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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根系原位固土力学特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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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采用自制的剪切箱和锚杆拉力计对玉米 （云瑞８号，Ｚｅａｍａｙｓ．Ｌ）根系在１０ｃｍ和２０ｃｍ两个深度上
和空地样方的固土能力进行了原位测定比较。结果表明，施加相同载荷时，两种深度空地样方位移大于有根玉

米样方；２０ｃｍ深度样方位移为４个样方中最小。作物扎根越深，达到剪切分离样方特征点所需的载荷越大。１０
ｃｍ玉米样方屈服拉力点载荷为２７ｋＮ，抗拉极限点载荷为２９ｋＮ；２０ｃｍ玉米样方屈服拉力点载荷为３６ｋＮ，
抗拉极限点载荷为３６１ｋＮ；１０ｃｍ空地样方两点载荷分别为２３ｋＮ和２５ｋＮ；２０ｃｍ深度空地样方载荷分别为
３１ｋＮ和３４ｋＮ。该方法可直接量化测定玉米根系固土能力，为农业水土保持提供了有效研究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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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措施、生物措施 （植物固定）等是防治

水土流失的主要措施。植物固土是植株地上部和

地下部共同作用的结果。地上部分主要通过拦截

雨滴来减少地表径流。地下部主要有两方面，一



是根系本身固土力学能力，一是根系与土壤形成

复合有机整体方面的性质［１］。

随着对植物固土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该措施

研究重点也由对植物地上部的研究转移到对植物

地下部的研究。

植物根系是土壤水分的重要载体，在水分—根

系—植物—大气连续体中［２］起着桥梁作用。根系一

方面依靠根压作用和植物水分蒸发蒸腾与大气相互

连接，一方面与土壤中水分、可溶性矿物质及土壤

黏粒、微生物等相关联，从而发生水分梯度及矿物

质溶液质流、物质的迁徙和富集现象［３］，从而参与

和影响整个生态系统的变化，影响水分变化，物质

转移［１］。由于根系和土体的充分接触，与其中的黏

粒、有机质等物质构成复杂紧密复合体，通过其复

杂的植物—土体相互作用，改变土壤结构和通透

性，影响土壤环境，起到保持水土的作用。

由于不能搅动原状土，因此根系—土壤有机

复合体研究比较困难，大部分的研究主要集中于

根际土壤理化性质，根际微生物活性，根系活

动［４］，根系吸收营养的能力及微生物，矿质促进

根系生长情况等方面［５，６］。

目前国内外对于植物根系的研究主要分为单

根及群根研究。单根为早期的侧重于根系侧向及

垂直拉拔研究。群根更注重作物整体及原位单位

土体内根系方面。

杨维西［７］对采伐后２年、４年单根抗拉进行
了研究，除得出刺槐根系的抗拉力与根径成幕函

数外还得出根系单根拉力在采伐后，明显减小，

其衰减率是随着伐后时间的推延而增大的，并在

伐后前两年衰退速度很快，后两年稍微缓减。

群根研究方法主要分为３大类：
第１大类是最初的研究方法，即土体原位剪

切箱直接剪切法。此法优点在于对比较不同根系

含量和不同根系性状的土壤层抗侵蚀能力很有效，

对根系定量评价意义重大。其缺点在于难以适用

于从生的灌木区根系剪切实验，并且测定的土层

水平和垂直范围很小。

第２大类为现场原位水平挤出法。该方法为
解明曙［８］于１９９７年提出。该法优点在于测试剪切
面积较大，可以达到 ５０ｃｍ×８０ｃｍ，并且能对黄
土区丛生灌木整体根系进行直接测定。解明曙应

用该法综合 “Ｕ”法理论确定了根系固土有效范
围，并对灌木一拧条整根根系进行了测定，提出单

位剪切面积 （Ａ）中直径大于０４ｃｍ的各根系横
截面积和 （ＡＸ）所占比重 （ＡＸ／Ａ）大于０１％，
为判定林木根系固坡力学强度有效范围的定量指

标，并提出了白榆根系固坡力学强度参数值。

第３大类以周跃等［９］为代表，以树体为支

持，应用剪切箱对土壤进行采样，结合解明曙原

位水平挤出剪切法优点，对整体浅层水平根系的

斜向牵引效果进行研究。该法优点在于用位移表

测出了剪切箱的平均位移，牵拉时，把电信号转

变成电阻值，用公式算出拉力，及土方剪破时侧

根牵引力和根际土层。其缺点在于不能直接读拉

力，不能对抗拉过程进行分析。

群根抗拉及土壤固土能力研究成果首先表现

为提高坡面稳定性。当斜坡上没有根系存在时，

抗滑力主要有土壤颗粒的粘结力，和滑动时产生

的摩擦力。但当有根系存在时除以上抗滑力以外，

根系的存在增加了土壤的抗剪力，因而增加了坡

体的稳定系数。

根据ＹＡＮＧ［１０］的研究，当无植物生长的斜坡
稳定系数为１时，有灌木生长的根系其稳定系数
最大达到１５。根系的分布范围对土壤的抗剪切
难度强度具有明显的增强作用，强度随着深度增

加而减小。研究表明根系对土壤抗剪强度的增加

值与穿透剪切面的根截面有关，呈线性关系。

植物根系作为与土体直接接触的植物器官，

根土复合体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力。研究根系与

土体形成的复合体样方原位抗拉能力，对根系固

土意义重大。通过设计试验，对样方产生推力，

测量受力与位移关系，可以很好得出根系对土体

抗剪抗拉的贡献。

本研究从探讨植物根系原位固土力学机理入

手，采用自制的剪切箱和锚杆拉力计对玉米根系

的原位固土能力在１０ｃｍ和２０ｃｍ两个深度上进
行测定。使其在农业水土保持上作为一种有效手

段发挥更大作用。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地点
试验地点位于云南省云南农业大学教学试验

农场水土保持研究区。坐标为 Ｎ２４°５８′３５８″，Ｅ
１０２°４０′１０３″，海拔高度１９５０ｍ。
１２　作物品种

玉米 （云瑞８号），ＺｅａｍａｙｓＬ，单子叶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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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须根系作物。该型号为云南省推广种植饲料用

品种。２００８年５月５日种植于云南农业大学教学
试验场，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１日进行根系原位拉力试
验。测定时期为玉米成熟期。

１３　田间施肥管理
有机肥于种植前施进地块。基肥用量为尿素

３００ｋｇ／ｈｍ２，普钙４５０ｋｇ／ｈｍ２；拔节期追肥 （尿素

３００ｋｇ／ｈｍ２）。在玉米大喇叭口期和抽穗期，施用
“乐果”（３７５ｍＬ／ｈｍ２）对玉米螟虫进行防治。
１４　试验设计及方法

样方１：１０ｃｍ剪切玉米样方；样方２：１０ｃｍ
剪切空地样方；样方３：２０ｃｍ剪切玉米样方；样
方４：２０ｃｍ剪切空地样方。对两个深度作物和空
地样方进行拉力位移比较。分别进行３次重复测
定。

应用Ｆ－Ｓ曲线表示测定结果。Ｆ－Ｓ曲线是
样方承受载荷 （Ｆ）与样方位移 （Ｓ）之间关系，
可反映根系与土体之间力学相互作用。

完整Ｆ－Ｓ曲线应反映如下３个阶段：样方线
性形变阶段 （弹性形变）；塑性变形阶段 （剪切

阶段）；蠕变阶段及完全破坏阶段［１１～１６］。

载荷Ｆ：施加给样方的载荷，表现为由锚杆
拉力计产生的沿样方滑动方向的推动力 （ｋＮ）。
模拟样方所受外力作用。

位移Ｓ：由剪切箱所固定的土壤在锚杆拉力
计推动作用下的移动 （ｍｍ）。模拟在外力剪切
下，样方滑动距离。

比例极限点Ｆ１：此点范围内根系与土体样方
发生弹性形变，呈现线性变化规律。

屈服压力点Ｆ２：由弹性形变进入塑性形变为
主的临界点，塑性形变是样方本身受到外力剪切，

进入位移急速增加阶段。

抗拉极限点 Ｆ３：根系水平抗滑极限点［１７］，

超出该点拉力，样方持续滑动，最终剪出土体。

１５　试验器材
锚杆拉力计型号为 ＭＬ－２０型，可以产生额

定２０ｔ的拉力。
剪切箱由厚度为 ０１ｍ钢板制作。规格为

０３ｍ×０３ｍ×０１ｍ和０３ｍ×０３ｍ×０２ｍ两
种。用于选定并固定样方，便于在产生拉力时测

定样方位移。

锚杆拉力计上安装千分表，观测样方位移。

精确度为１μｍ，量程１ｍｍ，超过该量程后用米

尺测量。

１６　土壤水分及土壤理化性质测定
供试土壤为旱地红壤。

“Ｓ”型５点取土样，深度为０～１０ｃｍ。水分
含量采用烘干法测定；理化性质通过常规方法［１８］

测定。全氮：半微量凯氏法；速效磷：０５ｍｏｌ／Ｌ
的ＮａＨＣＯ３法；速效钾：ＮＨ４ＯＡｃ浸提后，火焰
光度法；碱解氮：碱解扩散法；土壤质地：比重

法。样方水分含量均经过３次重复测定。
土壤水分含量对土体滑动和根系生长固土能

力有很大影响。水分含量较少的土壤，土壤易板

结，土体颗粒间摩擦力大，根系不易生长伸长。

表１中看出，４个样方水分含量分别为
２７５７％，２８７５％，２９６５％和 ３００３％。接近地
表土壤含水量由于受到地面蒸发等因素影响，含

水量较少，使得土体滑动需要的剪切力小。

表１　样方土壤理化性状及水分含量
Ｔａｂ１　Ｓｏｉ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ａｎｄｓｏｉｌ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ｓｏｉｌｓｑｕａｒｅｓ

样方土壤理化性状 ｓｏｉ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ｓｏｉｌｓｑｕａｒｅｓ

有机质／（ｇ·ｋｇ－１）
ｏｒｇａｎｉｃｍａｔｔｅｒ
１９７

全氮／（ｇ·ｋｇ－１）
ｔｏｔａｌ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０９８

碱解氮／（ｍｇ·ｋｇ－１）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６１１

速效磷／（ｍｇ·ｋｇ－１）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１１４

速效钾／（ｍｇ·ｋｇ－１）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２２９８

ｐＨ
ｐＨｖａｌｕｅ
６８

土壤质地

ｓｏｉｌ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ｉｚ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轻黏土

＜００１ｍｍ／％
６１４４

００１ｍｍ～１ｍｍ／％
３８５６

样方土壤水分含量／％ ｓｏｉｌ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ｓｏｉｌｓｑｕａｒｅｓ

样方１
ｓｏｉｌｓｑｕａｒｅ１

样方２
ｓｏｉｌｓｑｕａｒｅ２

样方３
ｓｏｉｌｓｑｕａｒｅ３

样方４
ｓｏｉｌｓｑｕａｒｅ４

２７５７±０２２ ２８７５±０１０ ２９６５±０１８ ３００３±０１１

土壤质地也对测定结果有影响。不同质地反

映了不同作物生长的土壤环境。图１显示测定结
果，土壤质地含量＜００１ｍｍ的占６１４４％；００１
～１ｍｍ含量为３８５６％。判定该土为轻黏土。轻
黏土中，黏粒含量越高，土体颗粒间摩擦力越大，

样方所需的推动力较大。

１７　样方生物量
挖出样方内所有作物根系，洗净晾干称取鲜

重。放入烘箱，１０５℃杀青 ３０ｍｉｎ后，６５～７０℃
烘至恒重，称取干重［１９］。

１８　数据分析软件
数据应用ＳＰＳＳ，ＤＰＳ，ＥＸＣＥＬ软件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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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生物量
生物量对水土保持的影响有两方面：一是地上

部分生物量，地上部长势较好，枝叶繁茂，可以较

好的阻滞水滴对地面的冲击，从而减少径流，较少

改变地表类型，起到保水固土作用；一是地下部生

物量，一般来说，地下部长势较好，根系在土体中

扦插，与土体纠缠，增加根系与土体接触面积，可

增大根土之间力的相互作用，对土体的抗冲抗剪能

力都有所提高。表２所示，样方１生物量要明显小
于样方３的生物量，这对根系的固土影响较大。

表２　玉米样方生物量
Ｔａｂ２　Ｔｈｅｍａｉｚｅｂｉｏｍａｓｓｏｆｓｏｉｌｓｑｕａｒｅｓ

样方

ｓｏｉｌｓｑｕａｒｅ
根系密度／（ｋｇ·ｍ－３）
ｒｏｏｔｄｅｎｓｉｔｙ

地上生物量／ｋｇ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ｂｉｏｍａｓｓ 　地下生物量／ｋｇａｂｏｖｅｇｒｏｕｎｄｂｉｏｍａｓｓ　
鲜重 ｆｒｅｓｈｗｅｉｇｈｔ 干重 ｄｒｙｗｅｉｇｈｔ 鲜重 ｆｒｅｓｈｗｅｉｇｈｔ 干重 ｄｒｙｗｅｉｇｈｔ

样方１ｓｏｉｌｓｑｕａｒｅ１ ２１２ １０７±０１９ ０５２±０２２ ００９±００６ ００２±００１
样方３ｓｏｉｌｓｑｕａｒｅ３ １３１ １１０±０１９ ０５７±０１８ ０１１±００３ ００２±００１２
　　注：表中根系密度中样方体积为各自深度样方体积。

Ｎｏｔｅ：Ｔｈｅｖｏｌｕｍｅｏｆｒｏｏｔｄｅｎｓｉｔｙｉｓｓｈｅａｒｂｏｘｅｓｖｏｌｕｍｅｉｎｔｈｉｓｔａｂｌｅ

２２　不同样方载荷位移关系
田间试验观察及数据结果表明：两种深度

下，无论有无作物根系存在，规律均为，当施

加给样方初始拉力时，样方并不发生明显位移，

只见到剪切箱受力面上出现不同程度形变，土

体也发生一定程度微小形变，但整体抵抗拉力

不发生明显位移。此时记录的位移数值很小，

主要位移是由土体受拉力所产生的形变。当施

加拉力增加到一定程度，达到特定值时 （拉力

特征点）时，拉力在一定范围内波动，位移持

续增加。继续施加推力，位移增大，当剪切掉

土体后，位移最大，拉力最大。土体无根存在

时，内部存在的摩擦力主要为土粒之间的摩擦

力，抗滑抗剪的主要贡献也是由此产生。对有

根样方来说，存在根系与土体之间的摩擦力作

用，增大了根系对土体的固定作用，并由此导

致土体抗剪抗滑能力提高。

由图１分析，当对样方施加相同载荷时，样
方２（１０ｃｍ空地）位移大于样方 １（１０ｃｍ玉
米）；样方４（２０ｃｍ空地）位移大于样方３（２０
ｃｍ玉米）。在相同载荷下，样方１（１０ｃｍ玉米）
和样方３（２０ｃｍ玉米）两者位移为样方１大于样
方３；样方２（１０ｃｍ空地）和样方４（２０ｃｍ空
地）位移为样方２大于样方４。如载荷为２５ｋＮ
时，样方１位移为５ｍｍ，样方２位移为６５ｍｍ，
样方３位移为４ｍｍ，样方４位移为４０１ｍｍ。

在两种深度下，有根样方位移均小于空地比

照样方。在相同载荷下，空地无根样方滑动距离

较大。充分说明有根存在条件下，对土体抵抗外

界剪切力，减少自身滑动，有重要作用，土壤固

持能力在有根条件下得到极大改善。

不同深度的有根样方位移比较发现，在相同载

荷下，１０ｃｍ根系滑动距离要明显高于２０ｃｍ根系。
２０ｃｍ深度根系固持土体的能力明显高于１０ｃｍ深
度。说明根系扎根越深，固持土壤能力越强。

由表３看出，样方获得的载荷和样方产生的
位移之间存在非常明显的线性正相关关系。相关

系数为０８５７４，０９１４４，０９７７３和０８８８６，达
到极显著相关水平 （Ｐ＜００１）。
２３　样方三特征点 （Ｆ１，Ｆ２，Ｆ３）分析
２３１　比例极限点 （Ｆ１）

该点范围内，作物根系与土壤之间发生的是

弹性形变。该阶段受力特性是，当撤销外力时，

样方会恢复初始位置，根系恢复在样方中的状态。

该阶段位移 （ｍｍ）是由根系和样方内土体的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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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形变共同决定的。样方１和２与样方３和４均
符合该规律。

如表４所示，不同样方深度在比例极限点处的
载荷分别为１６ｋＮ，１６ｋＮ，１６ｋＮ和１９ｋＮ。

表３　不同深度样方载荷位移方程
Ｔａｂ３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Ｌｏａｄａｎｄ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ｏｉｌｓｑｕａｒｅｓ

样方

ｓｏｉｌｓｑｕａｒｅ
相关方程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判定系数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Ｒ２）
相关系数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Ｒ）
Ｐ值
Ｐｖａｌｕｅ

样方１ｓｏｉｌｓｑｕａｒｅ１ Ｆ＝３９９６１Ｓ－２８５４１ ０７３５１ ０８５７４ ００００４

样方２ｓｏｉｌｓｑｕａｒｅ２ Ｆ＝９２７９９Ｓ－１６０７５７ ０９５５２ ０９７７３ ００００１

样方３ｓｏｉｌｓｑｕａｒｅ３ Ｆ＝４００７３Ｓ－３２９３０ ０８１８０ ０９１４４ ００００１

样方４ｓｏｉｌｓｑｕａｒｅ４ Ｆ＝３８１８０Ｓ－３０６３２ ０７８９６ ０８８８６ ００００１

　　注：表示样方受到的载荷和样方产生的位移之间关系达到极显著相关水平 （Ｐ＜００１）。
Ｎｏｔｅ：ｍｅａｎ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Ｌｏａｄａｎｄ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ｄｉｓｐｌａｙｅｄ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１）

表４　样方三特征点处载荷

Ｔａｂ４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３ｓｐｅｃｉａｌ

ｐｏｉｎｔｓｏｆＬｏａｄ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ｏｉｌｓｑｕａｒｅｓｋＮ

样方

ｓｏｉｌｓｑｕａｒｅ
Ｆ１处载荷
ｌｏａｄａｔＦ１

Ｆ２处载荷
ｌｏａｄａｔＦ２

Ｆ３处载荷
ｌｏａｄａｔＦ３

样方１ｓｏｉｌｓｑｕａｒｅ１ １６ ２７ ２９
样方２ｓｏｉｌｓｑｕａｒｅ２ １６ ２３ ２５
样方３ｓｏｉｌｓｑｕａｒｅ３ １６ ３６ ３６１
样方４ｓｏｉｌｓｑｕａｒｅ４ １９ ３１ ３４

２３２　屈服拉力点 （Ｆ２）
屈服拉力点为根系与土体相互作用由弹性形

变进入塑性形变为主的临界点。进入该阶段后的

样方受力特性是，当撤销外力时，样方无法恢复

初始位置，根系也无法恢复在样方中的状态。该

阶段测得的压强越大，表明其需要的外力越大，

根系与土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也越大。

不同深度对其影响不同。深度越深，发生弹

性形变时间越长，进入塑性形变阶段越晚，而在

屈服压强点持续的时间就越长，需要的推动力也

就越大，这样才可能使样方产生剪切效果。如表

４所示，样方３的深度为２０ｃｍ，达到 Ｆ２点所需
要的载荷为３６ｋＮ，高于样方１的１０ｃｍ深度的
２７ｋＮ。１０ｃｍ深度的玉米根系，由于接近地表，
抓固的土壤量较少，该部分根系主要为节根，比

较粗大，与土体接触面积有限，根土之间力的作

用较小，弹性形变时间较短，有效抵抗外力作用

较弱，因此比２０ｃｍ深度的玉米根系样方较早进
入到塑性形变阶段。

２３３　抗拉极限点 （Ｆ３）
当锚杆拉力计产生的推力超过屈服拉力点 Ｆ２

后，根系与土体相互作用进入以塑性形变为主的

阶段。该阶段受力特性主要是针对作物根系，由

于土体的剪胀性和固结性都已得到发挥，土体间

作用力逐渐消失，根系在全面松动前，必须克服

根间最大静摩擦力，如果撤销外力，根系不会再

恢复在土体中的位置，但根系仍未完全拉出土体

或拉断。此点标志作物根系和土体同时达到塑性

形变状态［１８］。达到此点后，稍施加外力，样方就会

产生极大位移。

如表４所示，该点样方３压强为３６１ｋＮ极大
高于样方１的２９ｋＮ，样方２的２５ｋＮ和样方４的
３４ｋＮ。说明了在到达该阶段后，力的作用由根系
土体互相作用转移到了以根系抗拉为主的阶段，该

深度土体主要为须根系结构，根系的空间有效性

大，根系细胞纤维具有弹性，要拉出或者拉断该阶

段根系，与单纯剪切１０ｃｍ深度根系所需外力要大。
图１中显示，在达到抗拉极限点Ｆ３后，样方

１，２，３和样方４曲线均有持续上升现象。

３　讨论与结论

作物根系对土体抗滑、抗剪能力贡献较大。一

方面，作物地上部长势旺盛，阻滞了雨滴对土壤的

直接冲击，对减缓径流产生的作用明显；一方面，

地下部根系与土体形成复杂复合体，如果遭受外力

作用产生土体滑动及剪切时，作用力已不是单纯的

土壤本身抗剪能力，而是加入了作物根系的贡献。

不同深度根系对土体抗剪、抗滑能力贡献不同。作

物扎根较深时，一方面对从土壤内部获得更大的养

分，提高养分利用率，促进作物生长；一方面根系

本身在土体内扦插、缠绕土壤，形成复杂的立体空

间构型，增大了根系的空间有效性，使得根系与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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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之间复合的力的作用增大。不同作物在不同土壤

条件下，受到不同气候条件影响，根系生长状况不

一，对土壤的固持作用也不一样。因此，作物根系

原位抗拉研究中，对根土复合体简易量化测定十分

必要，建立一套完善评价农业作物根系原位固土研

究系统在农业水土保持上的应用十分必要。

毛妍婷等［１７］在深度为１０ｃｍ处对裸土样方及
小麦不同根系密度的样方进行了原位测定。结果

表明：小麦样方根系密度越大，所需要施加的载

荷就越大，其根系固持土壤的能力就越强。施加

相同载荷，裸土样方较小麦样方位移增加。

本试验对玉米１０ｃｍ和２０ｃｍ两个深度上根
系的抗拉特性进行了原位测定分析。结果表明：

有根作物样方和空地样方比较，有根样方固持土

体能力较强；玉米根系扎根深度越深，剪切土体

所需施加压强越大，剪切土体越困难，根系固持

土体能力越强。Ｆ－Ｓ曲线表明，施加相同载荷，
１０ｃｍ深度空地样方位移较大，１０ｃｍ深度有根样
方其次，２０ｃｍ空地样方第三，而２０ｃｍ深度有根
样方位移最小。通过分析可知，空地样方由于没

有根系存在，其抗剪抗滑能力主要由土体间作用

力提供，导致其位移较大；作物有根样方由于有

根系存在，抗剪抗滑能力由根系和土体共同作用

提供，位移较小。１０ｃｍ深度接近土壤表面，受
降雨、耕作等影响较深，位移较 ２０ｃｍ深度大。
２０ｃｍ深度有根样方滑动最小，深刻揭示了玉米
深耕的重要性。本研究方法可有效评价云南主要

作物玉米的根系固土能力。

本试验方法主要通过应用锚杆拉力计和自行

设计的剪切箱对不同深度同一作物样方和空地样

方的载荷与位移进行了测定。本试验仪器简便、

易拆卸，读数方便，成本低廉，简单易行。改进

了以往研究中仪器笨重、测量费时、可测数据及

范围较窄的缺点。结合室内分析，拓宽了数据取

得范围。本试验方法是研究不同植被条件根系力

学作用的有效方法。为在农业水土保持领域开展

水土保持评价提供了有效的理论、实践研究依据。

在水土保持学大领域中具有较高理论及实践价值。

可广泛应用于山区根系固土力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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