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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利用人工浮岛种植芦苇的

培养基，包括聚乙二醇混合液态基质和模拟土壤

固体基质，模拟土壤固体基质由膨胀蛭石、锯末

组成；聚乙二醇混合液态基质由聚乙二醇、NaCl

水溶液和生物菌肥配制而成；提供了所述利用人

工浮岛种植芦苇的培养基的配制方法。本发明还

提供了一种利用人工浮岛种植芦苇的培养方法。

利用人工浮岛种植芦苇，通过人工浮岛的中心支

柱上固定的L形浮管装置作为芦苇种子繁殖和生

长的载体，种子萌发过程在水上进行不受水体深

度的影响，还能够满足不同的需求固定住植物，

本发明种植芦苇的培养基使芦苇种子的萌发率

提高到了10％以上，从而更加有效地提高水体净

化能力，使人工浮岛在河流水体富营养化污染控

制技术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有一定的推广应用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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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利用人工浮岛种植芦苇的培养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1)将配制好利用人工浮岛种植芦苇的培养基拌入经处理后的芦苇种子，加入10％的聚

乙二醇水溶液使固液两相稳定混合，得拌种混合培养料；配制好的培养基拌入经处理后的

芦苇种子是以固体基质的体积为准，每立方厘米的培养基拌入10粒芦苇种子；芦苇种子的

处理是于-4℃、黑暗条件下诱导萌发2周后，常温遮阴干燥保存1个月；

所述利用人工浮岛种植芦苇的培养基包括聚乙二醇混合液态基质和模拟土壤固体基

质，模拟土壤固体基质由膨胀蛭石、锯末组成；聚乙二醇混合液态基质由聚乙二醇、NaCl水

溶液和生物菌肥配制而成；模拟土壤固体基质中选用粒径120目、比重为0.18g/cm3的膨胀

蛭石和比重为0.2g/cm3的锯末；聚乙二醇选用10％的聚乙二醇水溶液作为水势控制剂；

NaCl水溶液采用浓度为1mol的NaCl水溶液，用于控制盐分；土壤基质选用pH为7.5的土壤基

质，且盐分含量为0.25％，土壤渗透式为-0.3Mpa；

所述利用人工浮岛种植芦苇的培养基的配制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a .配比：按照一定配比称取各原料，按百分比计为：固体基质中膨胀蛭石50％、锯末

50％，10％的聚乙二醇水溶液与固体基质配比为1:0.9，10％的生物菌肥与固体基质的配比

为1:0.1；

b.灭菌：将称取好膨胀蛭石与锯末混合后高温灭菌50min冷却后备用；10％的聚乙二醇

水溶液以1mol的NaCl水溶液调节盐度至0.25％，然后用NaH2PO4-Na2HPO4缓冲溶液调节pH值

至7.5，高温灭菌20min后，加入浓度为10％的生物菌肥；灭菌冷却后的固液两相混合得到完

整培养基；

2)将拌种混合培养料注入人工浮岛的空心浮管中，用木塞封住两端开口；

3)在25℃、半遮阴条件下，进行种子的萌发，待7-10天种子开始萌发，幼苗生长至10厘

米左右高时，移至室外；种子萌发过程中所述拌种混合培养料的含盐浓度控制在0.1％-

0.25％范围内；

4)将移至室外的空心浮管安装在人工浮岛的中心支柱上，然后将人工浮岛固定于岸边

水中至适当深度，使管体在半浅水及半遮阴条件下进行炼苗45天，炼苗过程中间断除去弱

苗及枯苗；

5)待芦苇幼苗生长茂密后，人工浮岛脱离固定桩任意在水中拖动设置，即完成整个培

养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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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人工浮岛种植芦苇的培养基及培养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种植芦苇的方法，具体涉及一种利用人工浮岛种植芦苇的培养基

及培养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芦苇为禾本科芦苇属植物，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是一种水生常见植物，芦苇同禾

本科其他植物体一样，根系为发达的须根系，茎分为直立茎和根状茎两种。根状茎多节，可

出多个分蘖条，直立茎明显地具有节与节间两部分(茎在禾本科中常特称为秆；在竹类中称

为竿，以示与禾草者相区别)；节间中空，常为筒形，或稍扁，髓部贴生于空腔之内壁，但亦有

充满空腔而使节间为实心者；节一处之内有有横隔板存在，故是闭塞的，从外表可看出鞘环

和在鞘上方的秆环两部分，同一节的这两环间的上下距离可称为节内，秆芽即生于此处。芦

苇生于江河湖泽、池塘沟渠沿岸和低湿地。芦苇除以种子繁殖外，常以根状茎分蘖形式快速

大量增殖一株芦苇，一年就可形成几十株的丛状结构，并且新生分蘖株长出的根状茎和须

根相互交错交织形成一个完整根系结构，十分牢固，1-3年便会形成独立的芦苇群落。

[0003] 天然条件下芦苇种子萌发率较低，一般低于1％，但芦苇种子量较大，所以野生芦

苇传播不受影响，如果人工繁殖相对需要提高其萌发率。以芦苇为主体植物构建一座浮岛，

浮岛可以漂浮在水体中，其根状茎和须根交错生长形成牢固的整体结构使其不沉不倒伏。

芦苇根系提供一个特殊的水中生境供各类微生物、原生动物、浮游植物等栖息，形成一个小

生态系统，具有高效的水质净化功能，能够吸收重金属和其他污染物，从而提高水体的净化

率，具有一定经济价值。然而，活体芦苇扦插由于受水体深度影响，一般适于0.5m以下水深，

无法达到预期目标，同时转移时难度大，费工费时。基于此，申请人提出了一种以种子繁殖

方式加以芦苇为主体植物构建的人工浮岛来解决以上难题。因此，为结合构建的人工浮岛

以种子繁殖方式种植芦苇，提高其萌发率和提高水体的净化率，亟需提供一种利用人工浮

岛种植芦苇的培养基及培养方法。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旨在提供一种利用人工浮岛种植芦苇的培养基及培养方法。

[0005]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取以下技术方案：

[0006] 利用人工浮岛种植芦苇的培养基，包括聚乙二醇混合液态基质和模拟土壤固体基

质，其中：模拟土壤固体基质由膨胀蛭石、锯末组成；聚乙二醇混合液态基质由聚乙二醇、

NaCl水溶液和生物菌肥配制而成。其中：

[0007] 选用粒径120目、比重为0.18g/cm3的膨胀蛭石和比重为0.2g/cm3的锯末；

[0008] 聚乙二醇选用10％的聚乙二醇水溶液(PEG6000)作为水势控制剂；

[0009] NaCl水溶液采用浓度为1mol的NaCl水溶液，用于控制盐分。

[0010] 上述利用人工浮岛种植芦苇的培养基的配制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1] 1)配比：按照一定配比称取各原料，按百分比计为：固体基质中膨胀蛭石50％、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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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50％，10％的聚乙二醇水溶液与固体基质配比为1:0.9，10％的生物菌肥与固体基质的配

比为1:0.1；

[0012] 2)灭菌：将称取好膨胀蛭石与锯末混合后高温灭菌50min冷却厚备用；10％的聚乙

二醇水溶液以1mol的NaCl水溶液调节盐度至0.25％，然后用NaH2PO4-Na2HPO4缓冲溶液调节

pH值至7.5，高温灭菌20min冷却后加入浓度为10％的生物菌肥。灭菌冷却后的固液两相混

合得到完整培养基。

[0013] 进一步地，为提高种子的萌发率，选用pH为7 .5的土壤基质，且在盐分含量为

0.25％，土壤渗透式为-0.3Mpa左右条件下萌发率最佳。

[0014] 本发明利用人工浮岛种植芦苇的培养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5] 1)将上述配制好的培养基拌入经处理后的芦苇种子，加入10％的聚乙二醇水溶液

使固液两相稳定混合，得拌种混合培养料；其中：以固体基质的体积为准，每立方厘米的培

养基拌入芦苇种子10粒；

[0016] 2)将拌种混合培养料注入人工浮岛的空心浮管中，用木塞封住两端开口；

[0017] 3)在25℃、半遮阴条件下(早春可在温室或室内育苗)，进行种子的萌发，待7-10天

种子开始萌发，幼苗生长至10厘米左右高时，移至室外；

[0018] 4)将移至室外的空心浮管安装在人工浮岛的中心支柱上，然后将人工浮岛固定于

岸边水中至适当深度，使管体在半浅水及半遮阴条件下进行炼苗45天，炼苗过程中间断除

去弱苗及枯苗；

[0019] 5)待芦苇幼苗生长茂密后，人工浮岛脱离固定桩任意在水中拖动设置，即完成整

个培养过程。

[0020] 上述芦苇种子的处理是于-4℃、黑暗条件下诱导萌发2周后，常温遮阴干燥保存1

个月。

[0021] 进一步地，上述种子萌发过程中所述拌种混合培养料的含盐浓度控制在0.1％-

0.25％范围内为最佳。

[0022] 利用人工浮岛种植芦苇，通过人工浮岛的中心支柱上固定的空心浮管装置作为芦

苇种子繁殖和生长的载体，种子萌发过程在水上进行不受水体深度的影响，还能够满足不

同的需求固定住植物，同时，本发明种植芦苇的培养基选用膨胀蛭石与锯末作为固体基质，

配以聚乙二醇、NaCl水溶液和生物菌肥，加上适宜的土壤基质，使芦苇种子的萌发率提高到

10％以上，从而更加有效地提高水体净化能力，使人工浮岛在河流水体富营养化污染控制

技术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有一定的推广应用价值。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详细说明。

[0024] 实施例1：利用人工浮岛种植芦苇的培养方法，具体如下：

[0025] 1.配制种植芦苇的培养基，包括如下步骤：

[0026] 1)配比：按照一定配比称取各原料，按百分比计为：固体基质中膨胀蛭石50％、锯

末50％，10％的聚乙二醇水溶液与固体基质配比为1:0.9，10％的生物菌肥与固体基质的配

比为1:0.1；

[0027] 2)灭菌：将称取好膨胀蛭石与锯末混合后高温灭菌50min冷却厚备用；10％的聚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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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醇水溶液以1mol的NaCl水溶液调节盐度至0.25％，然后用NaH2PO4-Na2HPO4缓冲溶液调节

pH值至7.5，高温灭菌20min冷却后加入浓度为10％的生物菌肥。灭菌冷却后的固液两相混

合得到完整培养基。

[0028] 2.种子处理

[0029] 于-4℃、黑暗条件下诱导萌发2周后，常温遮阴干燥保存1个月。将处理的芦苇种子

进行萌发实验，具体方法如下：

[0030] 1)以聚乙二醇作为培养基质：设置含水量和含盐量2个处理水平，每个水平下设置

3个平行：

[0031] a .含水量：设置含水量为30％、40％、50％、60％、70％。其中每个含水量设置下的

盐分浓度均为0.2％，以含水量为30％的为例基质的配置方法如下：配制1000ml盐度为

0.2％的盐溶液，装在三角瓶中用于制备基质及后期补水保证土壤湿度，不够再配。称取7g

聚乙二醇与3ml0.2％的盐溶液使二者均匀混于培养皿中，将100粒种子均匀的撒在皿中，盖

好皿盖。至于10℃的恒温培养箱中恒温培养(因为当时实验在冬天做所以要为种子提供适

宜的生长温度)。

[0032] b.含盐量：设置盐分为0.05％、0.15％、0.2％、0.25％、0.3％。其中每个盐分浓度

设置下的含水量均为30％，分别配制5份1000ml盐度依次为0.05％、0.15％、0.2％、0.25％、

0.3％的盐溶液，分别装在三角瓶中用于制备基质及后期补水保证土壤湿度，不够再配。以

盐分浓度为0.05％的为例基质的配置方法如下：称取7g聚乙二醇与3ml0.05％的盐溶液使

二者均匀混于培养皿中，将100粒种子均匀的撒在皿中，盖好皿盖，置于20℃的恒温培养箱

中恒温培养。

[0033] 2)以土壤作为培养基质：设置含水量和含盐量2个处理水平，每个水平下设置3个

平行：

[0034] a .含水量：通过控制两次浇水的时间间隔来控制土壤湿度。设置3种浇水时间间

隔：1天/次、2天/次、3天/次，每次浇水时保证土壤湿润即可。取半皿处理好的湿润土壤将

100粒种子均匀撒在皿中在种子上盖上少许土壤，盖好皿盖。置于床边向阳处培养即可(因

为此次培养在冬春之际开始着手准备，处理好后置于窗边温度就是生长适宜温度)。

[0035] b.含盐量：设置盐分为0.05％、0.15％、0.2％、0.25％、0.3％。其中每个盐分浓度

设置下的含水量均为土壤湿润即可，分别配制5份1000ml盐度依次为0.05％、0 .15％、

0.2％、0.25％、0.3％的盐溶液分别装在三角瓶中用于制备基质及后期补水保证土壤湿度，

不够再配。以盐分浓度为0.05％的为例基质的配置方法如下：取半皿处理好的干燥土壤将

100粒种子均匀撒在皿中，在种子上盖上少许土壤，从相应盐分浓度的溶液中用胶头滴管吸

取溶液将土壤浇水至土壤湿润即可，盖好皿盖，置于床边向阳处培养。

[0036] 3)实验结果：通过对上述不同储存条件下的芦苇种子在两种基质上分别控盐控水

进行萌发实验，得到结果：

[0037] a.正常室温保存种子：萌发率低于1％。

[0038] b .低温诱导处理种子：控水无明显差异，萌发率低于1％；控盐条件下当盐分在

0.1％-0.25％之间萌发率提高到10％左右。

[0039] c.黑暗常温保存种子：萌发率低于1％。

[0040] 3.利用人工浮岛种植芦苇的培养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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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1)将上述配制好的培养基拌入经处理后的芦苇种子，加入10％的聚乙二醇水溶液

使固液两相稳定混合，得拌种混合培养料；其中：以固体基质的体积为准，每立方厘米的培

养基拌入芦苇种子10粒；

[0042] 2)将拌种混合培养料注入人工浮岛的空心浮管中，用木塞封住两端开口；

[0043] 3)在25℃、半遮阴条件下(早春可在温室或室内育苗)，进行种子的萌发，待7-10天

种子开始萌发，幼苗生长至10厘米左右高时，移至室外；

[0044] 4)将移至室外的空心浮管安装在人工浮岛的中心支柱上，然后将人工浮岛固定于

岸边水中至适当深度，使管体在半浅水及半遮阴条件下进行炼苗45天，炼苗过程中间断除

去弱苗及枯苗；

[0045] 5)待芦苇幼苗生长茂密后，人工浮岛脱离固定桩任意在水中拖动设置，即完成整

个培养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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