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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作为建筑材料和地基的土体处于常温、常压、常态的大气环境下, 大气氧化过程是缓慢的、

不易察觉的, 但对土质长期劣化效果不容忽视. 本文以此命题为出发点, 以大气氧化过程中微观孔
隙变化特征为突破口, 联合扫描电镜测试、压汞法及氮吸附法研究大气环境作用对湛江黏土的微观
结构改造作用及其对土性影响机理. 研究表明, 大气氧化后土色由青灰色、绿灰色变为淡黄棕、黄
棕色, 颗粒团聚程度增强, 塑性降低, 膨胀性与收缩性减弱, 灵敏性与结构屈服强度明显降低. 大气
环境作用对 d<0. 1 m 孔隙组产生“缩合”效果, 对 d>1 m 孔隙组产生“胀散”效果, 表现为氧化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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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孔隙体积减小, 但 d>1 m 的孔隙体积明显增大, 局部出现断裂孔隙, “墨水瓶”型孔隙减少, 开放
性孔隙向封闭性孔隙转化. 湛江黏土在大气影响下土性发生异变并不是土的矿物本性变化所引起,
而是水-土-电解质-大气间的化学反应与运动导致颗粒联结形式更改进而重塑微观结构所导致, 土的
超微观结构形态变化是发生这一现象的根本因素. 鉴于大气氧化过程导致的结构强度的减损效果对
土体稳定性的影响是长期的且潜在危害较大, 应加强监测环境物化因素变化对岩土工程的影响.

随着我国城市化、工业化发展进程加快, 我们赖
以生存的岩土圈环境日益恶化, 环境岩土工程问题已
成为我国岩土工程和环境工程工作者的研究热点.环
境岩土工程的出发点是要改变岩土工程领域中单纯用
力学观点解决各种岩土工程问题的传统方法, 强调要
考虑化学的、生物的、环境因素等非力学因素对岩土
工程的影响. 传统的岩土力学较多关注机械力学对岩
土物性和力学性状的影响, 力学状态的改变是控制影
响土性的主要因素, 但只是短期影响; 而忽略了环境
因素的长期影响作用, 由于其作用主要在岩土物性上,
它对岩土的力学性质起着决定性和控制性作用.
引用格式:

自 2011 年 10 月以来, 我国京津冀、河南、山东、
山西、江苏等地区陆续出现大范围雾霾天气, 空气质
量明显下降, 截止至 2013 年 3 月, 雾霾面积已达 130
万平方公里[1]. 人们在关注这种富含二氧化硫、氮氧
化物和 PM2.5 的雾霾对环境和人类健康的不利影响
的同时也为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环境岩土工程的科
学问题, 大气气体与岩土体介质会发生何种交互作
用? 它对岩土体的基本性质有何影响? 其影响程度
如何? 又会产生什么的工程灾害?
事实上, 作为建筑材料和地基的土和岩体直接
处于大气中, 大气与岩土体之间的水分和能量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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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过程中, 会使其化学组分、矿物成分发生变异, 天
然结构形态为适应环境变化发生重组, 甚至破坏, 导
致岩土体的工程特性逐渐发生劣变, 强度不断衰减,
从而引发灾难性的工程问题, 造成生命财产的损失
和环境的恶化[2]. 1995 年, Cotecchia 与 Chandler 报道
了位于意大利 Pappadai 地区的更新世黏土, 上部淡
黄色黏土的孔隙比与液性指数普遍小于下部的灰色
黏土, 这是由于第四系时代谷底水位升降变化导致
上部灰色黏土被大气氧化、干缩而产生的土性异变现
象[3]. 以往研究表明, 黏性土的裂隙性[4]、灵敏度[5,6]、
力学特性 [7]、剪切刚度 [7]、剪切强度 [8]等诸多方面对
气候变化极其敏感, 其中, 大气作为一个隐形诱因是
引发多种工程灾害的重要因素. 在调研中我们发现,
位于广东省湛江市某建筑工地采用分段开挖方式.
下部湛江组青灰色黏土为硬塑状态, 用手揉搓感觉
土质细腻; 而上部黏土外表面已被氧化为黄褐色, 土
质不均匀, 劣化为可塑状态, 土体黏聚力下降, 用手
揉搓感觉土质粗糙, 大气蒸发导致土体收缩开裂, 伴
随雨水入渗, 垂直于沉积方向已经出现肉眼可见的
裂缝, 甚至有半风干的片状土块掉落地上, 片状土块
外表面普遍有黄棕色斑纹与锈斑. 我们将这种土暴
露于大气中氧化 180 d 后, 惊奇地发现, 相对于天然
状态下, 该土的物理、力学性质指标发生显著的变化,
结构强度明显减小. 由此看来, 大气缓慢氧化过程对
岩土体潜在的危害性不容忽视.
极限环境对于土性的改造过程是显著且短暂的,
在短时间内往往会使土体强度发生质的变化 [9]. 而城
市建设中涉及的一般黏性土普遍处于常温、常压、常
态(成分和含量基本保持不变)的大气环境下, 大气引
起的氧化还原反应作用是长期的、缓慢的, 且持续存
在的, 同时又是不易察觉的, 对土性的影响是不可避
免的. 本文以此科学问题为出发点, 聚焦大气氧化致
诱黏性土土性异变现象, 以大气氧化过程中微观孔
隙变化特征为突破口, 研究大气环境对土的微观结
构缓慢改造作用及其对土性影响机理, 以期为岩土
环境稳定性评价与预测提供理论支持.

1
1.1

试样与试验方法
试验土样

试样取自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南柳河东南侧,
距入海口约 2 km 处. 利用液压回转式钻机和敞口薄
190

壁取土器, 采用快速静压、低速拔起的方法取样. 试
验土样为 14.0~16.0 m 的第四系下更新统湛江组海陆
交互相沉积( Q1zmc )黏性土, 简称湛江黏土.

1.2

试样制备方法

试验的目的是比较新鲜的原状土与大气氧化土
的基本性质的异同. 为了避免原状土干燥样制备过
程中受大气氧化影响, 我们发明用低温冷冻真空升
华干燥法制样. 首先, 将土样从薄壁器中推出, 用刀
削去表层土, 切成高 1 cm 的扁平状长方体平铺于托
盘; 迅速装入真空压缩袋内, 封口后用抽气泵抽除袋
中空气, 放入低温冰箱中在40°C 下冷冻 48 h; 将土
样从真空压缩袋中取出, 装入 FD-1A-50 型冷冻干燥
机中在50°C 状态下连续抽真空 48 h 以上; 将干燥后
土样装入真空压缩袋中, 封口后用抽气泵抽除袋中
空气, 密封放入抽真空的干燥缸中保存备用.其原理
是土壤溶液在冰冻状态下, 抽真空减压让冻结的冰
直接升华为水蒸气, 使土样达到干燥. 该法全程基本
与空气隔绝, 避免大气环境对土性带来的影响, 可批
量制样, 较风干法制样时间明显缩短.
大气氧化土的制备方法是, 将原状土样放在多
孔的 PVC 管中, 存放在温度为 20°C±5°C、湿润的地
下室内与空气接触缓慢氧化, 定期用喷雾器向土样
表面喷洒蒸馏水尽可能的保持天然含水率, 防止土
因失水发生的干缩效应. 大气氧化 180 d 后取用刀片
刮去外表皮的锈纹锈斑, 取均质的黄棕色土作为大
气氧化土进行试验.

1.3

试验方法

用 Quanta 250 扫描电子显微镜进行微观结构拍
照; 用 Poremaster 33 高压孔隙结构仪进行压汞试验,
获得孔径分布曲线; 用 NOVA1000e 孔径分布测量仪
(见图 3)对氧化前后的干燥土样(过 200 目筛)在 77 K
的温度下进行氮气吸附试验. 试验原理是置于气体
体系的样品, 其物质表面在低温下将发生物理吸附.
在液氮温度下, 相对压力范围为 0.05~0.99 内进行氮
气吸附与退附, 各测量 22 个压力点. 以相对压力为
横坐标, 单位样品质量的吸附量为纵坐标, 绘制氮气
吸附等温线和退附等温线. 比表面积的测定根据
BET 方程式[10](建立于 BET 多分子层吸附理论)求出
土样单分子层吸附量, 从而计算出试样的比表面积,
根 据 滞 后 环 的 形 状 确 定 孔 隙 形 态 . 分 别 利 用 BJ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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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rett-joyner-halenda)法 [11] 及 DA(dubinin-astakhov)
法 [12] 计算样品的中孔与微孔分布和中孔与微孔累积
容积.
扫描电镜与压汞试验试样采用液氮真空冷冻升
华干燥法制样. 首先, 用涂了凡士林的钢丝锯切出
10 mm15 mm10 mm 的毛坯, 用双面刀片沿土块四
周切 1 mm 左右, 得到扫描电镜试样; 用手小心从中
间掰出新鲜断面, 得到一块较平整的天然结构面, 用
刀片把其切成 5 mm10 mm5 mm 左右的压汞试验
土样. 将扫描电镜土样和压汞试验土样小心装入内
径为 18 mm、高为 180 mm 的有机玻璃试管内, 向试
管中加入异戊烷(加异戊烷的目的是使土样均匀受
冻), 然后把其放入液氮中迅速冷却至196°C(时间控
制在 15 min 左右), 使土样中的水变成非晶态的冰,
之后迅速将冷却后的土样放入 FD-1A-50 型冷冻干燥
机, 在50°C 状态下连续抽真空 24 h 以上, 使非晶

表 1(a)

原状土

含水率
w (%)
50.04

氧化土

48.00

态的冰升华排出, 从而达到土样既干燥又不变形保
持原始结构形态的目的. 干燥后的扫描电镜试样用
手将 8 mm13 mm8 mm 的毛坯从中间掰开, 用吸球
轻轻将浮土吹走获得用于电镜拍照的结构断面.

大气氧化对土性变异的影响

2

大气氧化对湛江黏土物理性质的影响

2.1

湛江黏土物理性质与力学指标以及物质成分构
成如表 1~4 所示, 该类土具有不良物理性质和良好力
学特性指标的异常组合, 是一种高灵敏性的强胶结
结构性黏性土.黏性土在大气氧化后最显著的表现是
颜色的变化, 氧化后土色由原状土的青灰色、绿灰色
变为淡黄棕、黄棕色.
从表 1(b)与图 1 所示的天然土与氧化土的颗粒分
析结果可知. 大气氧化后, 土颗粒以粒径 d=0.008 mm

密度

干密度

 (g/cm3)

d (g/cm3)

1.67
1.70

1.092

比重
Gs
2.682

孔隙比
e
1.428

液限
wL(%)
64.26

塑限
wp(%)
32.25

饱和度
(%)
96.69

1.148

2.722

1.370

51.70

30.95

95.33

液性指数
IL
0.56

塑性指数
Ip
32.01

0.82

20.75

活动度
Ad
0.82
0.68

湛江黏土与氧化土的物理性质平均值指标
渗透系数
K×108
(cm/s)

土样

自由膨胀 无荷膨胀率 50kPa 膨胀 线缩率
率 ef(%)
率 cp(%)
e(%)
s(%)

收缩
系数 csl

原状土

7.33

47

2.1

0.3

14.465

0.604

氧化土

11..06

35





13.51

0.543

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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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粒组成(%)
>0.05 0.005~0.05 0.002~0.005
(mm)
(mm)
(mm)
1.7
27.4
31.7
8.2

39.9

细黏粒含量
(粒径<
0.2 m) (%)

<0.002
(mm)
39.2

21.4

8.74

30.5

2.36

湛江黏土与氧化土的力学性质平均值指标

土样

结构屈
服应力
k(kPa)

原状土

500

0.27

175

7.0

cd
(kPa)
56.543

氧化土

400

0.36

183.95

4.78



表 3(a)

压缩系数
a12(MPa1)

无侧限
抗压强度
qu(kPa)

灵敏度
St

直接剪切强度(慢速)
cr
d
r
(kPa)
(°)
(°)
10.07
12.727
11.13




ccu
(kPa)
67.2

三轴固结不排水剪切强度
c′cu
cu
′cu
(kPa)
(°)
(°)
10.20
75.60
12.86











湛江黏土与氧化土的黏土物质化学成分

土样

相对含量(B)(%)
SiO2

TFe

Al2O3

TiO2

MnO

CaO

MgO

Na2O

K2O

P2O5

烧失量(%)

合计(%)

原状土

60.13

6.22

18.36

0.85

0.09

0.52

1.43

0.56

2.59

极微量

9.22

99.97

氧化土

60.5

7.64

17.98

1.25

0.12

0.36

1.63

0.60

2.23

极微量

8.69

9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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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b)湛江黏土与氧化土的物质化学成分

土样

pH

有机质
(%)

阳离子交换量
(CEC)(meq/100 g)

易溶盐
(%)

中溶盐
(%)

难溶盐
(%)

总表面积
(m2/g)

外表面积
(m2/g)

Eh
(mV)

原状土

6.5

0.52

20.44

0.48

0.07

0.07

138.0

41.359

92

氧化土

6.8

0.45

12.52

0.23

0.05

0.08

58.0

20.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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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矿物物相定量分析结果(全土)*
矿物相对含量(%)

土样

Qtz

Ill

原状土

41.91

18.06

氧化土

39.63

20.36

Mnt

Kln

Chl-Srp

Kfs

Mn-Cal

Py

Hem

8.17

15.3

5.10

4.04

0.77

3.62

3.02

10.32

18.36

1.04

3.91



2.02

4.36

*注: Qtz:石英、Ill:伊利石、Mnt:蒙脱石、Kln:高岭石、Chl-Srp:绿泥石-蛇纹石、Kfs:钾长石、Mn-Cal:锰方解石、Py:黄铁矿、Hem:
赤铁矿

由于颗粒发生凝聚, 胶结程度加强导致d、Gs 增
大, e 明显减小; wL、wp、Ip 等塑形指标明显降低. 氧
化后土的活动度 Ad 从 0.82 减小至 0.68, 表明氧化土
中黏土矿物吸附结合水的能力减弱. 大气氧化过程
对湛江黏土的膨胀性与收缩性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表现为氧化后土的ef、ws、s、csl 都所有降低.

2.2

图1

天然土与氧化土颗粒分布曲线

为界, d>0.008 mm 的粉粒与砂粒较天然土组分含量
变略有增大, d<0.008 mm 的小粉粒、黏粒与胶粒含量
明显减少, 说明大气氧化过程对土颗粒成分的影响
主要表现为胶粒与胶粒重新胶黏为黏粒, 或胶粒与
黏粒的重新聚集形成的大黏粒和小粉粒的过程. 同
时, 发现经 0.5 mol/L 的 NaOH 溶液分散后, 虽然氧
化土的黏粒与胶粒含量有所提高, 但在此基础上加
入超声波分散对其颗粒构成并未有太大影响, 表明
物理分散无法破坏颗粒间氧化过程中生成的水稳性
强的胶聚体, 大气氧化对土性的改变不是简单蒸发
干缩引起的. 即使经过化学分散与物理分散, 氧化土
的颗分曲线仍无法原状土颗份曲线重合, 即大气氧
化对于土体颗粒成分的影响是不可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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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氧化对湛江黏土的力学性质影响

从图 2 可见, 大气氧化后土的 qu 有所增大, 氧化
土重塑样的 qu 是新鲜土重塑样的 2.5 倍. 另一方面,
原状土的无侧限抗压强度曲线呈强烈的应变软化型,
而氧化土呈弱应变软化型, 破坏剪应力对应的应变
超过 5%, 氧化后土的灵敏度明显减小, 这说明大气
氧化土的力学强度有所增强的同时, 但因颗粒重排、

图2

无侧限抗压强度试验曲线

中国科学: 技术科学

结构变化导致土的结构特性明显减弱.
此现象在压缩曲线中也可观察到(见图 3), 在高
固结压力下土的压缩程度明显降低, 同时, 氧化土的
结构屈服压力从原状土的 500 kPa 降至 400 kPa, 减小
了 20%.

2.3

大气氧化对湛江黏土的物质成分的影响

从表 3 可见, 大气氧化后湛江黏土的物质成分构
成并无明显变化, 从 X 射线衍射矿物分析(表 4)可知,
大气氧化后土的矿物组分除了微量的锰方解石未检
测除外, 总体表现为石英相对含量减小, 而其他黏土
矿物相对含量升高, 含二价铁的黄铁矿含量减小, 而
含三价铁的赤铁矿含量升高. 同时土壤系统的氧化
还原电位明显升高, pH 值略有上升, 说明湛江黏土在
大气环境影响下发生了明显的氧化反应. 大气环境
变化激发的作用力远小于矿物颗粒内部结晶力, 虽
然不会使结晶晶格的原子活化和使它产生晶格破坏
和位移导致影响矿物本性的改变, 却引起了微观结
构的较大变化, 土颗粒单元的内外表面积皆明显减
小, 阳离子交换含量降低, 土的活性减弱, 进而影响
土的物理、力学性质指标发生异变.

3
3.1

大气环境下湛江黏土孔隙变异特征
大气环境下湛江黏土孔隙变异的定性分析
从图 4 可以看到湛江黏土的结构单元实际上是

以许多单片堆叠而成的片堆颗粒单元, 粒状碎屑矿
物和少量单片黏土矿物颗粒构成, 而扁平状的片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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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单片间又以边-面、边-边为主、少量面-面接触的
形式构成定向性无序的开放式絮凝结构, 这使得湛
江黏土在具有较大孔隙比的同时具有强灵敏性, 一
旦外力超过土粒间力, 土体会发生脆性破坏.
大气氧化后土的微观结构表现变为低塑性的凝
聚结构, 联结形式多为接触连结, 甚至出现点-面连
结, 构成十分松散的骨架, 使得氧化土的在外力作用
下会有压密过程, 但很少出现原状土那样的脆性破
坏, 同时强胶结的团聚体相当于增加了土中的粉粒
含量, 粒团抵抗外力作用增强, 相对于原状土, 氧化
土的孔隙比在较高固结压力下仍呈现较高值(见图 3).
由此看来, 大气氧化作用在诱发土颗粒产生絮凝效
果的同时伴随驱使大团粒的分散作用, 虽然氧化土
的结构单元体本身胶结程度高, 粒团活性弱, 牢固性
强, 不易被破坏, 但单元体与单元体间联结强度较低,
整体结构表现为结构特性、稳定性以及水稳性皆较差.
湛江黏土中的孔隙存在方式多为粒间孔隙以及
少量的孤立孔隙, 片堆组成的单元体内还可能有一
些半密闭孔隙, 孔隙连通性较差, 这也导致该土具有
低渗透特性. 孤立孔隙直径较大, 分布不连续, 多呈
圆形或椭圆形展布; 粒间孔隙多呈亚稳态的多边形.
大气氧化后一部分片堆单元体可能散开, 与单片单
元体发生偏转、移位、富集、凝聚导致粒间孔隙体积
减小, 大的孤立孔隙明显增多, 甚至出现长条形的联
通的断裂孔隙. 观察氧化导致形成的团聚体(图 4(f)),
团聚体内的孔隙体积相对较小, 一般为半封闭型
孔隙.

3.2

大气环境下湛江黏土大孔隙变异的定量分析
按照国际理论和应用化学联合会(IUPAC)提出

图3

湛江黏土的压缩曲线

的将固体的孔隙按照孔的平均孔径分类 [13,14], 平均
孔径 d>50 nm 为大孔, 2 nmd50 nm 为中孔, d<2 nm
为微孔. 我们采用压汞试验对湛江黏土中的大孔隙
特征及氮气吸附试验对中、微孔隙特征进行定量分析
研究.
原状土的进-退汞与压力关系曲线(图 5)中, 进汞
曲线两端平缓, 中间陡峭, 说明在进汞压力范围
100~10000 psi(1 psi=6.89 kPa)对应的孔隙组体积含量
较高. 而氧化土的进汞曲线呈三段式, 说明进汞压力
范围 200~900 psi 对应的孔隙组体积含量相对变低.在
一定压力范围内, 退汞曲线与进汞曲线的路径并不
一致, 对于某一给定的压力值, 退汞曲线对应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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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原状土与氧化土的扫描电子显微镜照片

(a)原状土(放大 800 倍); (b)氧化土(放大 800 倍); (c)原状土(放大 2000 倍); (d)氧化土(放大 2000 倍); (e)原状土(放大 5000 倍); (f)氧化土(放大
5000 倍)

积值比进汞曲线上的体积值大, 即存在滞留现象, 说
明一些汞永久性地残留在土孔隙中.
从进汞体积增量及其百分比随压力关系曲线(图
6)可见, 随着进汞压力增大, 进汞体积增量具有阶段
194

性变化. 以原状土为例, 开始阶段进汞体积速率缓慢,
达到某一门槛压力值时(图 6(a), 对应压力为 204.3 psi,
孔径 1.04 m), 开始迅速增大并达到峰值(对应压力
10560 psi, 孔径 0.02 m, 峰值大小为 0.4226 cm3/g),

中国科学: 技术科学

图5

进-出汞体积与压力关系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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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孔隙内部无法排除. 氧化土的进汞规律也与此基
本相同, 但相对于原状土, 氧化土的进汞体积增量曲
线的峰值对应压力偏小, 表明大气氧化后大孔径孔
隙含量升高. 同时, 在 1000~3000 psi 压力范围内曲
线突起, 表明该压力范围对应的孔隙体积相对含量
较高.
从表 5 与图 7(a)可以看到湛江黏土孔径分布在
1.0~0.1 m 的孔隙组占有绝对优势, 这一区间的孔隙
体积占总孔隙体积的 50%左右, d<0.1 m 的孔隙组体
积占总孔隙体积的 35%左右.比较图 7(a)与图 7(b)以
及表 5 发现, 大气氧化后土的孔隙总体积并未有明显
降低, 但孔隙体积与尺寸分布变化明显, 氧化后土的
孔隙分布曲线由原状土的单峰分布变为双峰或三峰
分布, 孔径 d<1 m 的孔隙体积明显减小, 而 d>10
m 与 1 m<d<10 m 的孔隙组的体积明显增大, 但
另一方面, d>1 m 的孔隙组在体积明显增加的同时,
其比表面积却明显降低(见图 7(c)), 反映出 d<1 m 的
微小孔隙对其表面积的重要贡献.

3.3

大气环境下湛江黏土中、微孔隙变异的定量
分析

通过氮气吸附法得到一系列相对压力 P/P0 (0.05~
0.30)和吸附气体量 V 的测量, 据文献[11]相应公式得
到原状土与氧化土的外表面积, 根据乙二醇乙醚吸
附法(即 EGME 法)得到总表面积[15]. 从表 3(b)所示结
果可知, 大气环境下导致土颗粒的内、外表面积减小
了 50%以上. 这是因为大气条件下土壤处于氧化环
境, 一方面, 土中具有大比表面积的有机质氧化分解
和铁胶体的开始老化减少导致土的表面能大幅度下
降, 结合水含量减小; 另一方面, 水溶 Fe2+迅速被氧

表5

原状土与氧化土孔隙体积分布

土样

图6

进汞体积增量及其百分比随压力关系.
(a)原状土; (b)氧化土
原状土

然后迅速变缓, 此后即使压力明显增加, 孔隙体积增
长也较缓慢. 产生上述现象的原因主要是湛江黏土
紊乱的絮凝结构存在一些“墨水瓶”型孔隙, 导致当
汞压入窄小孔隙时有“瓶颈”效应, 退汞时部分汞滞

孔隙体积/(cm3/g)
总孔隙
(孔隙组体积占总孔隙体积百分含量(%))
体积
1 m<d<
0.1 m<d<
(cm3/g) d>10 m
d<0.1 m
1 m
10 m
0.4386

氧化土 I 0.3944
氧化土 II 0.4122

0.0424

0.0244

0.2168

0.155

(9.67)

(5.56)

(49.43)

(35.34)

0.116

0.076

0.1112

0.0912

(29.41)

(19.27)

(28.2)

(23.12)

0.047

0.173

0.1108

0.0814

(11.4)

(41.97)

(26.88)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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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氧化前后孔隙累积表面积、孔隙累积体积与孔径
变化规律基本一致, 但相对原状土, 大气氧化土的孔
隙累积表面积与孔隙累积体积普遍减小了一半以上,
这部分减少的表面积与体积主要由结构骨架的收缩
以及颗粒的重排所产生.
从图 8(a)还可以看到, 氧化前后土样随着孔径的
增大孔隙累积体积曲线的斜率增大, 而当 d<20 nm,
随着孔径增大孔隙累积面积曲线呈一定斜率的线性
增大, 当 d>20 nm, 斜率才有所减小, 分析该规律与
压汞试验结果是相吻合的, 即孔隙体积越小对孔隙
表面积的贡献越大. 此外, 从图 8(b)所示的中孔与大
孔孔隙分布曲线上并没有发现如压汞试验得到的凸
峰曲线, 表现为孔径越小, 孔隙体积与孔隙表面积的
相对含量越大. 同一孔径对应的原状土的孔隙体积
以及孔隙表面积都大于氧化土的相应值.上述结果表
明, 大气环境对湛江黏土的中孔孔隙具有明显的改
造作用, 其结果是孔隙体积明显减小, 进而导致压缩
性减弱, 强度有所增强; 比表面积亦减小, 进而导致

图7

孔径分布、累积体积、累积表面积曲线(压汞试验)

(a)孔径分布曲线; (b)累积孔隙体积曲线; (c)累积表面积曲线

化成难溶的胶体状 Fe3+的无定形氧化物, 阳离子价态
升高, 结合水层变薄. 同时, 土中的黏土矿物如黄铁
矿中 Fe2+析出, 土壤溶液中的 Fe2+增加会导致双电层
变薄. 这些反应都会使土颗粒间静电斥力减弱, 引力
增强, 进而导致片状单片和联结力弱的片堆位置调
整、彼此靠近、聚集, 粒径变大, 比表面积减小.
利用氮气吸附法测得湛江黏土的最小孔径约为
3 nm, 并未检测到 d<2 nm 的微孔存在. 从图 8 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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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孔径分布、累积体积、累积表面积曲线(氮气吸附试验)
(a) 累积表面积、累积体积曲线, (b) 体积孔径微分曲线、表面积孔
径微分曲线

中国科学: 技术科学

液塑限降低, 阳离子交换量减小, 胀缩潜势受到抑制.
通过吸附等温线与吸附回线形态的分析可获得
微观孔隙结构信息. 从图 9 中可以看到, 大气氧化前
后湛江黏土的吸附等温线形状都呈反 S 型, 根据
IUPAC 提出的标准物理吸附等温线分类 [16], 曲线为
典型的 II 型吸附等温线.曲线前半段上升缓慢, 此时
只是在非常小的孔隙中的毛细填充以及在较大孔壁
上的单分子层吸附. 随着压力的升高, 曲线呈向上凸
的发展趋势, 表明吸附由单分子层向多分子层过渡,
吸附层进一步加厚, 同时会在较大孔径的孔里发生
毛细凝聚, 曲线后半段等温线急剧上升, 直接到饱和
蒸汽也未呈现出饱和现象.吸附等温线结果表明湛江
黏土中的孔隙是从小至分子级(孔径约为 3 nm), 大至
无上限孔(相对而言)的连续、完整的孔隙系统.
两组试样的低温氮吸附等温线在升压过程的吸
附等温线与降压过程的脱附曲线在压力较高的部分
并不重合, 形成所谓的吸附回线. 比较分析, 湛江黏
土氧化前后的吸附回线类型符合 De Boer[17]提出的 5
种分类中的 B 型, 但又与之有所差别. IUPAC 在 De
Boer 提出的吸附回线分类的基础上推荐的 4 类分类
标准[13,14], 原状土、氧化土的吸附回线分别与该标准
中 H3 类和 H1 类相似, 但又不能与该回线分类标准完
全吻合. 这是因为湛江黏土的开放式絮凝结构导致
其孔隙类型十分复杂, 孔隙形态各异, 并不能完全符
合某种典型的几何形状. 为了讨论问题方便, 参考
Rouquerol[18] 对介质孔的分类, 我们把土孔隙理想化
4 种几何模型(图 10), 分别讨论它们对吸附回线的贡
献, 以此根据吸附回线分析土中孔隙类型组成.

图9

湛江黏土的氮气吸附与退附等温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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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两端开口的 S1 型筒型孔与 S2 型锥型孔, 气
体吸附时首先在孔壁形成薄吸附层, 曲率半径 r1=r,
r2=∞.气体压力增大导致吸附层增厚, 局部形成凸镜
状, 最终相对液层接触, 若接触角为 0°, 弯液面曲率
半径与孔径相等. 这一过程如图 11 中(a)→(b)→(c)→
(d)所示, 脱附过程如图(d)→(e)→(b)→(a), 吸脱附过
程沿不同路径进行, 即孔发生凝聚时的相对压力比
发生蒸发时的相对压力要大, 进而会形成吸附回线.
(2) 一端封闭的 S1 型筒型孔与 S2 型锥型孔, 气
体无论凝聚还是蒸发, 气液两相界面都为同种半球
形弯月面, 发生毛细凝聚与毛细蒸发要求的相对压
力相等, 不会产生吸附回线.
(3) S3 型平行裂隙孔, 在平行壁间形成的毛细孔中
间, 在达到饱和蒸汽压前不能形成弯月面, 这会导致
临近饱和蒸气压处的吸附曲线陡然上升, 而在脱附曲
线上, 当相对压力达到板间宽度相应弯月面的有效半
径时, 便发生解凝.这类孔隙会导致明显的 B 类回线.
(4) S4 型墨水瓶型孔隙, 发生凝聚前, 因吸附作
用, 细颈处的孔壁已有薄吸附层, 相对压力增大, 首
先在细颈处发生凝聚, 此时情况如图 11 中的(b), (c);
随着相对压力继续增大, 瓶体孔隙内部充满凝聚液.
当相对压力降低解吸时, 由于细颈处处凝聚液将瓶
体内液体封住, 尽管相对压力已将达到与瓶体半径
影响值, 但它们仍无法蒸发; 随着相对压力继续降低,
细颈处凝聚液开始蒸发, 因气液界面为半球形, 故蒸
发与凝聚时相对压力不等, 在细颈处产生吸附回线;
待到细颈处液体蒸发完毕, 相对压力远低于瓶体内
气体蒸发所需的相对压力值, 此时骤然蒸发瓶中全
部凝聚液, 此类孔会产生明显的吸附回线且回线形
态具有一个急剧下降的拐点[20].
图 9 中湛江黏土吸附回线特征为出现在相对压
力较大处且有明显的拐点 G n, 其机理可解释为: 在
相对压力较低(P/P 0 <G n )时, 吸附分支与退附分支基
本重合, 说明较小孔径范围内孔的形态大都是一端
封闭的 S1 型与 S2 型的不透气性孔; 而 P/P0>Gn 时, 出

图 10

孔隙类型的概化分类
197

张先伟等: 常温、常压、常态的大气环境下黏性土微观孔隙的缓慢变异特征

图 11

两端开口毛细孔气体的吸附过程

现明显的吸附回线, 说明较大孔径范围一定存在 S4
墨水瓶型孔隙(因为存在急剧的下降点), 结合 SEM
照片分析结果, 这部分孔隙也会存在片堆单元体中
的 S3 型孔隙, 同时也可能存在着两端开口的 S1 型与
S2 型孔隙, 还可能存在和一端封闭的 S1 型与 S2 型孔
隙, 因为这类孔隙对回线没有贡献.
大气氧化后土的吸附回线及拐点变得不明显,
且拐点位置向小相对压力方向移动, 说明部分孔中
墨水瓶孔隙的体积减小. 结合 SEM 照片分析结果,
片堆单元因粒间力变化发生重塑、凝聚, S3 型孔隙体
积也减小.比较大气氧化前后的吸附回线, 可以确定
在氮吸附测试范围(3 nm<d<100 nm)内, 开放性孔隙
的体积明显减小. 根据 Kelvin 方程计算[14], Gn 对应孔
隙直径为 4.278 nm, Go 对应孔隙直径为 3.192 nm, 可
认为原状土与氧化土中孔径小于 4.278 与 3.192 nm 的
孔隙都可能是一端封闭性孔. Gn>Go, 这暗示着大气
环境影响下, 土的微观结构在发生凝聚效果使两端
开口的开放性孔隙体积减小的同时, d=4.278~ 3.192
nm 这部分结构单元体(主要是片堆单元)还会发生胶
结成分老化, 造成片堆单元体散开, 使一些一端闭合
孔隙转为两端开口的开放性孔隙, 只不过前者效果
比后者显著.

4

讨论

大气环境对土性改造过程主要发生微观结构这
一层次上, 而孔隙变异特征是反映微观结构变化最
直接体现. 根据上述分析可知, 大气环境作用对黏性
土微观孔隙变异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 大气
氧化对小孔隙(d<0.1 m)产生“缩合”效果, 结构单元
体的凝聚致使孔隙体积减小, 开放性孔隙转向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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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孔隙, 导致土的团聚程度增强、塑性、胀缩性减弱;
另一方面, 大气氧化对大孔隙(d>1 m)产生“胀散”效
果, 微观结构的破坏致使孔隙体积增大, 孔隙分布不
连续, 甚至出现断裂孔隙, 导致土的分散性增强, 稳
定性、水稳性、灵敏性减弱.
我们最初仅采用扫描电镜和压汞测试两种方法
进行土的微观孔隙的观察与数据获取, 但发现试验
结果无法合理的解释大气环境作用下土体结构强度
遭到破坏, 水稳性与稳定性皆减弱的同时为何其塑
性反而增强, 部分强度指标增大这一矛盾现象.而广
泛用于材料科学中通过氮气吸附测量孔隙结构的方
法为了我们解决了这一难题.压汞法使用的 Wasburn
公式 [13] 对大孔的分析很准确, 但是对微孔和中孔的
分析存在一定误差, 这是因为 Wasburn 公式假设孔隙
为圆柱体, 与湛江黏土的层状孔隙相差很大; 压汞法
假设测试样品孔隙表面是光滑的, 但湛江黏土这种
紊乱的絮凝结构表面形态凹凸不平, 增大了毛细管
压力, 测试时将表面粗糙的大孔体积计算入微孔体
积内; 对于“墨水瓶”型孔隙, 当施加压力达到孔喉毛
细管压力阀值时, 汞就进入孔隙内, 计算注入总量.
结合图 7(b)与图 8(b)可以看到, 利用氮吸附法得到 3
nm<d<100 nm 累积孔隙体积竟然可以达到利用压汞
法 d>10 nm 累积孔隙体积的一半左右, 利用压汞法
数据计算土的孔隙率 n1 为 40.16%, 这明显小于利用
公式 n0=100e/(1+e)计算得到结果 58.81%. 而考 虑
氮吸附法数据计算得到孔隙率 n2=16.36%, n0≈n1+n2,
这说明对于这种含有大量中孔孔隙的土, 单纯利用
压汞试验所得数据不能全面反映孔隙系统信息, 还
需采用如氮吸附法等试验对微孔、中孔进行补充分析.
联合氮气吸附法与电镜扫描试验、压汞试验, 可
以获得土壤孔隙在 0.35~1 mm 的完整孔隙系统信息,
分析得到常温、常压、常态的大气环境下致诱黏性土
的基本性质变异的本质机理: 黏性土与大气接触后,
土体处于氧化环境发生氧化反应, 原有土水间的化
学组分平衡被打破, 在土-水-电解质-大气的交互作
用下, 土中黏土矿物及胶结物质发生一系列物理、化
学反应, 在超微观结构上反映为“缩合”效应, 结构单
元体团聚性增强, 带动微观结构整体呈现“胀散”效
果, 微观结构形态由天然状态下的定向性无序的开
放式絮凝结构变为低塑形的含有接触联结的凝聚散
粒结构, 在此微观因素影响下致使湛江黏土在宏观
力学行为表现为单粒团聚程度增强但整体分散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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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 塑性、胀缩性减弱的同时其稳定性、水稳性、灵
敏性也明显减弱. 由此看来, 土的超微观结构形态变
化是影响缓变异环境下土性异变的根本因素.

5

结论

(1) 湛江黏土具有不良物理性质和良好力学特
性指标的异常组合, 是一种高灵敏性的强胶结结构
性黏性土. 大气氧化后, 湛江黏土色由青灰色、绿灰
色变为淡黄棕、黄棕色, 颗粒团聚程度增强, 塑性降
低, 膨胀性与收缩性亦有所降低, 灵敏性与结构屈服
强度明显降低. 大气氧化对土性改造过程表面上使
其力学性质有所强化, 但因结构强度的减损对土体
强度的影响是长期的且潜在危害较大, 应加强监测
环境物化变化对岩土工程的影响.
(2) 联合电镜扫描试验、压汞法与氮气吸附法可
定性、定量的获得完整的孔隙系统信息. 湛江黏土中
含有“墨水瓶”型孔隙, d<4.278 nm 孔隙基本为一端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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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性孔.大气环境作用下, 总孔隙体积减小, 但 d>
1 m 孔隙体积明显增大, 局部出现断裂孔隙, “墨水
瓶”型孔隙减少, 开放性孔隙向封闭性孔隙转化.
(3) 大气环境下湛江黏土土性发生异变并不是
土的矿物本性变化所引起, 而是水-土-电解质-大气
间的化学反应与运动导致颗粒联结形式更改进而重
塑微观结构所导致. 土的超微观结构形态变化是发
生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
(4) 本文探讨了一种黏性土在大气环境作用下
土性变异现象的机制, 这与土的形成过程中气候的
影响作用相比是不显著的且短暂的, 但若考虑环境
长期作用, 大气因素对土质劣化影响仍是不容忽视,
如果再加上极限环境(如大气污染, 强酸强碱环境)对
结构的剧烈变异作用, 这一不利效果会更加明显, 这
也是作者下一步的主要研究方向. 同时, 本文仅是对
含有大量氧化铁、胶质联结的湛江黏土为研究对象,
其结论对于其他同样对大气环境变化敏感的红土、盐
渍土等特殊类土是否适用仍需开展大量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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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variability characteristics of micropore of Zhanjiang clay
under ambient temperature and pressure, normal atmospheric
ZHANG XianWei，KONG LingWei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Geomechanics and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Institute of Rock and Soil Mechanic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Wuhan
430071, China

Soils are generally used as building material and foundation, are normally under the atmospheric with ambient temperature and
pressure, nevertheless, effect of oxidation of soil proceeding so slowly that it is no easy to perceive, long-term deterioration of soil
properties, cannot be ignored. Zhanjiang Clay was taken as the object of study, studied the reformation effect on the micro-structure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atmospheric and its impacting mechanism to soil properties, by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mercury
intrusion porosimetry and nitrogen absorption method. Research shows, after oxidized, the color of soil changes from grayish green
and light grayish green to yellow and yellowish brown; while aggregation of soil particles increases, not only Swelling-shrinkage
properties, but also plasticity of soil particles decreases, as for the sensitivity and structure yield strength reduced. Furthermore,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has an effect of shrinkage and closure on pores (d<0.1 m), and enlargement and dispersion on pores (d>1
m), which results in a decrease of total pores volume of oxidized clay. As far as pores (d>1 m) are concerned, pores volume
increases remarking, with appearance of fracture porosity and reduction of ink-bottle type pores, as well as conversion from open
pores to close on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il properties by the influence of atmospheric is not caused by inherent changes of
mineral, but the remodeling effect of micro-structures because of motion effects and chemical reactions of water-soil-electrolytesatmosphere leading to coupling and transforming of soil particles. It is the variation of ultra-micro-structure that generates this
phenomenon. Prolonged influence with comparatively large potential harmful impact on soil stability caused by damage effects on
structural strength during oxidation, it turns out to be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monitoring the effect on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of
physical and chemical factors in environment.
atmosphere environment, Zhanjiang clay, microstructure, pore, pore size distribution, nitrogen adsor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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