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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册将指导您完成以下阶段：
规划，建造，种植和维护。
本手册是针对特定的条件，包括区域土壤和降雨模式，适当的植物选择和尺寸编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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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灌溉型雨水花园 ?

海绵城市灌溉型雨水花园是收集从屋顶、车道、庭院和其他不透水铺面的雨水，暂时储存于下凹式雨水
花园，再下渗到地下土层，减缓地表雨水径流，雨水经土壤草根、树根过滤再流入河川、湖泊，减少雨
水所带来的污染。渗透网管灌溉排水系统提供雨水贮蓄、排水与毛细作用地下灌溉功能。雨水花园是临
时积水，下雨后并不意味着是永久性的池塘。简单地说，雨水花园是浅洼地是：

•可以设计成任何形状和尺寸。
•修建时使用混合土壤，使水迅速下渗，减缓径流和适合植物生长。
•可选择多种植物，以适应周围的环境进行美化。
•可储蓄雨水再利用。
•渗透网管可以进行节水地下灌溉。
•渗透网管可促进雨水下渗，扩大透水面积。

灌溉型雨水花园解说图

进水口
雨水花园深度

一般(15或30公分)
积水面积 雨水溢流口 溢流水道边坡<10%

原土层

渗透网管

地下灌溉排水系统

混合土壤
一般(30或60公分)

护盖介质



道路边灌溉型雨水花园
Bioretention

小区灌溉型雨水花园
Residential Rain Garden

绿色透水铺面
Permeable Green Paving

垂直绿墙
Vertical Green Wall  

生态洼地
Bioswale

促进雨水下渗
基地保水

园林园艺，节水灌溉
创造植物舒适的生长环境

绿色屋顶+蓝色屋顶
Green Roof + Blue Roof

降低环境冲击(LID)-建设海绵城市，雨水花园是雨水资源管理的重要部分，除了雨水花园，保护自

然区域，可渗透的路面，植被屋顶，雨水收集系统和其他技术可以帮助管理降低环境冲击的方法，

包括您家庭的雨水径流。 作为工程雨水管理系统一部分的雨水花园被称为“生物滞留”设施。

雨水花园设计、施工和维护手册
雨水花园作为降低环境冲击(LID)整体方法的一部分

保水灌溉床
Self Watering Wicking Beds

行道树集水树穴
Trees in Bioswales

保水栽培床
Self Watering Wicking B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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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花园好处

雨水花园提供多种好处

提高水的渗透量，
回补地下水，创造
生态平衡环境。.

吸收不透水铺面的地
表径流，减少洪灾。

提供益虫和鸟类栖息
地，生物多样化。
.

草坪及雨水花园过滤车道油
脂、农药和化肥和其他污染
物，减少地下水、溪流、湿
地、湖泊和海洋水域的污染。

• 美化房屋和院落的外观。

• 提供益虫和鸟类栖息地，生物多样化。

• 草坪及雨水花园过滤车道油脂、农药和化肥和其他污染物，

减少地下水、溪流、湿地、湖泊和海洋水域的污染。

• 吸收不透水铺面的地表径流，减少洪灾。

• 提高水的渗透量，回补地下水，创造生态平衡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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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花园如何提高我们的自然环境质量和生活质量

原生土壤和森林吸收，储存，过滤并缓慢地向河流，溪流，湿地，湖泊和沿海水域释放凉爽干净的水。
海洋和淡水以及陆地丰富的生物多样化生活取决于清洁的水资源。
随着地区的发展，原生森林和土壤被道路，屋顶和其他不透水铺面所取代。 当下雨时，更多污染的油，
化肥，农药，沉积物和其他污染物从这些不透水铺面的水流出，污染下游土壤、河川、湖泊和海洋。
事实上，溪流，湿地和海湾大部分污染来自于发展地区的雨水。 来自发展土地的水和相关污染物损害了
的水资源和危害水生生物。

未开发自然地表 高度开发地区

10%地表径流

25%浅层入渗
25%深层入渗

40%蒸发 30%蒸发

5%深层入渗

10%浅层入渗

55%地表径流

75~100%不透水铺面覆盖

自然土表覆盖

雨水花园绿色基础设施，渗、蓄、

滞、净、用、排设计，作为绿色

城市雨水过滤，减缓地表径流的

雨水管理，以保护我们的湖泊和

河流，创造优良的生态环境。

降低环境冲击(LID)
雨水花园

收集雨水，减缓地表劲流。
促进雨水入渗，基地保水。
雨水自然过滤，减少污染。

降低热岛效应，创造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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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和维持雨水花园的四个阶段

•就当地降雨量，设计雨水花园的面积大小。
•观察排水方向，并选择一个捕获径流的适当位置。
•测试该地点的土壤渗透率，确保雨水下渗。
•订定雨水溢出的安全位置。
•确定雨水花园的大小和形状。
•确认所选位置将可容纳雨水花园。

•使用木桩，绳索，地面漆和/或其他工具标示及布置您的雨水花园。
•挖掘土壤。
•为雨水花园建立一个入水口。
•整平雨水花园的底部（但不要压紧土壤）。
•提供溢流口。
•将肥料混合入雨水花园种植土壤中。
•雨水花园填入种植土壤，并在溢流下方留出积水空间。
•调整雨水花园表面种植土壤，确保不要过分压实土壤。

•使用各种小树，灌木，草和植被。
•雨水花园内，选择周边地区较易生长的三种植物。
•用护盖介质覆盖暴露的土壤，以尽量降低土壤流失和减少杂草产生。
•建立植物灌溉系统。

•清除碎屑，保持入水口和溢流口清洁，并用碎石保护。
•不要使用化肥，农药或除草剂。
•根据需要提供水灌溉。
•根据需要提供额外的护盖介质。

规划设计

建 设

种 植

维护保养

正确设计和建造，雨水花园迅速排水与水只存在一至三天。
蚊子在静止水中沉积后，需要四至七天才能成为成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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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设计

工具和材料清单

绘图纸
（网格纸建议）

钢笔或铅笔

计算器

地图
（庭院/雨水花
园将放置的地方）

量尺

水源
（土壤渗透排水
试验使用）

直尺或自制规格
（每1m标记的板、
带或管）

铲子
（土壤渗透试验）

挖掘工具

柱孔挖掘工具

如何开始
开始规划您的雨水花园，请准备本页列出的工具和材料，并按照本手册中的指导进行操作。

检查现场排水方向
什么区域的水，会流到雨水花园？
首先，需要评估区域或项目现场，以确定将区域的水流到雨水花园，以捕获屋顶，车道，庭院和种植绿化区
与压实土壤产生的径流，并且可以吸收和过滤。 在一个或多个雨水花园中捕获这些区域的全部或部分雨水。
在确定要哪些区域的雨水导入雨水花园时，请考虑以下因素
•水通过园林景观，开放的洼地，植物和装饰岩石，或通过地下管道（如从屋顶落水管）送到雨水花园。
•雨水花园可以放置在多个位置。 例如，可以将水从屋顶的一部分引导到后院的雨水花园，将水从屋顶的
另一部分引导到前院的雨水花园。

规划适当雨水花园位置
找到雨水花园适当位置：
•它改善了家的外观。从道路或邻居家，雨水花园可以提供有吸引力的视觉缓冲区。
•将不会用于其他用途的地方设置雨水花园，雨水花园尺寸（请参阅雨水花园尺寸指南）。
•溢流口可以将水安全地引导离开家庭和邻居。
•雨水自然流入花园。

不适合建立雨水花园的位置
1. 离建筑基地3公尺以上- 避免水进入地下室。
2. 避免破坏电力，天然气，电话，水和其他线路及设施。
3. 在陡坡或边缘附近，在陡坡上加水会导致滑坡或不必要的沉降。一般来说，常规雨水花园的坡度应小于

10％。如果雨水花园在15公尺以内的坡度超过10％，请咨询土木工程师。
4. 通常化粪池系统在上坡，至少提供15公尺距离，化粪池在雨水花园下坡至少提供3公尺距离。
5. 在排水不良的低点，这些区域可能有助于自然储存雨水，但排水不良会影响雨水花园植物生长。
6. 已经有良好的原生土壤，树木和其他植被的地区，这些地区已经很好地过滤和储存雨水功能。
7. 如果有高的地下水位，上升到雨水花园底部（挖出的土壤表面）30公分以内，则应考虑另一个位置。
在高地下水位的地区，雨水花园不会有正常功能。

8. 你的雨水花园必须离饮水井至少30公尺。

坡度斜率计算
斜率通常以度或百分比描述。
使用百分比时，（垂直距离）除以（水平距离）并乘以100。 斜率=

垂直距离

水平距离
斜率=

30公分

300公分
例如 : = .10

要将十进制转换为百分比，乘以100并包括％符号：.10 x 100 = 10％
乘以100的最简单的方法是将小数点向右移动两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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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设计

土壤测试
找到雨水花园的位置后，下一步是测试该位置的土壤。
评估土壤质地（土壤颗粒的大小）和土壤排水速率（水渗透的时间）。
了解这些特点将帮助你适当地规划雨水花园。

挖测试孔
1. 挖一个约60公分深，30公分到60公分直径的小洞。

如果有小型挖土机，一个更大的洞是可以的。
2. 评估土壤质地
在测试孔加水之前测试排水，评估土壤的质地。

•如果土壤潮湿，把一些放在你的手掌，试图把它挤成球。
•如果土壤分裂或容易破碎，并且是砂砾感，这表明是排水良好的土壤。如果土壤是粘性的，光滑的，
并形成一个可以像造型粘土的球，这表明较差的排水土壤，含有较高的粘土含量。
如果土壤光滑但不粘，那么它可能是粉质土壤，中度到不良排水。

•如果土壤干燥，一次添加几滴水，然后进行土壤质地测试。
•记录你的观察。这些观察结果将有助于确定下一节如何建造雨水花园。

3. 确定雨水花园深度
接下来，决定雨水花园的最大深度（推荐15公分或30公分）。通常，设计有30公分积水深度的雨水花园
将容纳排水区域更多的水，特别是在贫瘠的土地上。同样重要的是可建造你喜欢雨水花园的造景。
例如，你可能希望有一个30公分的深度，即使15公分是所有你需要的雨水存储。

4. 测试孔中注入水并观察渗透速率
最后，根据步骤3中决定雨水花园最大深度，用15公分或30公分的水填充测试孔。在孔中固定一个尺码
或自制的量规，以测量渗透速率。自制的量规可以是从底部每1公分标记。
时间，水完全耗尽所需时间。顺便说一下，这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所以从早上开始。如果一天后洞中仍
然有水，记录自您开始测试后已经下降了多少公分。将总公分数除以总小时数，以计算土壤渗透速率。
在干燥季节重复测试三次
如果是雨季，做土壤渗透试验一次。如果你必须在旱季测试，做测试三次（每次测试在最后一次完成后
立即执行）。使用第三个测试作为您的渗透率（以公分每小时测量）。在旱季测试三次提供了一个更好
的评估，雨水花园夏天存在土壤湿润的条件。不建议在干燥季节进行测试，但有时不可避免。
土壤渗透试验对于确定雨水花园的大小很重要，但是测试也有助于您做出以下重要决定：

•如果渗透速率小于每小时6.5mm，但每小时大于2.5mm，则雨水花园的位置可能正常。但是，请记住，
在最潮湿的月份， 可能长期积水。

•如果渗透速率小于每小时2.5mm，请考虑更换雨水花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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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设计

确定雨水花园的大小
一旦测试了土壤的渗透速率，可以确定雨水花园的大小。五个问题很重要：
1. 土壤渗透率有多好？
2. 有多少区域的水会流到雨水花园？
3. 您的区域收到多少降雨？
4. 想让雨水花园暂存多少水？
5. 雨水花园要有多少空间？

1. 土壤渗透率有多好？
在（测试土壤）一节中，计算了土壤渗透速率。 使用雨水花园大小规划设计图表-1，参考这个比率来确定雨水花园的大小

2.有多少区域的水会流到雨水花园？
要确定要排水的面积，测量车道，屋顶，景观区域和其他表面将流到雨水花园，并记下面积的平方公尺。
要找到屋顶的面积，测量建筑物的长度和宽度，包括屋顶投影面积。不要担心屋顶的斜坡，因为它不影响排水面积。

3. 您的区域收到多少降雨？
查该地区降雨量比较图例说明-2。 转到雨水花园大小规划设计图表-1，确定你雨水花园的大小。



雨水花园设计、施工和维护手册
规划设计

4.想要雨水花园暂存多少水？
建议积水深度为15公分或30公分。根据美学在您的景观中有一个更浅或更深的低洼区。请记住，较深的低洼区域通常需要更
长的渗透排水时间，并且在底部将需要更多的耐水植物（除了含沙，排水良好的土壤）。你选择的深度也可以影响你需要多大
的积水面积。
在决定了15公分或30公分的积水深度之后，是时候确定雨天池面积的上限。请参阅雨水花园大小规划设计图表-1尺寸图。
该图显示了降雨区域。还显示了土壤渗透排水率。使用图表和降雨区域地图，按照步骤A到D确定积水区域的顶部表面的大小。
A. 选择希望实现的水平 - 好，更好或最好。查找雨水花园大小规划设计图表-1中的性能级别。

良好-性能将捕获流入您的雨水花园区域约80％的水。
更好-性能将获得区域约95％的水。
最佳-性能将捕获来自区域大部分的水。
在最佳性能下，30公分的积水深度将需要比15公分积水深度更小的空间。但在良好或更好的性能下，雨水花园通常将具
30公分或15公分相同深度的尺寸。

B. 确定雨水花园区域的降雨量。
C. 根据土壤渗透排水试验，在雨水花园大小规划设计图表-1中查找土壤渗透排水速率。如果选择的性能水平为最佳，请确保

选择适合积水深度，15公分或30公分。
D. 参考土壤渗透排水率，降雨区域和期望的性能水平，找到“尺寸因子”，以确定雨水花园的积水区域的面积。

尺寸因子显示区域总量的百分比。将总面积乘以尺寸因子以得到积水区域的面积。
总计区域面积x尺寸因子百分比=雨水花园面积。

5.雨水花园占有区域空间比例？
测量雨水花园可用的空间。如果它不适合所选的位置，请考虑以下选项：
•减小雨水花园的尺寸。
•降低您的绩效水平（从最好到更好或更好到良好）。
•考虑一种不同的形状 - 雨水花园可以长而窄。
•将雨水花园划分为多个位置，分开排水区域。
•查找其他位置。

地区 1  < 75 地区4   125-180

地区2   75-100 地区5   180-230

地区3   100-125 地区6 >230

图例说明-2

平均年降水量（公分）



降雨地区 积水深度

土壤渗透排水率

0.25 – 0.6

公分/Hour

0.61 – 1.24

公分/Hour

1.25 – 2.5

公分/Hour

2.51- 6.24

公分/Hour

6.25以上

公分/Hour

推荐尺寸：区域面积乘以该百分比来确定雨水花园的积水面积。

良好
(80%)

地区 1 15公分~30公分 8% 7% 7% 6% 6%

地区2 15公分~30公分 14% 10% 8% 6% 6%

地区 3 15公分~30公分 16% 11% 8% 7% 6%

地区 4 15公分~30公分 19% 12% 10% 7% 6%

地区 5 15公分~30公分 23% 15% 11% 9% 6%

地区 6 15公分~30公分 28% 18% 13% 10% 7%

更好
(95%)

地区 1 15公分~30公分 9% 9% 8% 8% 7%

地区 2 15公分~30公分 20% 14% 11% 9% 7%

地区 3 15公分~30公分 22% 15% 12% 10% 7%

地区 4 15公分~30公分 29% 18% 14% 11% 8%

地区 5 15公分~30公分 34% 22% 16% 13% 9%

地区 6 15公分~30公分 42% 27% 19% 15% 10%

最好
(所有雨水)

地区 1
15公分 13% 10% 9% 9% 8%

30公分 N/A 10% 9% 8% 8%

地区 2
15公分 39% 32% 26% 21% 15%

30公分 N/A 27% 23% 20% 15%

地区 3
15公分 45% 36% 30% 25% 17%

30公分 N/A 31% 26% 22% 17%

地区 4
15公分 54% 43% 34% 27% 18%

30公分 N/A 36% 31% 25% 17%

地区 5
15公分 75% 47% 35% 26% 17%

30公分 N/A 45% 31% 25% 17%

地区 6
15公分 72% 56% 42% 30% 19%

30公分 N/A 48% 39% 29% 19%

使用本图表的说明
➢ 选择雨水花园三个性能水平中的一个 - 好，更好或最好。
➢ 良好的性能将捕获流入雨水花园大约80％的水。
➢ 更好的性能将获得区域约95％的水。
➢ 最佳性能将捕获来自区域大部分的水。
➢ 当雨水花园达到“好”或“更好”的性能时，积水区域具有15公分或30公分积水深度的雨水花园。对于“最佳”性能，通常需要大于30公分积水深度。
➢ 在渗透排水较慢的土壤，建造的雨水花园需要较深的积水水位，积水时间较长（可能几天），特别是在暴雨和频繁的暴风雨后，更可能频繁地溢出。如果

选择“好”表现而不是“更好”或“最好”，这些条件会更经常发生。在这些情况下，雨水花园种植一定要选择能够忍受更长时间的耐水植物。
➢ 请记住，降雨模式和影响雨水径流的其他因素是复杂和可变的。此大小图表旨在帮助您实现管理径流的目标。

一个30公分深低渗透排水率的池塘暂存水不会在3天内流失。最好使用15公分的积水深度。

规划设计-雨水花园大小规划设计图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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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花园规划示意图
积水面面积
•这是水从雨水花园溢出之前上升的水位。
•将雨水花园尺寸图中的尺寸因子乘以区域面积，以计算积水区域的面积。
溢流口
•溢流口提供积水深度，防溢出口被叶子或其他碎屑堵塞，特别是在强降雨后，更多的水流入雨水花园。
溢出
•通常只会在大暴雨后溢出。
•如果你的雨水花园有一个护堤，溢流水将穿过护坡在一个凹陷口流出。
•溢流水必须将水引导至安全的位置（例如露天场所，路边洼地或雨水渠）。

溢流口

进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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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确定雨水花园边界和开始挖掘的地点
雨水花园大小规划设计图表-1提供了尺寸因子，区域排放到雨水花园总面积的百分比。计算因子乘以总面积，以计算积水区域的顶
部表面积。 这是雨水花园池塘（15公分或30公分）深度和储水面积。
暴雨之后，水位上升高过积水水位并开始溢流。将水引导到设计的溢流位置，积水区域的护坡凹陷处，如果溢流部分被碎屑阻塞，
则提供额外的容量。 这个额外的高度，称为溢流容纳区域，应至少为15公分高。
雨水花园侧坡建议最大值2：1（60公分水平到30公分垂直），30公分水平距离，是15公分垂直深度。 如果你的侧坡是更平缓，如3：
1或4：1，你将需要从池塘的顶部表面挖出45公分或60公分创造15公分溢流储水深度。 您还可以在池塘周围建一个防水护堤来创建
溢流容纳。 有关溢流容纳和积水区域的图表，请参考雨水花园条件。

确定雨水花园的形状
雨水花园的形状通常由现有土地状况决定，例如需要避开树木和公用设施。 雨水花园依现场条件可以塑造成合适可用空间。 例如，
在倾斜的地面上一个长而窄的雨水花园。 遵循斜坡的轮廓，创建一个工作台。将减少保持底部平坦所需的挖掘量。记住为溢流容
纳区和池塘周围的种植区提供额外的空间。

规划雨水花园的地下灌溉排水系统
确定雨水花园的形状、大小、深度后再雨水花园挖出底部规划地下灌溉排水系统。在干旱期间节水、节省人力的维护是很重要的。

网格纸绘图
当建立不规则形状时，在网格纸上规划雨水花园以确认正确的大小。 使用网格纸检查不规则形状积水区域的大小是否适当。 用所
需的计算平方公尺绘制正方形或矩形后，绘制所需的形状。 计算正方形或矩形内的正方形数目和所需形状内的正方形数目，以确
保它们匹配。 如果需要，调整您的设计以获得匹配的平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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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建造
规划结束，开始建造，主要工作：
1. 主要工具和材料。
2. 确定雨水花园流入和溢出的最佳位置。
3. 雨水花园区域规划，使用木桩，绳子，地面漆或建筑粉笔标记流入和溢出的位置。
4. 决定是否引入新的雨水花园混合土壤，或用堆肥修改现有的现场土壤。
5. 根据积水深度，溢流容纳区域和混合土壤的深度挖掘雨水花园。
6. 安装管道，洼地或屋顶下水道延伸部分，以便将雨水输送到雨水花园。
7. 在您的积水区域的外部创建一个护堤，或者开始挖出至少30公分（2：1坡度）的积水区域，
以提供溢流容纳。

8. 放置混合土壤（不要过于紧密）。
9. 用碎石铺设流入和溢流区域。
10. 如果需要，堆高雨水花园区域边缘。

入水口
水通过带有植物和碎石的开放洼地，或通过管道到雨水花园。无论使用什么技术，要考虑坡度和防
止表土流失。
如果坡度平缓（约2％或更小），并且洼地或景观区域用植被或碎石保护，则不需要特殊设计。如
果坡度大于2％，请考虑每1.5m至3.0m增加一些小型碎石拦截，以减慢水的流速。当水从洼地或管
道进入雨水花园时，放置一些碎石以减缓流水速度，并防止土壤流失。

溢流口
流入雨水花园大部分的水都会渗入地下。当暴风雨带来大量的雨水时，雨水花园可能会填满和溢出。
所以，设计雨水花园与内铺碎石，以防止土壤流失。雨水花园铺设大约120公分长的碎石减缓水的
流速。将水安全地引导至雨水渠或分散到景观中。

工具和材料清单

O 卷尺

O 木桩

O
绳，绳，地面漆，
和石灰(标示用)

O 铁锤

O 圆锹和铁耙

O 小型挖土机

O
雨水花园混合土
壤或其他土壤

O 水平仪

O 调平土壤木板

O 护根护盖介质

O 水

O
碎或鹅卵石
(溢出和流入用)

O
灌溉阴井、排水
阴井及渗透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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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花园断面图

雨水花园混合土壤深度
建议（30公分-60公分)

进水口-屋顶或车道的水可以通
过碎石层或植物的洼地，管道或
横跨景观区域被导入雨水花园。

水深
（一般15公分或30公分）

积水最高水位
最大斜度2:1

护盖介质

溢流水道

渗透网管

溢流阴井

溢流护坡

雨水花园
混合土壤

原有土壤
开挖的底部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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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花园布局
首先，布局雨水花园，看看是否适合该地区。在规划设计中指导在哪里找到雨水花园位置。绳子，软管，地面漆或石灰标记该区
域的好方法，因为边界可以根据您的喜好轻松调整。还可以使用木桩标记进水和溢流位置和您的雨水花园的其他功能。
一旦你标记了雨水花园周边，并在挖掘之前，再次检查，以确保水横跨景观或通过洼地或管道很容易地流入雨水花园。
避免损坏灌溉系统
当你布置雨水花园，记得留住现有的树木和远离保护植被的灌溉系统。
挖掘
在挖掘之前，确定积水深度，混合土壤深度和溢流容纳区域所需挖掘的深度。
建议积水深度为15公分或30公分。溢流深度至少为15公分。雨水花园混合土壤深度为30公分至60公分。
下面三种雨水花园土壤选项中的每一种选择提供挖掘深度的示例。有关雨水花园挖掘深度的典型横截面，请参阅雨水花园断面图。
雨水花园土壤三选项
提供雨水花园土壤有三个选择。以下页面提供了有关如何选择这些选项之一的说明。
选项1. 挖掘和更换土壤：挖掘土壤，完全替换新的雨水花园土壤混合物。
选项2. 挖掘和修复土壤用于重复利用：挖掘土壤，通过混合堆肥修改它，然后放回雨水花园。
选项 3. 修改土壤：在挖掘到适当的深度后，通过混合堆肥来修改现有的土壤。

选项1 - 挖掘和更换土壤
当土壤质量差时，应使用选项1。在归划设计中，检查了雨水花园区域土壤质地。粘土含量高不能有良好地排水或提供植物良好的
生长的土壤。如果你的土壤形成一个粘性球，并可以塑造的粘土，它具有高粘土含量。在这种情况下，您应该用新的，雨水花园
混合土壤替换土壤。
通常，建议使用30公分至60公分的雨水花园混合土壤。如果你的土壤质量较差，考虑使用60公分的深度，以便提供植物更好的生长
和储存更多的水。挖掘深度说明：
15公分溢流高度（假设未建造护坡）
+ 15公分或30公分深度
+ 30公分至60公分雨水花园混合土壤
= 60公分至100公分挖掘深度

如果你正在挖一个不是很深的小
雨水花园，用手挖就可以完成工
作。如果你安装一个较大的雨水
花园，考虑租一辆小型挖掘机。

良好的雨水花园混合土壤通常含有约60％砂质土和40％的堆肥。
还可以使用生物滞留混合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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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2 - 重复使用挖掘和混合土壤
当你有适当良好质量的土壤不含太多的粘土应该使用选项2。挖掘土壤与现场堆肥混合。混合堆肥与挖掘土壤如下：
65％挖掘土壤至35％堆肥挖掘深度说明：
15公分溢流高度（假设未建造护堤）
+ 15公分或30公分深度
+ 30公分至60公分雨水花园混合土壤（现场制作）
= 60公分至100公分挖掘深度
挖掘深度与选项1相同。然而，堆肥将与现场挖掘的土壤混合以产生雨水花园混合土壤。

在选项2雨水花园混合土壤，请使用以下方法之一：
1.如果从平坦的地面挖掘，通常只能使用大约2/3的挖掘土壤混合大约1/3体积的堆肥，然后放回雨水花园。
2.如果使用挖掘的土壤，混合在大约1/3体积的堆肥，然后放回雨水花园和护堤。使用这种方法，您可以使用所有挖掘的土壤，
在构造时牢固地压紧护堤的侧面。

选项3  -土壤放置
如果拥有质量优良的土壤，粘土含量最低，排水速率超过每小时2.5公分，则可以使用选项3。挖掘到所需的深度（15公分或30
公分）和溢流深度（15公分），加上要添加的堆肥腾出空间10公分，添加堆肥将帮助你的雨水花园植物生长良好。
挖掘深度说明：
15公分溢流深度（假设未建造护堤）
+ 15公分或30公分深度
+ 10公分堆肥（现有土壤耕种）
= 40公分至55公分挖掘深度

仔细选择复合肥
堆肥应该是稳定和已发酵的，并且由有机废物材料如堆场碎屑或木材废物制成。不要使用蘑菇堆肥，未发酵的堆肥，纯树皮或
锯屑。蘑菇堆肥在氮肥太高。粪便氮肥可能太高，并在雨水花园中引入病原体。树皮和锯末可能导致氮气短缺。
一种判断堆肥质量的简单方法是闻到并检查成品，其应具有以下特性：
•土壤气味，不是酸，甜或氨味
•棕色至黑色
•具有混合粒度的易碎结构
•在润湿时不会发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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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压实雨水花园中的土壤
如果使用小型挖掘机或其他机械进行挖掘，请将设备远离雨水花园的底部。
雨水花园内的机器操作将压实土壤并降低排水速率。 相反，在雨水花园外相邻区域操作机器。

平坦的地面挖掘
如果雨水花园安装在平坦的地面（5％坡度或更小），挖掘土壤到所需的深度。 将土壤放在一边，参见替换土壤的说明。

斜坡挖掘
如果雨水花园区域倾斜超过5％，则考虑以下两种方法中的一种将土壤挖掘到必要的深度。
方法1：挖掘下坡到所需的深度，并创建一个平底。这意味着上坡的深度将大于下坡，这有利于水的储存，但是需要更多的挖掘。

将土壤放在一边用于再利用或处置。
方法2：另一种方法是斜坡上的所需深度是从上坡端挖掘土壤并使用土壤填充和创建一个护坡，以获得在下坡端的所需深度。

如果选择此方法，请执行以下操作：
•放木桩在上坡和下坡，沿雨水花园的长度距离约1.5m。
•将上坡木桩和下坡木桩用绳子连在一起，使其水平。
•不是一次将所有的绳子都连到木桩上，而是一次一个，使绳子不会妨碍施工。

溢流容纳区域构建
溢流容纳区域以下两种方法中的一种来构建：
•从池塘的外侧，创建一个最小为15公分高，最大坡度为2：1的护堤。
•或开始从地面挖掘。记住从2：1坡度的池塘周边开始30公分高，以容纳
15公分溢流容纳区域（左图）。

•开始在上坡挖掘，向下测量到所需的深度。
•使用从上坡挖出的土壤填充下坡区域，在下坡侧形成平坦的水平底部和
护坡。

•每增加几公分，轻轻地夯实水平底部的土壤，避免过度压实。
•在下坡边创建一个更加紧密的护堤以将水储存在雨水花园中。为了保持
顶部水平，护坡在下坡端将是最高的，然后变短，直到在上坡端逐渐变
细。 护堤应该有倾斜以2：1的最大值和良好的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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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花园用于溢流的护坡
•流入雨水花园的水，护坡可能会遭到侵蚀，如果土壤松动和没有保护，所以脚力，护盖介质和植物快速
生长的地被和低灌木护坡。
•在土壤回填之前，移除所有植被，并在护坡的表面上，使用填充物与地面良好粘合。护坡建造时，
每增加几公分压实土壤。
•护坡应至少比最大积水深度高15公分。
•当溢流通过护坡时，用碎石覆盖溢流区，以防止土壤流失或侵蚀。
排水良好的沙质土壤不是雨水花园周围护坡的最佳材料。护坡需要在暴雨或频繁暴风雨后储水。引用具有
较高粘土或淤泥含量的土壤，排水不好的土壤构建护坡。在放置土壤之前，去除所有的植物。当护坡被建
造时，确保在每增加几公分之后压实土壤，但不要压实雨水花园的土壤。

雨水花园底部
雨水花园应该有一个平坦的水平底部。无论使用哪种挖掘方法，都要使底部平整。一个简单的方法来确定
底部是否是平的是使用一个直木板。将板放在挖掘或填充区域不同的位置和不同的方向，使底部平坦。也
可以使用水平仪。

如何使用激光水平仪
1.将水平仪设置在工作区域外，并且可以无阻碍地看到整个雨水花园和计划的入流和溢流位置。
2.对于相当水平的地面，将接收器放置在测量杆上，高度等于从激光到地面的距离，加上所需的挖掘深度。
挖掘雨水花园到接收器发出的哔哔声的深度。

3.对于“斜坡上挖掘”的方法1，将接收器放置在测量杆上，高度等于从激光到地面的距离，加上上坡端所
需的挖掘深度。挖掘雨水花园的整个底部到接收器发出的哔哔声的深度。

4.对于“倾斜挖掘”的方法2，将接收器放置在测量杆上，其高度等于从激光到地面的距离，加上上坡端所
需的挖掘深度。挖掘上坡并将下坡区填充到接收器发出的哔哔声的深度。

入水口安装
安装任何管道，屋顶落水管延伸，或其他功能，将水带到您的雨水花园。应该在挖掘结束时和放置你的雨
水花园混合土壤之前完成。安装管道，使它们朝向雨水花园倾斜以获得最有效的水流。水龙头和水道设计
作为有吸引力的花园元素和艺术特征可以增加一个很好的感觉。
不要使用软管将水送到雨水花园，这可能阻碍排水。刚性管容易维持，不会沉降。确保测试水流自由流入
雨水花园，并在永久安装前根据需要调整位置。记住，如果水通过陡坡超过2％的洼地，请考虑每隔1.5m
至3.0m提供一个小型碎石层，以减缓水的流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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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透网管地下灌溉排水系统安装

溢水口

多孔性种植土层

路沿石

雨水排水口

原土层

渗透网管保水灌溉系统

排水阴井

4"渗透网管

15cm

30cm
Or

60cm

渗透绿色停车场

灌溉阴井 排水阴井

进水口

出水口

4"渗透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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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花园混合土壤填充
将混合土壤放在雨水花园中，每次约15公分，在每层上走轻轻夯实。将土壤填充至提供所需积水深度
（推荐15公分或30公分）和溢流容纳区域（溢流最小值15公分以上）的水平。
一定要保持你的雨水花园的底部平坦和水平。

入水口和溢流口保护
当水从洼地或管道进入雨水花园，水从溢流口流出时，放一些碎石，以减缓水流和防止侵蚀。对于流入
和溢流，使用直径至少为5公分的圆形碎石（鹅卵石或河流岩石）。碎石应该没有沉积物，所以用洗涤的
碎石。如果溢流是通过护坡，要特别小心用额外的碎石，并将碎石一直向下延伸到斜坡，并至少超过
1.2m以上的护波防止侵蚀。

雨水花园边缘
边缘将有助于将雨水花园与其他周围的风景隔开，并减少草坪侵入雨水花园。
磨边有许多形式，包括路岩石，石板，金属和其他材料。在生长季节用圆锹切割雨水花园边缘的草坪防
止草蔓延到雨水花园中。您可以将雨水花园定位在草坪区域之外，来避免边缘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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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合适的植物为您的雨水花园会很有趣。
本手册这一部分提供了有关美化雨水花园重要注意事项的摘要

雨水花园准备种植
开始美化雨水花园需要的植物，工具和材料，。 记住，您可能需要提前从苗圃或其他来源订购植
物。 一定要选择各种全年生长和各种颜色的植物。

种植区
雨水花园有三个种植区。 1区是雨水花园的底部 - 最湿的区域。 区域2覆盖侧坡，有时可能变湿。
这个区域需要植物帮助稳定斜坡。 区域3覆盖雨水花园周边和/或护堤周围的区域，植物将在干燥
的土壤中生长。

植物的好处
植物根和土壤生物体建立土壤结构，建立渠道和孔隙，吸收和过滤水，并改善空气和氧的可用性，
以支持丰富的生活。 虽然植物帮助雨水花园吸收雨水，他们也为您的院子和邻里创造一个有吸引
力的风景。

植物选择和种植间距
•提供雨水花园落叶和常绿植物的混合种植，以提供全季的植物。
•仔细选择最终具有成熟大小的植物。雨水花园混合土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生长介质，所以计划
大多数植物达到成熟的宽度和高度，可能比其他地方更快。树空间，灌木和植物根据其预期的
成熟大小种植。

•提供良好的树木，灌木和地被的覆盖。
•太大的植物可能需要更多的维护，例如更多的修剪，所以从一开始就选择合适大小的植物。
•在现有树木和灌木的根系内避免种植。
•如果您的雨水花园靠近道路，车道或十字路口，请确保成熟植物不会阻挡驾驶员的视力。
•如果您的雨水花园位于高架电线和公用线下，请务必遵守树木的最大高度要求。
•如果雨水花园附近有地下设施，选择不会长入，破坏或堵塞管道的植物。
•参考已安装了几年当地的雨水花园，以获得想法。

工具和材料清单

O
植物
(多年生植物，，花，
草，灌木和树木)

O 铲子

O 手工具

O 独轮车

O 耙子

O
护盖介质
（切细的木头或切
削的木头）

O 水

O 石头/碎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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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花园美化
•包括多种多样的植物，包括小树，灌木，草本植物和全年/季节性颜色和不同高度质地的草。
•考虑周围景观的背景，包括您的邻里和本地植物群落。
•选择与现有景观特征相辅相成的植物，可以选择更多的本地植物，也可加入喜欢的观赏植物。本地植物和观赏植物
混合，建立一个迷人的花园。

•安排园林绿化师对雨水花园的设计。如果你想在暴风雨后看到水，留下一个视野走廊到积水区。
•考虑在家庭和道路之间提供令人愉快的视觉缓冲的植物。例如，有几种有吸引力的常绿灌木。

维护保养
•雨水花园底部除草和其他工作。雨水花园的底部可以放置平岩，而不压实土壤。
•走道，石头等围绕雨水花园，可以方便进行维护，并与草坪和其他景观区域隔开。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维护保养篇。

土壤表面护盖介质
土壤表面护盖介质为雨水花园提供多种优势，帮助：
•保持土壤湿润。
•补充土壤中的有机物质。
•防止腐蚀。
•避免杂草。
碎木切碎5公分或7.5公分覆盖整个雨水花园底部，两侧和周边。确保护盖介质不含杂草种子。
土壤表面护盖介质不应该是：
•草屑是营养物质过量的来源，如果水流出雨水花园并进入雨水排水系统，草屑会损害溪流和湿地。
•纯树皮不是补充土壤的有机材料的来源。

护盖介质计算
约1立方米的护盖介质，铺开10公分厚，将覆盖约30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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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花园，就像任何花园地区，需要良好的维护，看起来不错。
然而，一个精心设计的雨水花园需要建立最小的维护。

维护保养篇包含
•保持水流动
•最少的土壤暴露和侵蚀
•提供日常维护
•维护清单

保持水流动
暴风雨后，检查流入和溢流区域，以确保它们仍然完好无损，雨水花园可以继续进出水。清除雨天花园中可能会影响流动的任何
碎屑。 保持流入管路畅通，如有必要冲洗管道。 寻找水没有入渗的区域。 这可能是由于细小的沉积物或土壤的压实。 去除可
能积聚和移除土壤表面的沉积物。 如果你怀疑压实，当土壤不饱和时，打散土壤。

最少的土壤暴露和侵蚀
流入您的雨水花园的沉积物会堵塞混合土壤并减慢排水。从雨水花园进行的沉积物可以以许多方式损害溪流和湿地，包括运输污
染物，覆盖鱼产卵区，以及填充流道和水池。
防止土壤侵蚀问题：
•检查暴雨土壤区域的雨水花园，特别是在雨季开始之前，以及在冬季，秋天。
•在雨水花园的侧面和底部以及周边（以及如果适用的话，在护堤上）补充雨水花园中的覆盖区域。
•保持植物的健康覆盖。
•保持装饰鹅卵石岩石垫保护地面，防止集中的水从管道或洼地流入雨水花园的侵蚀。
•如果沉积物从进入雨水花园的水中沉积，立即确定来源并稳定该区域。
•如果存在局部腐蚀区域，请考虑用岩石稳定该区域以扩散流量，从而导致侵蚀。如果在这个区域已经有岩石，使用较大的岩石
或用岩石覆盖更大的区域以扩散流动。
•如果在流入和溢流位置发生侵蚀，您可能需要在这些区域延伸鹅卵石岩石以分散水流。
•如果侵蚀持续，水可能会迅速流入雨水花园。在这种情况下，可能需要减少引导水的管道或洼地的坡度，或者需要减少流入雨
水花园的水量。在流入物中每隔几英尺增加小的碎石阻拦坝可以减缓水分并减少侵蚀。

日常维护
在短期（前2至3年），需要更频繁的维护，直到你的雨水花园里的植物成熟。
以下常规活动应作为维护计划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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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护盖介质
护盖介质防止侵蚀，抑制杂草，保持水分，土壤中添加有机物质，并改善排水。每年检查覆盖层，如果需要，补充维持5公分至8
公分的厚度。覆盖在植物之间和裸露的地面上。护盖介质应该切碎的硬木或软木。 护盖介质可以在一年中的任何时间施用，但
是在干燥和多雨的季节保持足够的覆盖层是特别需要的。
避免使用已经储存较长时间的护盖介质，因为它可能含有杂草种子。

浇水
对于前1至3年，雨水花园中大多数的植物需要在旱季深层水浇灌以建立健康的根系。 如果选择了适当的植物包括本土物种，雨
水花园2或3年后将很少需要浇水。 然而，即使植物建立，在长时间的干燥期间可能需要浇水。 在这些时期，注意植物的迹象，
如枯萎的叶子或褪色的常绿植物。

浇水频率（干燥季节）
第1年：
•在种植后的第一周：每天或每隔一天浇水。
•从种植后第二周开始，直到下雨开始：每周2或3次（注意水分迹象，如果必要调整浇水）。
第2年：
•根据您的植物和地点条件，每1至3周左右浇水。
第3年以后：
•除了在长期干旱期间外，应该需要最少或不需要水。

植物护理
雨水花园保持健康的植物，杂草种子最少发芽，改善排水，并减少侵蚀。
•如果某些植物生长不好或失败，可能是该植物种错位置。考虑阳光照射，土壤水分，附近植物和其他生长因素，并更换适合
雨水花园品种的植物。

•您可能需要修剪一些植物，由于健康的土壤和良好的水分，植物常常在雨水花园中生长快速。雨水花园植物需要最修剪，
但也需要：

•修剪灌木以保持人行道和在车道和沿道路的视线。
•如果发现相同的植物需要太频繁地修剪，请考虑替换生长较慢的植物。
•清除枯叶和死枝。
•清除水入水口和溢流区植被。
•在冬季，在春季多年生植物和新花茎出现之前，剪下多年生植物和观赏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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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草
雨水花园安装后的前1至2年可能需要更多的除草，直到植物成熟并开始编织在一起，留下较少的杂草生长空间。
即使有杂草存在，雨水花园也会吸收和过滤雨水。除草时避免在雨水花园中压实土壤。

避免使用肥料，除草剂和农药
不要在雨水花园内或附近施用化肥，除草剂或杀虫剂。 雨水花园混合土壤提供了大量的营养，如果你选择适当的本地物种和/或这
个地区适应的植物，不需要施肥。

检查护堤
如果你的雨水花园周围有护堤，检查它的沉降，并根据需要用护盖介质或植物覆盖裸露点和压实土壤，以减少侵蚀。

清理碎屑和沈积物
为了保持一个有吸引力的全年雨水花园，清除垃圾和叶片。
虽然天然叶片可以作为有益的堆肥的花园，其他叶片和垃圾应该删除。 细小的沉积物会堵塞土层并干扰排水。 清除泥土，耙土，
每年补充护盖介质，以减少泥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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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保养清单

雨水花园位置 状态 维护动作

斜坡 坡地持续土壤侵蚀 请参阅“最小化的土壤暴露和侵蚀”。

雨水花园底部
在雨水花园中可见的沉积物，降低排水率

•去除沉积物积聚。
•如果沉积物从进入雨水花园的水中沉积，确定来源并稳定该区域。请参见“最小化
暴露的土壤和侵蚀”。

树叶的积累减少排水率 消除树叶。

池水 池水在暴雨结束后3天以上仍留在该地

确认树叶，碎屑或沉积物积聚不会降低排水速率。如有必要，清除叶子，碎屑或沉
积物。如果这不能解决问题，请咨询具有雨水花园专业知识的专业人士来评估以下
内容：
•检查其他水输入（例如地下水）。
•验证雨水花园的尺寸是否适合作用区域。确认进水区域没有增加。
•确定土壤是否被沉积物堵塞或土壤是否被压实。

入口/出口管道
水在管道中倒流 清洁管道的泥沙和碎屑或用水冲洗。

排水管损坏或破裂 修理或密封裂缝，或如果修理不好则更换。

进水口 碎石或卵石被移除或丢失，流动水侵蚀土壤 保持碎石或卵石的覆盖，以保护地面，水从管道或洼地流入雨水花园。

杂草 杂草存在问题
•用手去除杂草，特别是在春天，当土壤潮湿和杂草很小时。
•在杂草开花结种子之前必须连根拔出。
•除草后施用护盖介质（参见“护盖介质”）。

植被植物

死亡或不健康的植物
•保持所有植物的健康。
•移除任何患病植物或植物部位，并进行处置，以避免将疾病传播到其他植物的风险。
•修剪后消毒园艺工具，以防止疾病传播。

植被阻碍视线和人行道。 选择低生长物种。

植被是侵入入口和出口 保持雨水花园中的入口和出口远离植被。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移动植被。

黄化，生长不良，开花不良，斑点或卷曲的叶，
弱根或茎

•测试土壤以确定缺乏营养。
•咨询专业知识的花园护理。
•不要使用合成肥料。
•考虑为土壤条件选择不同的植物。

护盖物 裸地（无覆盖层）或覆盖层深度小于5公分 •用手工工具将护盖介质补充至5cm至8cm的深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