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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首先介绍了土壤斥水性的概念，阐述了土壤斥水性作为不利因素对土壤学和农业科学的影响。对土壤斥水性的

形成机理、影响因素、测试方法等作了全面评述，重点讨论了该领域的研究热点。最后，提出了斥水性土壤研究中亟待解决

的若干关键科学问题，主要包括：现有斥水度评价体系的完善；力学耦合作用下的土壤斥水度变化规律；改性方式对土壤斥

水性的影响程度；基于土木水利工程背景下斥水性土壤的水分运移规律及力学行为特征；寻找出同时满足工程防渗、强度

和变形的斥水性土壤的制作工艺和工程实施方案。上述科学问题的开展，将对土壤与水的相互作用有更深刻的认识，为斥

水性土壤应用于土木水利工程领域提供研究基础，也将进一步推动土壤学、农业学和土木水利工程学的交叉互动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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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review, we outlined the concept of soil  water repellency (SWR), introduced the effects of SWR as a liability on

pedology  and  agriculture.  On  these  bases,  a  review  on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influences,  detection  methods  of  SWR  were

described,  and  the  research  focuses  were  discussed  emphasically.  Finally,  many  key  scientific  problems  of  analyzing  SWR  were

proposed,  which  includes  major  ones  as  follow:  improved  the  existing  evaluation  system  of  hydrophobized  degree;  obtained  the

change rules  of  hydrophobized degree of  soil  considering the  mechanical  coupling action,  the  effects  of  modification methods on

SWR, and the water movement patterns and mechanical behavior characteristics of hydrophobized soils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civil and hydraulic engineering; found the preparing methods and engineering implementation of hydrophobized soils which could

meet the orders of impermeability, strength and deformation meanwhile. All the above investigations will provide the research bases

for  the  hydrophobized  soils  widely  appling  in  the  civil  and  hydraulic  engineering,  and  also  promote  crossing-interaction  and

development between pedology, agriculture and civil & hydraulic engineering fur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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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非饱和土由土颗粒、孔隙水和孔隙气组成。

由于固−液−气三相同时存在，三相之间的表面张力

对水气交界面的几何形状和力学性质有重要影响，

常用接触角来衡量[1]。接触角指在气、液、固三相

交点处所作的气−液界面的切线，该切线在液体一

方的与固−液交界线之间的夹角，是材料润湿程度

的量化指标。随着接触角的增大，土壤由亲水性逐

渐表现出亚斥水性甚至强烈斥水性。土壤斥水性

（soil water repellency，SWR）是指水分难以湿润土

壤颗粒表面的物理现象，它是土壤较为少见但十分

重要的物理性质。土壤斥水性对地表水的运移、

植被生长等影响较大[2]。对土壤斥水性的研究始

于 19 世纪草原中出现的“蘑菇圈”和“干燥斑”现

象：在这些区域表面，水分难以渗入土壤导致上覆

植被无法正常生长。土壤斥水性往往不利于农业

生产的可持续性发展，主要表现在：地表径流显著

增大，导致土壤易被进一步侵蚀[3]；土壤内部含水

率分布差异很大，直接影响农作物的正常生长 [4]；

水分侧向运移及不规则分布极大影响着土壤水分

运移过程，会导致“作物水分胁迫”[5] 和“作物营养

胁迫”[6] 等不利于农作物生长问题频发。目前，斥

水性土壤的研究成果方面主要集中在土壤科学、

农业科学等领域，研究对象为天然斥水性土壤，重

点在于如何抑制土壤斥水性，提高土壤亲水性。由

于学科的特殊性，在土木水利工程领域几乎不涉及

到斥水性土壤力学行为和变形特性研究，尤其是对

重塑斥水性土壤的研究鲜见报道。在土木水利工

程领域，土壤的力学行为和变形特性是影响工程质

量的关键因素，而这些因素都与土壤的渗透性能密

切相关。土壤中的绝大多数矿物与水具有较强的

亲和力，因此自然界中的土大都表现为亲水性，但

其对工程影响并未引起足够重视，并不考虑颗粒接

触角的影响。而土的亲水性是导致许多工程问题

出现的关键诱因，如土木工程中的渗透破坏[7]、地

表变形[8]、边坡失稳[9] 等灾害问题；水工结构工程

中的水量损失问题[10]；滨海地区开采地下水导致海

水入侵问题[11]；以及地表及地下水体污染[12] 问题

等。这些都是由于土壤具有较好的亲水性，在水头

差作用下水能够在土中孔隙中产生渗流，影响土壤

的力学行为和变形特性，进而导致上述工程问题的

出现。随着我国“一带一路”战略性目标的逐步实

施，诸多关联地区将不可避免地遇到与水有关的工

程安全问题，如土坡滑坍、渗透破坏、地表沉降、

污水污染等，这些都涉及到土的渗流特性及水土相

互作用而引起土性的变化。上述问题如果能得到

有效解决，无疑对解决由水土作用产生的不良工程

问题提供新的思路，为斥水性土壤应用于土木水利

工程领域提供科学参考，具有重要的经济效益、社

会价值和工程意义。

1     国内外研究现状

1.1   土壤斥水性成因及测定方法研究

研究表明，土壤斥水性可以在不同质地和成

份[13]、不同土壤利用方式和复杂气候环境下广泛

存在[14]，而且斥水性会随季节性和土壤其他物理性

质的变化而变化[15]。Wallach[16] 和 Arye 等[17] 研究

发现，长期使用污水灌溉的土壤表层具有严重斥水

性。Newton 等 [18] 研究发现 CO2 浓度的增加使某

些土壤斥水性减弱，原因在于碳酸作用下土颗粒表

面性质产生了明显变化。DeBano[19]、刘发林 [20]、

韩钊龙[21] 等分别研究了森林火灾对土壤物理性质

的影响，发现高温会引起土壤表层密实，甚至发生

了不可逆转的化学反应，加上土壤表面孔隙被燃烧

后的灰烬充填，导致土壤入渗率严重降低，并呈现

出强烈的斥水性。刘立超等[22] 认为斥水性土壤中

包含的化合物主要有两类：脂肪族烃类和具有两性

分子结构的极性物质，而这些物质与土壤颗粒的作

用机理并不明确，有待进一步核实。这表明土壤斥

水性的成因是复杂多样的，上述诱因与土颗粒相互

作用，使其表面由亲水性改变成为斥水性，进而宏

观上表现出斥水性。

测定土壤斥水度的方法包括直接法和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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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直接法就是通过测定水溶液被土壤完全吸附

的平均时间来判断土壤的斥水度，主要包括滴水渗

透时间法和酒精溶液入渗法。Dekker 等[23] 提出了

相应的斥水等级，其中极端斥水土壤的平均时间大

于 1 h。吴延磊 [24] 比较了滴水穿透时间法与酒精

溶液入渗法，认为在一定斥水度范围内两者有一定

的相关性。间接法是采用指定的量化指标来表征

土壤的斥水度。目前被广泛接受的是采用固－液

接触角来判断土壤的斥水度。测量土颗粒接触角

的方法主要有 3 种[25]：固着滴液法、毛细管上升法

和 Wilhelmy 平板法。Bachmann[26] 采用固着滴液

法直接测定了土壤颗粒的接触角，但粒径局限于

63−200 μm 的均匀颗粒，稍大粒径的颗粒测定误差

较大。Carrillo 等 [27] 从固－液界面张力关系式出

发，利用杨氏方程推导得出了接触角大于 90°时的

计算公式，并测定了斥水性土壤的初始接触角。

Gilboa 等[28] 根据作用在 Wihelmy 平板上的力平衡

关系间接测定了土颗粒的表观接触角。杨松等[29]

测定了斥水砂土的接触角，发现与连续固体表面不

同，砂土颗粒的接触角降低至 36°时，也会出现明

显的斥水现象，但随着砂土中饱和度的增大，斥水

现象会消失。上述研究主要集中在土颗粒与纯水

之间的相互作用及接触角的测定，而实际工程中遇

到的水大都不是纯水，往往含有各种溶解物质，如

海水、工业污水、高矿化度水、腐蚀性水、生活污

水等，这些物质极有可能会对土颗粒表面性质产生

影响，进而影响土壤的斥水性。因此有必要对现有

土壤斥水度评价方法进行补充，完善现有土壤斥水

度评价体系。

1.2   影响土壤斥水性因素研究

影响土壤斥水性的主要因素包括土粒化学成

分、土粒粒径、上覆植被类型、土壤含水率、污水

组分、土壤有机质成分及含量、烘干温度大小和持

续时间等。含水率的变化对土壤斥水性的影响较

为明显 [30]，通常认为干燥的土壤更容易产生斥水

性，尤其持续干旱是诱发严重斥水性的重要原因，

对于一些极端斥水的土壤而言，长期雨水浸泡仍无

法湿润土壤[31]。Dekker 研究发现土壤斥水持续时

间与含水率成反比关系[32]，认为在达到临界含水率

之前土壤仍具有斥水性，只有大于临界含水率时土

壤才是可湿润的[33]。Wallach[16] 和 Micheal[34] 研究

均发现污水灌溉后的土壤中会形成某类物质，导致

土壤斥水化。Taumer[35] 建立了土壤斥水程度与有

机质含量的关系模型，但 Hurraß[36] 未能找到上述

关系，这表明有机质含量对土壤斥水性的影响程度

还不明确，但可以确定的是对斥水性起决定性作用

的是有机分子的组成形式。温度对土壤斥水性影

响较大[37]，对烘干土样测定其斥水性时，可能会对

土壤原有斥水性产生影响[38]。上述研究主要集中

在自然因素对土壤斥水性的影响，并未考虑土壤内

部受力变形过程对斥水性的影响。

1.3   改性方式对土壤斥水性影响研究

常见的改性方式主要有物理改性、化学改性

和生物改性。物理改性的机理在于提高材料表面

的粗糙度并降低其表面能，这样可以显著增强材料

表面的斥水性。有些天然材料如荷叶、水禽羽毛

等都具有强烈的斥水性，这是由于其表面能分泌斥

水的油脂，而且表面非常粗糙导致的[39-40]。受荷叶

表面结构的启发，研究人员采用物理改性的方法来

制备具有超斥水性能的材料，主要从两方面考虑：

一是在低能表面上修饰纳米级尺寸的粗糙结构，二

是降低粗糙表面的表面能[41]。第一种方法较为简

单，但即使是最光滑的表面，修饰后其接触角不超

过 120°，较难满足工程需要；第二种方法可以达到

更高的斥水度，但其技术复杂，操作要求高。无论

哪种方法，研究对象均为微米甚至更低级别的材

料，对于土颗粒这种毫米级的，而且形状复杂、大

小不一的材料，采用物理改性的方法难度很大，不

具备可操作性，另外采用物理改性获得的表面微结

构容易受外力机械作用而被破坏，导致斥水度减弱

或丧失。在土壤学中，化学改性的方法应用十分广

泛，主要原理就是采用表面活性剂对土颗粒表面进

行处理，进而影响到溶剂的表面张力（气−液）和界

面张力（液−液），达到改变土颗粒与溶剂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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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的。表面活性剂分子的典型结构为两亲性分

子：同时具有亲水的极性基团和斥水的非极性基

团。杨松等[42] 采用了二氯二甲基硅烷对砂土进行

了斥水化处理，但此法对细粒土是否有效并不明

确。顾春元等[43] 采用 6 种表面活性剂对纳米 SiO2

进行了表面修饰，发现适当的表面活性剂可使纳

米 SiO2 保留强大的吸附性和强斥水性，对黏土的

膨胀性有较好的抑制效果。刘清秉等[44] 利用离子

土壤固化剂对膨胀土进行化学改性，发现改性后膨

胀土由强亲水性变成斥水性，且能达到较好的水稳

性。生物改性法主要是利用微生物分泌物具有斥

水性的特点，在土壤中加入一定量的微生物进行培

养达到土壤改性的目的。由于该法具有可持续利

用、无污染、生态环保等优势，是当今国际研究的

热点[45]。在农业上，微生物对土壤性质的影响早已

引起重视，但微生物对土木水利工程影响的研究报

道并不多见。周芳琴等[46] 对黑曲霉菌与坝基岩土

壤间的物理化学和生物化学作用进行了研究。胡

春香等[47] 通过生物学与土壤学等多学科实验方法

的综合利用，发现部分藻类的分泌物可将松散的沙

粒黏结在一起，进而达到固沙效果。周东等[48] 发

现某些微生物能够削减结合水膜厚度，从而提高膨

胀土体抗剪强度。总体上看，国内对生物改性的研

究相对较少，缺乏系统的论证和研究。由于土壤斥

水性是通过改变土颗粒表面性质而形成的，不同粒

径的土颗粒，其比表面积不尽相同，采用何种改性

方式可有效提高土壤斥水性，目前并无明确结论。

此外，土壤斥水性还会受改性剂、改性方法、水溶

液性质等因素的共同影响，如何尽可能提高不同粒

径土壤的斥水性非常重要。改性后土壤的斥水度

随时间、外部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其变化规律如

何？消散程度如何评价？上述问题的解决有助于

推动斥水性土壤的发展，可为斥水性土壤的工程应

用提供研究基础。

1.4   斥水性土壤水分运移特征研究

斥水性土壤的水力性质与溶质运移特征与亲

水性土壤相比有很大不同。亲水性土壤中的土颗

粒与水具有较好的吸附性，水分能够自由进出土颗

粒间的孔隙，甚至能克服重力等作用上升至一定高

度 。 对 于 斥 水 性 土 壤 而 言 ， 由 于 其 接 触 角 大 于

90°，当水头小于或等于零时，水分不能自由进入土

壤孔隙内部，因此必须施加一个正水头以克服土颗

粒对水的排斥能力，水分才能进入土壤。穿透水头

随接触角的增大而增大，随孔隙半径的减小而减

小[4]。DeBano[49] 进行了斥水性和亲水性土壤的入

渗试验，发现斥水性土壤的入渗速率比亲水性土壤

的要小得多。当土壤与水长期接触后，其斥水度会

逐渐减弱，甚至出现亲水性。Wang 等[50] 发现，初

始干燥的斥水性砂土水分难以入渗其中，入渗起始

时间很长，而且入渗水流会绕过土壤表层较大部分

以指状路径推进，入渗率很低。Rodruguez 等[51] 比

较了不同植被覆盖条件下土壤的斥水度，发现大部

分草地未表现出斥水性，而森林的表层土壤斥水性

极强，其认为是与土壤中高含碳量及丰富有机质有

关。刘春成等[52] 针对不同积水高度和斥水度下的

土壤开展了土柱试验，建议采用 Kostiakov 模型来

描述斥水性土壤的入渗率变化特征。Bachmann 等[14]

针对不同斥水度的四种砂土进行了等温和非等温

条件下的土柱蒸发试验，对累积蒸发量进行对比分

析。研究表明，对于接触角小于 5°的土壤两者基

本一致，但随着接触角的逐渐增大，计算值逐渐偏

小，两者误差较大。Hallett 等 [53] 测定了不同粒径

土壤表面斥水指标的空间分布，认为毫米级对斥水

土水分运移影响较大。任鑫等[54] 对滴灌棉田进行

网格式垂向剖面采样，发现土壤斥水性与含水率呈

正态分布，这与陈俊英 [55] 的研究成果基本相同。

李林[56]、刘畅等[57] 均研究了斥水土壤入渗过程的

影响规律，评价了不同入渗模型的适用性。

1.5   斥水性土壤力学行为特性研究

在土壤学和农业学等领域，针对斥水性土壤的

力学行为研究成果并不多见，主要集中在对天然斥

水性土壤研究上，主要目的是通过各种技术手段来

改善土壤的斥水度，使其有利于农业生产，而对改

善后土壤的力学行为鲜有考虑。许朝阳等[58] 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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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细菌的代谢产物对粉土进行改性，并对改性土壤

进行渗透试验和无侧限抗压强度试验，发现改性后

的土壤渗透性明显降低，强度有小幅增长。当活化

反应环境适宜时，微生物活动将按指数级特征改

变土壤的渗透性、刚度、强度、模量等土壤力学性

质[59]。上述研究集中在微生物对土壤性质的改良

上，而在土木水利工程领域，大部分工程环境并不

利于微生物的成长，微生物对实际工程的影响可忽

略。化学改性的方法并不会对土颗粒内部结构和

化学成分造成影响，仅在颗粒表面进行处理使其接

触角显著变化，使土壤与水的接触程度发生改变，

因此该法可用于调节重塑土的渗透性能。虽然土

颗粒内部结构和化学成分并不改变，但是土壤在荷

载作用下主要产生剪切变形，微观上表现为土颗粒

之间的滑移和咬合错动，由于土颗粒表面性质发生

了改变，因此土颗粒之间的摩擦性能必然发生改

变，导致土壤内摩擦角发生改变；同样颗粒之间的

各种物理化学作用力（静电引力、胶结力等）必然

也发生改变，导致土壤黏聚力发生改变。双重条件

的改变必然对其抵抗剪切变形的能力造成影响，进

而影响到土壤的宏观力学性质。那么其强度性质

如何变化？由于土壤孔隙水无法轻易溢出，在荷载

作用下其应力应变关系有何变化规律？若能获得

改性后土壤力学行为与斥水度的关系，建立不同斥

水度土壤的力学与变形发展规律，寻找出同时满足

防渗、强度和变形的斥水性土壤的制备工艺和工

程实施方案，无疑对土木水利工程学科的发展具有

积极推动作用。

2     研究方向

综上所述，斥水性土壤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土壤

学和农业科学等领域，重点研究斥水性土壤的水力

特征、水分运移及其对土壤结构、农作物生长等方

面的影响，鲜有涉及到斥水性土壤的力学行为与变

形特性。在土木水利工程领域，土壤的亲水性是部

分工程问题频发的主要内因，同时土壤的亲水性会

引起其强度和变形性质的共同改变，但其重点是从

土的渗透性质出发，通过减小土的渗透系数、降低

水头差、采用防渗材料等技术手段来解决，而土颗

粒本身的亲水性并没有改变，渗流仍然持续发生在

土壤内部。一旦防渗措施不到位或外界因素发生

改变，渗透破坏现象仍会出现。如果能够通过技术

手段增大颗粒接触角，使其具有斥水性，那么水难

以渗入孔隙，渗流不会形成，相应的工程问题就不

易产生。在土木水利工程领域，除了土的渗流性质

外，其强度性质和变形性质亦是重点考虑问题。如

果能使土壤具有较好的斥水性，同时其强度性质和

变形性质能满足工程需要，那么传统的防渗加固技

术和工程措施可以部分被取代，进而节省工程造

价。另外，斥水性土壤可采用部分工程弃土重新利

用，使其成为再生土资源，亦可减小环境污染和堆

积占地等。有鉴于此，关于斥水性土壤的应用研究

中主要集中在以几个方面：

1）关于土壤斥水度测定试验方法和评价体

系。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土颗粒与纯水之间的相

互作用及接触角的测定，而实际工程中遇到的水大

都不是纯水，往往含有各种溶解物质，如海水、工

业污水、高矿化度水、腐蚀性水、生活污水等，这

些物质极有可能会对土颗粒表面性质产生影响，进

而影响土壤的斥水性。我们真正关心的是含有各

种溶解物质的水溶液与土壤的吸附程度，因此有必

要完善现有的土壤斥水性测定试验方法，总结相应

的入渗规律和斥水特征，提出相应的评价标准和

体系。

2）关于荷载作用下的土壤斥水度变化规律。

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自然因素对土壤斥水性的影

响上，并没有考虑土壤在荷载作用下斥水度的变化

规律。土壤在外荷载作用下不断产生变形，这些变

形在微观上表现为土颗粒之间的相互错动，反复错

动会对土颗粒表面形态及物理性质带来影响，进而

影响到土壤的斥水性，最终影响到土壤的渗流、强

度及变形等工程特性。因此开展荷载作用下土壤

斥水性的变化规律研究十分必要。

3）关于斥水性土壤的水分运移研究。目前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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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斥水性土壤水分运移特征的研究中，不论是入渗

还是蒸发，大都是在低水头甚至零水头条件下开展

的，而在土木水利工程领域，很多情况下都会遇到

有水头作用、水头随时间和位置不断变化、有压水

平入渗等情况，如土石坝心墙防渗体上的水头、渠

坡坡面上的水头、基坑底面上的水头等，而且水头

存在反复升降变化的情况，此时斥水性土壤的防渗

效果及变化规律如何鲜见研究。因此开展有压时

斥水性土壤水分运移特征及斥水性变化规律的研

究十分必要。

4）关于斥水性土壤的力学行为研究。现有斥

水性土壤研究中，并未全面考虑其的力学特性及变

形规律。在土木水利工程领域，土壤的力学行为是

工程成败的关键因素。若将斥水性土壤应用于工

程中，其力学行为必定要重点关注，开展此方面的

研究十分必要。

3     结束语

不同学科对土壤斥水性研究重点不尽相同。

在土木水利工程领域，利用土壤斥水性进行工程防

渗是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基于此，开展斥水性土壤

的渗流、强度和变形特性研究，获得斥水性土壤水

分运移特征及力学行为与斥水度的关系，完善现有

斥水性土壤的斥水度试验方法和评价体系，获得斥

水性土壤的水分运移规律和力学行为特征，进行斥

水性土壤的工程应用，将对土壤与水的相互作用有

更深刻的认识，为斥水性土壤应用于土木水利工程

领域提供研究基础，也将进一步推动土木水利工程

学科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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