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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三轴仪实验中的软土装
样装置，
包括：
样品座，
为圆形的平台，用于放置
样品；
顶帽，
间隔的设置在所述样品座的上方，
用
于对放置在所述样品座上的样品施压垂直的压
力；
瓣模，
以可旋转的方式通过一端安装在所述
样品座上，另一端与所述顶帽连接，
以封闭所述
样品座和所述顶帽之间的圆柱空间。
本发明的软
土装样装置可以在装样过程中，
通过侧向支撑的
瓣模保证样品竖直无侧向坍塌。
通过恒压泵可同
时打开瓣模，
防止样土变形。在三轴压缩试验时，
将瓣模打开，
样品在围压和轴向压力的作用下产
生变形，
为软土应力应变数据的三轴测量提供技
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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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三轴仪实验中的软土装样装置，
包括：
样品座，
为圆柱形的平台，
用于放置样品；
顶帽，
间隔的设置在所述样品座的上方，用于对放置在所述样品座上的样品施压垂直
的压力；
瓣模，
以可旋转的方式通过一端安装在所述样品座上，
另一端与所述顶帽连接，
以封闭
所述样品座和所述顶帽之间的圆柱空间；
所述瓣模包括2-4片独立与所述样品座连接的弧形瓣，
各所述弧形瓣合拢后构成一个
完整的圆柱体；
所述弧形瓣与所述顶帽接触一端设置有插杆，
在所述顶帽与所述插杆位置
对应的地方设置有内凹的插孔，
所述弧形瓣通过插杆插入所述顶帽的插孔后与所述顶帽连
接；
所述插孔连接有压力控制装置，
所述压力控制装置包括恒压泵，
和与所述插孔插接所述
插杆一端相对的另一端相通的压力通道；
在所述插孔内设置有活塞盖，
所述活塞盖用于封闭所述压力通道，
且在所述插杆的推
动下向所述压力通道一侧移动，
在所述恒压泵的压力下向插杆一端移动；
所述顶帽的上部设置有环形的通道，
所述插孔分别与所述通道连通，
所述通道根据所
述弧形瓣的数量将内部间隔成相应数量的弧形段，
每个所述弧形段分别设置有与一个所述
恒压泵连接的灌注孔。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软土装样装置，
其中，
所述瓣模与所述样品座通过轴连接。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软土装样装置，
其中，
所述恒压泵为一台，
且同时控制所有的所述压力通道。
4 .根据权利要求1述的软土装样装置，
其中，
所述恒压泵的数量与所述瓣模的弧形瓣的数量对应，
所述压力通道由软管构成，
一个
所述恒压泵同时连接有多根所述软管。
5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软土装样装置，
其中，
还包括将所述样品座、瓣模和顶帽包围在内的压力室，
所述压力室用于提供实验需要
的外界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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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三轴仪实验中的软土装样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软土实验装置，
特别是涉及一种能够保持测试前的软土不倾倒的
软土装样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软土的力学参数(应力应变等)测量是常见，
但难度很大的土工三轴实验工况，
比
如深海海床土、
含天然气水合物土等，
其难点在于如何保证在装样过程中，
样品保持竖直且
无侧向坍塌，
目前还非常缺乏这方面的技术。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要提供一种能够保持测试前的样土不侧向坍塌的软土装样装置。
[0004] 特别地，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三轴仪实验中的软土装样装置，
包括：
[0005] 样品座，
为圆柱形的平台，
用于放置样品；
[0006] 顶帽，
间隔的设置在所述样品座的上方，用于对放置在所述样品座上的样品施压
垂直的压力；
[0007] 瓣模，
以可旋转的方式通过一端安装在所述样品座上，
另一端与所述顶帽连接，
以
封闭所述样品座和所述顶帽之间的圆柱空间。
[0008] 进一步地，
所述瓣模包括2-4片独立与所述样品座连接的弧形瓣，
各所述弧形瓣合
拢后构成一个完整的圆柱体。
[0009] 进一步地，
所述弧形瓣与所述顶帽接触一端设置有插杆，
在所述顶帽与所述插杆
位置对应的地方设置有内凹的插孔，
所述弧形瓣通过插杆插入所述顶帽的插孔后与所述顶
帽连接。
[0010] 进一步地，
所述瓣模与所述样品座通过轴连接。
[0011] 进一步地，
所述插孔连接有压力控制装置，
所述压力控制装置包括恒压泵，
和与所
述插孔插接所述插杆一端相对的另一端相通的压力通道。
[0012] 进一步地，
所述恒压泵为一台，
且同时控制所有的所述压力通道。
[0013] 进一步地，
所述恒压泵的数量与所述瓣模的弧形瓣的数量对应，
所述压力通道由
软管构成，
一个所述恒压泵同时连接有多根所述软管。
[0014] 进一步地，
在所述插孔内设置有活塞盖，
所述活塞盖用于封闭所述压力通道，
且在
所述插杆的推动下向所述压力通道一侧移动，
在所述恒压泵的压力下向插杆一端移动。
[0015] 进一步地，
所述顶帽的上部设置有环形的通道，
所述插孔分别与所述通道连通，
所
述通道根据所述弧形瓣的数量将内部间隔成相应数量的弧形段，
每个所述弧形段分别设置
有与一个所述恒压泵连接的灌注孔。
[0016] 进一步地，
还包括将所述样品座、
瓣模和顶帽包围在内的压力室，
所述压力室用于
提供实验需要的外界压力。
[0017] 本发明的软土装样装置可以在装样过程中，
通过侧向支撑的瓣模保证样品竖直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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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向坍塌。通过恒压泵可同时打开瓣模，
防止样土变形。在三轴压缩试验时，
将瓣模打开，
样
品在围压和轴向压力的作用下产生变形，
为软土应力应变数据的三轴测量提供技术支持。
附图说明
[0018] 图1是根据本发明一个实施例的软土装样装置的示意性结构图；
[0019] 图2是图1所示软土装样装置打开状态示意图；
[0020] 图3是图1所示软土装样装置的俯视图；
[0021] 图4是本发明一个实施例中顶帽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中：
10-样品台、20-顶帽、21-插孔、22-通道、23-灌注孔、30-瓣模、31-插杆、32轴、
33-弧形瓣、
34-活塞盖、
40-样品软土、
50-恒压泵、
51-压力通道、
60-压力室。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如图1、
2、3所示，
本发明一个实施例的软土装样装置100一般性地可包括，用于放
置样品软土40的样品座10，
和对放置在样品座10上的样品软土40施加垂直压力的顶帽20，
以及封闭样品座10和顶帽20之间空间的瓣模30。
[0024] 本实施例的样品台10可以为圆形的平台，
且具备一定的厚度。该顶帽20间隔的布
置在样品台10的上方，
其面积和样品台10一致。该瓣模30以可旋转的方式通过一端安装在
样品座10上，
另一端与顶帽20连接，
瓣模30能够无平动的自由旋转，
瓣模30在合拢时可以将
样品座10和顶帽20之间的圆柱形空间封闭。
[0025] 在样品软土40采样后的输送过程中，
利用合拢的瓣模30将位于样品台10上的样品
软土40围住，
避免样品软土40散落。当需要进行三轴压缩实验时，
对当前的实验环境施加预
定的压力，
然后打开瓣模30，
使样品软土40完全立在样品台10上，
再通过顶帽20施加向下的
压力以对样品软土40进行压缩测量。
[0026] 本实施例通过可旋转的瓣模30能够完全防止样品软土40坍塌，
从而保证测量时的
样品软土40更符合实际环境，
提高了测量精度。
[0027] 进一步地，
该瓣模30可以由2-4片独立与样品座10连接的弧形瓣33构成，
各弧形瓣
33合拢后构成一个完整的圆柱体。通过多片的结构，
方便在样品台10上放置样品软土40。为
了方便操作，
该弧形瓣33的数量优选设置两片。
[0028] 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中，
为提高瓣模30的固定效果，
该弧形瓣33与顶帽20接触
一端可以设置插杆31，
在顶帽20与插杆31位置对应的地方可以设置内凹的插孔21，
该弧形
瓣33合拢时，
其上的插杆31可以插入顶帽20的插孔21内，
以避免瓣模30散开。在其它的实施
例中，
该瓣模30也可以利用卡扣或挂勾一类结构与顶帽20连接。该瓣模30与样品座10可以
通过销、轴32连接。
[0029] 为方便打开瓣模30，
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中，
该插孔21可以连接用于推动插杆
31离开插孔21的压力控制装置。该压力控制装置可以包括恒压泵50，
和与插孔21插接插杆
31一端相对的另一端相通的压力通道51，
该压力通道51可以由分别连接插孔21和恒压泵50
的软管构成。
[0030] 当需要打开瓣模30时，
通过恒压泵50向插孔21内注入高压水，
利用水压同时将各
弧形瓣33的插杆31冲离插孔21，
以打开瓣模30。具体恒压泵的数量可以是一台，
也可以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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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在多台的情况下，
以能够实现同步动作为基本要求。本实施例可以减少外力对内部样品
软土40状态的影响，
提高样品软土40的稳定性。
[0031] 进一步地，
该恒压泵50的数量可以与瓣模30的弧形瓣33的数量对应。即一个弧形
瓣33的打开由一个恒压泵50控制，
该结构可以提高弧形瓣33打开时的同步率。
[0032] 为方便传递水压，
该恒压泵50可以连接多根分别与一个插孔21连接的软管。各软
管与恒压泵50连接一端可以是一个储水仓，
以实现各软管的同步供水。
[0033] 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中，
为方便模拟实验环境，
还可以设置一个将样品座10、
瓣
模30和顶帽20包围在内的压力室60，
该压力室60的径向宽度至少不影响瓣模30的打开，
压
力室60可以将上述部件完全密封在内，
以为三轴压缩实验需要的模拟压力。
[0034] 如图4所示，
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中，
为方便水压推动插杆31，
可以在插孔21内
设置活塞盖34，
该活塞盖34用于封闭压力通道21，
其在插杆31的推动下可以在插孔21内向
压力通道51一侧移动，
此时活塞盖34上没有压力，
因此可以不影响插杆31的插接。当需要打
开瓣模30时，
恒压泵50向压力管道51内充入水压后，
该压力大于插杆31与插孔21的摩擦力，
因此可以通过活塞盖34推动插杆31向插孔21外移动。
活塞盖34在将插杆31完全推出插孔21
后，
能够停留在当前位置并封闭该插孔21，
以避免压力通道51内的水进入实验环境。
[0035] 进一步地，
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
为使施加到插杆31上的水压同步，
可以在顶帽
20的上部设置环形的通道22，
各插孔21分别与该通道22连通。该通道22可以是一个相通的
环形，
由一个恒压泵50按对称的形式为其提供水压。也可以根据弧形瓣33的数量将内部间
隔成相应数量的弧形段，
各弧形段分别由一个恒压泵50提供水压，
每个弧形段分别设置一
个与恒压泵50连接的灌注孔23。使用时，
控制各恒压泵50同时向通道22内注水，
使水压同时
传递到各插孔21处。
[0036] 至此，
本领域技术人员应认识到，
虽然本文已详尽示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多个示
例性实施例，
但是，
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情况下，
仍可根据本发明公开的内容直接
确定或推导出符合本发明原理的许多其他变型或修改。因此，
本发明的范围应被理解和认
定为覆盖了所有这些其他变型或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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