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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探索不同添加物（小麦秸秆、 麦壳和植物油渣）对土壤持水性能和土壤收缩特性的影响， 定量掺混 ３ 种粉

末， 采用离心机法测定土⁃水曲线， 并对土壤持水能力和土壤收缩特征进行评价。 结果发现： 各处理土⁃水曲线形态

无差异， ｖａｎ Ｇｅｎｕｃｈｔｅｎ 模型可用于此条件土⁃水曲线拟合； ３ 种添加物均可提高土壤容重和土壤含水率并利于保水，
且土壤持水能力表现为油渣＞麦秆＞麦壳＞纯土； 随着土壤脱水， 土体以轴向收缩为主， 三直线模型可用于土壤收缩

曲线拟合， 土体线缩率与吸力和含水率分别满足对数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函数关系； 土体几何收缩量表现为麦壳＜油渣＜麦秆

＜纯土， 土壤开裂程度表现为油渣＜麦秆＜麦壳＜纯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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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水分特征曲线是土壤水吸力与土壤含水率的关系曲线， 表示土壤水的能量和数量之间的关系［１］，
是研究土壤水分运动和溶质运移等问题的基础［２⁃４］， 对评价土壤水分有效性和持水性也具有重要作用［５］。 土

壤水分特征曲线拟合模型主要包括 ｖａｎ Ｇｅｎｕｃｈｔｅｎ 模型［６］、 Ｂｒｏｏｋｓ⁃Ｃｏｒｅｙ 模型［７］、 Ｄｕａｌ⁃ｐｏｒｏｓｉｔｙ 模型［８］ 和 Ｌｏ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模型［９］， 其中前两者应用最为广泛［１０］， 因此， 通常基于实测吸力值和含水率数据并采用数

学模型进行拟合， 进而对土壤持水性能评价、 水力参数推求与优化等问题展开研究［１１⁃１２］。 目前已有的研究

多是针对纯土展开； 在田间试验中， 多采用掺混添加物（添加小麦秸秆最为常见）方法以增强土壤保水能力。
然而对于含有添加物条件的土壤水分特征曲线的研究鲜有报道， 对此类土壤进行持水性评价具有实践指导

意义。
在土壤水分特征曲线测定方面， 离心机法被广泛采用； 离心过程中， 在强离心力作用下， 土体不断失

水， 导致土壤含水率逐渐降低、 容重逐渐增加， 并伴随土壤收缩， 即土体随自身含水率的降低而产生体积缩

小的现象［１３］， 随着脱水作用不断进行， 土体收缩应变逐渐增大， 最终导致土壤开裂。 然而农田土壤干缩裂

缝的产生势必会破坏土壤结构， 加速土壤水分及溶质迁移速度， 甚至产生优先流， 造成土壤物理特性发生变

化以及养分流失和地下水污染等问题［１４⁃１６］。 因此， 对土壤干缩裂缝进行研究将有利于提高农田灌溉水利用

率， 在防治地下水位上升、 水土流失、 地下水污染等方面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然而目前的研究多是将纯土

作为研究对象， 对于掺混添加物条件的土壤开裂问题的研究则略显匮乏； 另一方面， 虽然有较多关于土壤水

分特征曲线和土壤收缩特性的研究， 但将其作为独立研究对象［１７⁃１８］， 将土壤失水和土体收缩相结合的研究

仍少见报道， 而将二者相结合更具有实际意义。
综上所述， 本研究将小麦秸秆、 麦壳和植物油渣粉碎并按一定比例掺混于土壤中， 对各自土壤水分特征

曲线进行测定和拟合， 进一步对土壤持水能力进行评价； 同时对土壤失水过程中土体收缩特征进行定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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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而后基于裂隙长度、 面积、 面积密度和长度密度等指标对不同添加物造成的土壤开裂程度进行评价。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供试材料

试验土壤取自当地试验田， 采集深度为 ０～３０ ｃｍ 耕作层； 研究区位于关中地区， 采用冬小麦⁃夏玉米轮

作模式， 一年两季； 土壤经风干、 过 ２ ｍｍ 筛后， 采用激光粒度仪（Ｍａｓｔｅｒｓｉｚｅｒ⁃２０００ 型， 英国）测定对试验区

土壤颗粒组成进行测定： 粒径＜０ ００２ ｍｍ、 ０ ００２ ～ ０ ０２ ｍｍ 和 ０ ０２ ～ ２ ｍｍ 的土壤颗粒质量分数分别为

１７ ２８％、 ４４ ３２％和 ３８ ４０％， 依据国际制质地三角形可知， 供试土壤类型为粉黏壤土。
土壤添加物为小麦秸秆、 小麦麦壳和植物油渣（分别简称麦秆、 麦壳和油渣）， 麦秆和麦壳腐烂后可增

加土壤肥力； 油渣是一种有机肥料， 不仅给作物提供生长所需的养分， 而且能提高土壤的保墒保肥能力。 本

试验中， 分别将麦秆、 麦壳和油渣风干， 采用粉碎机（ＦＷ⁃１００Ｄ 型， 中国）进行粉碎， 使得油渣呈粉末状，
麦壳和麦秆长度为 ３～５ ｍｍ， 并分别与土壤搅拌均匀。
１ ２　 试验设计与方法

田间实测容重为 １ ３８～ １ ４０ ｇ ／ ｃｍ３， 据此设置土壤干容重为 １ ４０ ｇ ／ ｃｍ３； ３ 种添加物掺混比例均为 ２％
（质量分数）， 并以相同容重且无添加物的纯土样品作为对照组（ＣＫ）。 将已风干、 过筛土壤按预设容重分层

装入环刀（容积为 １００ ｃｍ３）， 试验开始前将环刀样品置于蒸馏水中进行饱和处理 ４８ ｈ， 试验结束后置于

１０５℃恒温箱内干燥至恒重， 以计算土壤含水率。 各处理均 ４ 次重复（因为离心机每次只可测 ４ 个样品）， 取

其均值作为结果。
将饱和环刀样品置于高速恒温冷冻离心机（ＣＲ２１ＧⅡ型， 日本）内测定土壤水分特征曲线（简称土⁃水曲

线）， 离心机装置吸力范围为 １０～ ７ ０００ ｃｍ， 随着吸力增加， 离心过程的时间也随之增加， 本试验中所选定

的吸力为 １０ ｃｍ、 ５０ ｃｍ、 １００ ｃｍ、 ３００ ｃｍ、 ５００ ｃｍ、 ７００ ｃｍ、 １ ０００ ｃｍ、 ３ ０００ ｃｍ、 ５ ０００ ｃｍ 和 ７ ０００ ｃｍ， 对应

的平衡时间分别为 １０ ｍｉｎ、 １７ ｍｉｎ、 ２６ ｍｉｎ、 ４２ ｍｉｎ、 ４９ ｍｉｎ、 ５３ ｍｉｎ、 ５８ ｍｉｎ、 ７３ ｍｉｎ、 ８１ ｍｉｎ 和 ８５ ｍｉｎ； 每

达到平衡时间后， 采用电子天平（ＥＳ⁃３００２Ｈ 型， 中国）称重， 并用游标卡尺测定环刀内土样高度， 进而计算

土体形变量以及土壤容重和收缩的变化； 试验结束时， 用数码相机拍摄环刀截面图像。
１ ３　 分析方法

１ ３ １　 土⁃水曲线拟合

（１） ｖａｎ Ｇｅｎｕｃｈｔｅｎ 模型（ＶＧ）

θ（ ｓ） ＝ θｒ ＋
θｓ － θｒ

（１ ＋｜ αｓ ｜ ｎ）ｍ 　 　 　 ｓ ＜ ０

θｓ ｓ ≥ ０

ì

î

í

ïï

ïï

（１）

（２） Ｂｒｏｏｋｓ⁃Ｃｏｒｅｙ 模型（ＢＣ）
θ － θｒ

θｓ － θｒ

＝
（αｓ） －ｎ 　 　 αｓ ＞ １
１ αｓ ≤ １{ （２）

式中： θ、 θｓ和 θｒ分别为体积含水率、 饱和体积含水率和残余体积含水率， ｃｍ３ ／ ｃｍ３； ｓ 为吸力， ｃｍ； α 为进

气值的倒数， ｃｍ－１； ｍ、 ｎ 均为形状系数， ｍ 与 ｎ 互不相关或 ｍ＝ １－１ ／ ｎ 或 ｍ＝ １－２ ／ ｎ。
１ ３ ２　 土体收缩计算

在脱水过程中， 环刀内土体将发生水平和垂直收缩， 并以垂直收缩为主， 表现为土样高度减小， 故可采

用线缩率 δｓｌ和轴向收缩应变 δｓ表征土壤收缩特性， 分别按式（３）和式（４）计算。

δｓｌ ＝
ｚｔ
ｈ０

× １００％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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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ｓ ＝
Δｈ
ｈ０

× １００％ （４）

式中： ｚｔ为某吸力时的土壤收缩量， ｍｍ； ｈ０为土样初始高度， ｍｍ； Δｈ 为土壤脱水始末状态高度差， ｍｍ。
１ ３ ３　 土体裂缝观测与处理

在试验末期用数码相机拍摄获取各处理环刀样品截面图像， 拍摄时相机高度均相同， 且遮挡外界光源、
关闭闪光灯， 仅用日光灯照明， 从而使得各处理土壤裂缝图像具有一致性， 而后采用 Ｍａｔｌａｂ 软件进一步对

图像中的裂隙参数进行提取。
在原有的数字图像中， 裂隙区域的色彩更黑、 纯度更高， 鉴于饱和度（Ｓ）分量图可以更明显地展现土壤

裂隙， 因此， 将原有的 ＲＧＢ 图像进行 ＨＳＩ 转换， 提取 Ｓ 分量图并采用全局阈值法得到土壤裂缝的二值化图。
在此基础上， 为了尽量保留原始的短小裂缝， 利用膨胀腐蚀方法对短小裂缝进行适当连接， 并去除该图像中

的孤立单点 ／杂点。 最后根据处理后的土壤裂缝二值化图像提取裂缝总长度、 裂缝面积密度和裂缝长度密度

等参数。 具体操作方法可参考文献［１４，１９］。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土壤添加物对土⁃水曲线的影响

２ １ １　 土壤添加物对土壤持水能力的影响

不同土壤添加物条件土壤水分特征曲线在形态上较为一致（图 １）。 从图 １ 可以看出， 当吸力较低时

（ ｓ＜１ ０００ ｃｍ）， 随着吸力增加， 各处理土壤含水率下降速度较快， 原因在于土体主要通过大孔隙进行排水，
因此， 即使吸力变化幅度不大， 土壤含水率也会发生明显变化， 故在吸力 ｓ＝ ０～１ ０００ ｃｍ 时， 土⁃水曲线呈现

平缓状； 当吸力较高时（ ｓ＝ １ ０００～７ ０００ ｃｍ）， 随着吸力增加， 各处理土壤含水率下降速度较慢， 此时， 只有

较小的孔隙能保留水分， 且土体对其的吸持力较大， 土壤含水率并未表现出随吸力变化而显著变化， 故在吸

图 １　 不同土壤添加物条件土壤水分特征曲线

Ｆｉｇ １ 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ｉｌ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ｓ

力ｓ＝ １ ０００～７ ０００ ｃｍ 时， 土⁃水曲线呈现陡直状。
图 １ 显示， 当吸力 ｓ 从 ０ 增至 ７ ０００ ｃｍ 时， 各处理土⁃

水曲线在数值上存在一定差异： 当土壤水吸力相同时， 有

添加物处理的土壤含水率均高于纯土处理， 具体表现为油

渣＞麦秆＞麦壳＞纯土； 油渣、 麦秆和麦壳处理土壤含水率

比纯土处理分别提高 ８ ０６％ ～１３ ６０％、 ４ ７５％ ～１０ ５６％和

０ ０８％～４ ２０％， 由此可知， 含有添加物的土壤对水分的

吸持能力明显强于无添加物土壤， 且添加油渣混掺物处理

的土壤持水性优于添加麦秆和麦壳处理， 其中添加麦壳混

掺物处理的土壤持水性与纯土处理差异不大。 以上结果表

明， 在土壤中添加植物油渣、 小麦麦秆和麦壳可以有效提

高土壤持水能力， 其中以添加植物油渣效果最佳。
２ １ ２　 土壤添加物对土壤孔隙分布的影响

根据本试验选取的吸力可知， 与其对应的当量孔径 ｄ 分别为 ０ ３００ ０ ｍｍ、 ０ ０６０ ０ ｍｍ、 ０ ０３０ ０ ｍｍ、
０ ０１０ ０ ｍｍ、 ０ ００６ ０ ｍｍ、 ０ ００４ ３ ｍｍ、 ０ ００３ ０ ｍｍ、 ０ ００１ ０ ｍｍ、 ０ ０００ ６ ｍｍ 和 ０ ０００ ４ ｍｍ。 ① 对于添加

油渣和麦秆处理， 由图 １ 可知， 当 ｓ＜５０ ｃｍ， 即 ｄ＞０ ０６０ ０ ｍｍ 时， 两处理土⁃水曲线近似重合； 当 ｓ＞５０ ｃｍ，
即 ０ ０００ ４ ｍｍ＜ｄ＜０ ０６０ ０ ｍｍ 时， 油渣处理含水率大于麦秆处理。 基于含水率变化可计算得， 油渣和麦秆处

理 ｄ＝ ０ ０００ ４～０ ０６０ ０ ｍｍ 的孔隙体积分别约占孔隙总体积的 １９％和 ２０％； 同时看出， 当 １ ０００ ｃｍ＜ｓ＜７ ０００
ｃｍ， 即 ０ ０００ ４ ｍｍ＜ｄ＜０ ００３ ０ ｍｍ 时， 油渣和麦秆处理土⁃水曲线呈平行状， 因此二者比水容量差异较小，
即此吸力段土壤孔隙结构差异不大。 ② 对于添加麦壳和纯土处理， 在整个吸力范围内， 即 １０ ｃｍ＜ｓ＜７ 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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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ｍ、 ０ ０００ ４ ｍｍ＜ｄ＜０ ３００ ０ ｍｍ， 两处理土⁃水曲线基本重合， 含水率平均相差仅 ０ ００４ ｃｍ３ ／ ｃｍ３， 表明添加

麦壳并未明显改变土壤孔隙结构。 另一方面可以看出， 在 ｓ＝ １０～７ ０００ ｃｍ 范围内， 各处理中任何吸力值对应

的含水率均满足油渣＞麦秆＞麦壳＞纯土， 表明 ３ 种添加物均可以提高土壤持水性能， 其中油渣和麦秆效果显

著（油渣更优）， 但麦壳效果不显著。 表明 ３ 种添加物均可以使得土壤中大孔隙数量减少、 中等孔隙变为小

孔隙、 细小孔隙变得更小或被封堵， 在一定程度上使土壤孔隙大小和分布发生改变， 提高了土壤中、 小孔隙

的比例， 进而提高土壤持水性能。
２ １ ３　 不同添加物条件土⁃水曲线适宜模型

鉴于 ＶＧ 模型和 ＢＣ 模型被广泛应用， 同时选取拟合模型时需要根据选择不同的求解土壤非饱和导水率

的 Ｍｕａｌｅｍ（Ｍ） ［２０］和 Ｂｕｒｄｉｎｅ（Ｂ） ［２１］模型， 并考虑到 ＶＧ 模型中参数 ｍ、 ｎ 之间的关系， 故本研究中共采用 ６
种模型对不同土壤添加物处理土⁃水关系曲线进行拟合并进行适宜性分析， 分别记为 ＶＧ⁃Ｍ（ｍ， ｎ）、 ＶＧ⁃Ｍ
（１－１ ／ ｎ， ｎ）、 ＶＧ⁃Ｂ（ｍ， ｎ）、 ＶＧ⁃Ｂ（１－２ ／ ｎ， ｎ）、 ＢＣ⁃Ｍ 和 ＢＣ⁃Ｂ。 分别采用 ＶＧ 和 ＢＣ 模型对 ３ 种添加物处理

的土壤土⁃水曲线进行拟合， 并将各吸力下的土壤含水率实测值与拟合值进行对比， 进行误差分析（表 １）。
从表 １ 看出， 与 ＢＣ 模型相比， ＶＧ 模型具有更低的平均绝对百分误差 （Ｍｅａｎ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Ｅｒｒｏｒ，
ＭＡＰＥ）和残差平方和（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Ｓｕｍ ｏｆ Ｓｑｕａｒｅｓ， ＲＳＳ）以及更大的决定系数（Ｒ２）， 可见基于此模型计算所得的

土壤含水率与实测土壤含水率更接近， 说明 ＶＧ 模型比 ＢＣ 模型更适合含有添加物的土壤水分特征曲线拟合。
需要指出的是， 由于目前尚较难从机理角度全面描述土壤水分特征曲线， 所以关于模型适宜性问题仍停留在

拟合阶段， 较难从机理角度解释［２２⁃２３］。

表 １　 基于 ＶＧ 和 ＢＣ 模型的土壤含水率拟合值和实测值误差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ｒｒｏ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ａｎｄ ｆｉｔｔｅｄ 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ＶＧ ａｎｄ ＢＣ ｍｏｄｅｌｓ

处理 拟合模型 ＭＡＰＥ 值 ／ ％ ＲＳＳ 值 ／ １０－４ Ｒ２

ＶＧ⁃Ｍ（ｍ， ｎ） ０ ０２５ ０ ２ ０８６ ９ ０ ９９７ ８

ＶＧ⁃Ｍ（１－１ ／ ｎ， ｎ） ０ ０３５ ９ ２ ２２４ ０ ０ ９９７ ６

麦秆 ＶＧ⁃Ｂ（ｍ， ｎ） ０ ６９６ ３ ４ ０４０ ５ ０ ９９５ ７

ＶＧ⁃Ｂ（１－２ ／ ｎ， ｎ） ０ ０２３ １ ４ ０５９ ３ ０ ９９５ ７

ＢＣ⁃Ｍ ／ ＢＣ⁃Ｂ １ ４２３ ２ ５１ ８４６ ７ ０ ９９４ ８

ＶＧ⁃Ｍ（ｍ， ｎ） ０ ０２０ ０ １ ７８２ ０ ０ ９９７ ８

ＶＧ⁃Ｍ（１－１ ／ ｎ， ｎ） ０ ０２９ ７ １ ８０８ ８ ０ ９９７ ７

麦壳 ＶＧ⁃Ｂ（ｍ， ｎ） ０ ６９９ ４ ３ ３３８ ９ ０ ９９５ ８

ＶＧ⁃Ｂ（１－２ ／ ｎ， ｎ） ０ ０３０ ４ ２ ８９１ ５ ０ ９９６ ４

ＢＣ⁃Ｍ ／ ＢＣ⁃Ｂ １ １２９ １ ２９ ５８８ ３ ０ ９９４ ３

ＶＧ⁃Ｍ（ｍ， ｎ） ０ ０３５ ０ ２ ４４８ １ ０ ９９７ ０

ＶＧ⁃Ｍ（１－１ ／ ｎ， ｎ） ０ ０１６ ５ ２ ５１２ ６ ０ ９９６ ９

油渣 ＶＧ⁃Ｂ（ｍ， ｎ） ０ ２７９ ６ ２ ７９８ ５ ０ ９９６ ６

ＶＧ⁃Ｂ（１－２ ／ ｎ， ｎ） ０ ０２４ ７ ４ ０９６ ３ ０ ９９５ ０

ＢＣ⁃Ｍ ／ ＢＣ⁃Ｂ １ ２５８ ８ ４１ １６３ １ ０ ９９５ ６

２ ２　 土壤添加物对收缩性能的影响

２ ２ １　 线缩率与吸力、 含水率的关系

在离心过程中， 随着离心机转速和离心力的增加， 土壤含水率和体积逐渐减小， 各处理土壤容重均明显

增加， 当离心结束时， 麦秆、 麦壳、 油渣和纯土处理土壤干容重分别增至约 １ ８１ ｇ ／ ｃｍ３、 １ ７５ ｇ ／ ｃｍ３、 １ ８０
ｇ ／ ｃｍ３和 １ ８３ ｇ ／ ｃｍ３， 即发生收缩现象， 且以轴向收缩为主， 各处理线缩率均随吸力增加呈现增大趋势， 但

增加幅度逐渐减小（图 ２）。 在吸力 ｓ ＝ １０～７ ０００ ｃｍ 阶段， 含有添加物处理的土体收缩量大小表现为麦秆＞油
渣＞麦壳， 直至离心结束时， 麦秆、 油渣和麦壳处理的土体轴向收缩应变 δｓ 分别为 ２２ １６％、 ２０ ８３％和



４４　　　 水 科 学 进 展 第 ２７ 卷　

２０ １５％， 且均小于纯土处理（２２ ５０％）。 由此可知， 在土壤中添加定量的麦秆、 麦壳和油渣在一定程度上可

以有效降低土壤收缩程度， 这对于保护作物根系和维持地基稳定等具有重要意义。
从图 ２ 可以看出， 各处理土壤线缩率与吸力均呈现较好的对数关系（δｓｌ ＝ ａｌｎ（ ｓ） ＋ｂ）（Ｒ２＞０ ９）， 由 δｓｌ—ｓ

曲线可知， 参数 ａ 项系数大小表现为纯土＞麦秆＞油渣＞麦壳， 即土壤几何收缩量随吸力变化而变化的程度逐

渐减弱， 这与上述各处理土体收缩量大小一致； 参数 ｂ 项均小于 ０， 表明各处理土壤在接近饱和， 即 ｓ 趋于

０ 时发生膨胀现象， 这与土壤干缩湿胀特性相吻合。
从图 ３ 可以看出， 与纯土相比， 含有添加物处理的土体线缩率从 １１％急升至 １６％以上， 即当 ｓ ＝ １ ０００ ～

３ ０００ ｃｍ时， 小麦秸秆、 麦壳和植物油渣均能导致土体发生大幅收缩； 虽然不同处理的土体线缩率表现为麦

秆＞油渣＞麦壳， 然而图 ３ 显示， 当土壤含水率相同时， 土体线缩率表现为油渣＞麦秆＞麦壳， 可能因为不同

添加物在相同含水率条件下对土壤孔隙大小和分布的影响程度不同。 当吸力 ｓ 从 １０ ｃｍ 增至 ７ ０００ ｃｍ 时， 土

样持续脱水， 但失水量逐渐减少， 土壤线缩率随含水率减小呈现逐渐增加趋势， 在接近饱和含水率和土壤较

干燥时， 其增加速率较小， 在二者之间时则较大， 即符合 “在两端逐渐平缓、 在中间近似呈直线” 的收缩

特点， 故采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模型［２４⁃２５］对 δｓｌ—θ 曲线进行拟合， 参数拟合值见表 ２， 基于误差平方和（ＥＳＳ）、 决定系

数（Ｒ２）和标准差（ＥＲＭＳ）等指标可知，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模型可以较好地反映含有添加物（小麦秸秆、 麦壳和植物油渣）
土壤的收缩特征， 并可以较好地描述线缩率和含水率二者间的非线性关系。

图 ２　 线缩率与吸力的关系

Ｆｉｇ 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ｉｎｅａｒ
ｓｈｒｉｎｋａｇｅ ｒａｔｉｏ ａｎｄ ｓｕｃｔｉｏｎ

　 　
图 ３　 线缩率与含水率的关系

Ｆｉｇ 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ｉｎｅａｒ ｓｈｒｉｎｋａｇｅ
ｒａｔｉｏ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表 ２　 不同土壤添加物条件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模型参数拟合

Ｔａｂｌｅ ２ Ｆｉｔｔｅｄ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ｉｎ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ｉｌ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ｓ

土壤添加物 ａ ｂ ｃ ｍ ＥＳＳ Ｒ２ ＥＲＭＳ

麦秆 ３６ ２９ ２０ ４０ －０ ０５５ ４ ０ ２７３ ７ ６ ９９３ ０ ９８２ １ １ ０８０ ０

麦壳 ２９ ５４ ２３ ２１ ０ ０ ２７３ ２ ５ ４１１ ０ ９８５ ５ ０ ８７９ ２

油渣 ２６ ４９ ２９ ０１ ０ ０ ３１５ ５ ９ ６６７ ０ ９７６ ６ １ １７５ ０

纯土 ２８ ９３ １９ ２３ ０ ０ ３０１ ７ ３ ６４４ ０ ９８９ ８ ０ ７７９ ３
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模型表达式为 δｓｌ ＝ａ ／ ［１＋ｅｘｐ（ｂ（θ－ｍ））］＋ｃ。

２ ２ ２　 比容积与含水率的关系

土壤比容积可通过容重加以确定， 比容积 ｖ 与质量含水率 ｗ 关系曲线即为土壤收缩特征曲线［２６］， 不同

添加物处理土壤收缩特征曲线如图 ４ 所示。 从图 ４ 可以看出， 含有添加物处理的土壤收缩曲线形态类似， 较

纯土处理均具有更明显的分段特征， 呈现 “Ｓ” 型， 故采用三直线模型［２７］进行分段拟合（Ｒ２＞０ ９）。
通过对比 ３ 种添加物处理土壤收缩特征曲线可以发现： ① 各曲线均可大致划分为滞留段、 正常段和结

构段， 且对于添加麦秆、 麦壳和油渣的土壤， 此 ３ 个收缩段的吸力范围较为一致， 即依次为 １ ０００ ～
７ ０００ ｃｍ、 １００～１ ０００ ｃｍ 和 １０～１００ ｃｍ； ② 比容积均呈现出随土壤质量含水率增加而增加的趋势， 但在各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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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增加速率存在一定差异； ③ 各处理土壤的 ３ 个收缩段均表现为滞留段斜率大于 １， 而正常段和结构段斜

率小于 １， 说明添加麦秆、 麦壳和油渣的土壤在较低吸力阶段（ ｓ ＝ １０～１ ０００ ｃｍ）含水率的变化速率大于容积

的变化速率， 在较高吸力阶段（ ｓ＝ １ ０００～７ ０００ ｃｍ）含水率的变化速率小于容积的变化速率， 表明在离心过程

中， 土壤收缩特征由主要受水分散失影响向主要受离心力影响过渡。
根据三直线模型在各收缩段拐点处的物理意义可知， ３ 种含有土壤添加物处理的土壤进气点的含水率、

极限膨胀点的含水率和饱和含水率分别约为 ０ １９３ ｇ ／ ｇ、 ０ ２９１ ｇ ／ ｇ、 ０ ３７６ ｇ ／ ｇ （小麦秸秆）， ０ １８７ ｇ ／ ｇ、
０ ２７３ ｇ ／ ｇ、 ０ ３５６ ｇ ／ ｇ（小麦麦壳）和 ０ ２０２ ｇ ／ ｇ、 ０ ２９１ ｇ ／ ｇ、 ０ ３７２ ｇ ／ ｇ（植物油渣）。

图 ４　 不同添加物条件土壤比容积与含水率的关系

Ｆｉｇ 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ｖｏｌｕｍｅ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ｉｌ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ｓ

２ ３　 土壤添加物对土体裂缝的影响

土壤失水伴随收缩现象， 而不均匀收缩变形则易导致裂缝出现， 裂缝发育常常体现出纵横交错的特点，
且在土壤脱水过程中， 裂缝数量逐渐增多、 宽度和长度逐渐增大， 呈现网络状［２７］（图 ５）。 由图 ５ 中饱和度

分量图可以看出， 各处理所显示出来的一级裂缝的位置和走向存在一定差异， 体现了其随机性； 随着裂缝发

展， 在一级裂缝之上形成长度和宽度次于一级裂缝的若干条裂缝， 并最终与各自相邻的裂缝相交从而停止

发育。
在描述土壤裂隙特征时， 可采用裂缝长度、 裂缝面积密度和裂缝长度密度等指标［２８］。 经二值化图像处

理后的土壤裂缝图显示， 含有添加物处理的土壤裂缝数量和长度均比纯土小， 各处理土壤裂缝参数值列于

表 ３。
经视觉分析以及定量对比可知， 小麦秸秆、 麦壳和植物油渣 ３ 种添加物在一定程度上均有助于减轻土壤

开裂程度， 麦壳可减少短裂缝， 而麦秆和油渣可减少长裂缝； 各处理土壤开裂程度表现为纯土＞麦壳＞麦秆＞
油渣， 与前述持水能力的分析结果一致， 即土壤裂缝越少， 越有利于土壤保水、 有利于植物根系生长发育且

不易于造成水分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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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不同添加物处理土壤裂缝示意

Ｆｉｇ ５ Ｓｏｉｌ ｃｒａｃｋ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ｏｉｌ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表 ３　 不同土壤添加物条件土壤裂缝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ｒａｃｋ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ｉｌ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ｓ

处理
裂缝总

面积 ／ ｍｍ２
环刀截

面积 ／ ｍｍ２
裂缝总

长度 ／ ｍｍ
裂缝面积
密度 ／ ％

裂缝长度密度 ／
（ｍｍ·ｍｍ－２）

麦秆 ７４ ６７ １ ９６３ ５０ １８４ ３ ８０ ０ ０９３ ９

麦壳 １４２ ２１ １ ９６３ ５０ ２８８ ７ ２４ ０ １４６ ９

油渣 ６７ ８６ １ ９６３ ５０ １６３ ３ ４６ ０ ０８２ ８

纯土 ２２０ ００ １ ９６３ ５０ ３２９ １１ ２０ ０ １６７ ７

３　 结　 　 论

（１） 含有添加物处理土壤的土⁃水曲线形态与纯土处理基本无差异， 在 ７ ０００ ｃｍ 吸力范围内， 土壤含水

率均表现为随吸力增大而减小， 减小速率呈现 “慢―快―慢” 的变化特点； ＶＧ 和 ＢＣ 模型均能较好地拟合

含有添加物条件的土壤水分特征曲线， ＶＧ 模型效果更优。
（２） 与纯土相比， 小麦秸秆、 麦壳和植物油渣均有利于土壤保水， 可提高土壤含水率 ０ ０８％ ～１３ ６０％，

其中以植物油渣效果最为显著， 不同处理土壤持水性能表现为油渣＞麦秆＞麦壳＞纯土。
（３） 各处理土体线缩率随吸力增加而增大， 且二者呈现对数关系； ３ 种土壤添加物均可减轻土壤收缩程

度， 各自几何收缩量大小表现为麦壳＜油渣＜麦秆＜纯土； 各处理土体线缩率随含水率增加而减小，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模型可以较好地定量描述此二者间的非线性关系。

（４） 土壤发生失水时， 掺混小麦秸秆、 麦壳和植物油渣处理的土体以轴向收缩为主， 且三直线模型适用

于拟合含有土壤添加物的土壤收缩曲线， 当离心结束时， 土壤容重与初始相比增加了 ０ ３５～０ ４３ ｇ ／ ｃｍ３。
（５） 与纯土相比， 小麦秸秆、 麦壳和植物油渣均有利于减轻土壤开裂程度， 基于裂缝总长度、 面积密度

和长度密度等评价指标， 不同处理土壤开裂程度表现为油渣＜麦秆＜麦壳＜纯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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