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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改性生土的耐久性对于生土建筑的长期稳定性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传统的糯米、桐油、

稻草、石灰、水泥、细砂作为改性材料，将其按照一定比例单独或混合添加至素土中，通过抗剪强度和
渗透性试验来研究其最佳改性材料含量。并开展其自然环境剥蚀试验、毛细水上升模型试验、无侧限
抗压强度龄期试验和扫描电镜试验，来探索其耐久性和微观结构演化特征。结果表明：
（1）不同改性
材料添加至素土中，均存在一个最优改性材料含量，过少或过量添加改性材料均不利于改善素土的强

度及抗渗性；改性土的抗剪强度约为素土的 1.3～3.5 倍，饱和渗透系数约为素土的 1/3～1/1650。
（2）不

同改性土的抗剥蚀性约为素土的 1.3～30.0 倍，毛细水上升最大高度约为素土的 24～93%，糯米基类
改性土无侧限抗压强度在 7～14 d 的龄期上达到最大值，且随龄期的延长而减小，水泥基和石灰基改
性土无侧限抗压强度随龄期的延长呈增大趋势。
（3）改性土在自然环境下剥蚀后，孔隙面积分布比例

（PP）减小幅度约为 0.3～5.5%，分形维数（FD）减小幅度约为 0.6～3.7%，而素土在发生剥蚀后，其 PP
和 FD 减小幅度分别为 11.2% 和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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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TU4；X43

文献标识码：A

Experimental study on durability and microstructure of
several traditional modified soils
ZHU Caihui1，2，3，QIU Song2，SHI Wei2，3，LI Junlian4

（1. Institute of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X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Xi'an 710048，China；2. Shaanxi Engineering Technology Research Center for
Urban Geology and Underground Space，Xi’an 710068，China；3.Shaanxi Hydrogeology Engineering Geology and Environment Geology Survey Center，
Xi’
an 710068，
China；4. China Jikan Research Institute of Engineering Investigations and Design，Co.，Ltd，Xi'an 710043，China）

Abstract：The durability of modified soil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longterm stability of earth buildings. The
sticky rice，tung oil，straw，lime，cement and fine sand are used as modified materials，which are added into the
plain soil（PS）separately or mixed in a certain proportion，and the optimal proportion is studied through shear
strength and permeability tests. Based on the optimal proportion of modified soil，longterm natural denudation
test，capillary elevation model test，unconfined compressive strength test by considering age and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SEM）test were carried out to evaluate their regularities of durability and microstructure. The results
show that ：
（1）There is an optimal proportion of modified materials added into the PS. and too little or too much
modified materials are not conducive to improve the strength and permeability of PS；The shear strength of the mod
ified soil is about 1.3～3.5 times that of the PS，and the saturated permeability coefficient is about 1/3～1/1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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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s that of the PS.（2）The denudation resistance of different modified soils is about 1.3～30.0 times of that of
PS，and the maximum capillary elevation is about 24～93% of that of PS. The unconfined compressive strength of
sticky ricebased modified soils reaches the maximum value at the age of 7-14 days，and then decreases with age.
The cementbased and limebased modified soils shows an increasing trend with age.（3）The porosity percentage
（PP）and fractal dimension（FD）of the modified soil decreased by 0.3-5.5% and 0.6-3.7% after denudation in the
natural environment，while the PP and FD of the PS decreased by 11.2% and 4.3%，respectively.
Key words：modified soil；durability；microstructure；denudation；capillary elevation；strength

引言
自从“绿色建筑”概念的提出，不同国家和地区针对“生土建筑”材料在工程中适用性的研究突飞猛进。
其中，基于生土及改性材料在生土建筑中的应用一直以来成为学者们广泛关注的科学问题。早期的生土建
筑，由于材料使用不当、建造或保护技术不当，导致生土建筑出现风化剥蚀、渗水软化、开裂、坍塌直至被遗
弃，这对于传统古村落生土建筑的保护和修复带来了困难和挑战。随着材料科学及新型建筑理念的发展，
现代生土建筑中多采用在素土中添加改性材料来改善其工程特性，以往的研究中多采用室内试验、模型试
验来探索各类改性土的综合性能，如强度、刚度、收缩性、热学特性、孔隙性、吸放湿性能，抗风化剥蚀特性、
耐酸性、渗透性等各类性能。其中，常见的生土建筑改性材料达上千种，归纳起来主要包括：有机材料、无机

材料、高分子材料、微生物技术及混合材料等。常见的如：硅藻土［1］，木屑［2］、甘蔗渣［3］、0.25～10% 的稻草［4］、
麦秆［5］、稻壳［6］、竹子［7］、废弃茶叶［8］、绵羊毛［9］、动物粪便［10］、大麻［11］等。上述通过在生土中添加一定含量的
植物、动物纤维可以大大降低改性生土的热传导系数，提高生土建筑的热学性能，此外还可以增强土体的柔
韧性、延性和摩擦性能，但对其强度和刚度有所降低。还有基于糯米浆及其衍生制品［12－13］也广泛应用于土
遗址、黄土窑洞墙面的修复，会减少由于水敏性导致的墙面病害。此外，还有在生土中添加钢纤维［14］、石
灰［15］、水泥［16］、废胶末［17］、粉煤灰［18］、陶瓷碎片［19］、建筑垃圾［20］等，这类改性材料基于“变废为宝”理念，能够大
大改善生土的强度和变形性能。随着新材料、新工艺的发展，有学者尝试在生土中添加聚丙烯［21］、聚烯
烃［22］、抗疏力固化剂［23］、高分子材料［24－25］、微生物技术［26］、三合土［27］等，来改善生土的物理-力学-热学特性，
并将其应用于生土建筑及土遗址的修复中。针对古建筑夯土基座、城墙土遗址、生土民居、古代壁画等调研
发现［28－30］，经过改性的生土均具有较好的耐久性，而后期修复期间，由于忽略了采用改性材料或修复工艺不
当导致的本体破坏屡见不鲜。上述部分研究成果，不仅从宏观上考察了改性生土的各种工程性能，结果表
明，通过在素土中添加有机材料、无机材料、化学材料或采取生物加固技术，可以极大的改善素土的各类性
能；此外，还从微观结构角度来深入分析了改性生土相比于素土的改良效果［31］，表明生土经改性后，明显具
有更规则、紧密的孔隙特征，然而对于改性土在自然环境下的剥蚀前后的微观结构特征的变化规律研究尚
缺乏。但对于生土建筑而言，除了满足必须的强度、刚度性能、热学性能外，还需要满足其长期耐久性能［32］，
如：抗渗性、抗剥蚀性、毛细水上升性等特征等，关于改性生土在长期自然环境条件下的耐久性能及微观结
构变化特征尚需进一步研究。

本文以西安地区生土建筑为研究对象，重点探索在 Q3 黄土（素土）中添加传统改性材料，对素土的耐久

性能进行改良，通过室内试验和模型试验来获取其最优改性材料含量、评价其耐久性，并针对其在自然环境
下剥蚀前后的微观结构特征进行扫描电镜试验研究，以期为生土建筑改性材料的工程应用提供科学参考。

1

材料及试验方法

1.1

改性材料
由于黄土的大孔隙、水敏性、低强度等缺陷，现代生土建筑中采用在生土中掺入一定比例的改性材料来

构造围护结构，这样可以大大提高工程稳定性。本文采取传统的天然材料：糯米（粉或浆）、桐油、稻草、细沙
和熟石灰、水泥等，按照一定比例添加至天然黄土中，本次黄土基料选取西安市白鹿原黄土，取样为地表以

下 3 m 处 Q3 黄土，天然黄土的物理指标见表 1。其中，不同糯米浆的熬制方式：采用 100 g 糯米粉添加 1 L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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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 1 h 40 min；稻草选用长度为 3 cm 的商品，其余材料均采用标准商品。

w0/%
20

ρ

Table 1

（
/ g·cm ）
1.41

-3

表1

素土（Q3 黄土）物理指标

Basic physical parameters of the PS（Q3 loess）

Gs

wL/%

wp /%

wop/%

2.70

34.7

21.0

20.2

ρdmax

（
/ g·cm ）
-3

1.71

颗粒组成/%
黏粒

粉粒

砂粒

25

70

5

注：w0 为天然含水率；ρ 为天然密度；Gs 为比重；wL 为液限；wp 为塑限；wop 和 ρdmax 分别为轻型击实试验条件下的最优含水率和最大干密度。

1.2

试验方法
（1）最佳改性材料含量试验
为了获得不同改性材料对素土进行改良所需的最佳含量，需要开展不同含量的改性土的直接剪切试验
和变水头饱和渗透试验。根据不同改性材料含量下改性土的峰值抗剪强度和渗透系数，来确定最佳含量。
其中，直剪试验采用 ZJ 型电动等应变直剪仪（见图 1（a）），直剪试验的竖向荷载等级分别取 σc=100、200、300
kPa、
400 kPa。饱和渗透试验采用 TST-55 型渗透仪（见图 1（b）
）。所有改性土样在制备完成后，在恒温（20±
2 °C）恒湿（56～60%±2% RH）养护箱内静置 24 h，然后开展相关试验。为了便于评价改性材料在素土中的
含量对素土的改良效果，假定添加至素土中的混合改性材料质量为 M1，素土质量为 M2，则改性土中改性材料
的含量 Φ 可表达为：
M1
Φ=
× 100%
（1）
M1 + M2

（2）自然剥蚀试验
文中所要开展的改性土的剥蚀试验主要指的是在以西安市近年来的自然环境下，进行为期 400 d 的观
测试验，统计分析改性土体在受到风吹日晒、雨浸冰劈等干湿-冻融循环等综合因素下，发生结构性丧失、开
裂、剥蚀等现象。自然环境下的改性土耐久性试验过程如下：按照《土工试验方法标准》
（GB50123-2019）中
击实试验的要求进行制模型试样，在室内恒温恒湿条件下静置养护 7 d，然后将试样盛放于塑料盘中，放置于
试验楼顶的开阔场地，进行自然环境剥蚀试验观测，试验过程中，定期（3～5 次/月）称量塑料盘中的剥蚀的
土样，计算 3 组平行试样的剥蚀量 md、时间 T 及平均剥蚀速率 ν，并对试样的破坏特征进行摄影，描述其在自
然环境下的涨缩开裂特征。其中改性土的剥蚀速率 ν 表示如下：
md
ν=
（2）
MT
式中，ν 为剥蚀速率（%/d）；md 为剥蚀土质量（g）；M 为试样总质量（g），T 为剥蚀稳定所需时间（d），本次试验时
间为 400 d。
（3）毛细水上升模型试验
毛细水上升模型试验采用自行研发的测试系统进行试验，测试系统包括：有机玻璃试样筒、土壤水分传
感器（TDR）测试系统、供水系统组成（见图 1（c））。其中，单个有机玻璃筒的尺寸为内径 100 mm、壁厚 5 mm、
高 500 mm，单个有机玻璃桶之间采用法兰盘加橡胶垫片并用螺丝上紧密闭连接；每个试样筒侧壁沿竖向每
隔 100 mm 预留 TDR 探针的插入孔，用于 TDR 测试系统的安装。试样筒底部设置一个网孔状有机玻璃圆盘，
为底部浸水提供入渗通道。试样筒外壁上贴有用于测量试样增湿的钢尺，便于观测毛细水上升高度。试验
时，将透水石层和滤纸铺设于试样底部，并将套筒放置于干净的水槽中，迅速测试试样中的体积含水率，监
测频次为：24 h 以内，每 1～2 h 监测一次，24 h 以后，每隔 1 d 监测一次，当连续测试的一周内，前后 2 d 天的含
水率测试结果误差不超过 0.2%，则可认为毛细水上升趋于稳定，终止试验。试验结束后，绘制毛细水上升稳
定后，不同类改性土的含水率增量与土柱高度之间的关系，判断最大毛细水上升高度及增湿程度。
其中，TDR 传感器与主机连接，可精确测量体积含水率和土体温度。可测量体积含水率的范围为 0～
100%，温度范围为-40～80℃；测量精度：±0.5℃，水分：±3%。试样的初始条件：模型中夯土平均含水率设定
为 18%±1% 左右，将干密度设置为 1.50 g /cm3。
为了综合分析改性生土的毛细水上升效应，假定土柱中各测点的含水率在毛细水上升一段时间 t 后，毛
细水上升最大高度为 Hmax，抬升到最大高度所需时间为 T，则平均抬升速率 β 可表示为：
H max
β=
（3）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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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可通过抬升最大高度和抬升速率来评判该类改性土的阻水效应。一般情况下，抬升高度越大阻水效
果越差，抬升速率越大，表明其一定时间内的吸水能力越强，反映出其阻水效果也较差。
（4）无侧限抗压强度龄期试验
改性生土的无侧限抗压强度综合表征了改性土的刚度和抗压强度特性。文中采用应力-应变控制式三

轴仪（见图 1（d）），开展不同改性土在不同龄期（1、7、14、28 d）下的无侧限抗压强度试验，探讨其强度 qu 和割

线模量 E50 随龄期的变化规律。试样采取标准三轴试样分层击实进行制样，干密度 ρd=1.5 g/cm3，含水率 w=
18.0%。室内养护条件：温度 25～30℃，相对湿度 40～60% RH。通过三轴试验获得改性土的各类改性土在
不同龄期下的应力-应变关系，来得其无侧限抗压强度 qu 和割线模量 E50 随龄期的变化规律。
文中采用 E50 来表征改性生土的割线模量：

E 50 = 0.5q u ε

（4）

式中：qu 表示改性生土的峰值抗压强度（kPa）；ε 表示当应力为 0.5 qu 时代表的应变量（%）。
（5）微观结构 SEM 试验

土体的颗粒、孔隙结构微观结构演化规律与土体在受到自然环境剥蚀特性有关。文中基于 JSM-6700F

扫描电镜试验仪（见图 1（e）），获取最佳含量情况下改性土及素土在剥蚀前后的 SEM 图像，采用 PCAS 程序来

分析土颗粒及孔隙分布特征［29］，主要分析土体在受到自然环境侵蚀前后的孔隙面积比例（PP）及孔隙分维度
数（FD），进一步从细观角度来了解土体的微观结构演化特征。

（a）ZJ 型直剪仪

（b）TSTTST-55
55 型渗透仪

图1

Fig. 1

1.3

（c）毛细水上升测试

（d）三轴仪

（e）SEM
SEM（
（JSMJSM-6700
6700F
F）

试验测试设备

Experiment instruments

试验方案
Table 2
简称

改性材料

SP

糯米粉改性土

ST

稻草改性土

SJ

糯米浆改性土

SPS

糯米粉+稻草

SJS

糯米浆+稻草

SPL

糯米灰膏改性土

SJL

糯米灰浆改性土

SLO

糯米灰浆+桐油改
性土

CS

改性土
改性土

水泥土

LS

三七灰土

PS

素黄土

TB

三合土

表2

改性土试验方案

Test schemes of the modified soils
含量方案

含量 Φ=3%，5%，7%，10%，15%

浓度 100g/L；Φ=3%，5%，7%，10%，15%

Φ=0.15%，0.3%，0.45%，0.6%，0.8%
SPS-1：7% 糯米粉+0.45%、
0.8% 稻草
SPS-2：Φ=5%，
7%，10% 糯米粉+0.6% 稻草
SJS-1：5% 糯米浆+0.45%、
0.8% 稻草
SJS-2：Φ=3%，
5%，7% 的浓度为 100g/L 糯米浆+0.6% 稻草
Φ=5%，7%，11%，15%，18%
Φ=5%，6%，7%，8%，9%
糯米灰浆：桐油：素土（M%）=95：0：5、93：5：2、90：5：5、
80：15：5、75：20：5
水泥含量 7%

熟石灰 ：素土（V%）=3：7

砂：石灰：素土（V%）=1：3：6
Q3 黄土，无添加剂

最佳改性材料含量 Φop

Φop=7%
Φop=5%，浓度 100g/L
Φop=0.6%

Φop=7% 糯米粉+0.6% 稻草
Φop=5% 的糯米浆+0.6% 稻草
Φop=11%
Φop=7%

糯米灰浆：桐油：素土（M%）=
90：5：5
水泥含量 7%

熟石灰 ：素土（V%）=3：7

砂：石灰：素土（V%）=1：3：6
对比实验

本次改性材料包括：糯米粉、糯米浆、桐油、稻草、石灰、水泥、砂料、糯米灰浆、糯米灰膏等，开展最佳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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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材料含量试验。其中，三七灰土、三合土、水泥土为工程常采用的改性土，其最佳含量已在实际工程中得
以应用［15－16，27］，本文不再开展其最佳含量试验。根据上述改性材料及以往研究中针对改性土的含量方案，
特制定文中的试验方案，见表 2。

2

试验结果分析

2.1

抗剪强度及渗透性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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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改性土试验结果

Test results of different types of modified soils

根据前述的试验方案，得到素土及不同改性材料含量 Φ 下的改性生土在轴向压力 σc=200 kPa 下的峰值

抗剪强度 τf 和渗透系数的变化曲线，见图 2 所示，将各类改性土及素土的峰值抗剪强度与饱和渗透系数按照
大小顺序排列对比见图 3。

（a）不同改性土峰值抗剪强度对比

Fig. 3

图3

（b）不同改性土饱和渗透系数对比

不同改性土抗剪强度及渗透系数排序

Ranking of shear strength and permeability coefficient of different modified soils

由图 2 可知，在添加合适比例的改性材料后，相对比素黄土的抗剪强度 τf 有明显的增加，但添加量超过

某一含量后，其抗剪强度维持不变或略有下降；添加一定含量改性材料的改性土的饱和渗透系数 Ks 明显低

于素土，且随着改性材料添加量的增大，改性土的渗透系数基本呈逐渐下降趋势。表明添加的糯米、石灰、
水泥等粘结性材料越多，土颗粒之间的孔隙被细颗粒的粘结基质填充的越密实，因而渗透性越差，但稻草添
加量越多，反而会增大其渗透系数，主要原因是稻草“粒径”相对较大且存在较强的吸水性，主要体现在其
“拉筋”效果上。

图 3 中将各类改性土的最佳改性材料含量方案下的峰值抗剪强度和饱和渗透系数按照改良效果由好到

差进行了排列，对比可见：其中，改性土的强度排序：三合土（ TB ）＞糯米粉和稻草改性土（ SPS ）＞糯米灰

浆+桐油（SLO）＞糯米粉改性土（ SP ）＞糯米灰浆改性土（ SJL ）＞三七灰土（ LS ）＞糯米灰膏改性土（ SPL ）
＞稻草改性土（ST）＞糯米浆改性土（SJ）＞糯米浆+稻草改性土（SJS）＞素土（PS），前 4 种改性土的强度提高
较为显著；改性土的抗渗性能由好到差排序为：三合土（TB）＞糯米粉和稻草改性土（SPS）＞糯米粉改性土

（SP）＞糯米灰浆改性土（ SJL ）＞三七灰土（LS）＞水泥土（CS）＞糯米灰膏改性土（SPL），这 6 类改性土的抗

渗性改良较为明显。所有改性土相对于素土而言，改性土的抗剪强度约为素土的 1.3～3.5 倍，饱和渗透系数
约为素土的 1/3～1/1650，总体上表明生土改良效果较为明显。
2.2

最佳改性材料含量的确定

从工程角度来讲，改性土的最佳改性材料含量（Φop）应从抵抗变形能力、强度、抗渗性、经济性、环保性、

施工难易性等多种角度来综合考量。本文核心考察的是改性土耐久性指标，主要考虑的是其强度和抗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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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因而确定最佳改性材料含量主要依赖于室内直剪试验及饱和渗透试验结果，确定原则如下：假定某改性
材料含量范围内的改性土抗剪强度达到某一最峰值或常量，同时其渗透系数也达到谷值或常量时，在该范
围内的改性材料在素土中含量，即可视为最佳改性材料含量。基于上述原则，确定的各类改性土最佳改性
材料含量 Φop 见图 2 及如表 2。可见，不同改性材料
添加至素土中，均存在一个最优改性材料含量，改

性材料过少或过量添加至素土中，均难以改善素土
的强度及抗渗性能，其中各类改性材料的最佳添加
比分别为：糯米粉（Φop=7%）、糯米浆（Φop=5%）、稻

草（Φop=0.6%）、糯米灰膏（Φop=11%）、糯米灰浆（Φop
=7%）、糯 米 灰 浆 + 桐 油（Φop=5%+5%）、水 泥（Φop=
7%）、石灰（Φop=30%-体积比）。
2.3

剥蚀性试验

因篇幅受限，仅选取几种具有代表性改性土及

素土在 T=1～400 d 内的自然环境下耐久性试验图

图4

片进行展示，见表 3。图 4 为不同改性土在最佳改

Fig. 4

性材料含量下的剥蚀速率从小到大排序图。

Table 3


TE

表3

不同改性土的剥蚀速率

Denudation ratio of modified soils

改性土试样在自然环境下剥蚀试验

Denudation tests of modified soils under natural environment conditions
TE

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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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

TE

TE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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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3 可见：从其 200 d 的剥蚀特征对比可见，添加一定量改性材料的改性土，在短期内对改善素黄土的

抗剥蚀特性有较好的作用，但在较长时间段内（400 d 后），素土及单一的糯米浆（粉）改性土其抗剥蚀性较差

（ν=1.1～1.5%/d），而采用多种组合材料来改良素土则效果较好（ν=0.05～0.5%/d）。从图 4 的统计结果可见：
在素土中分别添加 5% 的糯米灰浆和桐油改性土（SLO）及添加 5% 糯米浆和 0.6% 稻草改性土（SJS）后，其抗

剥蚀性相对较好，其原因是：土体中添加油脂和糯米浆后，容易在素土中形成非亲水团粒和填塞了大孔隙结
构，导致其吸水能力和导水性能急剧下降，因而受到风化作用的影响则较弱。其余改性土的抗剥蚀效果由
好变差依次为：三七灰土（LS）＞稻草改性土（ST）＞糯米浆改性土（SJ）＞水泥土（CS）＞糯米粉和稻草改性土
（SPS）＞三合土（TB）＞糯米粉改性土（SP）；添加一定比例改性材料后，改性土的抗剥蚀性相比素土均有不同
程度的提高，提高幅度为 1.3～30.0 倍。
2.4

毛细水上升模型试验

基于上述毛细水上升模型试验，获得最佳改性材料含量下不同改性土在毛细水上升达到稳定后的体积

含水率沿模型高度方向上的分布规律见图 5。图 5 中横坐标 X=0 处直线将土柱中的体积含水率增量 Δθw=θwt-θw0
分为负增量和正增量的分界线（θwt 指的是：经历时间为 t 后土中为含水率达到稳定时的含水率；θw0 指的是：土

柱中含水率的初始值），认为土柱中含水率不变点（Δθw=0）即为毛细水上升最高点。不同改性生土的毛细水
上升参数见表 4。试验结果表明：

（1）不同改性土的毛细水上升基本在 2 个月内趋于稳定，稳定后的毛细水上升高度从 27 cm～105 cm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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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但均小于素土的毛细水上升高度 113 cm，其最大抬升高度约为素土的 24～93%，表明素土中添加改性材
料后，均能改善其阻水效应。

（2）从毛细水上升速率对比来看，阻水效果最好的改性土为糯米浆+桐油改性土（SLO），其次为糯米浆+
稻草改性土（SJS）。其中糯米基、石灰基、植物纤维改性材料组合的改性土阻水效果相对单一改性材料或水
硬性材料改性土（CS、LS、TB）的阻水性更为优越。

Fig. 5

简称
ST

SJS

SPL
SJL

SLO

图5

毛细水上升稳定后含水率沿高度分布规律

Distribution of water content along height after the stable condition of capillary elevation

Hmax /cm

Table 4

表4

Comparison of parameters of capillary lifting of modified soils
T/d

92.5

41

78.1

65

69.8
105.4
27.2

改性土毛细水上升参数对比

54
71
24

β（
/ cm·d-1）

简称

2.26

CS

1.20

TB

1.29
1.48
1.13

LS
PS

Hmax /cm

T/d

71.3

18

75.6

20

67.9

19

113.4

46

β（
/ cm·d-1）
3.78
3.96
3.57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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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侧限抗压强度龄期试验
通过三轴试验获得各类改性土在不同龄期下的无侧限抗压强度 qu 和割线模量 E50 随龄期的变化规律，见

图 6。通过无侧限抗压强度的龄期试验结果可见，糯米基类改性土及素土的 qu 在 7～14 d 的龄期上达到最大
值，随龄期的延长无侧限抗压强度反而有减小趋势，而水硬性材料的改性土，如水泥土（CS）、三七灰（LS）、三

合土（TB）的无侧限抗压强度随龄期的延长有逐渐增大的趋势，表明：有机质改性土随着龄期的延长，其有机
质易于受到生物霉菌等入侵、水分冲蚀而逐渐丧失强度特性，而水硬性材料容易发生水化反应、碳化反应，
更进一步提高了与土颗粒的粘结作用，表现为强度的增长现象。从其割线模量 E50 随龄期的变化趋势可见，
当龄期达到 7 d 左右时，其刚度基本达到最高值，随后随着龄期的增长而略有下降或维持不变的趋势，进一
步表明有机质改性土和无机质改性土在龄期上的显著差异。

（a）qu-A 曲线

Fig. 6

2.6

图6

（b）E50-A 曲线

改性土 qu 和 E50 随龄期的变化规律

Variation of qu and E50 with the age of modified soils

剥蚀前后改性土微观结构变化规律
通过对改性土在初始状态和自然环境条件下剥蚀 400 d 后的 SEM 试验，采用 PCAS 程序来分析孔隙分布

特征，因篇幅限制，文中选取几类典型改性土：糯米浆+桐油改性土（SLO）、糯米浆+稻草改性土（SJS）、三合土

（TB）和素土（PS）的剥蚀前后 1：500 的 SEM 图片及孔隙土颗粒分布彩图，如图 7 所示。不同改性材料及素土
的孔隙面积分布比例（PP）与分形维数（FD）在剥蚀前后的对比见图 8。从图 7、图 8 可见，剥蚀前后的不同粒
径颗粒及孔隙分布规律存在较大差异，剥蚀前孔隙尺寸显然小于剥蚀后孔隙尺寸，剥蚀前颗粒定向排列较

好，
而剥蚀后颗粒排列较为杂乱。通过将各类改性土的孔隙面积比例 PP 和分形维数 FD，
按照从大到小进行排

（a）SLO-（B）

（b）SJS-（B）

（e）SLO-（A）

（f）SJS-（A）

（c）TB-（B）

（d）PS-（B）

（g）TB-（A）

（h）PS-（A）

注：图中编号“-（B）”表示剥蚀前；
“-（A）”表示剥蚀后。

Fig. 7

图7

改性土及素土剥蚀前后的 SEM 图像

SEM images of modified soils and PS before and after denudation

174

自

然

灾

害

学

第 31 卷

报

序对比发现：素土（PS）在剥蚀前后，其孔隙面积分布比例（PP-B）与分形维数（FD-B）均大于其他改性土，其
中，糯米浆+桐油改性土（SLO）和三合土（TB）的孔
隙面积分布比（PP-B）和分形维数（FD-B）相比其他
改性土明显较小，表明糯米基和石灰类粘结材料在
含量合适的情况下，能够大大提高素土的致密性，
降低大孔隙的含量，并能促进孔隙的定向有序排
列，降低其分形维数，提高土体的综合物理力学性

能 ；改 性 土 在 剥 蚀 后 的 PP-A 和 FD-A 略 有 减 小 ，
PP-A 减小幅度约为 0.3～5.5%，FD-A 减小幅度约
为 0.6～3.7%，而素土在发生剥蚀后，其 PP-A 减小

幅度为 11.2%，FD-A 减小幅度为 4.3%，上述微观结

构试验结果也进一步证实了改性土在抵抗自然环
境下的剥蚀性能具有较好的优越性。

3

图8

Fig. 8

改性土在剥蚀前后的微观结构参数对比曲线
Comparison of microscopic pore structure parameter of

modified soils and PS before and after denudation

结论
（1）不同改性材料添加至素土中，均存在一个最优改性材料含量，改性材料过少或过量添加至素土中，

均难以改善素土的强度及抗渗性能，其中各类改性材料的最佳添加比分别为：糯米粉（7%）、糯米浆（5%）、稻
草（0.6%）、糯米灰膏（11%）、糯米灰浆（7%）、糯米灰浆+桐油（5%+5%）、水泥（7%）、石灰（30%-体积比）。添
加单一的传统改性材料对改善素土的工程性能有限，同时添加多种改性材料（糯米基、水硬性材料、稻草纤
维）能起到相互弥补作用，可同时加强改性土的粘聚性、充填孔隙和增强加筋效果。

（2）不同传统材料改性土的抗剪强度提高约为素土的 1.3～3.5 倍，抗渗性提高为素土的 3～1650 倍、抗

剥蚀性约为素土的 1.3～30.0 倍；改性土毛细水上升最大高度约为素土的 24～93%，糯米基类改性土无侧限
抗压强度随龄期的延长而减小，水泥基和石灰基改性土无侧限抗压强度随龄期的延长呈增大趋势。

（3）改性土在剥蚀后，孔隙面积分布比例（PP）减小幅度约为 0.3～5.5%，分形维数（FD）减小幅度约为

0.6～3.7%，而素土在发生剥蚀后，其 PP 和 FD 减小幅度分别为 11.2% 和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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