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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３１１１２２；

２１１１００）

植被在增强边坡稳定性方面有着积极的作用，其作为一种兼顾生态保护和边坡治理的护坡方式，在工程
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为了研究植物根系加筋土的抗剪特性，以室内培育的黑麦草根系为加筋土的
筋材，制备了不同含根量和含水率的重塑试样，通过直剪试验分析其抗剪强度特性的变化规律。 研究结
果表明：黑麦草根系加筋增强了土体的抗剪强度，表现为粘聚力随着含根量的增长呈明显增长趋势，最大

粘聚力增长可达 ２５３％，而内摩擦角的变化较不明显。 土体的抗剪强度随含水率的增加有着明显的降低，
这归因于根－土界面抗剪强度的降低，使得根系更易被拔出土体而导致较差的拉筋效果。 当土体含水率
增加时，根系在为加筋土提供抗剪强度方面的作用变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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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我国公路、铁路、水利水电、矿产资源勘探

等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发展，工程建设区原有的植
物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往往造成一定程度的水土
流失、滑坡等地质灾害。 相较于传统的硬性防护措
施，如浆砌块石护坡、混凝土护坡等，采用植被进行
边坡治理是一种更为生态和经济的替代方案（ 李光
明， ２００８； Ｓｔｏｋｅ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９） 。 植被对土壤的加固

作用取决于与土壤和根系力学特性有关的许多因
素，其固土作用是通过边坡潜在剪切面上植物根系
的锚固作用，以及上部茎叶削弱雨水冲刷而实现的

（ 程洪等， ２００６） 。 随着人类环保意识的提高，人们

陈航等， ２０１７） 。

国外学者对植物根系在土体中分布情况开展的

系统研究可追溯至 １８ 世纪 ２０ 年代，而后相继开展

了植物根系加筋的机理研究（ 周跃和 Ｗａｔｔｓ， １９９９；
王金霞等， ２０１７） 。 Ａｂｅｒｎｅｔｈｙ ａｎｄ Ｒｕｔｈｅｒｆｕｒｄ（２００１）

通过实验研究水边植物根系对河岸的加固作用，证
明植物根系在土体表层 ５０ ｃｍ 内数量最多，且根系
密度会随垂直深度和与主干水平距离的增加而降
低，根系对土体的加固作用也随根系密度的降低而
减弱。 Ｎｉｌａｗｅｅｒａ ａｎｄ Ｎｕｔａｌａｙａ（ １９９９） 通过对不同种
类植物进行单根的单轴抗拉强度试验、根系拉拔试
验、素土与加根土对比的直剪试验等，得出以下结
论：单根的抗拉强度和弹性模量与根的直径成负相

逐渐意识到保护生态的必要性，生态护坡在国际上

关，而抗拉力与直径成正相关；根系的拉拔力的影响

被定义为由植物或者土木工程与植物结合的用以减

因素包括根系本身强度和其在土体中分布形态；根

轻边坡 的 侵 蚀 和 不 稳 定 性 的 护 坡 技 术 （ 胥 晓 刚，

２００４） ，因而植被护坡作为一种新技术受到了国内
外诸多学者的关注，并对此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 Ｍｉｃｋｏｖｓｋ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７， ２０１１； Ｍａｏ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的存在可以显著提高土体的抗剪强度，并且其增强
土体强度的能力与根的抗拉强度、土中根的体积和
长度有关。 Ｗｕ ａｎｄ Ｗａｔｓｏｎ（１９９８） 通过现场原位试
验和室内试验，研究了在较厚的土层中、植物根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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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作者简介］ 奚灵智，男，１９８２ 年生，硕士，高级工程师，从事交通与市政设计咨询及 ＥＰＣ 总承包管理工作；Ｅ－ｍａｉｌ：ｘｉ＿ｌｚ＠ ｅｃｉｄｉ ｃｏｍ。

４３９

矿

产

切穿剪切面的情况下，植物根系对土体抗剪强度的

勘

示为：

影响。 国内学者对此开展的研究工作更多集中在重

含根量 ＝

塑根系加筋土上，研究了不同因素对土体强度特性

的影响 （ 李 国 荣 等， ２０１３； 王 泽 华， ２０１４； 贺 茜，

２０２１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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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系质量（ ｇ）
× １００％
干土质量（ ｇ）

（１）

试样制备的具体步骤为：（ １） 将烘干碾碎后的

２０１５； 王恒星和杨林， ２０１８） 。 陈昌富等（ ２００７） 采

粘土与根系拌合均匀，再加水搅拌；（２） 将混合料装

用室内三轴试验方法研究了狗尾草草根加筋土的应

入模具中，静力压实至试样成型后推出；（３） 用保鲜

力—应变及强度特征，结果表明：草根加筋土的强度

膜将成型试样包裹，放置于避光处一昼夜。 由此制

和抵抗剪切变形的能力较素土由显著提高；与素土
相比，草根加筋土的粘聚力最大可达素土的 ９ 倍，而

得直径为 ６１ ８ ｍｍ，高为 ２０ ｍｍ 的直剪试样。

为研究含根量对土体剪切强度特性的影响，制

内摩擦角变化不明显。 张锋等（ ２０１０） 采用三轴固

备了含根量分别为 ０ ４％，０ ７％，１％，含水率为 １８％

塑非饱和粉质粘土抗剪强度指标的影响，发现植物

影响，制备了含根量为 ０ ７％，含水率分别为 １４％，

结不排水试验，研究了植物须根含量和含水量对重

的 ３ 组试样；为研究含水率对土体剪切强度特性的

须根能够提高土体抗剪强度，但与土体的含水量和

１８％，２２％的 ３ 组试样。 此外，制备了 １ 组含水率为

根草根系进行研究，证明香根草根系对含根土粘聚

１ ３

须根含量有关。 刘川顺等（ ２０１２） 从定量角度对香
力及抗剪强度增加有很大影响，这种影响主要是通
过增加了粘聚力实现的，而内摩擦角变化不大，符合
莫尔—库伦强度理论。
本研究采用室内培育的黑麦草，研究其在不同
含根量和土壤含水率条件下对土体的加筋效果，通
过在重塑土试样上开展直剪试验以分析黑麦草根茎
对土体剪切强度性能的影响。

１

试验方法
参考《 公路土工试验规程》 （ ＪＴＧ Ｅ４０—２００７） 和

《 土工试验方法标准》 （ ＧＢ ／ Ｔ ５０１２３—２０１９） 中规定
的步骤，采用不固结不排水剪切试验以研究加筋土
的剪切强度特性。 试验仪器采用南京土壤仪器厂有
限公司生产的 ＺＪ 型应变控制式电动四联直剪仪，法
向应力分别取 ５０ ｋＰａ、１００ ｋＰａ、１５０ ｋＰａ、２００ ｋＰａ，以

２ ４ ｍｍ ／ ｍｉｎ 的剪切速率施加水平推力， 直至达到

试验材料与方法

１ １

１８％的素土试样以便进行对比。

１３ ｍｍ 的剪切位移。 试验结束后，将试样放入 １００ ～

１１０℃ 的烘箱中烘干 ８ ｈ，分别测其含水率和干密度。

试验材料
试验采用取自南京江宁地区的粘土，其基本物

２

试验结果及分析

理力学性质如表 １ 所示。 制样时所用的黑麦草根茎

２ １

表面多余水分，根径范围为 ０ ２ ～ １ ｍｍ，加筋长度控

２ １ １

水土比进行计算。

如图 １ 所示。 在法向应力相同的条件下，随含根量

取自室内培育的新鲜根系，对根系进行清洗并吸除

制在 １０ ～ ２０ ｍｍ。 试验用水采用饮用水，加水量按
表１
比重 Ｇ ｓ
２ ７１

１ ２

１８ ７

液限 ω ｌ ／ ％
４０ ２

塑限 ω ｐ ／ ％

塑性指数 ｌ ｐ

２２ ６

１７ ６

不同含根量试样的剪应力与剪切位移关系曲线

下， 土 体 的 抗 剪 强 度 由 ５９ １６ ｋＰａ 提 高 至 ９４ ０１

ｋＰａ。 其原因在于根系的存在为土体提供了附加的
剪切阻力，根系含量的增加使试样单位体积根系密
度增加，根系在剪切面上的分布更为密集。 当土体
受到剪切破坏后，土体中的植物根系发挥作用，根系

试样制备

具有线弹性，在剪切的过程中发生弹性变形，根系内

试验所用试样为重塑加筋土试样。 采用的含根

量和含水率均根据干密度为 １ ６５ ｇ ／ ｃｍ 时配制试
３

样所需土的质量进行计算。 其中，含根量可具体表
４４０

含根量对重塑土应力应变的影响

的增加，土体的抗剪强度提高，如在 ２００ ｋＰａ 的情况

粘土基本物理力学性质

含水率 ω ／ ％

应力 －应变曲线

部产生的拉应力通过土体与根系间的界面摩擦转换
为土体的剪切阻力。
在高法向应力条件下，重塑含根土样直剪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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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不同含根量试样的剪应力与剪切位移关系曲线

ａ—法向应力 ５０ ｋＰａ；ｂ—法向应力 １００ ｋＰａ；ｃ—法向应力 １５０ ｋＰａ；ｄ—法向应力 ２００ ｋＰａ

所得应力—应变曲线普遍呈现为广而宽的形状，具
有应变硬化的趋势。 这种趋势的出现可能是由于根
－土间的连续性并未遭受破坏以至根系继续作用产
生剪切阻力，也可能是根系尚未全部断裂。 施加更

如图 ２ 所示，土体的抗剪强度随含水率的增加而减

小。 含水率较低的土样在相同的剪切位移情况下能
承受更大的剪应力，显然，含水率的增加会导致根系
和土体之间的界面剪切强度降低。 一方面，水的存

大的剪切位移应能观察到更为明显的峰值。 但即使
根系在剪应力作用下发生断裂，其在土体中的残余

在起到润滑作用，减弱了土颗粒对根系的粘结力和

部分仍能够继续提供摩擦力，以阻止土颗粒的旋转
和重新排列。 此外，根系对屈服点剪应力的影响是
显著的，但含根量的增加对屈服点处剪切位移的增
加并不明显。 这表明根系的加筋作用在较小剪切位
移条件下并不能够被充分调动，更多是取决于粘土

弱了根系增强土体抗剪强度的能力。 另一方面，由

自身的性质。
２ １ ２ 含水率对重塑土应力应变的影响

的应变软化行为更为显著。 对于含水率高的土体，

不同含水率试样的剪应力与剪切位移关系曲线

互锁力，降低了根系与土颗粒间的摩擦阻力，从而减
毛细力和干燥作用所形成的土体表观粘聚力和基质
吸力由于土体含水率的增加而受到破坏。 水分含量
高的土体比水分含量低的土体在峰后强度损失较
小。 对于含水率较低的土体，含根土在剪切作用下
根系对土体抗剪强度的贡献将更为突出。 因此，当
４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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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含水率试样的剪应力与剪切位移关系曲线

ａ—法向应力 ５０ ｋＰａ；ｂ—法向应力 １００ ｋＰａ；ｃ—法向应力 １５０ ｋＰａ；ｄ—法向应力 ２００ ｋＰａ

边坡遭遇强降水时，植物根系能够为防止浅层滑坡
破坏提供一种有效的生物工程方法。

２ ２

抗剪强度参数

２ ２ １

含根量对重塑土抗剪强度参数的影响

将素土及不同含根量的 ３ 组试样所得的抗剪强

度做成散点图，拟合抗剪强度线绘制在一张直角坐
标系中，如图 ３ 所示，Ｒ ２ 表示散点图中线性趋势线
的拟合度。 由图 ３ 可知，含根土的抗剪强度线随含
根量的增加而不断上移，其在纵坐标上的截距呈不
断增大的趋势，而斜率变化不明显。 这表明含根量
的增加对粘聚力有显著提升，而对内摩擦角的影响
较小。
４４２

不同含根量的含根土和素土的粘聚力和内摩擦

角如图 ４ 所示。 当含根量从 ０ ４％增加到 ０ ７％ 时，
粘聚力由 ８ ７５ ｋＰａ 增加到 １９ ７８ ｋＰａ，增量为 １１ ０３

ｋＰａ；当含 根 量 从 ０ ７％ 增 加 到 １ ０％ 时， 粘 聚 力 由

１９ ７８ ｋＰａ 增加到 ３０ ８９ ｋＰａ，增量为 １１ １１ ｋＰａ。 含

根量增量与其所引起的粘聚力增量仍成线性关系。
在含根量较低时，含根土粘聚力与素土较为接近，这
应是由于沿剪切面的单位体积根系密度较低，受剪
的主体仍为粘土。 而根系掺入所引起的内摩擦角变

化较小，为 ２° ～ ５°。 尽管含根量的增加会导致根系与
土粒间接触面积的增加，但其影响范围仅局限于周围

的小部分土体，距离根系较远的土体的剪切强度特性
在剪切过程中并没有受到较大程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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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含根量试样的抗剪强度线

图５

不同含水率试样的抗剪强度线

不同含根量试样的抗剪强度参数

图６

不同含水率试样的抗剪强度线

含水率对重塑土抗剪强度参数的影响

素土及不同含水率的 ３ 组试样所得的抗剪强度

拟合绘制成的抗剪强度线如图 ５ 所示。 由图可知，

界面剪切强度的制约。 两者都取决于土体含水量。
含水率增加所引起的基质吸力的减小是一重要因
素。 在低含水量时，基质吸力相对较高，且在土颗粒

含根土的抗剪强度线随含水率的增加而不断下移，

间形成的液桥较强。 这导致土颗粒间的粘聚力相对

其在纵坐标上的截距呈不断减小的趋势，斜率有所

较高，有利于土体的抗剪强度。 而随着含水率的增

减小。 这表明含水率的增加对粘聚力和内摩擦角均

加，液桥断裂消失，其产生的结合力消散。 含水率变

有明显影响。
不同含水率的含根土和素土的粘聚力和内摩擦

角如图 ６ 所示。 由图可知，对于含根土，粘聚力随含
水率 的 增 加 而 减 小， 从 ３７ ０８ ｋＰａ 减 小 到 ２６ ３８

ｋＰａ。 但与素土的粘聚力相比（ ２２ ２１ ｋＰａ） ，根系提

化对内摩擦角的影响在 １° ～ ３°之间，呈略微下降的
趋势。 尽管有根系的存在，在相同含水率条件下，含
根土的内摩擦角与素土相比仍有较大程度的降低，
由 １６ ７０° 减少至 １１ ８０°。 粘土颗粒表面的水化膜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根系与土粒间的耦合，当土体发

供的附加粘聚力抵消了含水率增加所带来的不利影

生较大的剪切变形时，才会产生更为明显的拉应力。

响。 含根土的粘聚力总体上与天然土的粘聚力和根

３

系附加粘聚力两个方面有关。 前者主要受土体颗粒
接触点的结合性质和接触数量的控制；后者主要受

结论
本文以重塑含根土为研究对象，通过开展一系
４４３

矿

产

列直剪试验，探讨了含根量和土体含水率对粘土的
剪切强度性能影响。

勘

２０２１ 年

查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ｒｅｃｔ ｓｈｅａｒ ｔｅｓｔｓ ｏｎ ｒｏｏｔｅｄ ａｎｄ ｎｏｎ－ｒｏｏｔｅｄ ｓｏｉｌ ｕｓｉｎｇ
ｆｉｎｉｔ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Ｊ］ ． Ｅｃｏｌ． Ｅｎｇ．， ３７（１０） ：１５２３－１５３２．

（１） 黑麦草根系加筋提高了土体抗剪强度，主

Ｎｉｌａｗｅｅｒａ Ｎ Ｓ， Ｎｕｔａｌａｙａ Ｐ． １９９９．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ｒｅｅ ｒｏｏｔｓ ｉｎ ｓｌｏｐｅ 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势，在试验范围内，其增量与含根量增量呈线性关

ａｂｌｅ ｐｌａｎｔ ｒｏｏｔ ｔｒａｉｔｓ ｆｏ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ｅｄ ｓｌｏｐｅｓ ａ⁃

要表现为粘聚力随着含根量的增加呈明显增长趋
系，每 ０ １％的根系掺入可引起约 ３ ７ ｋＰａ 的粘聚力
增加，而内摩擦角受根系影响不明显。

（２） 土体含水率的增加使粘聚力和内摩擦角均

有减小，由毛细力和干燥作用所形成的土体表观粘

聚力和基质吸力由于土体含水率的增加而受到破
坏。 水的润滑效果会削弱根系的加筋效果。

［ Ｊ］ ． Ｂ． Ｅｎｇ． Ｇｅｏ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 ５７（４） ：３３７－３４２．

Ｓｔｏｋｅｓ Ａ， Ａｔｇｅｒ Ｃ， Ｂｅｎｇｏｕｇｈ Ａ Ｇ， Ｆｏｕｒｃａｕｄ Ｔ， Ｓｉｄｌｅ Ｒ Ｃ． ２００９． Ｄｅｓｉｒ⁃
ｇａｉｎｓｔ 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ｓ ［ Ｊ］ ． Ｐｌａｎｔ Ｓｏｉｌ， ３２４（１－２） ：１－３０．

Ｗｕ Ｔ Ｈ， Ｗａｔｓｏｎ Ａ． １９９８． Ｉｎ ｓｉｔｕ ｓｈｅａｒ ｔｅｓｔ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ｂｌｏｃｋｓ ｗｉｔｈ ｒｏｏｔｓ
［ Ｊ］ ． Ｃａｎ． Ｇｅｏｔｅｃｈ． Ｊ．， ３５（４） ：５７９－５９０．

陈昌富， 刘怀星， 李亚平． ２００７． 草根加筋土的室内三轴试验研究
［ Ｊ］ ． 岩土力学， ２８（１０） ：２０４１－２０４５．

陈航， 张慧莉， 田堪良， 钟佩文． ２０１７． 紫穗槐根系对黄土边坡加固
作用的试验研究［ Ｊ］ ． 人民黄河， ３９（１０） ：８４－８８．

（３） 在低含根量和高含水率条件下，应力—应

程洪， 颜传盛， 李建庆， 刘爱平， 杨小洁． ２００６． 草本植物根系网的

土体抗剪强度的贡献将更为突出。 当边坡遭遇强降

贺茜． ２０１５． 林草混交根系加固边坡的机理研究［ Ｄ］ ． 长沙：中南林

变曲线多无明显峰值。 在高含水率条件下，根系对
水时，植物根系能够为防止浅层滑坡破坏提供一种

固土机制模式与力学试验研究［ Ｊ］ ． 水土保持研究， １３（ １） ：６２－
６５．

业科技大学．

有效的生物工程方法。

李光明． ２００８． 浅析边坡工程的植被防护问题［ Ｊ］ ． 贵州工业大学学

系的加筋效果主要取决于其沿剪切面的分布情况和

李国荣， 胡夏嵩， 毛小青， 朱海丽， 乔娜， 余芹芹． ２０１３． 青藏高原东

（４） 本文仅对重塑根系加筋土进行了研究，根

与土体的耦合程度，而实际上根系的形态和结构特
征也会起到重要影响，应进一步开展对原状土剪切
强度特性的室内或现场试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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