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811379002.0

(22)申请日 2018.11.19

(71)申请人 同济大学

地址 200092 上海市杨浦区四平路1239号

(72)发明人 黄茂松　李弈杉　吕玺琳　

(74)专利代理机构 上海科律专利代理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31290

代理人 刘莹

(51)Int.Cl.

G01N 3/12(2006.01)

G01N 3/06(2006.01)

G01N 33/24(2006.01)

E02D 5/18(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多层承压水分层地层中深基坑开挖变

形性状离心模型试验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多层承压水分层地层中深

基坑开挖变形性状离心模型试验装置，在一顶部

开口的模型箱内竖直嵌有模拟地下连续墙的支

护板，支护板上设有弯矩应变片，支护板及分隔

板将模型箱的内部空间分成实验区、水位控制箱

区以及伺服电机控制区；实验区分为多层承压含

水层与黏性隔水层互层构成的地基土层区和开

挖区，开挖区的下部为地基土，上部为模拟开挖

土的土袋，地基土内布置有土力计，在地基土的

表面和支护板上分别设有位移计；水位控制箱区

分为对应各承压含水层水位及潜水位的多个控

制区，之间有可控阀门，伺服电机控制阀门的开

闭，保持水位在预设值，在实验过程中控制阀门

实现水位的动态变化。本发明的优点是操作方

便、功能丰富、精度高、误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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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层承压水分层地层中深基坑开挖变形性状离心模型试验装置，其特征在于：

在一顶部开口的模型箱内竖直嵌有用于模拟地下连续墙的支护板，支护板上设有检测弯矩

应变值的弯矩应变片，支护板及其两侧的分隔板将模型箱的内部空间分成实验区、水位控

制箱区以及伺服电机控制区；所述实验区分为地基土层区与开挖区，所述地基土层区为多

层承压含水层与黏性隔水层互层构成，所述开挖区的下部为地基土，开挖区的上部为模拟

开挖土的土袋，所述地基土内布置有检测地基土压力值的土压力传感器，在地基土的表面

和支护板上分别设有位移计以测量地基土顶面位移和支护板顶端位移；所述水位控制箱区

包括多个分区水箱，分区水箱经分隔板分为对应各承压含水层水位及潜水位的控制区，各

分区之间设置可控阀门，并通过伺服电机控制阀门的开闭，且各个分区水箱底部设置孔压

计；所述模型箱的前面板为透明材质，模型箱的前部外设拍摄装置；

试验装置的模拟试验方法包括如下的步骤：

步骤1）、黏性隔水层、承压含水层分别采用高岭土与砂土制备，将高岭土按实际含水率

加水搅拌制成重塑土可得黏性隔水层土样，将砂土去除颗粒杂质并烘干得到承压含水层土

样，砂土采用落雨法制备；

2）将步骤1中的黏性隔水层土样和承压含水层土样分层布置，承压含水层土样的相对

密度通过落雨法下落高度控制，承压含水层土样布置后加水至土层表面，通过将模型箱与

分区水箱的阀门打开注水，并保持水位高度与土层顶部相等使砂层饱和，而后再加入制备

好的高岭土；

3）启动离心机使土样固结至一定程度后，重复步骤2形成多层承压含水层与黏性隔水

层互层的地层条件，并再次启动离心机使土样固结，并在置入每层地基土层的过程中布置

土压力传感器及孔压计；

4）注水至分区水箱，控制各层的水位在预定值并保持稳定后，插入支护板并继续启动

离心机，记录地基土压力值和土体孔隙水压力值各项数据；

5）通过伺服电机打开带过滤膜的可控阀门进行降水，降水完成后通过开挖装置分层开

挖土体并安装多层基坑支护结构，启动离心机并记录支护板顶端位移、地基土压力值和土

体孔隙水压力值各项数据；

6）重复步骤5直至开挖完成并安装所有基坑支护结构，在坑底地基土中心及一侧布置

位移计，并记录支护板顶端位移、地基土压力值和土体孔隙水压力值各项数据；

7）通过分区水箱控制承压水水位的变化并观察开挖区内外地基土的变化，并记录各项

土体位移、支护板顶端位移、地基土压力值和土体孔隙水压力值各项数据；

在模拟试验过程中用拍摄装置通过前面板的观测窗口对地基土层区进行局部拍照，经

PIV图像处理技术，真实定量分析土体位移及变形的发展，完成一组实验后，在前述步骤基

本相同的情况下，分别调整第一承压含水层水位控制箱、  潜水水位控制箱、第二承压含水

层水位控制箱里的水位，实现不同承压含水层不同水位作用下的深基坑开挖的模拟。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层承压水分层地层中深基坑开挖变形性状离心模型试验装

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开挖区的支护板内壁上布置多层平行凹槽，并在分隔板上第二承压含

水层对应区域设置带过滤膜的可控排水阀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层承压水分层地层中深基坑开挖变形性状离心模型试验装

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分隔板之间通过螺丝固定，并在连接处涂抹防水胶，所述支护板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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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板和模型箱的连接处涂抹防水胶。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层承压水分层地层中深基坑开挖变形性状离心模型试验装

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黏性隔水层布置于第一承压含水层上部及第一承压含水层与第二承

压含水层之间，组成多层承压含水层与黏性隔水层互层的地基土层区。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09580368 A

3



一种多层承压水分层地层中深基坑开挖变形性状离心模型试

验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岩土工程离心物理实验模拟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多层承压水分

层地层中深基坑开挖变形性状离心模型试验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城市的快速发展对地下空间开发提出了新的要求，大量超大超深的基坑工程随之

涌现，并且由于发达城市主要集中在滨海及沿江地区，而这些地区地层条件复杂，并分布着

丰富的承压水。承压水对深基坑工程安全及稳定有着重要影响，动态变化的承压水是深基

坑工程变形及失稳的关键因素之一。

[0003] 传统岩土工程1g模型试验是在常重力条件下进行的，由于常为缩尺模型，依据土

体自重应力，缩尺模型带来的是土体深度的倍缩，进而改变土体自重应力场，不能反映现场

实际的应力状态，导致模型试验无法模拟实际工程所产生的种种现象。

[0004] 土工离心模型试验能够真实模拟重力场的存在，再现工程实际应力状态，被广大

学者公认是目前进行岩土工程技术研究中最先进、最有效的试验方法，土工离心模型试验

相对于原型观测、室内常重力场试验机数值分析模拟方法具有不可替代和独特的优势。

[0005] 此外，传统的基坑开挖模型试验在研究基坑开挖失稳时存在几个明显的问题，包

括：模型试验系统不能模拟承压水动态变化的地层条件，无法很好地考虑多层土及承压水

对深基坑工程影响这一因素，研究情况过于局限（丁春林等，2008），对复杂的地层条件下的

基坑开挖模拟仍不足，如多层承压水及动态承压水等对基坑失稳的影响（李镜培等，2012），

并且模拟的基坑尺寸相对较小，不能很好的反映深基坑开挖的受力及变形情况。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要提供一种实现多层承压水作用下深基坑开挖，且

便于观察的多层承压水分层地层中深基坑开挖变形性状离心模型试验装置。

[0007] 为了解决以上的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多层承压水分层地层中深基坑开挖

变形性状离心模型试验装置，在一顶部开口的模型箱内竖直嵌有用于模拟地下连续墙的支

护板，支护板上设有检测弯矩应变值的弯矩应变片，支护板及其两侧的分隔板将模型箱的

内部空间分成实验区、水位控制箱区以及伺服电机控制区；所述实验区分为地基土层区与

开挖区，所述地基土层区为多层承压含水层与黏性隔水层互层构成，所述开挖区的下部为

地基土，开挖区的上部为模拟开挖土的土袋，所述地基土内布置有检测地基土压力值的土

压力传感器，在地基土的表面和支护板上分别设有位移计以测量地基土顶面位移和支护板

顶端位移；所述水位控制箱区包括多个分区水箱，分区水箱经分隔板分为对应各承压含水

层水位及潜水位的控制区，各分区之间设置可控阀门，并通过伺服电机控制阀门的开闭，保

持水位在预设值，并在实验过程中控制阀门实现水位的动态变化，且各个分区水箱底部设

置孔压计；所述模型箱的前面板为透明材质，前面板与两侧的侧板及底板紧密连接，模型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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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部外设拍摄装置；

试验装置的模拟试验方法包括如下的步骤：

步骤1）、黏性隔水层、承压含水层分别采用高岭土与砂土制备，将高岭土按实际含水率

加水搅拌制成重塑土可得黏性隔水层土样，将砂土去除颗粒杂质并烘干得到承压含水层土

样，砂土采用落雨法制备；

2）将步骤1中的黏性隔水层土样和承压含水层土样分层布置，承压含水层土样的相对

密度通过落雨法下落高度控制，承压含水层土样布置后加水至土层表面，通过将模型箱与

分区水箱的阀门打开注水，并保持水位高度与土层顶部相等使砂层饱和，而后再加入制备

好的高岭土；

3）启动离心机使土样固结至一定程度后，重复步骤2形成多层承压含水层与黏性隔水

层互层的地层条件，并再次启动离心机使土样固结，并在置入每层地基土层的过程中布置

土压力传感器及孔压计；

4）注水至分区水箱，控制各层的水位在预定值并保持稳定后，插入支护板并继续启动

离心机，记录地基土压力值和土体孔隙水压力值各项数据；

5）通过伺服电机打开带过滤膜的可控阀门进行降水，降水完成后通过开挖装置分层开

挖土体并安装多层基坑支护结构，启动离心机并记录支护板顶端位移、地基土压力值和土

体孔隙水压力值各项数据；

6）重复步骤5直至开挖完成并安装所有基坑支护结构，在坑底地基土中心及一侧布置

位移计，并记录支护板顶端位移、地基土压力值和土体孔隙水压力值各项数据；

7）通过分区水箱控制承压水水位的变化并观察开挖区内外地基土的变化，并记录各项

土体位移、支护板顶端位移、地基土压力值和土体孔隙水压力值各项数据；

在模拟试验过程中用拍摄装置通过前面板的观测窗口对地基土层区进行局部拍照，经

PIV图像处理技术，真实定量分析土体位移及变形的发展，完成一组实验后，在前述步骤基

本相同的情况下，分别调整第一承压含水层水位控制箱、  潜水水位控制箱、第二承压含水

层水位控制箱里的水位，实现不同承压含水层不同水位作用下的深基坑开挖的模拟。

[0008] 所述开挖区的支护板内壁上布置多层平行凹槽，并在分隔板上第二承压含水层对

应区域设置带过滤膜的可控排水阀门。

[0009] 所述支护板的顶端伸出地基土层区的外部，支护板的表面设有环氧涂层。支护板

用于模拟基坑支护墙，根据抗弯强度等效原则确定尺寸。

[0010] 所述分隔板之间通过螺丝固定，并在连接处涂抹防水胶，所述支护板及分隔板和

模型箱的连接处涂抹防水胶。

[0011] 所述黏性隔水层布置于第一承压含水层上部及第一承压含水层与第二承压含水

层之间，组成多层承压含水层与黏性隔水层互层的地基土层区。

[0012] 本发明的优越功效在于：

1）  本发明操作方便，能很好地模拟承压水作用下深基坑开挖引起的变形及位移，通过

土压力传感器、孔压计、应变片、位移计及PIV图像技术等记录和测试深基坑开挖过程支护

板及土体的变形及位移，以及水压力的变化；

2）  本发明适用于复杂地层条件下的深基坑离心模型试验，模拟多层地基土深基坑开

挖过程中潜水位与承压水水位的动态变化，量测动态变化潜水与多层承压水作用下深基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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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土压力及变形，并利用玻璃观测窗和高清数码相机结合PIV图像处理技术观察试验过

程中土体变形的发展情况，整理相关试验数据并确定多层地基土及承压水底层条件下深基

坑受力和变形发展规律等问题，为潜水及承压水动态变化等复杂地下水环境引起的深基坑

问题研究提供有效的试验数据支持，并对于之后理论分析模型提供依据。

附图说明

[0013] 构成本申请的一部分的说明书附图用来提供对本发明的进一步理解，本发明的示

意性实施例及其说明用于解释本发明，并不构成对本发明的不当限定。在附图中：

图1为本发明的侧视图；

图2为本发明的俯视图；

图中标号说明：

1－模型箱；                         2－玻璃观测窗；

3－排水箱；                         4－补给箱；

5－第一承压含水层水位控制箱；       6－潜水水位控制箱；

7－第二承压含水层水位控制箱；       8－伺服系统；

9－支护板；                         10－分隔板；

11－第一承压含水层；                12－第二承压含水层；

13－黏性隔水层；                    14－开挖区；

15－基坑支护结构；                  16—可控阀门；

17－带过滤膜的可控排水阀门。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实施例进行详细说明。

[0015] 如图1和图2所示，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多层承压水分层地层中深基坑开挖变形性状

离心模型试验装置，在一顶部开口的模型箱1内竖直嵌有用于模拟地下连续墙的支护板9，

支护板9上设有检测弯矩应变值的弯矩应变片，支护板9及其两侧的分隔板10将模型箱1的

内部空间分成实验区、水位控制箱区以及伺服电机控制区。所述实验区分为地基土层区与

开挖区14，所述地基土层区为第一承压含水层11、第二承压含水层12与黏性隔水层13互层

构成。所述开挖区14的下部为地基土，开挖区14的上部为模拟开挖土的土袋，根据需求将围

护墙体的内部空间分成若干开挖区，基坑支护结构15可拆卸的地分层安装在开挖区内，并

与开挖区的内壁连接。开挖区内的地基土及围护墙体上布置土压力传感器、弯矩应变片和

激光位移计。承压含水层内布置土压力传感器和孔压计，黏性隔水层内布置土压力传感器。

[0016] 所述开挖区的支护板9内壁上布置多层平行凹槽，并在分隔板10上第二承压含水

层对应区域设置带过滤膜的可控排水阀门17。

[0017] 所述支护板9的顶端伸出地基土层区的外部，支护板9的表面设有环氧涂层。支护

板9用于模拟基坑支护围护墙体，根据抗弯强度等效原则确定尺寸。

[0018] 所述分隔板之间通过螺丝固定，并在连接处涂抹防水胶，所述支护板及分隔板和

模型箱的连接处涂抹防水胶。

[0019] 所述水位控制箱区包括多个分区水箱，分区水箱经分隔板10分为对应各承压含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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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水位及潜水位的控制区，各分区之间设置可控阀门16，并通过伺服电机8控制阀门的开

闭，保持水位在预设值，并在实验过程中控制阀门实现水位的动态变化。各个分区水箱底部

设置孔压计。

[0020] 所述排水箱3、补给箱4、第一承压含水层水位控制箱5、潜水水位控制箱6、第二承

压含水层水位控制箱7构成多个分区水箱，与可控阀门16、伺服系统8共同组成的水位控制

系统布置于模型箱1的一侧。

[0021] 所述模型箱1的前面板为透明玻璃，前面板与两侧的侧板及底板紧密连接，在模型

箱1的前部外设高清数码相机拍照使用，玻璃观测窗2方便观察实验过程中土体塑性发展情

况。

[0022] 试验装置的模拟试验方法包括如下的步骤：

步骤1）、黏性隔水层13、第一承压含水层11、第二承压含水层12分别采用高岭土与砂土

制备，将高岭土按实际含水率加水搅拌制成重塑土可得黏性隔水层土样，将砂土去除颗粒

杂质并烘干得到承压含水层土样，砂土采用落雨法制备；

2）将步骤1中的黏性隔水层土样和承压含水层土样分层布置，第二承压含水层12的相

对密度通过落雨法下落高度控制，第二承压含水层12布置后加水至土层表面，通过将模型

箱1与第二承压含水层水位控制箱7的阀门打开注水，并保持水位高度与土层顶部相等使砂

层饱和，而后再加入制备好的高岭土填充至黏性隔水层13的预设高度，实际高度为20m±

5m；

3）启动离心机使土样固结至一定程度后，重复步骤2黏性隔水层13及第一承压含水层

11，形成多层承压含水层与黏性隔水层互层的地层条件，并再次启动离心机使土样固结，并

在置入每层地基土层的过程中布置土压力传感器及孔压计；

4）注水至分区水箱，控制各层的水位在预定值，潜水位为实际水位埋深0m，第一、第二

承压含水层的水位均为实际水位埋深3m，并保持稳定后，插入支护板9并继续启动离心机，

记录地基土压力值和土体孔隙水压力值各项数据；

5）通过伺服电机8打开带过滤膜的可控阀门17进行降水，降水完成后通过开挖装置分

层开挖土体并安装多层基坑支护结构15，启动离心机并记录支护板顶端位移、地基土压力

值和土体孔隙水压力值各项数据；

6）重复步骤5直至开挖完成并安装所有基坑支护结构15，在坑底地基土中心及一侧布

置位移计，并记录支护板顶端位移、地基土压力值和土体孔隙水压力值各项数据；

7）通过分区水箱中第二承压含水层水位控制箱7控制第二承压含水层水位的变化，保

持第一承压含水层水位及潜水位稳定，并观察开挖区14内外地基土的位移及变形规律，并

记录土体位移、支护板顶端位移、地基土压力值、土体孔隙水压力值各项数据；完成后通过

第一承压含水层水位控制箱5控制第一承压含水层水位的变化，保持第二承压含水层水位

及潜水位稳定，并观察开挖区14内外地基土及支护的位移及变形规律，并记录土体位移、支

护板顶端位移、地基土压力值、土体孔隙水压力值各项数据。

[0023] 在模拟试验过程中用高清数码相机通过玻璃观测窗2对试样进行局部拍照，经PIV

图像处理技术，真实定量分析土体位移及变形的发展，完成一组实验后，在前述步骤基本相

同的情况下，分别调整第一承压含水层水位控制箱5、潜水水位控制箱6、第二承压含水层水

位控制箱7里的水位，实现不同承压含水层不同水位作用下的深基坑开挖的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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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所述基坑支护结构15拆卸式分层安装在开挖区14内，所述基坑支护结构15为铝合

金圆筒型。

[0025]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优先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对于本领域的技

术人员来说，本发明可以有各种更改和变化。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

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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