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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不同水力梯度下的氯离子

垂直扩散系数的测定装置及方法，该装置包括伸

缩支架、用于盛放试验土样的测定装置主体箱以

及盛放氯离子溶液的供液箱，测定装置主体箱底

部设有集液口，测定装置主体箱顶部设置密封顶

盖，供液箱设置在伸缩支架上，供液箱通过软管

连通测定装置主体箱；首先，在测定装置主体箱

中填入试验土样并采用自来水淋滤，试验土样饱

和后，在测定装置主体箱上盖上密封顶盖，将氯

离子溶液注入供液箱，调节伸缩支架高度，从而

达到设定的水力梯度，然后，通过软管向试验土

样注入氯离子溶液，最后收集集液口的滤液进行

分析确定该水利梯度下的氯离子垂直扩散系数。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结构简单、测量结果准

确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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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不同水力梯度下的氯离子垂直扩散系数的测定装置，该装置包括用于盛放试验

土样(4)的测定装置主体箱(3)以及盛放氯离子溶液的供液箱(1)，所述的测定装置主体箱

(3)底部设有集液口(11)，其特征在于，该装置还包括伸缩支架(16)，所述的测定装置主体

箱(3)顶部设置密封顶盖(14)，所述的密封顶盖(14)通过法兰接口(15)与所述的测定装置

主体箱(3)连接，所述的供液箱(1)设置在伸缩支架(16)上，所述的供液箱(1)通过软管(2)

连通所述的测定装置主体箱(3)，所述的软管(2)穿过所述的密封顶盖(14)设置，所述的测

定装置主体箱(3)为圆柱形筒体，所述的圆柱形筒体底部为双层腔体结构，其内腔为顺流槽

(6)，外腔为分流槽(7)，所述的分流槽(7)底部通过环状密封底盖(10)进行密封，所述的分

流槽(7)侧壁设置分流口(12)，所述的顺流槽(6)底部设置多孔底盖(9)，集液口(11)设置在

所述的顺流槽(6)下方并与所述的顺流槽(6)密封设置；

首先，在测定装置主体箱(3)中填入试验土样(4)并采用自来水淋滤，试验土样(4)饱和

后，在测定装置主体箱(3)上盖上密封顶盖(14)，将氯离子溶液注入供液箱(1)，调节伸缩支

架(16)高度，从而达到设定的水力梯度，然后，通过软管(2)向试验土样(4)注入氯离子溶

液，最后收集集液口(11)的滤液进行分析确定该水力  梯度下的氯离子垂直扩散系数。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不同水力梯度下的氯离子垂直扩散系数的测定装置，其

特征在于，所述的集液口(11)为漏斗状，集液口(11)大口径端与所述的顺流槽(6)密封连

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不同水力梯度下的氯离子垂直扩散系数的测定装置，其

特征在于，所述的顺流槽(6)和分流槽(7)均填满石英砂(8)，所述的试验土样(4)设置在石

英砂(8)上方并通过土工织物(5)将石英砂(8)和试验土样(4)分隔。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不同水力梯度下的氯离子垂直扩散系数的测定装置，其

特征在于，所述的密封顶盖(14)上设有排气阀门(13)。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不同水力梯度下的氯离子垂直扩散系数的测定装置，其

特征在于，所述的供液箱(1)上设有用于保持供液箱(1)中溶液水头高度的排液阀门(18)。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不同水力梯度下的氯离子垂直扩散系数的测定装置，其

特征在于，所述的供液箱(1)中盛放的氯离子溶液上有一层油层(17)。

7.一种采用如权利要求1～6任一项所述的不同水力梯度下的氯离子垂直扩散系数的

测定装置的测定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1)在测定装置主体箱(3)底部的顺流槽(6)和分流槽(7)内填满石英砂(8)，在石英砂

(8)上铺设土工织物(5)；

(2)将试验土样(4)填入测定装置主体箱(3)中的土工织物(5)上方，用自来水进行淋

滤，确定试验土样(4)饱和；

(3)将密封顶盖(14)与测定装置主体箱(3)密封连接，软管(2)连接测定装置主体箱(3)

和供液箱(1)，向供液箱(1)中注入氯离子溶液，打开密封顶盖(14)上的排气阀门(13)，进而

通过软管(2)向供液箱(1)中注入氯离子溶液，同时排气阀门(13)将空气排出；

(4)测定装置主体箱(3)中空气排出后关闭排气阀门(13)，调节伸缩支架(16)高度至设

定值，在供液箱(1)中氯离子溶液上覆盖一层油层(17)，打开排液阀门(18)并及时向供液箱

(1)中补充氯离子溶液，使得供液箱(1)中氯离子溶液水头高度保持恒定；

(5)收集集液口(11)的滤液，对滤液进行分析确定该水力  梯度下的氯离子垂直扩散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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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重复步骤(1)～(5)，且步骤(4)中伸缩支架(16)高度调节为不同数值，从而得到不同水

力梯度下的氯离子垂直扩散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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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水力梯度下的氯离子垂直扩散系数的测定装置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氯离子垂直扩散系数的测定装置及方法，尤其是涉及一种不同水

力梯度下的氯离子垂直扩散系数的测定装置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越江海盾构隧道投入建设、使用，如上海长江隧道、

渤海湾跨海通道、琼州海峡海底隧道等等。

[0003] 隧道上覆土层冲刷、隧道渗漏等不利因素，都会使氯离子随着高压渗流水渗透到

管片迎水土面，导致盾构隧道接头螺栓锈蚀、弹性密封垫及衬砌混凝土腐蚀等多种病害产

生，严重影响隧道的使用性能，使隧道结构未达设计基准期即需大修，既浪费了大量资金，

又影响隧道的正常使用，缩短了维护周期和使用寿命，严重时还会威胁隧道内行车安全。如

果对隧道的病害不及时进行治理，会使衬砌结构造成进一步损坏，甚至使隧道报废。因此在

设计和施工新建隧道时，如能掌握上覆土层中氯离子的运移规律，则能采取相应的防范措

施，可减少此类病害的发生，提高结构安全性，减少维修费用。

[0004] 区别于一般水底隧道，越江海隧道所处环境表现为高水压侵蚀环境，以琼州海峡

为例，最大水深达到200m，当海底隧道埋深为10m，水力梯度达到20:1。根据达西定律，渗流

水速率与水力梯度成正比，高水力梯度加速了氯离子运移，因此针对高水力梯度环境下盾

构隧道上覆土层的氯离子运移规律研究迫在眉睫。

[0005] 模型试验是解决复杂工程问题和研究科学理论问题必不可少的手段，通过对不同

水力梯度下的氯离子运移规律进行研究，建立水力梯度与氯离子垂直弥散度的关系，为实

际工程中不同工况条件下的氯离子运移规律提供参考依据。氯离子垂直扩散系数的测定是

研究氯离子垂直运移规律的最有效方法之一。传统的氯离子垂直扩散装置截面和高度固

定，溶液用量较大，且试验过程中水分易挥发，导致溶液溶度上升，从而对试验造成误差；同

时装置侧壁与土样孔隙较大，易存在“短流”现象，溶液从侧壁孔隙处渗流与正常渗滤液混

合，造成试验误差甚至试验失败。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就是为了克服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缺陷而提供一种不同水力梯度

下的氯离子垂直扩散系数的测定装置及方法。

[0007] 本发明的目的可以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

[0008] 一种不同水力梯度下的氯离子垂直扩散系数的测定装置，该装置包括用于盛放试

验土样的测定装置主体箱以及盛放氯离子溶液的供液箱，所述的测定装置主体箱底部设有

集液口，该装置还包括伸缩支架，所述的测定装置主体箱顶部设置密封顶盖，所述的供液箱

设置在伸缩支架上，所述的供液箱通过软管连通所述的测定装置主体箱，所述的软管穿过

所述的密封顶盖设置；

[0009] 首先，在测定装置主体箱中填入试验土样并采用自来水淋滤，试验土样饱和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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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装置主体箱上盖上密封顶盖，将氯离子溶液注入供液箱，调节伸缩支架高度，从而达到

设定的水力梯度，然后，通过软管向试验土样注入氯离子溶液，最后收集集液口的滤液进行

分析确定该水利梯度下的氯离子垂直扩散系数。

[0010] 所述的测定装置主体箱为圆柱形筒体，所述的圆柱形筒体底部为双层腔体结构，

其内腔为顺流槽，外腔为分流槽，所述的分流槽底部通过环状密封底盖进行密封，所述的分

流槽侧壁设置分流口，所述的顺流槽底部设置多孔底盖，集液口设置在所述的顺流槽下方

并与所述的顺流槽密封设置。

[0011] 所述的集液口为漏斗状，集液口大口径端与所述的顺流槽密封连接。

[0012] 所述的顺流槽和分流槽均填满石英砂，所述的试验土样设置在石英砂上方并通过

土工织物将石英砂和试验土样分隔。

[0013] 所述的密封顶盖上设有排气阀门。

[0014] 所述的密封顶盖通过法兰接口与所述的测定装置主体箱连接。

[0015] 所述的供液箱上设有用于保持供液箱中溶液水头高度的排液阀门。

[0016] 所述的供液箱中盛放的氯离子溶液上有一层油层。

[0017] 一种采用上述不同水力梯度下的氯离子垂直扩散系数的测定装置的测定方法，该

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8] (1)在测定装置主体箱底部的顺流槽和分流槽内填满石英砂，在石英砂上铺设土

工织物；

[0019] (2)将试验土样填入测定装置主体箱中的土工织物上方，用自来水进行淋滤，确定

试验土样饱和；

[0020] (3)将密封顶盖与测定装置主体箱密封连接，软管连接测定装置主体箱和供液箱，

向供液箱中注入氯离子溶液，打开密封顶盖上的排气阀门，进而通过软管向供液箱中注入

氯离子溶液，同时排气阀门将空气排出；

[0021] (4)测定装置主体箱中空气排出后关闭排气阀门，调节伸缩支架高度至设定值，在

供液箱中氯离子溶液上覆盖一层油层，打开排液阀门并及时向供液箱中补充氯离子溶液，

使得供液箱中氯离子溶液水头高度保持恒定；

[0022] (5)收集集液口的滤液，对滤液进行分析确定该水利梯度下的氯离子垂直扩散系

数；

[0023] 重复步骤(1)～(5)，且步骤(4)中伸缩支架高度调节为不同数值，从而得到不同水

力梯度下的氯离子垂直扩散系数。

[002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优点：

[0025] (1)本发明通过软管将供液箱和测定装置主体箱连通，从而通过软管向试验土样

中注入氯离子溶液，利用水流特性，减少氯离子溶液的用量，节约了资源；

[0026] (2)本发明设置伸缩支架，可以通过调节伸缩支架的高度来改变供液箱的高度，从

而方便对不同水力梯度下的氯离子垂直扩散系数的测定；

[0027] (3)本发明在测定装置主体箱底部设置分流槽和顺流槽，将分流槽与顺流槽内的

渗滤液隔离，通过顺溜槽中的滤液进行氯离子垂直扩散系数的分析确定，从而消除了侧壁

短流现象对测定结果的影响，测量结果准确可靠；

[0028] (4)本发明在在供液箱中氯离子溶液上覆盖一层油层，消除了试验过程中由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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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挥发，导致溶液溶度上升，从而对试验造成误差的问题；

[0029] (5)本发明设置的排液阀门使得供液箱中的溶液高度始终保持为恒定高度，从而

在某一水力梯度下的氯离子垂直扩散系数的测定过程中水力梯度保持恒定，保证测定结果

的可靠性。

附图说明

[0030] 图1为本发明不同水力梯度下的氯离子垂直扩散系数的测定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31] 图2为本发明测定装置主体箱底部顺溜槽和分流槽部位水平方向剖视图；

[0032] 图3为实施例中氯离子穿透曲线。

[0033] 图中，1为供液箱，2为软管，3为测定装置主体箱，4为试验土样，5为土工织物，6为

顺流槽，7为分流槽，8为石英砂，9为多孔底盖，10为密封底盖，11为集液口，12为分流口，13

为排气阀门，14为密封顶盖，15为法兰接口，16为伸缩支架，17为油层，18为排液阀门。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

[0035] 实施例

[0036] 如图1所示，一种不同水力梯度下的氯离子垂直扩散系数的测定装置，该装置包括

用于盛放试验土样4的测定装置主体箱3以及盛放氯离子溶液的供液箱1，供液箱1中盛放的

氯离子溶液上有一层油层17，测定装置主体箱3底部设有集液口11，该装置还包括伸缩支架

16，测定装置主体箱3顶部设置密封顶盖14，密封顶盖14上设有排气阀门13，密封顶盖14通

过法兰接口15与测定装置主体箱3连接，测定装置主体箱3设置在伸缩支架16上，供液箱1通

过软管2连通测定装置主体箱3，软管2穿过密封顶盖14设置；首先，在测定装置主体箱3中填

入试验土样4并采用自来水淋滤，试验土样4饱和后，在测定装置主体箱3上盖上密封顶盖

14，将氯离子溶液注入供液箱1，调节伸缩支架16高度，从而达到设定的水力梯度，然后，通

过软管2向试验土样4注入氯离子溶液，最后收集集液口11的滤液进行分析确定该水利梯度

下的氯离子垂直扩散系数。

[0037] 测定装置主体箱3为圆柱形筒体，圆柱形筒体底部为双层腔体结构，其内腔为顺流

槽6，外腔为分流槽7，分流槽7底部通过环状密封底盖10进行密封，分流槽7侧壁设置分流口

12，顺流槽6底部设置多孔底盖9，集液口11设置在所述的顺流槽6下方并与所述的顺流槽6

密封设置。集液口11为漏斗状，集液口11大口径端与顺流槽6密封连接。顺流槽6和分流槽7

均填满石英砂8，试验土样4设置在石英砂8上方并通过土工织物5将石英砂8和试验土样4分

隔。如图2所示为测定装置主体箱3底部顺溜槽6和分流槽7部位水平方向剖视图，从图中可

以看出分流槽7水平方向剖面为环形，顺流槽6水平方向剖面均为圆形，且环形的中心点和

圆形的圆心相互重叠。

[0038] 另外，供液箱1上设有用于保持供液箱1中溶液水头高度的排液阀门18，当供液箱1

中的溶液高度到达排液阀门18高度时，溶液从排液阀门18排出，进而液箱中氯离子溶液保

持在设定高度，同时及时向供液箱1中补入氯离子溶液，在实际测定过程中，由于供液箱1中

流入测定装置主体箱3中的溶液的速度很慢，因此溶液高度下降速度很慢，通常情况下可以

忽略不计，因此每隔一定时间，观察到供液箱1通液高度有明显下降时，及时补给供液箱1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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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液即可。

[0039] 供液箱1和测定装置主体箱3采用高强度有机玻璃制作，在试验中可以清晰地观察

试验状态。

[0040] 一种采用上述不同水力梯度下的氯离子垂直扩散系数的测定装置的测定方法，该

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41] (1)在测定装置主体箱3底部的顺流槽6和分流槽7内填满石英砂8，在石英砂8上铺

设土工织物5；

[0042] (2)将试验土样4填入测定装置主体箱3中的土工织物5上方，用自来水进行淋滤，

确定试验土样4壤饱和；

[0043] (3)将密封顶盖14与测定装置主体箱3密封连接，软管2连接测定装置主体箱3和供

液箱1，向供液箱1中注入氯离子溶液，打开密封顶盖14上的排气阀门13，进而通过软管2向

供液箱1中注入氯离子溶液，同时排气阀门13将空气排出；

[0044] (4)测定装置主体箱3中空气排出后关闭排气阀门13，调节伸缩支架16高度至设定

值，在供液箱1中氯离子溶液上覆盖一层油层17，打开排液阀门18并及时向供液箱1中补充

氯离子溶液，使得供液箱1中氯离子溶液水头高度保持恒定；

[0045] (5)收集集液口11的滤液，对滤液进行分析确定该水利梯度下的氯离子垂直扩散

系数，用ICS-1000型离子色谱仪对滤液进行水质化验，测出水样中氯离子的浓度，利用实验

数据，通过对溶质穿透曲线(Breakthrough  curve,BTC)进行拟合，得到氯离子垂直扩散系

数。一个半无限土柱实验的解析见下式：

[0046]

[0047] 式中：βm为 的正根，C为收集的集液口的滤液的氯离子

溶度，g/mL；C0为试验土样中氯离子溶度，g/mL；Cs为供液箱中的氯离子溶液的氯离子溶度，

g/mL；L为试验土样4总高度，cm；D为氯离子垂直扩散系数，cm2/s；v为平均孔隙水流速，cm/

s；t为测量时间，s；Rd为阻滞系数。

[0048] 重复步骤(1)～(5)，且步骤(4)中伸缩支架16高度调节为不同数值，从而得到不同

水力梯度下的氯离子垂直扩散系数。

[0049] 测试土样为上海松江区④层淤泥质粘土，干密度为1.86g/cm3，孔隙率为0.512。在

顺流槽6和分流槽7中放入石英砂8，压实整平，随后铺上土工织物5，分层放置上述待测的土

壤试样放入本发明的试验土样4箱3中，并保证土柱内部密实，随后用自来水进行淋滤，确定

试验土壤饱和，底部顺流槽6直径29cm，土壤试样尺寸为Φ45cm×5cm，随后通过法兰接口15

将溶液箱与密封顶盖14连接固定，并保证密封性，通过软管2连接供液箱1和溶液箱，往供液

箱1中输入3％NaCl溶液，打开排气阀门13，待溶液箱充满溶液，同时将溶液箱内空气全部排

出，关闭排气阀门13，将供液箱1放置在可伸缩支架16上，调节可伸缩支架16调整供液箱1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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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在供液箱1溶液上方添加一层油层17，打开排液阀门18，将液面保持在固定高度，水头高

度为0.75m，水力梯度为15:1，45天后氯离子穿透曲线(BTC)如图3所示，采用CXTFIT软件拟

合得到水力梯度为15条件下的上海松江区④层淤泥质粘土的氯离子垂直扩散系数为5.023

×10-6cm2/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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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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