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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典型绿地土壤水分入渗特征
杜建会１ꎬ２ꎬ∗ ꎬ方

政１ ꎬ林志斌３

１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ꎬ广州

５１０２７５

２ 广东省城市化与地理环境空间模拟重点实验室ꎬ广州
３ 广州海珠国家湿地科研宣传教育中心ꎬ广州

５１０２７５

５１０３０５

摘要:绿地对于缓解城市洪涝灾害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ꎬ对其土壤入渗的定量化研究是评价城市绿地雨洪调蓄能力的关键ꎮ 受
城市土壤空间异质性的影响ꎬ不同功能区绿地土壤水分入渗速率的差异较大ꎮ 采用双环入渗仪对广州海珠国家湿地公园典型
乔草和灌草绿地的土壤水分入渗特征进行测定ꎬ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ꎬ结果表明:( １) 广州海珠国家湿地公园的绿地土壤
水分入渗性能处于中等至较高水平ꎬ但受机械和人为压实作用ꎬ绿地土壤容重偏大ꎬ总孔隙率偏低ꎬ加上外来客土影响ꎬ土壤物
理性黏粒含量高ꎬ且有人为侵入体混入等ꎬ从而抑制了绿地表层土壤的水分入渗ꎻ( ２) 灌草相对于乔草对绿地表层土壤水分入
渗的改善更为明显ꎬ这主要与前者的根系分布较浅有关ꎮ 此外ꎬ灌草绿地的凋落物更易留存ꎬ且其细根分解较快ꎬ这均有助于表
层土壤有机质的及时返还ꎬ从而促进了绿地表层土壤的水分入渗ꎻ(３) 广州海珠国家湿地公园绿地土壤的水分累积入渗量随时
间变化更符合 Ｋｏｓｔｉａｋｏｖ 模型ꎮ 未来广州市绿地的建设及管理应减少土壤压实及外来客土混入ꎬ适当增加灌草比例ꎬ使其兼顾
旅游休闲和雨洪蓄积功能ꎬ从而有助于海绵城市的高效建设ꎮ

关键词:城市绿地ꎻ土壤入渗ꎻ双环入渗仪ꎻ海珠国家湿地公园ꎻ海绵城市

Ｓｏｉｌ 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ｇｒｅｅｎ ｓｐａｃｅ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Ｃｉｔｙ
ＤＵ Ｊｉａｎｈｕｉ １ꎬ２ꎬ∗ ꎬ ＦＡＮＧ Ｚｈｅｎｇ １ ꎬ ＬＩＮ Ｚｈｉｂｉｎ ３

１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ꎬ Ｓｕｎ Ｙａｔ￣ｓｅ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５１０２７５ꎬＣｈｉｎａ

２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ｆｏｒ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ｅｏ￣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ꎬ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５１０２７５ꎬＣｈｉｎａ

３ Ｐｕｂｌｉｃ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 Ｈａｉｚｈｕ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ꎬ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５１０３０５ꎬ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Ｒａｐｉｄ 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 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ｇｒｅｅｎ ｓｐａｃｅ ｐｌａｙ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ｌｏｏｄ ｈａｚａｒｄ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ａｒｅａｓꎬ ｓｏ ｉｔｓ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ｉｓ ｖｅｒｙ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ｌｏｏｄ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ｉｎ ｃｉｔｉｅ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ꎬ ｔｈｅ ｓｏｉｌ
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ｇｒｅｅｎ ｓｐａｃｅ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ｚｏｎｅｓ ｖａｒｉｅｄ ｇｒｅａｔｌｙ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ｓｏｉｌ.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ꎬ ｓｏｉｌ 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ｗａｓ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ｕｓｉｎｇ ａ ｄｏｕｂｌｅ ｒｉｎｇ ｉｎｆｉｌｔｒｏｍｅｔｅｒ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ｗｅｒ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ｉｎ
Ｈａｉｚｈｕ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Ｐａｒｋꎬ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ｃｉｔｙ.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ｔｈａｔ: ( １) 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 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ｉｎ ｇｒｅｅｎ
ｓｐａ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Ｈａｉｚｈｕ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Ｐａｒｋ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ｔｏ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ｈｉｇｈ ｌｅｖｅｌ. Ｈｏｗｅｖｅｒꎬ ｔｈｅ ｓｏｉｌ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ｃｌａｙ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ｂｕｌｋ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ｉｎ ｏｕｒ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ｗｅｒ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ｈｉｇｈｅｒꎬ ｗｈｉｌｅ ｓｏｉｌ ｎｏｎ￣ｃａｐｉｌｌａｒｙ ｐｏｒｏｓｉｔｙ ｗａ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ｌｏｗｅｒ ｉｎ ｇｒｅｅｎ ｓｐａｃｅ ｓｏｉｌ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ｏｉｌꎬ ｗｈｉｃｈ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ｔｏ ｉｔｓ ｓｏｉｌ ｓｏｕｒｃｅ ｍａｉｎｌｙ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ｏｔｈｅｒ ｐｌａｃｅｓꎬ ｓｕｃｈ ａｓ ｐｏｎｄ ｓｌｕｄｇｅ. Ｍｏｒｅｏｖｅｒꎬ ｈｅａｖｙ ｓｏｉｌ ｃｏｍｐａｃ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ｂｏｔｈ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ꎬ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ｍｉｘｔｕｒｅ ｏｆ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ｇｅｎｉｃ ｉｎｔｒｕｓｉｏｎｓ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ｍｉ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ｓｏｌｉｄ ｗａｓｔｅꎬ ｗｈｉｃｈ ａｌｌ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 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ｇｒｅｅｎ ｓｐａｃｅ. ( ２)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ｈｒｕｂｓ ａｎｄ ｇｒａｓｓｅｓ ｃｏｕｌｄ

ｇｒｅａｔ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 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ｉ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ｓｏｉｌ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ｇｒｅｅｎ ｓｐａｃ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ｅｅｓ
ａｎｄ ｇｒａｓｓｅｓꎬ 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ｓｈａｌｌｏｗ ｒｏｏ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ｈｒｕｂｓ ｉｎ ｓｏｉｌｓ.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ꎬ ｍｏｒ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 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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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ｅａ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ｅａｆ ａｎｄ ｂｒａｎｃｈ ｌｉｔｔｅｒꎬ ａｎ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ｗｉｔｈ ｆｉｎｅｒ ｒｏｏｔｓ ｗｅｒｅ ｍｏｒｅ ｃｏｍｍｏｎｌｙ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ｇｒｅｅｎ ｓｐａｃｅ ｗｉｔｈ ｓｈｒｕｂｓ ａｎｄ ｇｒａｓｓｅｓꎬ ｗｈｉｃｈ ｂｏｔｈ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ｒａｐｉｄ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ｏｆ ｌｉｔｔｅｒ ｆｒｏｍ ｌｅａｖｅｓꎬ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ａｎｄ ｒｏｏｔｓꎬ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ｓｏｉｌ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ｏｎｔｅｎｔꎬ ａｎｄ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ｔｈｅ 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 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ｇｒｅｅｎ ｓｐａｃｅ. (３)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ｅｒ Ｒ ２ ａｎｄ ｌｏｗｅｒ ＲＭＳＥꎬ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ｇｒｅｅｎ

ｓｐａｃｅ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ｂｅｔｔｅｒ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Ｋｏｓｔｉａｋｏｖ ｍｏｄｅｌ.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ｇｒｅｅｎ ｓｐａｃ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ｆｏｃｕｓ ｍｏｒｅ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ｅｅｓꎬ ｓｈｒｕｂｓ ａｎｄ ｇｒａｓｓｅｓꎬ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ｓｈｒｕｂ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ｓꎬ
ｗｈｉｌｅ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ｓｏｉｌ ｆｒｏｍ ｏｔｈｅｒ ｐｌａｃｅｓꎬ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 ｔｈｅ ｓｏｉｌ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ｃｌａｙ ｃｏｎｔｅｎｔꎬ ａｎｄ ｗｅａｋｅｎ ｔｈｅ ｓｏｉｌ

ｃｏｍｐａｃｔｉｏｎ ｂｙ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ｐａｓｓａｇｅ ａｎｄ 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ꎬ ｗｈｉｃｈ ｗｉｌｌ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ｅｉｓｕｒｅ ａｎｄ ｆｌｏｏｄ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ｇｒｅｅｎ ｓｐａｃｅꎬ ａｎｄ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ｐｏｎｇｅ ｃｉｔｙ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ｕｒｂａｎ ｇｒｅｅｎ ｓｐａｃｅꎻ ｓｏｉｌ 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ꎻ ｄｏｕｂｌｅ ｒｉｎｇ ｉｎｆｉｌｔｒｏｍｅｔｅｒꎻ Ｈａｉｚｈｕ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Ｐａｒｋꎻ ｓｐｏｎｇｅ ｃｉｔｙ

城市化作为人类对自然生态系统最强烈的改造方式ꎬ深刻地影响着城市地表环境的结构与功能 [１￣２] ꎬ城

市化过程中不透水面积急剧增加ꎬ显著改变了城市的自然水循环过程 [３￣４] ꎮ 此外ꎬ随着气候变化ꎬ极端降雨的
强度和频次均呈现出增加趋势ꎬ进而加剧了城市内涝灾害ꎬ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 [５￣６] ꎮ 绿地作
为城市中心最重要的可透水层ꎬ其通过调蓄雨水、削减洪峰和雨污净化ꎬ有效推动了海绵城市的高效建设ꎬ在
减缓城市洪涝灾害等方面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７￣９] ꎮ 因此ꎬ快速的土壤入渗就成为城市绿地建设的关键 [１０] ꎮ
近三十年来ꎬ德国、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均对城市绿地土壤的入渗性能提出了相关要求ꎬ确保新建和改建的
区域地表径流量实现“ 零增长” ꎮ 并通过建造雨水花园和下凹型绿地等ꎬ进一步提升城市绿地土壤的入渗和
蓄水性能ꎬ在减缓城市雨洪灾害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１１] ꎮ 我国国务院办公厅也于 ２０１５ 年出台了« 关于
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 ꎬ明确规定通过海绵城市建设ꎬ确保 ７０％的降雨就地消纳和利用ꎬ减少城市化
对生态环境的影响ꎮ

城市绿地作为海绵城市系统的重要载体ꎬ其面积呈逐年增长趋势 [１２] ꎮ 但已有的研究表明ꎬ绿地并未起到

有效缓解城市内涝的作用 [１３￣１４] ꎮ 许多学者通过室内和野外试验ꎬ对城市不同功能区的绿地土壤水分入渗速

率进行了测定ꎬ分析了其影响因素ꎬ并在此基础上采用多个入渗模型对绿地土壤的水分入渗过程进行拟合ꎮ
结果发现ꎬ城市绿地土壤的水分入渗速率相对较小ꎬ但不同功能区的绿地土壤来源复杂ꎬ且植被类型多样ꎬ其
土壤水分入渗速率的空间差异较大 [１５￣ １８] ꎮ 首先ꎬ城市绿地土壤多来自于杂填土ꎬ无明显土壤结构ꎬ土壤含砂

量普遍较低ꎬ且因其优先考虑绿地的旅游休闲功能ꎬ有机质归还量相对较低ꎬ土壤结构改善有限 [１７ꎬ １９] ꎮ 其次ꎬ
城市绿地作为市民重要的休憩地ꎬ一般表现为植被覆盖度越低ꎬ人为踩踏越多ꎬ土壤渗透性越差 [１９￣ ２１] ꎮ 此外ꎬ
植被类型不同ꎬ土壤入渗速率也有所差异ꎬ乔灌草绿地的入渗性能好于乔草和灌草 [２２] ꎮ 基于多个入渗模型的

拟合表明ꎬ其均可以很好地反映城市绿地土壤的水分入渗过程ꎬ以 Ｋｏｓｔｉａｋｏｖ 模型或 Ｈｏｒｔｏｎ 模型最佳 [１６ꎬ２１￣ ２４] ꎮ
近些年来ꎬ为了增加雨水蓄积及地表入渗ꎬ许多城市开展下凹式绿地建设 [１５] ꎬ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蓄渗减

洪的效果ꎬ也能对雨水及径流污染物起到削减作用ꎬ但随着蓄水次数的增多ꎬ其土壤容重增加ꎬ总孔隙度减小ꎬ
绿地的入渗性能逐渐退化 [２５] ꎮ 因此ꎬ如何维持绿地高效且可持续的水分下渗ꎬ就成为缓解城市内涝灾害的
关键ꎮ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ꎬ不透水面积在广州市主城区不断增加ꎬ洪涝灾害也随之加剧ꎮ 海珠国家湿地
公园( 简称海珠湿地) 作为广州市主城区的两大生态屏障之一ꎬ被称为广州市的“ 南肾” ꎬ其良好的土壤水分入
渗性能对于缓解广州市的洪涝灾害就显得尤为重要ꎮ 海珠湿地于 ２０１２ 年建成开园ꎬ湿地一期经人工栽种园
艺观赏植被ꎬ形成以乔草和灌草为主的绿地ꎮ 但不同类型绿地的人流量、园林植物的根系分布和有机质归还
能力等均存在明显差异ꎬ使得各功能区的绿地土壤水分入渗空间变异较大ꎬ目前尚不清楚海珠湿地的入渗性
能如何ꎬ无法为现有绿地管理及后续绿地的建设提供科学依据ꎮ 因此ꎬ对海珠湿地土壤水分入渗速率的定量
化研究ꎬ就成为准确评估其雨洪调蓄能力的关键ꎮ 本文采用双环入渗仪ꎬ选择海珠湿地公园一期典型乔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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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草绿地ꎬ对其土壤水分的入渗过程进行野外试验观测ꎬ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ꎬ以期准确评估海珠湿地的
雨洪调蓄能力ꎬ并为我国海绵城市的高效建设提供建议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海珠国家湿地公园位于广州市中心城区海珠区的东南部ꎬ包括万亩果园和海珠湖ꎬ是广州市规模最大、保

存最完整的湿地ꎬ总面积达 １１００ ｈｍ ２ ꎮ 海珠湿地的前身是广州市万亩果园及与之相交的 ４０ 条河涌ꎬ目前已完

成三期建设ꎮ 其中湿地一期位于石榴岗河北岸ꎬ属园内建成时间最早、园艺观赏植被景观最为集中的区域ꎮ
考虑到城市绿地土壤的异质性较大ꎬ因此结合园区规划图ꎬ并在实地勘测的基础上ꎬ选择湿地一期的玉龙桥南
岸( ＹＬ) 以及花溪( ＨＸ) 两处地势平坦ꎬ连续广泛ꎬ群系相似的新建人工绿地开展土壤水分入渗试验ꎮ 两个样

地的主要植物种具体如下:(１) 玉龙桥样地(２３°０４′３０″Ｎꎬ１１３°１９′５１ ″Ｅ) ꎬ建群种为羊蹄甲( Ｂａｕｈｉｎｉａ ｐｕｒｐｕｒｅａ) ꎬ
灌木层优势种为灰莉( Ｆａｇｒａｅａ ｃｅｉｌａｎｉｃａ) ꎬ草本主要为结缕草( Ｚｏｙｓｉ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蓝花草 ( Ｒｕｅｌｌｉａ ｓｉｍｐｌｅｘ) ꎮ (２)

花溪样地 ( ２３° ０４′３９″ Ｎꎬ１１３° ２０′１０ ″ Ｅ) ꎬ 建 群 种 为 羊 蹄 甲 ( Ｂａｕｈｉｎｉａ ｐｕｒｐｕｒｅａ) ꎬ 灌 木 层 优 势 种 为 琴 叶 珊 瑚
( Ｊａｔｒｏｐｈａ ｉｎｔｅｇｅｒｒｉｍａ) ꎬ草本主要为结缕草( Ｚｏｙｓｉ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ꎮ

１.２

样品采集与测定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２５ 日ꎬ在两处新建人工绿地选择乔草( ＱＣ) 和灌草( ＧＣ) 典型分布区作为样地ꎮ 在

土壤水分入渗试验开展之前ꎬ首先沿树干基部按 １２０° 间隔分三个不同方向ꎬ分别设置 １ ｍ × １ ｍ 的样方各 １

个ꎬ并对样方内的凋落物进行采集ꎬ共计 １２ 个ꎮ 试验结束后ꎬ在入渗区域附近开挖土壤剖面ꎬ以 １０ ｃｍ 为间

隔ꎬ用环刀法逐层采集 ０—４０ ｃｍ 的原状土ꎬ并以土钻法采集对应层次的根系样品ꎬ每层各设置 ３ 个平行重复ꎮ
所有样品带回实验室后ꎬ土壤样品使用激光粒度分析仪( Ｍａｓｔｅｒｓｉｚｅ ２０００ꎬ马尔文公司ꎬ英国) 测定其粒径ꎬ并依
据卡庆斯基土壤质地标准将绿地土壤划分为重壤土ꎻ参照« 森林土壤分析方法» [２６] 测定土壤容重、毛管持水
量和最大持水量ꎬ并依据相关公式计算得到绿地土壤的总孔隙度、毛管孔隙度和非毛管孔隙度等( 表 １) ꎮ 凋
落物样品采用手工清除其表面的土粒和混入的杂物ꎬ根系样品采用水洗法清洗干净ꎬ均放入烘箱中在 ７０℃ 下
烘干至恒重ꎬ并称取其干质量ꎮ

表１
Ｔａｂｌｅ １
绿地
Ｇｒｅｅｎ ｓｐａｃｅ

土层
Ｓｏｉｌ ｌａｙｅｒ / ｃｍ

玉龙桥乔草( ＹＬＱＣ)

０—１０

Ｔｒｅｅｓ ａｎｄ ｇｒａｓｓｅｓ

玉龙桥灌草( ＹＬＧＣ)
Ｓｈｒｕｂｓ ａｎｄ ｇｒａｓｓｅｓ

花溪乔草( ＨＸＱＣ)
Ｔｒｅｅｓ ａｎｄ ｇｒａｓｓｅｓ

花溪灌草( ＨＸＧＣ)
Ｓｈｒｕｂｓ ａｎｄ ｇｒａｓｓｅｓ

１０—２０
２０—３０
３０—４０
０—１０

１０—２０
２０—３０
３０—４０
０—１０

１０—２０
２０—３０
３０—４０
０—１０

１０—２０
２０—３０
３０—４０

不同植被类型绿地的土壤物理性质

Ｓｏｉｌ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ｇｒｅｅｎ ｓｐａｃｅｓ
容重
Ｂｕｌｋ ｄｅｎｓｉｔｙ /
( ｇ / ｃｍ３ )

总孔隙度
Ｔｏｔａｌ
ｐｏｒｏｓｉｔｙ / ％

毛管孔隙度
Ｃａｐｉｌｌａｒｙ
ｐｏｒｏｓｉｔｙ / ％

非毛管孔隙度
Ｎｏｎ￣ｃａｐｉｌｌａｒｙ
ｐｏｒｏｓｉｔｙ / ％

物理性黏粒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ｃｌａｙ
( <０.０１ ｍｍ) / ％

１.４５

４５.４１

４５.１９

０.２３

４７.９０

１.４１
１.４４
１.４４
１.３６
１.２９
１.３３
１.３１
１.３０
１.３７
１.４４
１.４２
１.１９
１.３８
１.２０
１.４３

４６.８２
４５.５４
４５.５６
４８.５４
５１.２０
４９.８３
５０.６５
５１.００
４８.４６
４５.７６
４６.４４
５５.１９
４７.８０
５４.６４
４６.０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４５.６５
４５.３４
４５.２０
４８.１４
４８.３４
４８.５２
４８.０６
４４.０８
４４.４２
４４.０３
４３.８１
４６.８８
４２.２８
４５.７０
４６.００

１.１７
０.２０
０.３５
０.４０
２.８７
１.３０
２.５９
６.９２
４.０４
１.７２
２.６３
８.３１
５.５３
８.９５
０.０２

４９.６４
４７.６９
４７.９０
５１.０１
５０.９２
４９.４７
４８.８２
４８.９７
５１.０１
４８.６８
５０.５９
５２.０６
５２.５８
５３.３１
５２.１９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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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地土壤水分入渗测定
在两处绿地各选择乔草和灌草样地 １ 块ꎬ采用双环入渗仪( ＱＴ￣ＩＮ１２￣Ｗꎬ渠道科学仪器有限公司ꎬ中国) 对

其土壤水分的入渗特征进行测定ꎮ 该仪器内环直径 ３０ ｃｍ、外环直径 ６０ ｃｍꎬ可最大程度减少城市绿地土壤空
间异质性的影响ꎮ 试验前 ４８ ｈ 内无降水或人工灌溉出现ꎬ其入渗过程受土壤前期水分影响不大ꎮ 在尽量减
少表土扰动的情况下ꎬ将待测样地的草本植物修剪至近似地表平整ꎮ 双环插入土壤 １０ ｃｍꎬ使用 １０ Ｌ 的马氏
管向内环供水ꎬ人工加水至外环的泡沫板上ꎬ以防止水流冲刷土壤表层产生结皮ꎮ 试验开始后水头稳定地控
制在 ８ ｃｍꎬ记录马氏管每 ５００ ｍｌ 刻度下降的时间ꎬ至 ７０ ｍｉｎ 后停止试验ꎮ 入渗速率转化为水温为 １０ ℃ 下的
土壤入渗速率ꎮ

土壤水分入渗参数的计算公式为:
ＩＴ ＝

Ｑ × １０
Ｓ ２ × (０.７ ＋ ０.０３Ｔ)

(１)

式中ꎬＩ Ｔ 为一定温度下的土壤水分累积入渗量( ｍｍ) ꎻＱ 为试验开始后马氏管的累积供水量( ｃｍ ３ ) ꎻ１０ 为 ｃｍ 与
ｍｍ 间的转化系数ꎻＳ ２ 为双环内环的横截面积( ｃｍ ２ ) ꎻＴ 为某时段的平均水温( ℃ ) ꎮ
ＶＴ ＝

( Ｑ ｔ － Ｑ ｔ － １ ) × １０

Ｓ ２ × Δｔ ( ０.７ ＋ ０.０３Ｔ )

(２)

式中ꎬＶ Ｔ 为一定温度下 ｔ 时刻的土壤垂直入渗速率( ｍｍ / ｍｉｎ) ꎻＱ ｔ 为 ｔ 时刻的马氏管的累积供水量( ｃｍ ３ ) ꎻＱ ｔ－ １

为 ｔ － １ 时刻马氏管的累积供水量( ｃｍ ３ ) ꎻＳ ２ 为内环面积( ｃｍ ３ ) ꎻ１０ 为 ｃｍ 与 ｍｍ 间的转化系数ꎻΔｔ 为观测间隔
时间差( ｍｉｎ) ꎻＴ 为某时段的平均水温( ℃ ) ꎮ

１.４

绿地土壤入渗过程的拟合

参照方政等 [９] 的研究结果ꎬ分别选用物理意义明确的 Ｐｈｉｌｉｐ 模型、半经验的 Ｈｏｒｔｏｎ 模型和经验性的

Ｋｏｓｔｉａｋｏｖ 模型对野外入渗量的实测数据进行拟合ꎮ 相关数据分析在 ＳＰＳＳ １３. ０ 进行ꎬ作图采用 Ｏｒｉｇｉｎ ９. ０
进行ꎮ

Ｐｈｉｌｉｐ 模型:

１

Ｉ ( ｔ ) ＝ Ｓｔ ２ ＋ Ａｔ

式中ꎬＩ( ｔ) 为累积入渗量( ｍｍ) ꎻＳ 为吸渗率( ｍｍ / ｍｉｎ
( ｍｉｎ) ꎮ

Ｈｏｒｔｏｎ 模型:

１
－
２

) ꎻＡ 是与稳定入渗率( ｍｍ / ｍｉｎ) 有关的参数ꎻ ｔ 为时间

Ｉ ( ｔ ) ＝ ｉ ｆ ｔ ＋ ( ｉ ｉ － ｉ ｆ ) ( １ － ｅ －ｃｔ ) / ｃ

(４)

Ｉ ( ｔ ) ＝ ａｔ ｎ

(５)

式中ꎬｉ ｉ 为初始入渗率( ｍｍ / ｍｉｎ) ꎻｉ ｆ 为稳定入渗率( ｍｍ / ｍｉｎ) ꎻｃ 为常数ꎻｔ 为时间( ｍｉｎ) ꎮ
Ｋｏｓｔｉａｋｏｖ 模型:

式中ꎬａ 和 ｎ 为经验系数ꎻｔ 为时间( ｍｉｎ) ꎮ
２
２.１

(３)

结果与分析
不同植被类型对城市绿地土壤水分入渗速率的影响
城市绿地土壤的入渗速率随时间变化的趋势总体较为一致ꎬ均表现为前期急剧下降、中期波动下降和后

期逐渐稳定 ３ 个阶段ꎮ 从不同样地来看ꎬ花溪样地的土壤水分入渗速率下降较快ꎬ其中乔草绿地初始入渗速
率为 ３.２６ ｍｍ / ｍｉｎꎬ稳定入渗速率为 ０.９４ ｍｍ / ｍｉｎꎬ而灌草绿地的初始入渗速率为 ３.９３ ｍｍ / ｍｉｎꎬ稳定入渗速
率为 １.０８ ｍｍ / ｍｉｎ( 图 １) ꎻ玉龙桥样地的土壤水分入渗速率下降则较为平缓ꎬ其中乔草绿地的初始入渗速率
为 ４.１４ ｍｍ / ｍｉｎꎬ稳定入渗速率为 １.３７ ｍｍ / ｍｉｎꎬ而灌草绿地的初始入渗速率为 ５.２５ ｍｍ / ｍｉｎꎬ稳定入渗速率

为 １.８０ ｍｍ / ｍｉｎ( 图 １) ꎮ 同一植被类型均表现为花溪样地的土壤水分初始入渗速率( 乔草:Ｐ ＝ ０.０１２ꎻ灌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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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Ｐ ＝ ０.００２) 和稳定入渗速率( 乔草:Ｐ ＝ ０.０００ꎻ灌草:Ｐ ＝ ０.０００) 显著小于玉龙桥样地ꎮ 从不同植被类型来看ꎬ同
一样地均表现为乔草绿地的初始入渗速率( 花溪:Ｐ ＝ ０.２３９ꎻ玉龙桥:Ｐ ＝ ０.３１１) 和稳定入渗速率( 花溪:Ｐ ＝
０.０００ꎻ玉龙桥:Ｐ ＝ ０.０００) 小于灌草ꎬ其中乔草和灌草的稳定入渗速率差异达到了显著水平ꎮ

图１
Ｆｉｇ.１

２.２

不同植被类型城市绿地土壤的水分入渗速率变化特征

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 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ｇｒｅｅｎ ｓｐａｃｅｓ

不同植被类型对绿地土壤水分累积入渗量的影响
不同样地土壤水分的累积入渗量随时间的变化趋势总体一致ꎬ均随着时间的延长渐趋平缓ꎬ但其单位时

间的累积入渗量有所差异ꎮ 花溪样地的乔草绿地和灌草绿地土壤 ７０ ｍｉｎ 内的累积入渗量为分别为 ９７ ｍｍ 和

１２３ ｍｍꎬ而玉龙桥样地的乔草绿地和灌草绿地土壤 ７０ ｍｉｎ 内的累积入渗量分别为 １５５ ｍｍ 和 １９０ ｍｍ( 图 ２) ꎬ
同一植被类型均表现为花溪样地单位时间的累积入渗量显著小于玉龙桥样地( Ｐ ＝ ０.０００) ꎮ 随着入渗时间的

延长ꎬ不同植被类型绿地的土壤累积入渗量差异逐渐增大ꎬ且均表现为灌草绿地累积入渗量显著大于乔草绿
地( Ｐ ＝ ０.０００) ꎮ

图２
Ｆｉｇ.２

２.３

不同植被类型绿地土壤的累积入渗量变化特征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ｇｒｅｅｎ ｓｐａｃｅｓ

绿地土壤水分入渗过程的拟合
为进一步研究不同植被类型对绿地土壤水分入渗过程的影响ꎬ采用 ３ 个经典入渗模型对不同植被类型影

响下的土壤入渗量拟合发现ꎬ与同一样地的乔草绿地相比ꎬＰｈｉｌｉｐ 模型中的灌草绿地 Ｓ 值( 土壤的吸渗率) 和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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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值( 与稳定入渗率有关的参数) 均相对偏大ꎬ 表明灌草 绿 地 的 土 壤 水 分 入 渗 性 能 更 佳ꎮ Ｈｏｒｔｏｎ 模 型 和
Ｋｏｓｔｉａｋｏｖ 模型所对应的 ｉ ｉ 值ꎬ ｉ ｆ 值和 ａ 值也均表现为同一样地下ꎬ灌草绿地的土壤水分入渗能力大于乔草型
绿地ꎬ三个模型均很好地反映了不同植被类型绿地土壤水分的入渗差异ꎮ 其次ꎬＰｈｉｌｉｐ、Ｈｏｒｔｏｎ 和 Ｋｏｓｔｉａｋｏｖ 模
型的 Ｒ ２ 均值分别为 ０.９９８ꎬ０.９９８ 和 ０.９９９ꎬＲＭＳＥ 均值分别为 １.６８２ꎬ１.４３４ 和 ０.９５９ ｍｍ( 表 ２) ꎮ 综上所知ꎬ三个

模型的相关参数均能很好地反映不同植被类型绿地的土壤水分入渗差异ꎬ 但与 Ｐｈｉｌｉｐ、 Ｈｏｒｔｏｎ 模型相比ꎬ
Ｋｏｓｔｉａｋｏｖ 模型拟合的 Ｒ ２ 最高ꎬＲＭＳＥ 最低ꎬ且其相对于其他两个模型能够更好地拟合研究区城市绿地的土壤
水分入渗过程ꎮ

本研究的野外绿地土壤入渗试验持续至 ７０ ｍｉｎ 后结束ꎬ基于 Ｋｏｓｔｉａｋｏｖ 模型预测可知ꎬ玉龙桥乔草和灌草

绿地的累积入渗量分别为 １５８ 和 １９１ ｍｍ( 野外观测值分别为 １５５ 和 １９０ ｍｍ) ꎬ花溪乔草和灌草绿地的累积入
渗量分别为 ９６ 和 １２４ ｍｍ( 野外观测值分别为 ９７ 和 １２３ ｍｍ) ꎬ与野外观测所得的累积入渗量差异较小ꎮ 从不
同植被类型绿地来看ꎬ参数 ａ 均表现为灌草绿地大于乔草绿地ꎬ这很好地反映了初始入渗阶段ꎬ灌草绿地的入
渗速率显著大于乔草绿地ꎮ 随着入渗过程的进行ꎬ灌草绿地的累积入渗量 Ｉ( ｔ) 也在每一时段均大于乔草绿
地ꎬ且二者的差异随着入渗时间的延长而逐渐增大ꎮ 此外ꎬＫｏｓｔｉａｋｏｖ 模型为幂函数ꎬ其常数项 ０<ｎ<１ꎬ该模型
可以很好地反映土壤累积入渗量随着时间延长逐渐趋于饱和的过程ꎬ因而可被应用于评价城市绿地土壤水分
的入渗性能ꎮ
表２
Ｔａｂｌｅ ２
绿地类型
Ｇｒｅｅｎ
ｓｐａｃｅ
ｔｙｐｅ
ＹＬＱＣ

Ｐｈｉｌｉｐ 模型
Ｐｈｉｌｉｐ ｍｏｄｅｌ

Ｓ/
Ａ/
(ｍｍ / ｍｉｎ) －１ / ２ (ｍｍ / ｍｉｎ)
１.１２６

０.９９８

８.１５０

０.４０９

０.９９９

１３.０６９

ＨＸＧＣ

９.４７３

ＨＸＱＣ

１.１９７
０.６５７

ＲＭＳＥ:均方根误差 Ｒｏｏｔ ｍｅａｎ ｓｑｕａｒｅ ｅｒｒｏｒ

３
３.１

Ｒ２

９.７５１

ＹＬＧＣ

Ｐｈｉｌｉｐ、Ｈｏｒｔｏｎ、Ｋｏｓｔｉａｋｏｖ 模型拟合参数结果

Ｍｏｄｅ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Ｐｈｉｌｉｐꎬ Ｈｏｒｔｏｎ ａｎｄ Ｋｏｓｔｉａｋｏｖ ｆｏｒ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 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

０.９９８
０.９９９

ｉｉ /

ｉｆ /

Ｈｏｒｔｏｎ 模型
Ｈｏｒｔ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ＲＭＳＥ /
ｍｍ

(ｍｍ / ｍｉｎ)

(ｍｍ / ｍｉｎ)

２.６４２

７.２４６

１.９８７

２.１７１
０.９２５
０.９８８

５.２６４
４.６４２
５.９６７

ｃ

Ｒ２

１.６３７

０.０８３

０.９９９

０.９８２

０.１２９

０.９９７

１.３５５

０.１００
０.１４７

１.０００
０.９９８

ＲＭＳＥ /
ｍｍ
１.４６８

Ｋｏｓｔｉａｋｏｖ 模型
Ｋｏｓｔｉａｋｏｖ ｍｏｄｅｌ
ａ

ｎ

Ｒ２

８.４７３

０.６８９

０.９９９

７.３０５

０.６０７

１.０００

１.０８３

１１.４３６

１.６７３

８.３７１

１.５１０

０.６６２
０.６３４

０.９９９
１.０００

ＲＭＳＥ /
ｍｍ
１.２２３
１.３６５
０.５９４
０.６５５

讨论
土壤物理性质对绿地土壤水分入渗的影响
本文研究表明ꎬ海珠湿地的土壤稳定入渗速率为 ０.９４—１.８０ ｍｍ / ｍｉｎ(１.５７—３.００ × １０ －５ ｍ / ｓ) ꎬ略大于北京

(１.７６ × １０ －７ —３.２２ × １０ －５ ｍ / ｓ) 和上海(３.０ × １０ －６ ｍ / ｓ) 等城市的绿地土壤入渗速率 [１５ꎬ１７] ꎮ 按 Ｙａｎｇ 等 [２７] 提出的

城市绿地入渗标准ꎬ其土壤水分稳定入渗速率属于中等至较快水平ꎬ这主要与海珠湿地的建成时间较短有关ꎮ
从本文的采样来看ꎬ海珠湿地表层 ０—１０ ｃｍ 的土壤容重在 １.１９—１.４１ ｇ / ｃｍ ３ ꎬ基本符合绿化种植土壤容重小
于 １.３５ ｇ / ｃｍ ３ 的技术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ꎬ２０１６) ꎬ且远小于其他城市的绿地表层土壤容
重 [１３ꎬ２５] ꎬ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其表层土壤的水分下渗ꎮ

但与自然土壤相比ꎬ海珠湿地的土壤水分入渗速率仍然偏低ꎬ这主要与城市土壤普遍存在压实有关ꎮ 压

实导致土壤颗粒遭受挤压ꎬ使得非毛管孔隙向毛管孔隙转变ꎬ堵塞了水分通过大孔隙向深层土壤快速运移的
通道ꎬ进而影响到绿地土壤的水分入渗 [１３ꎬ２８] ꎮ 海珠湿地在建设过程中ꎬ大量地使用重型机械搬运客土和平整
地表ꎬ造成了严重的机械压实ꎮ 其次ꎬ海珠湿地在建成后ꎬ其作为广州市公众休闲娱乐的主要场所之一ꎬ人流
量较为集中ꎬ频繁的人为踩踏导致绿地土壤容重增加ꎬ且远高于自然土壤的平均容重 [１９ꎬ２９￣ ３０] ꎮ 绿地土壤的容
重越大ꎬ其非毛管孔隙度越低ꎬ因而渗透性也随之越差 [１５￣ １６] ꎮ Ｗａｎｇ 等 [３１] 对长春市城市绿地土壤的入渗研究
证实ꎬ城市不同类型绿地的土壤水分稳定入渗速率差异较大ꎬ乔灌草组合的绿地土壤入渗速率最高ꎬ而乔木下
面只有裸地的区域土壤入渗速率较低ꎬ这一差异主要与后者所在的区域人流量较大ꎬ对地表不断的踩踏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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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ꎮ Ａｌｉｚａｄｅｈｔａｚｉ 等 [３２] 对不同透水地表的入渗速率研究也表明ꎬ四周隔离的树池其入渗速率之间没有差异ꎬ
而没有隔离的树池则差异较大ꎬ这一差异主要与未受隔离的树池土壤受到行人或机动车辆压实的频率高低有
关ꎮ 本研究也发现ꎬ同一样地均表现为乔草绿地土壤的累积入渗量显著小于灌草绿地ꎬ这可能与不同植被类
型绿地对游客的可达性及吸引力差异有关 [２２ꎬ３３] ꎮ 乔木巨大的冠幅有助于户外遮阴等ꎬ可吸引游客的驻足休
憩ꎬ因而加剧了乔草绿地的土壤压实ꎬ而灌木遭受人为踩踏较少ꎮ 频繁的踩踏导致乔草绿地土壤容重偏高、而
总孔隙度与非毛管孔隙度偏低ꎬ这也与本文的室内测定结果比较一致ꎮ 因此ꎬ应大力种植灌木或乔灌木并植ꎬ
促进城市绿地的土壤水分下渗 [１９] ꎮ 未来仍需加强不同压实强度和频率下ꎬ各功能绿地土壤的水分入渗速率
研究ꎬ确定最佳的人为干扰程度ꎬ使得城市绿地在保持其旅游休闲功能的同时ꎬ也能兼顾雨洪蓄积的角色ꎮ

其次ꎬ海珠湿地土壤的入渗速率偏低也与其客土的来源有关 [１７￣ １８ꎬ ２３] ꎮ 客土来源不同ꎬ其土壤质地也有所

差异ꎬ进而影响到绿地的土壤水分下渗 [１６] ꎮ 海珠湿地的前身是万亩果园ꎬ果农为了追求挂果率ꎬ每年会采用
沟渠底泥上基的方法来提升土壤肥力ꎬ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海珠湿地的土壤物理性黏粒含量偏高 [３４] ꎮ 室内分

析表明ꎬ海珠湿地土壤的物理性黏粒含量在 ４８.２８％—５２.５３％之间ꎮ 与自然土壤相比ꎬ其土粒比表面积更大ꎬ
大孔隙含量更低 [２８] ꎬ因而对下渗水分的吸持能力更强ꎬ单位水势梯度下的水分传导速率变小ꎬ湿润锋下移减
缓ꎮ 在下渗的过程中ꎬ土壤表面粘粒的散发和膨胀也会促进表土结皮的发育ꎬ使得土壤中未及时排出的空气
被包被ꎬ进而抑制水分的持续下渗 [２３] ꎮ 此外ꎬ土壤粘粒也会随着水分下渗堵塞在大孔隙中ꎬ使得毛管空隙增

多而大孔隙进一步减少 [１６ꎬ ３５] ꎮ 大孔隙在土壤孔隙中的占比虽小ꎬ但其对于优先流的形成及土壤饱和导水率
的变化起着主导作用 [１９] ꎮ 因此ꎬ土壤物理性粘粒偏高会减缓水分在土壤有效通道中的运移ꎬ从而降低绿地土
壤的水分入渗速率 [１９] ꎮ 李卓等 [３５] 通过土柱模拟入渗试验也发现ꎬ土壤容重相近时ꎬ其 ９０ ｍｉｎ 累积入渗量、稳
定入渗速率与物理性黏粒含量分别呈指数负相关、幂函数负相关关系ꎮ 这与本文的研究结果也比较一致ꎬ玉
龙桥绿地的土壤物理性黏粒含量小于花溪绿地ꎬ在同一植被类型下ꎬ７０ ｍｉｎ 内的土壤累积入渗量和稳定入渗
速率均表现为玉龙桥绿地大于花溪绿地ꎮ 但土壤粒径过大ꎬ绿地的保水保肥能力又会减弱ꎬ同时也会影响其
对污染物的净化功能ꎮ 未来需要根据不同功能绿地的建设需求ꎬ选用合适的土壤改良材料ꎬ维持城市绿地高
效且可持续的入渗性能 [２４] ꎮ

最后ꎬ万亩果园北侧毗邻龙潭村ꎬ该村作为广州市典型的城中村ꎬ其城市废弃物早期因垃圾分类不当或管

理不善而混入土壤ꎬ使得在此基础上建成的海珠湿地土壤结构发生改变ꎬ进而影响到其土壤的水分下渗 [１５] ꎮ
本研究野外土壤样品采集过程中发现ꎬ海珠湿地土壤中混入了混凝土块、砖块、塑料和布条等人为侵入体ꎮ 方
政等 [９] 研究表明ꎬ人为侵入体的出现会降低土壤总孔隙度ꎬ减少水分下渗的过水断面积ꎬ增加水分入渗通道
的弯曲程度ꎬ进而抑制绿地的土壤水分下渗ꎬ以混凝土块的抑制作用最为明显ꎮ 人为侵入体的类型、含量及分
布的土壤层位不同ꎬ其对城市绿地土壤水分入渗过程的影响也有所差异ꎬ未来仍需加强不同人为侵入体影响
下的绿地土壤水分入渗过程研究ꎮ
３.２

植被类型对绿地土壤水分入渗的影响
植物对绿地土壤水分入渗的影响ꎬ主要是通过根系穿插、分割和扩张等机械作用使得土壤产生孔隙和裂

隙ꎬ增加土壤大孔隙的数量和连通程度ꎬ进而提高绿地土壤的水分入渗性能 [１８ꎬ３６] ꎮ 根系在土壤中的分布特征

不同ꎬ其对绿地土壤水分入渗的影响也有差异ꎮ 本文研究发现ꎬ同一样地灌草绿地的累积入渗量均显著大于
乔草绿地ꎬ这与杨倩等 [３３] 的研究结果比较一致ꎮ 数量多、密度大的 ０.５—２ ｍｍ 径级的根系是改善土壤入渗性
能的关键ꎬ其通过增加优先流路径长度ꎬ进而促进绿地土壤的水分入渗 [１ꎬ３７￣ ３８] ꎮ 对研究区绿地植物的根系调
查发现ꎬ灌草型绿地植物的根系主要集中分布于 ０—２０ ｃｍ 土层ꎬ该土层的平均根密度为 ２.１９ ｍｇ / ｃｍ ３ ꎬ且径级
小ꎬ密度大ꎬ增加了非毛管空隙的分布ꎬ减弱了入渗水流的阻力ꎬ使得单位水势梯度下的土壤水力传导度增
大 [２３] ꎬ有利于绿地表层土壤水分下渗ꎮ 而乔草型绿地植物的根系主要分布于 ２０ ｃｍ 以下ꎬ０—２０ ｃｍ 土层的根
密度仅为 ０.６２ ｍｇ / ｃｍ ３ ꎬ且其根系粗大ꎬ密度小ꎬ降低了乔木根系与上层草本根系的连通程度ꎬ因而对绿地表层
土壤水分入渗性能的改善有限ꎮ Ｒａｈｍａｎ 等 [６] 对刺槐( Ｒｏｂｉｎｉａ ｐｓｅｕｄｏａｃａｃｉａ) 和欧洲椴( Ｔｉｌｉａ ｃｏｒｄａｔａ) 冠层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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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入渗速率研究也表明ꎬ前者的土壤入渗速率显著大于后者ꎬ主要在于前者的细根生物量密集分布于土壤
表层ꎬ从而穿插形成非常多的小孔隙ꎬ有助于土壤水分下渗ꎬ而后者根系分布则相对较深ꎬ不利于林冠下土壤
表层水分下渗ꎮ 但随着土壤深度的增加ꎬ灌木根系对土壤水分入渗的影响则开始减弱ꎬ而乔木较深的根系则
有助于土壤水分的进一步下渗ꎬ因此ꎬ未来需要对不同类型的园林植物进行优化配置ꎬ确保绿地土壤的不同层
次均有根系分布ꎬ从而最大化城市绿地的水分入渗性能 [１ꎬ １９] ꎮ

绿地植物也会通过枯枝落叶和根系凋亡向土壤归还有机质ꎬ提高绿地土壤的水分入渗性能 [１４ꎬ３９￣ ４０] ꎮ 研究

区灌草绿地的土壤容重小于乔草绿地ꎬ还可能与不同类型绿地的有机质归还能力存在差异有关ꎮ 受树木冠层
构型差异的影响ꎬ乔草绿地的凋落物更易于清扫ꎬ而灌草绿地受灌木丛状生长的影响ꎬ其凋落物常难以清扫而
得以保存ꎮ 这与海珠湿地的调查结果较为一致ꎬ两处样地的灌草绿地凋落物干重在 ９２.３８—９５.３４ ｇ / ｍ ２ 之间ꎬ
大于乔草绿地的凋落物干重(２２.３３—６４.７３ ｇ / ｍ ２ ) ꎮ 这有助于提高灌草绿地的土壤有机质含量ꎬ促进水稳性
团聚体的形成ꎬ改善其土壤结构ꎮ 且有机质中的腐殖质表面积巨大ꎬ富有亲水基团ꎬ能够增强绿地土壤对水分
的吸持力 [２３] ꎬ同时也能为土壤微生物和土壤动物活动提供必要条件ꎬ降低土壤容重ꎬ增加非毛管孔隙的比例ꎮ
其次ꎬ凋落物的存在也会提高土壤表面的粗糙度ꎬ滞缓雨洪的汇流时间ꎬ增加绿地土壤水分的累积入渗量 [１６] ꎮ
最后ꎬ根系在凋亡后ꎬ不仅会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ꎬ还会进一步增加土壤大孔隙的比例 [３８] ꎮ 其中细根的分解
速率相对于粗根更快 [１２ꎬ４１] ꎬ使得根系与土体之间形成更大的优先流通道ꎬ进一步促进了绿地土壤的水分下
渗ꎮ 本文的研究也发现ꎬ同一样地灌草绿地的非毛管孔隙度总体大于乔草绿地ꎬ可能与灌草的细根系主要集
中在土壤表层有关ꎮ 不同类型绿地的有机质归还能力与其植被类型及人为干扰程度有关ꎬ未来需要研究不同
有机质归还能力下ꎬ城市绿地土壤水分入渗速率的变化特征ꎮ
４

结论
(１) 海珠国家湿地公园绿地土壤水分入渗性能处于中等至较高水平ꎬ但受机械和人为压实影响ꎬ其容重

偏大ꎬ总孔隙率偏低ꎮ 加上外来客土添加等的影响ꎬ其土壤物理性黏粒含量较高ꎬ且有部分人为侵入体混入ꎬ
进一步抑制了绿地土壤水分入渗ꎮ
(２) 植物生长可促进绿地土壤水分入渗ꎬ以灌草对绿地土壤水分入渗性能的改善最为明显ꎬ这主要与其

根系的分布近地表层有关ꎮ 此外ꎬ凋落物和根系持续的归还土壤ꎬ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绿地土壤水分入渗ꎮ

(３) Ｐｈｉｌｉｐ、Ｈｏｒｔｏｎ 和 Ｋｏｓｔｉａｋｏｖ 模型均能够拟合不同植被类型的城市绿地土壤水分累积入渗量随时间的

变化特征ꎬ但以 Ｋｏｓｔｉａｋｏｖ 模型的拟合效果最佳ꎮ

后续绿地的建设过程中ꎬ应注重乔灌草相结合ꎬ并适当增加灌草比例ꎬ减少人为侵入体及物理性黏粒含量

较高的客土如塘泥等混入ꎮ 对已有绿地ꎬ应设置专用廊道及固定休憩区ꎬ减少绿地土壤的压实作用ꎬ并注重凋
落物和根系的持续返还ꎬ增加绿地土壤表层的团聚体含量ꎬ兼顾城市绿地的旅游休闲和雨洪蓄积功能ꎬ促进海
绵城市的高效建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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