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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雨水花园能够有效地蓄渗雨水径流、 降低城市发展对水环境的不利影响。 根据在西安市开展的一项连续 ４ 年

对雨水花园入流与出流水文过程的监测研究， 分析了雨水花园对暴雨径流的削减效果， 并根据花园内土壤入渗率

及颗粒组分随时间的变化， 讨论了雨水花园运行效果的可持续性。 结果显示： 蓄水深度为 １５ ｃｍ， 汇流比为 ２０ ∶１的
试验用雨水花园， 在 ４ 年监测的 ２８ 场降雨中， 仅有 ４ 场暴雨径流汇入雨水花园后发生溢流， 且溢流量很小； 试验

期内， 有 ２ 年未发生溢流， 雨水径流全部入渗； 最多的 １ 年发生溢流 ３ 次， 但年径流削减率仍高达 ９６ ８％； 导致雨

水花园发生溢流的均为短历时高强度暴雨。 研究中还发现， 雨水花园土壤入渗率在 ４ 年运行期内没有显著变化， 一

直稳定在 ２ ４ ｍ ／ ｄ 左右， 花园内表层土壤砂粒含量由 ７ ３６％增加到 ２０ ５５％， 而粉粒和黏粒的含量则相应降低。 可

见， 研究区雨水花园能够显著减少暴雨径流， 且入渗性能稳定， 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 雨水花园； 径流削减； 入渗率； 土壤颗粒； 低影响开发

中图分类号： ＴＶ１２１； ＴＵ９９２ ０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１⁃６７９１（２０１５）０６⁃０７８７⁃０８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５⁃０５⁃２８； 网络出版时间： ２０１５⁃１１⁃１９
网络出版地址：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ｎｋｉ ｎｅｔ ／ ｋｃｍｓ ／ ｄｅｔａｉｌ ／ ３２ １３０９ Ｐ ２０１５１１１９ １０５８ ０１４ ｈｔｍｌ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５１２７９１５９）； 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ＰＡＰＤ）
作者简介： 唐双成 （１９８７— ）， 男， 陕西渭南人， 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水资源与环境保护方面研究。

Ｅ⁃ｍａｉｌ： ｓｈｕ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ｔａｎｇ＠ １２６ ｃｏｍ
通信作者： 罗纨 ， Ｅ⁃ｍａｉｌ： ｌｕｏｗａｎ＠ ｙｚｕ ｅｄｕ ｃｎ

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使得大量的硬化地面代替了原来能够涵养水源的林地和草地， 城区降雨迅速产流、 汇

流， 并通过排水管网直接被排走。 这不仅造成了城市雨水资源的浪费， 而且也是近年来频发的城区 “看海”
洪涝灾害的主要根源［１⁃２］。 国外应对城市化过程中激增的雨水径流， 从最初倡导的快速排除， 发展到后来的

排洪与蓄洪结合， 管理目标从 “最佳管理方案” （ＢＭＰｓ）推进到后来的 “低影响开发” （ＬＩＤ） ［３］。 中国住房城

乡建设部于 ２０１４ 年提出了 《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 ［４］， 强调借助自然力量排水， 慢排缓释， 让城市回归

自然， 雨水花园就是海绵城市建设的主要措施之一。
面对城市化的迅速扩张， 地下水资源被过量开采， 引发地面沉降、 天坑和建筑物倾斜等问题［５］， 雨水

花园可以增加城区雨水入渗， 对缓解城市缺水问题具有重要意义［６⁃７］。 国际上大量研究表明， 雨水花园能够

有效地蓄渗雨水径流、 净化雨水水质， 采用最低碳的自然方法将城市化后的水文过程缓慢恢复到接近开发前

水平［８⁃９］。 Ｅｎｄｒｅｎｙ 和 Ｃｏｌｌｉｎｓ［１０］采用数值模拟方法研究了雨水花园蓄渗雨水径流后地下水位的变化， 结果发

现补给数年后， 地下水位抬升幅度超过 １ ｍ。 Ｄａｖｉｓ 等［１１］和 Ｈａｔｔ 等［１２］研究发现雨水花园对城市雨水径流的洪

峰流量削减和径流总量的削减效果显著。 针对各类雨水花园水文效果的研究显示， 水量与峰值削减效果和雨

水花园的汇流面积比、 蓄水层深度、 介质层厚度以及所在地区的降雨特性相关［１３］。 国内对雨水花园等 ＬＩＤ
措施的研究还处于概念推广和示范区规划的初级阶段， 而对实际规模雨水花园运行情况的长期监测还少有研

究［１４］。 雨水花园的水文效益主要来自花园的蓄水和入渗能力； 而入渗能力会受到径流中泥沙等沉积物的影

响。 雨水花园种植的植物年复一年的生长和腐烂， 以及一些土壤微生物的综合作用， 表层土壤会被缓慢的有

机化， 雨水花园内动植物的种类和数量会进一步增加， 长期运行的雨水花园已经从一个雨水过滤装置演变成

一套简单的陆生生态系统［１５］。 然而， 雨水花园长期运行时， 雨水径流中携带的颗粒会在表层沉淀， 研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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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雨水径流中的固体悬浮物主要被介质表层 １０～１５ ｃｍ 的土壤介质吸附， 细颗粒会在雨水花园表层土壤累

积， 长期以来可能会导致雨水花园表层土壤堵塞， 入渗性能降低［１６⁃１７］。 实验室进行土柱试验研究发现， 细

颗粒对生物过滤器有明显的堵塞作用， 降低了入渗性能［１８⁃１９］。 但野外调查研究则反之； Ｅｍｅｒｓｏｎ 和 Ｔｒａｖｅｒ［２０］

通过监测研究发现， 入渗率随季节有一定变化， 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入渗率没有明显的变化， 这可能由于土壤

生态系统随时间不断完善， 一些无脊椎动物的孔洞以及植物根系发展使得土壤结构发生良性变化， 抵消了细

颗粒土壤沉淀对雨水花园土壤入渗率的不利影响。 Ｊｅｎｋｉｎｓ 等［２１］研究发现， 在 ９ 年运行期内雨水花园土壤中

小于 ０ １ ｍｍ 的细颗粒有一定累积， 但入渗率无明显改变。
在中国许多城市， 暴雨洪涝灾害与城市缺水以及地下水超采问题并存， 迫切需要探索雨水花园这类能够

蓄渗暴雨径流的生态管理措施。 但雨水花园对不同降雨的调蓄作用以及雨水花园长期运行的效果尚缺乏持续

的监测研究。 本文根据一项连续监测 ４ 年的黄土地区雨水花园蓄渗屋面雨水径流的观测试验， 研究了雨水花

园对暴雨径流的削减效果； 并根据花园内土壤入渗能力及颗粒组成变化， 评价雨水花园长期运行时其入渗能

力的可持续性。

１　 研究区与研究方法

１ １　 研究区概况及数据采集

试验雨水花园位于陕西省西安市某高校校园内。 西安市属于半湿润气候区， 多年平均气温为 １３ ３℃，
平均降雨量为 ５８０ ２ ｍｍ， 降水年内分配不均， ５—１０ 月降雨占全年的 ８０％左右。 西安地处黄土高原南部， 黄

图 １　 试验雨水花园示意

Ｆｉｇ １ Ｓｋｅｔ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ｒａｉｎ ｇａｒｄｅｎ

土入渗性能较好， 且黄土层较厚， 为贮存雨水径流提供

了天然的蓄积水库。 如图 １ 所示， 试验雨水花园汇流区

为一实验室屋面的一侧， 面积为 ６０４ ７ ｍ２， 汇流区与雨

水花园面积比为 ２０ ∶１， 雨水花园深度为 １５ ｃｍ， 入流口

处安装有 ４５°三角堰， 出流（即溢流）口安装 ３０°三角堰，
堰上稳定水面处安装压力传感器， 传感器的读数间隔为

１ ｍｉｎ， 用于监测雨水花园入流和出流的水文过程， 出流

水量排入城市管网。 花园内土壤质地为粉砂土， 地下水

位埋深约 ３ ５ ｍ， 在雨季连续降雨后有所抬升。 天然降雨

量数据通过距离雨水花园约 １００ ｍ 的移动气象站采集。
１ ２　 雨水花园对雨水径流的削减效果及其可持续性分析

（１） 雨水花园对暴雨径流的削减效果　 可以通过水量削减率体现。 削减率（ ｒ）可以表示为

ｒ ＝ １ －
Ｗｏｕｔ

Ｗｉｎ
（１）

式中　 Ｗｉｎ和 Ｗｏｕｔ分别为入流量和出流量（溢流量）。 可以根据监测的入流和出流过程， 通过流量积分计算，
可以表达为

Ｗ ＝ ∫ｔ
０
Ｑ（ ｔ）ｄｔ （２）

式中　 Ｗ 为时段总水量， ｍ３； Ｑ（ ｔ）为 ｔ 时刻的瞬时流量， ｍ３ ／ ｍｉｎ。
（２） 雨水花园入渗率及土壤组分变化　 如图 １ 所示， 试验雨水花园是一个深度为 １５ ｃｍ 的椭圆形下凹

地， 当雨水花园表面完全积水时， 成为一个天然的入渗单环， 从屋面上汇集的雨水径流为该单环的 “水源

补给”， “水源消耗” 包括花园入渗、 溢流和蒸散发。 降雨过程中蒸散发可忽略， 入流和溢流的水量通过三

角堰监测， 雨水花园内的积水深度变化通过读取安装在花园内的水尺得到。 距离雨水花园大约 ５０ ｍ 的地下

水位监测井显示， 研究区地下水埋深保持在 ３ ｍ 以下。 因此， 可以认为地下水对于入渗没有顶托作用， 根据



　 第 ６ 期 唐双成， 等： 雨水花园对暴雨径流的削减效果 ７８９　　

雨水花园内的水量平衡， 在任意观测时段（Δｔ）内， 花园的雨水入流总量（Ｗｉｎ）可表示为

图 ２　 试验雨水花园土样采集位置示意

Ｆｉｇ ２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ｉｌ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ｒａｉｎ ｇａｒｄｅｎ

Ｗｉｎ ＝ ΔＨ Ａ ＋ ＫＡΔｔ ＋ Ｗｏｕｔ （３）
式中　 Ｗｉｎ为时段入流总量， ｍ３； ΔＨ 为时段内花园中积

水深度变化， ｍ； Ａ 为雨水花园面积， ｍ２； Ｋ 为雨水花园

土壤的入渗率， ｍ ／ ｍｉｎ； Ｗｏｕｔ为时段出流总量， ｍ３。
根据式（３）， 通过监测花园中一定时段内入流总量

以及积水深度变化， 土壤的入渗率 Ｋ 为

Ｋ ＝
Ｗｉｎ － ΔＨ Ａ － Ｗｏｕｔ

ＡΔｔ
（４）

为了评价花园入渗性能受雨水径流携带泥沙的影响，
分别在试验开始的 ２０１１ 年初、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末进行了土壤调查， 在图 ２ 所示的 ６ 个采样点提取土

样。 土样在自然条件下风干， 经碾压后过 ２ ｍｍ 筛， 采用

马尔文 ＭＳ ２０００ 激光粒度分析仪测定土壤粒径分布。

２　 结果与讨论

２ １　 雨水花园对雨水径流的削减效果

表 １　 监测期内年降雨量、发生频率及雨水花园削减率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１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ｒｕｎｏｆｆ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ｒａｉｎ ｇａｒｄｅ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

年份 降雨量 ／ ｍｍ 发生频率 ／ ％ 径流量削减 ／ ％

２０１１ ６５６ ２ ２０ ０ １００ ０

２０１２ ３８３ ２ ９０ ３ １００ ０

２０１３ ４５５ ２ ８０ ６ ９６ ８

２０１４ ６９８ １ １６ １ ９８ ９

表 １ 列出了监测期内的年降雨量、 发生频率和雨水花园对雨水径流的年削减率。 西安的多年平均降雨量

为 ５８０ ２ ｍｍ， 监测期内有 ２ 年（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４ 年）的降雨量高于多年平均值， 根据多年长系列资料统计分

析， 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４ 年的年降雨频率分别为 ２０ ０％和 １６ １％， 其余 ２ 年（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降雨量为平均值

的 ６６％和 ７８％。 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２ 年均未发生溢流，
雨水径流通过雨水花园全部入渗， 径流削减率为

１００％。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４ 年均有溢流发生， 其中

２０１３ 年出现 ３ 次， ２０１４ 年出现 １ 次； 与全年入流

总量相比， 溢流量很小，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４ 年雨水花

园对径流的削减率分别为 ９６ ８％和 ９８ ９％， 结合

降雨量加权平均， 监测期（２０１１—２０１４ 年）４ 年内，
雨水花园总的径流削减率达到 ９９ ０％。 如果将上述

溢流后排入城市管网的雨水径流与实际汇集雨水径

流相比， 相当于将雨水花园控制的集水区的径流系数降低到了 ０ ０１， 这一值大大低于当地开发前、 原始裸

地 ０ １５ 左右的径流系数［２２］； 雨水花园对雨水径流 ９９％的削减率也满足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住房城乡建设部编制的

《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 年径流总量 ８０％～８５％的控制目标［４］。
２ ２　 雨水花园溢流过程及蓄渗能力分析

２ ２ １　 雨水花园溢流过程分析

表 １ 说明雨水花园能够大幅度削减汇流区的雨水径流。 图 ３ 显示监测 ４ 年中所记录的 ２８ 场降雨过程，
其中大于 ５０ ｍｍ 的暴雨 ２ 次， ２５～５０ ｍｍ 的大雨 ８ 次， １０～２５ ｍｍ 的中雨 １１ 次， 小于 １０ ｍｍ 的小雨 ７ 次。 最

大日降雨量发生在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１ 日， 为 ５３ ２ ｍｍ； 但其并未发生溢流。 在监测的 ２８ 场降雨中， 仅有 ４ 场发

生溢流， 分别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８ 日降雨量 ３６ ４ ｍｍ，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８ 日降雨量 ４７ ８ ｍｍ，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８ 日降雨

量 ３５ ２ ｍｍ，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２ 日降雨量 ４４ ６ ｍｍ。 发生溢流的这 ４ 次降雨事件普遍的特点是历时短、 雨强大。
所以， 雨水花园发生溢流主要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 即降雨历时和雨强， 其中， 短历时高强度的降雨过程更

容易发生溢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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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显示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８ 日降雨过程中雨水花园的入流和溢流过程。 降雨历时短、 雨强大， 其 ６０ ｍｉｎ 历

时重现期为 ４ ８４ 年。 由图 ４ 可以看出， 雨水花园从开始时刻起， 入流流量过程线增长较快， 入流量远远大

于雨水花园土壤的入渗量， 花园内迅速积水， 并很快产生溢流。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８ 日入流总量为 １３ ９３ ｍ３， 溢

流总量为 ３ ０９ ｍ３， 其他 １０ ８４ ｍ３雨水径流全部入渗补给地下水， 雨水花园对该次降雨的径流总量削减率为

７７ ８％， 由于入渗补给， 花园附近雨后地下水位抬升 ０ ３２ ｍ， 但降雨结束 ３ ｄ 后， 地下水位降低到雨前水

平。 其他 ３ 场溢流事件的径流总量削减分别为 ９３ ８％（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８ 日）、 ７８ ５％（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８ 日）和

７６ ６％（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２ 日）。

图 ３　 监测期内日降雨量分布

Ｆｉｇ ３ Ｄａｉｌｙ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

　

图 ４　 单次暴雨下雨水花园入流和出流过程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８ 日）
Ｆｉｇ ４ Ｒａｉｎ ｇａｒｄｅｎ ｉｎｆｌｏｗ ａｎｄ ｏｕｔｆｌｏｗ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ａ ｓｅｖｅｒｅ ｓｔｏｒｍ ｏｎ Ｊｕｌ． ２８， ２０１３

２ ２ ２　 雨水花园蓄渗能力分析

雨水花园水文过程监测中发现， 雨水花园土壤入渗性能较好［６］， 对其他中小型降雨事件， 一般只在降

雨过程中雨强较大的时段内， 雨水花园内形成短时间积水， 雨强减小后园内的积水很快入渗。 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５ 日降雨为例， 日降雨量 ２４ ８ ｍｍ， 降雨历时为 １３ ５ ｈ， 气象站记录降雨的时间间隔为 １０ ｍｉｎ（每 １０ ｍｉｎ
为 １ 个时段， 共计 ８１ 个时段）， 由此计算出每 １０ ｍｉｎ 内的平均雨强， 考虑汇流区与雨水花园的汇流面积比，
计算实际进入雨水花园内的等效雨强， 与雨水花园土壤入渗率对比结果表明： ８１ 个统计时段内仅有 ３ 个时

段内等效降雨强度大于雨水花园的入渗率， 其他时段内雨水径流进入雨水花园直接入渗， 不会形成积水。 据

统计， 西安地区中小型降雨居多， 占全年总降雨量的 ６９ ８％， 因此， 以蓄渗雨水径流补给地下水为目的雨水

花园在西安地区可以滞留大部分降雨径流， 随后补给地下水。

表 ２　 西安地区不同降雨历时和不同重现期的降雨量 ｃｍ
Ｔａｂｌｅ ２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ｄｅｐｔｈ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ａｎｄ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Ｘｉ′ａｎ， Ｃｈｉｎａ

重现期 ／ ａ
降雨历时

４５ ｍｉｎ ６０ ｍｉｎ ９０ ｍｉｎ
２０ ４ ２ ４ ４ ４ ７
１０ ３ ６ ３ ８ ４ １
５ ３ ０ ３ ２ ３ ５
３ ２ ６ ２ ８ ３ ０
２ ２ ２ ２ ４ ２ ６
１ １ ６ １ ８ ２ ０

０ ５ １ １ １ ２ １ ４

与普通透水地面的入渗过程相比， 雨水花园的优势在于有一定的蓄水深度， 能够将地表径流暂时拦蓄，
最终入渗补给地下水。 观测结果显示， 对于研究区的一次显著降雨过程， 雨水花园的蓄水深度在 ２０ ～ ３０ ｃｍ

范围内就足以拦蓄其表面积 ２０ 倍范围内的地表径

流。 表 ２ 显示西安地区不同降雨历时和频率的降雨

统计结果［２３］。 本文以西安地区为典型做一个案例

分析。 若研究区典型土壤的稳定入渗率为２ ５ ｍ ／ ｄ，
则一个蓄水深度为 ２０ ｃｍ 的雨水花园在 ６０ ｍｉｎ 里拦

蓄和入渗的总深度可以达到 ３０ ４ ｃｍ， 按照本文中

试验雨水花园的汇流面积比（２０ ∶１）计算， 则对应的

暴雨深度为 １ ５２ ｃｍ， 若径流系数取 ０ ９， 对比表

２， 可以看出对于暴雨重现期为 １ 年、 ３ 年和 ５ 年一

遇的降雨， 当降雨历时为 ６０ ｍｉｎ， 溢流量只有

０ １０ ｃｍ、 １ ００ ｃｍ 和 １ ３６ ｃｍ， 溢流量为入流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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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２％、 ３９ ７％和 ４７ ２％。 当降雨历时为 ９０ ｍｉｎ 时， 对应暴雨重现期为 １ 年、 ３ 年和 ５ 年一遇的降雨， 雨水花

园溢流量仅占入流的 １ １％、 ３４ １％和 ４３ ５％， 大部分的雨水径流入渗补给地下， 西安地区的地下水位一般

在 ３ ｍ 以下， 可为持续入渗提供充足的空间。
２ ３　 雨水花园运行后入渗率和土壤颗粒组成变化

降雨过程中汇集的雨水径流携带有大量的固体悬浮物， 尤其是降雨初期形成的雨水径流。 雨水花园在运

行过程中， 雨水径流中较大的固体悬浮物在花园土壤表面沉淀， 较细的固体悬浮物则被雨水花园表层 １０ ～
１５ ｃｍ土壤过滤吸附［２４⁃ ２５］。 这些细小的悬浮物可能会堵塞土壤孔隙， 影响土壤的入渗性能， 进而影响雨水花

园整体的水文效果和调节功能。 因此， 表层土壤堵塞， 影响土壤入渗性能是雨水花园长期运行所面临的主要

风险之一， 这直接影响到雨水花园的寿命， 即可持续性［１２］。 本研究自 ２０１１ 年运行， 到 ２０１４ 年共进行了 ９
次入渗率监测， 图 ５ 给出了土壤入渗率的变化， 其中， ２０１１ 年测定的入渗率为 ２ ３４６ ｍ ／ ｄ， ２０１４ 年为

２ ２５３ ｍ ／ ｄ， 稍有降低， 其后又呈现增长趋势。 总体上看， 雨水花园土壤入渗率在 ４ 年内比较稳定， 均值为

２ ３６９ ｍ ／ ｄ， 均方差仅为０ ２００ ｍ ／ ｄ。
图 ６ 显示监测期内花园土壤组分的变化， 其中， 土壤颗粒分级采用美国农部制标准。 根据监测结果， 雨

水花园内土壤颗粒变化的整体表现为： 土壤中的砂粒含量显著增加， 黏粒含量稍有降低， 粉粒含量降低。 这

种变化趋势对维持雨水花园入渗性能有利。 ２０１１ 年春， 在雨水花园运行前， 土壤采样后进行颗粒分析的结

果显示， 平均黏粒含量为 ９ ４６％， 粉粒含量为 ８３ １９％， 砂粒含量为 ７ ３６％。 运行 ２ 年后（２０１２ 年）， 黏粒含

量均值为 ９ １０％， 与运行初期的 ９ ４６％相比变化不大， 但砂粒含量有所增高， 由原先的 ７ ３６％ 增至

１１ ０９％， 粉粒含量有所降低； 雨水花园运行 ３ 年后（２０１３ 年）， 平均黏粒含量由 ９ ４６％降低到 ６ ７２％， 降幅

为 ２８ ９８％， 砂粒含量均值增至 ２６ ３４％， 增幅为 ２５７ ９０％； 粉粒含量由 ８３ １９％降低到 ６６ ９４％， 降幅为

１９ ５３％。 与 ２０１１ 年初始状态相比， 雨水花园运行 ４ 年后的 ２０１４ 年， 土壤砂粒含量由 ７ ３６％ 增加到

２０ ５５％， 几乎提高了 ２ 倍； 而粉粒含量从 ８３ １９％减少到 ７２ ３５％， 减少幅度为 １３ ０３％。 这里砂粒的增加几

乎都来自粉粒的减少， 而黏粒的含量几乎没有变化， ２０１１ 年为 ９ ４６％， ２０１４ 年为 ７ １０％。

图 ５　 监测期内雨水花园土壤入渗率变化

Ｆｉｇ ５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ｒａｉｎ ｇａｒｄｅ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

图 ６　 运行期内雨水花园不同粒径土壤颗粒含量变化

Ｆｉｇ ６ Ｓｏｉｌ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ａｉｎ ｇａｒｄｅ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ｙｅａｒｓ

图 ７ 显示， 雨水花园运行 ４ 年间， 土壤粒径累计曲线变化情况。 可见， 土壤粒径累计百分比曲线随时间

逐渐右移， 当土壤粒径累计百分比为 ５０％时， 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４ 年的土壤粒径分别为 １４ １６ μｍ 和 １９ ９６ μｍ；
土壤粒径累计百分比为 ８０％时， 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４ 年的土壤粒径分别为 ２８ ２５ μｍ 和 ５０ ００ μｍ， 表明运行后花

园内土壤颗粒粒径呈现出整体变大的趋势， 土壤质地逐渐由粉砂土转变为粉砂壤土。 在无外来扰动情况下，
花园内土壤粒径变化受雨水径流携带固体悬浮物的影响， 而花园内土壤粒径整体变大， 说明试验区雨水径流

携带的固体悬浮物可能以大颗粒为主， 这有利于维持该地区雨水花园良好的入渗性能。
同类研究中， Ｌｉ 和 Ｄａｖｉｓ［１６］、 Ｌｅ Ｃｏｕｓｔｕｍｅｒ 等［１８］通过大量的室内土柱试验研究表明， 细颗粒不会穿透表

层 ５～１０ ｃｍ 的土壤， 其会在表层累计形成一个致密层， 影响雨水花园的入渗性能， 但土柱内种有植物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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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不同运行阶段土壤颗粒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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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的入渗能力则得以维持。 Ｊｅｎｋｉｎｓ 等［２１］研究发现， 运

行 ９ 年后雨水花园整体的入渗性能没有发生明显改变。
本文中的试验雨水花园运行 ４ 年后， 土壤入渗率维持稳

定， 土壤颗粒中黏粒含量没有增加， 而砂粒含量增加。
试验雨水花园土壤组分的这一变化趋势受到研究区雨水

径流特性的影响， 也与 Ｊｅｎｋｉｎｓ 等［２１］ 的研究结果基本一

致。 另外， 长期运行雨水花园内更为湿润， 不仅植物生

长茂盛， 而且为多种无脊椎动物提供了栖息地； 虫洞的

形成和根系的发展都会增加、 维持入渗能力。 这些因素

表明， 雨水花园在西安地区可以较为高效的长期运行。

３　 结　 　 论

（１） 雨水花园运行期内， 对于暴雨径流的总削减率高达 ９９ ０％； 在监测的 ２８ 场降雨中仅有 ４ 场降雨发

生溢流， 其中 ２ 年内均未发生溢流， 径流削减率为 １００％， 最多 １ 年发生溢流 ３ 次， 但年径流削减仍高达

９６ ８％。 导致雨水花园发生溢流的均为高强度、 短历时暴雨。
（２） 水文频率分析结果显示， 试验雨水花园对于重现期为 １ 年、 ３ 年和 ５ 年一遇的暴雨， 当降雨历时为

６０ ｍｉｎ 时， 溢流量仅为入流量的 ６ ２％、 ３９ ７％和 ４７ ２％； 当降雨历时为 ９０ ｍｉｎ 时， 溢流量仅为入流量的

１ １％、 ３４ １％和 ４３ ５％， 研究区土层较厚， 地下水位较低， 利用雨水花园增加雨水入渗有利于当地生态环

境的改善。
（３） 雨水花园运行 ４ 年后， 其表层土壤砂粒含量明显升高， 由 ７ ３６％增加到 ２０ ５５％， 细颗粒含量则相

应减少； 试验雨水花园土壤的入渗率保持在２ ４ ｍ ／ ｄ， 说明系统能够维持稳定的入渗率， 保证其蓄渗功能的

持续性。
本研究中雨水花园对暴雨径流的削减效果显著， 且入渗效果稳定， 充分显示了雨水花园这一生物滞留系

统在城市雨洪管理中的积极作用， 成果可为中国海绵城市建设提供理论依据与技术参考。 本文侧重于对雨水

花园滞留效果的水文过程研究； 入渗对区域地下水位的影响以及入渗后对地下水水质的影响将在后续研究中

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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