石、

气压加载孔道、加载活塞。利用高压气瓶注入气

压，使活塞向下移动压缩试样，通过线性位移传

感器记录试样垂向变形直至变形稳定。同时，液

体压力-体积控制器向试样中注入液体和记录注

入体积，并对流出液体质量进行记录，从而得到

该渗流梯度下的液体流量并计算渗透系数。借助

孔压和湿度传感器记录渗透压作用下试样轴向

的孔压和湿度分布。待渗透流量、湿度和孔压值

稳定后，施加下一级荷载，继续开展渗透试验。如

此往复，最终获取各级荷载下的试样变形数据，

计算得到试样的固结系数，并最终获取土样的流

固耦合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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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气压加载型一维固结渗透联合测试装置，包括主体装置和辅助装置，其特征在

于，所述主体装置包括顶盖(8)、侧限试样环型体(9)、底座(10)、不锈钢透水石(13)、加载活

塞(15)；

所述顶盖(8)和底座(10)均由一个大同轴圆柱体与一个小同轴螺纹柱体构成，其中，小

同轴螺纹柱体的高度为h1、直径为R1；将小同轴螺纹柱体与大同轴圆柱体的非接触面记为

下底面(14)，将大同轴圆柱体与小同轴螺纹柱体的非接触面记为上底面(16)；所述顶盖(8)

的下底面(14)与上底面(16)开有垂直贯通的气压加载孔道(17)和渗流入口管道(18)，所述

渗流入口管道(18)通过软管一端与辅助装置中的三通球阀(7)连接，另一端穿透加载活塞

(15)与试样(12)相通；所述底座(10)的下底面(14)中心位置和底座(10)的大同轴圆柱体外

壁开有互相连通的渗流出口孔道(19)；所述的侧限试样环型体(9)为一空心圆柱体，高度为

h，其内径与顶盖(8)和底座(10)的小同轴螺纹柱体直径相同，且内壁上下距端口高度为h1

段均为螺纹，将顶盖(8)和底座(10)的小螺纹圆柱体从上下两个方向拧入侧限试样环型体

(9)内，形成封闭的试验腔(11)，加载活塞(15)安装在试验腔(11)内，在加载活塞(15)的下

底面和底座(10)的下底面(14)上各镶嵌一片不锈钢透水石(13)，所述的试样(12)被夹持在

二片不锈钢透水石(13)之间；所述加载活塞(15)的上底面安装有线性位移传感器(20)，所

述的试验腔(11)内安装有多个孔压传感器(23)和多个湿度传感器(24)；

所述的辅助装置包括高压气瓶(1)、不锈钢钢管(2)、减压阀(3)、二通球阀(4)、液体压

力-体积控制器(5)、水箱(6)和三通球阀(7)；不锈钢钢管(2)的一端与高压气瓶(1)相连接，

另一端通过减压阀(3)和二通球阀(4)与气压加载孔道(17)连接；三通球阀(7)的主通道与

液体压力-体积控制器(5)连接，另外两通道的一端与水箱(6)相连，另一端与渗流入口孔道

(18)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气压加载型一维固结渗透联合测试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加载活塞(15)的高度为h2、直径为R2，h2<h-2h1，R2＝R1-△r，其中，间隙△r为0.5-1m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气压加载型一维固结渗透联合测试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顶盖(8)上安装有安全阀(21)。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气压加载型一维固结渗透联合测试装置，其特征在于，测

试时，进入试验腔(11)的线性位移传感器(20)的探头粘贴于加载活塞表面(15)。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气压加载型一维固结渗透联合测试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多个孔压传感器(23)和多个湿度传感器(24)均匀布设试验腔(11)内，孔压传感器(23)

的探头与试样(12)外表面紧贴，湿度传感器(24)的探头插进试样(12)3-5mm。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气压加载型一维固结渗透联合测试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顶盖(8)和底座(10)的大同轴圆柱体与侧限试样环型体(9)的接触面上镶嵌有密封圈

(22)。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气压加载型一维固结渗透联合测试装置，其特征在于，减

压阀(3)、二通球阀(4)、三通球阀(7)、顶盖(8)、侧限试样环型体(9)和底座(10)均采用316L

低碳不锈钢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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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气压加载型一维固结渗透联合测试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环境岩土工程技术领域，具体地，涉及一种气压加载型一维固结渗透

联合测试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发展带来了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及城市地质问题，而其中

针对岩土体力学-渗流耦合特性的研究是城市规划、建设、运营和管理的重要基础性工作，

也是我国新型城镇化战略部署的关键问题。土体流固耦合特性指的是，由于土体独特的松

散多孔结构，在荷载作用下将首先产生超静孔隙水压力，随后孔隙水缓慢流出，孔隙水压力

降低。同时，土体中的有效应力逐步增大，体积逐渐压缩。最终，超静孔隙水压力逐步消散直

至完全消失，而变形则达到稳定。因此，获取土体在力学作用下的固结系数(Cv)与渗流作用

下的渗透系数(kv)间的关系，是深入了解土体流固耦合特性的关键问题。

[0003] 然而，在传统的室内测试中，固结试验和渗透试验的开展是两块相对独立的内容。

借助传统的高压固结仪和土壤渗透仪虽然可以了解土体的固结特性和渗流特性，却无法反

映两者间的耦合特性。目前传统的土工试验仪器厂商，如南京土壤仪器厂、上虞市勘测土工

仪器厂，均无适用于土体流固耦合特性教学及科研的相关设备。

[0004] 因此，一种气压加载型一维固结渗透联合测试装置的研发将扫除相关学科在试验

教学中的盲点，解决土力学理论的试验论证问题，提升相关专业在该领域内的试验和理论

教学水平。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上述问题而发明了一种气压加载型一维固结渗透联合

测试装置。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可以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

[0007]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气压加载型一维固结渗透联合测试装置，包括主体装置和辅助

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主体装置包括顶盖、侧限试样环型体、底座、不锈钢透水石、加载活

塞；

[0008] 所述顶盖和底座均由一个大同轴圆柱体与一个小同轴螺纹柱体构成，其中，小同

轴螺纹柱体的高度为h1、直径为R1；将小同轴螺纹柱体与大同轴圆柱体的非接触面记为下

底面，将大同轴圆柱体与小同轴螺纹柱体的非接触面记为上底面；所述顶盖的下底面与上

底面开有垂直贯通的气压加载孔道和渗流入口管道，所述渗流入口管道通过软管一端与辅

助装置中的三通球阀连接，另一端穿透加载活塞与试样相通；所述底座的下底面中心位置

和底座的大同轴圆柱体外壁开有互相连通的渗流出口孔道；所述的侧限试样环型体为一空

心圆柱体，高度为h，其内径与顶盖和底座的小同轴螺纹柱体直径相同，且内壁上下距端口

高度为h1段均为螺纹，将顶盖和底座的小螺纹圆柱体从上下两个方向拧入侧限试样环型体

内，形成封闭的试验腔，加载活塞安装在试验腔内，在加载活塞的下底面和底座的下底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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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镶嵌一片不锈钢透水石，所述的试样被夹持在二片不锈钢透水石之间；所述加载活塞的

上底面安装有线性位移传感器，所述的试验腔内安装有多个孔压传感器和多个湿度传感

器；

[0009] 所述的辅助装置包括高压气瓶、不锈钢钢管、减压阀、二通球阀、液体压力-体积控

制器、水箱和三通球阀。不锈钢钢管的一端与高压气瓶相连接，另一端通过减压阀和二通球

阀与气压加载孔道连接；三通球阀的主通道与液体压力-体积控制器连接，另外两通道的一

端与水箱相连，另一端与渗流入口孔道连接。

[0010] 优选地，所述加载活塞的高度为h2、直径为R2，h2<h-2h1，R2＝R1-△r，其中，间隙

△r为0.5-1mm。

[0011] 优选地，所述的顶盖上安装有安全阀。

[0012] 优选地，测试时，进入试验腔的线性位移传感器探头粘贴于加载活塞表面。

[0013] 优选地，所述的多个孔压传感器和多个湿度传感器均匀布设试验腔内，孔压传感

器的探头与试样外表面紧贴，湿度传感器的探头插进试样(12)3-5mm。

[0014] 优选地，所述的顶盖和底座的大同轴圆柱体与侧限试样环型体接触面上镶嵌有密

封圈。

[0015] 优选地，减压阀、二通球阀、三通球阀、顶盖、侧限试样环型体和底座均采用316L低

碳不锈钢制作。

[001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0017] 1)测验装置可同时施加力学及渗流边界，监测变形和流量，实现了固结-渗流试验

一体化。可通过实时获取固结系数-渗透系数关系分析其流固耦合特性。

[0018] 2)通过布设变形、孔压及湿度传感器，可以达到固结-渗流耦合作用下的过程监控

和参数分析目的。

[0019] 3)采用气压加载方式精简了试验装置，同时突破了传统固结仪采用砝码加载最大

压力仅能达到1.6MPa的局限，也避免了砝码加载过程中存在的人为操作误差。

[0020] 4)本测试装置结构简单，功能齐全，操作便捷。

附图说明

[0021] 图1是本发明的总体示意图；

[0022] 图2是测试装置的结构剖面图；

[0023] 图3是测试装置的顶盖示意图；

[0024] 图4是测试装置的侧限试验环示意图；

[0025] 图5是测试装置的底座示意图；

[0026] 1、高压气瓶；2、不锈钢钢管；3、减压阀；4、二通球阀；5、液体压力-体积控制器；6、

水槽；7、三通球阀；8、顶盖；9、侧限试样环型体；10、底座；11、试验腔；12、试样；13、不锈钢透

水石；14、下底面；15、加载活塞；16、上底面；17、气压加载孔道；18、渗流入口孔道；19、渗流

出口孔道；20、线性位移传感器；21、安全阀；22、密封圈；23、孔压传感器；24、湿度传感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以下结合附图1-图5对本发明的实施例进行详细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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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由图1-图5可见，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气压加载型一维固结渗透联合测试装置，包括

主体装置和辅助装置。所述主体装置包括顶盖8、侧限试样环型体9、底座10、不锈钢透水石

13、加载活塞15；

[0029] 所述顶盖8和底座10均由一个大同轴圆柱体与一个小同轴螺纹柱体构成，其中，小

同轴螺纹柱体的高度为h1、直径为R1。将小同轴螺纹柱体与大同轴圆柱体的非接触面记为

下底面14，将大同轴圆柱体与小同轴螺纹柱体的非接触面记为上底面16。

[0030] 所述顶盖8的下底面14与上底面16开有垂直贯通的气压加载孔道17和渗流入口管

道18，所述渗流入口管道18通过软管一端与辅助装置中的三通球阀7连接，另一端穿透加载

活塞15与试样12相通。所述底座10的下底面14中心位置和底座10的大同轴圆柱体外壁开有

互相连通的渗流出口孔道19。

[0031] 所述的侧限试样环型体9为一空心圆柱体，高度为h，其内径与顶盖8和底座10的小

同轴螺纹柱体直径相同，且内壁上下距端口高度为h1处均为螺纹，将顶盖8和底座10的小螺

纹圆柱体从上下两个方向拧入侧限试样环型体9内，形成封闭的试验腔11。加载活塞15安装

在试验腔11内，在加载活塞15的下底面和底座10的下底面14上各镶嵌一片不锈钢透水石

13，所述的试样12被夹持在二片不锈钢透水石13之间。

[0032] 所述的顶盖8和底座10的大同轴圆柱体与侧限试样环型体9接触面上镶嵌有密封

圈22。所述加载活塞15的高度为h2、直径为R2，h2<h-2h1，R2＝R1-△r，其中，间隙△r为0.5-

1mm。所述的顶盖8上安装有安全阀21。在本实施例中，安全阀21型号为G1/8-304不锈钢高温

高压安全阀，1-14MPa可调。

[0033] 具体的，在本实施例中，顶盖8和底座10的大同轴圆柱体直径分别为100mm和

150mm，小同轴螺纹柱体直径均为50mm，高h1均为30mm。不锈钢透水石13的直径均为49±

0 .5mm，厚0 .3mm，且孔隙大小为55μm，误差小于5.0μm。加载活塞15为圆柱状，直径R2为

49.5mm，高度h2为2mm。侧限试样环型体9的内径R1为50mm，外径为100mm，高h为200mm。

[0034] 所述加载活塞15的上底面安装有线性位移传感器20，测试时，进入试验腔11的线

性位移传感器20探头粘贴于加载活塞表面15。在本实施例中，线性位移传感器20的型号为

LD620-5线性位移传感器，位移量程为±5mm。

[0035] 所述的试验腔11内安装有多个孔压传感器23和多个湿度传感器24。多个孔压传感

器23和多个湿度传感器24均匀布设试验腔11内，孔压传感器23的探头与试样12外表面紧

贴，湿度传感器24的探头插进试样12的长度为3-5mm。本实施例中，孔压传感器23，压力测量

范围0.001-10MPa；湿度传感器24型号为ZZ-S-GTH-C型土壤湿度传感器；

[0036] 所述的辅助装置包括高压气瓶1、不锈钢钢管2、减压阀3、二通球阀4、液体压力-体

积控制器5、水箱6和三通球阀7。不锈钢钢管2的一端与高压气瓶1相连接，另一端通过减压

阀3和二通球阀4与气压加载孔道17连接；三通球阀7的主通道与液体压力-体积控制器5连

接，另外两通道的一端与水箱6相连，另一端与渗流入口孔道18连接。在本实施例中，高压气

瓶1可提供0-10MPa的注入气压，液体压力-体积控制器5可提供0-1MPa的注入液体压力。

[0037] 在所述的减压阀3、二通球阀4、三通球阀7、顶盖8、侧限试样环型体9和底座10均采

用316L低碳不锈钢制作。

[0038] 在本实施例中，柱状加载活塞15侧面镶嵌有密封圈22与侧限试样环型体9紧密贴

合；渗流入口管道18进入试验腔11的一端垂直贯穿加载活塞15，并与加载活塞15浇筑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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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将渗流入口管道18进入试验腔11的长度记为h3，试样12的高度记为h4，且h3+h4+2h1-

h≥5mm，以避免在测试时，试样12压缩拉断渗流入口管道18。在本实施例中，试样12尺寸半

径为50mm，高h4为100mm；记底座10的下底面14为试样基准点，高度为0mm，在高度分别为

30mm，60mm，90mm的侧限试样环型体9中分别布设孔压传感器23和湿度传感器24。

[0039] 本发明具体实施的操作包括：

[0040] 压制试样12：将粉末状土样装填入侧限试样环型体9和底座10组成的模具中，通过

静力压实法压制成直径50mm，高度100mm的圆柱状试样。

[0041] 仪器安装：按照图1所示，在试样12上部放上不锈钢透水石13，随后将安装有密封

圈22和渗流入口孔道18的加载活塞15紧贴在不锈钢透水石13上部，并且将线性位移传感器

20的探头粘贴于加载活塞15上部；然后，将装好气压加载孔道17和安全阀21的顶盖8拧入侧

限试样环型体9；最后将辅助装置与主体相连接，且保证试验之前高压气瓶1，减压阀3，二通

球阀4和三通球阀7处于断开状态。

[0042] 开始试验：打开高压气瓶1开关，通过减压阀3调节到试验设计的荷载P；同时调节

三通球阀7，使液体压力-体积控制器5与水槽6之间的管道连通，并吸满水，然后调节三通球

阀7使液体压力-体积控制器5与渗流入口孔道18保持连通。打开二通球阀4，气压沿气压加

载孔道17施加到加载活塞15上，随后活塞向下移动压缩试样12，通过线性位移传感器20记

录试样垂向变形直至变形稳定。同时调节液体压力-体积控制器5使液体经渗流入口管18，

向试样12中注入液体，通过液体压力-体积控制器实时记录注入体积，同时对渗流出口管19

中流出液体质量进行记录，从而得到该渗流梯度下的液体流量并计算渗透系数(kv)。利用

孔压传感器23、湿度传感器24记录渗透压作用下试样12轴向的孔压和湿度分布。待渗透流

量、湿度和孔压值稳定后，施加下一级荷载，待变形稳定后继续开展渗透试验。如此往复，最

终获取各级荷载下的试样变形数据，计算得到试样的固结系数(Cv)。汇总固结系数-渗透系

数关系和孔压/湿度分布数据，最终获取土样的流固耦合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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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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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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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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