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911035618.0

(22)申请日 2019.10.29

(71)申请人 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

究所

地址 130000 吉林省长春市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长东北核心区盛北大街4888号

(72)发明人 李晓宇　刘兴土　杨富亿　文波龙　

(74)专利代理机构 哈尔滨市文洋专利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23210

代理人 何强

(51)Int.Cl.

A01G 22/00(2018.01)

 

(54)发明名称

苏打盐碱地荷花快速成塘的方法

(57)摘要

苏打盐碱地荷花快速成塘的方法，本发明属

于植被恢复领域，涉及一种荷花快速成塘的方

法。本发明是为了解决现有盐碱地荷花成塘方法

费用较高、操作复杂的技术问题。本方法如下：

一、荷花池生境营造：将粪便和沙土混合后铺在

荷花池底，填充厚度为20cm，然后灌水泡田，灌排

水2次后保持水位8-12cm；二、莲藕移栽：将莲藕

的带芽一端斜插入泥中，藕与荷花池底的夹角为

45度，莲藕尾部漏出水面，移栽间距为2米，并且

从荷花池中心向四周移栽；三、荷花池管理，主要

控制杂草和水位，即完成苏打盐碱地荷花快速成

塘。本方法采用分藕移栽，不需要客土，不限制pH

条件，简单易行，移栽速度快。且在当年移栽后，

荷花开放数量多，莲子饱满有活力，产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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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苏打盐碱地荷花快速成塘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成塘的方法如下：

一、荷花池生境营造：

将粪便和沙土按照1-2∶4的体积比混合后铺在荷花池底，填充厚度为20cm；或者在荷花

池底铺粪便，再利用机械将荷花池底表层20cm的盐碱土和粪便搅拌混合，然后灌水泡田2-4

周，期间灌排水2次，移栽莲藕前保持水位8-12cm；

二、莲藕移栽：

将莲藕的带芽一端斜插入泥中，其中藕与荷花池底的夹角为45度，莲藕尾部露出水面，

移栽间距为2米，并且从荷花池中心向四周移栽；

三、荷花池管理：

肥料管理、杂草管理，在入冬前保留高1m深水位以确保莲藕越冬，即完成苏打盐碱地荷

花快速成塘。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苏打盐碱地荷花快速成塘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一中灌排水2

次后，移栽莲藕前保持水位10c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苏打盐碱地荷花快速成塘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一中所述粪

便为反刍动物的粪便。

4.根据权利要求1或3所述苏打盐碱地荷花快速成塘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一中所述

粪便为马粪。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苏打盐碱地荷花快速成塘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一中在荷花

池底铺5-10cm厚度的粪便。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苏打盐碱地荷花快速成塘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二中所述带

芽藕的荷花品种为北方红莲，或精品荷花美洲黄莲、晶莹、广寒宫、佛手观音和笛女。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苏打盐碱地荷花快速成塘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三中所述肥

料管理为：

当荷叶颜色为绿色或者墨绿时，不需要追肥；当荷叶颜色为黄绿色，可追施少量无机

肥。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苏打盐碱地荷花快速成塘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三中所述杂

草管理为：

以水下刈割方式除掉挺水植被芦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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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打盐碱地荷花快速成塘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植被恢复领域，涉及一种荷花快速成塘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盐碱地是我国国土资源类型之一，广泛分布于北方地区。由于气候变化和人类活

动干扰，造成盐碱湿地和草地生态系统退化，近年来盐碱地面积持续增加。苏打型盐分对植

物生长的抑制作用，导致盐碱地的利用有限。国家和地方政府针对湿地生态恢复，实施了长

效补水机制，例如松嫩平原湿地生态恢复工程包含了引水工程、蓄水工程和排水工程，并将

湿地恢复纳入河湖连通工程等，促进了盐碱地向盐碱湿地的恢复过程。对于中重度退化的

盐碱沼泽，植被覆盖率较低，科学引进本地水生植物，增加盐碱湿地的生态和经济效益是湿

地恢复的主要目标。

[0003] 荷花为睡莲科莲属多年生宿根浅水生植物，原产于我国南方，目前已被广泛的引

种到东北种植，生长良好，形成连片的湿地景观。荷花作为湿地景观的一种，以收获莲子、藕

及观赏荷花为主要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传统的在苏打型盐碱地上进行荷花移栽可以采取

分藕和莲子栽培方法，无论哪种方式，都需要提前在水塘内添加拌肥的黑土或移入河道淤

泥，才能保证荷花的顺利定殖和生长。生境pH和营养条件是荷花成塘的限制条件。采用莲子

栽培，大量栽种虽然当年可以成塘，但是不能开花。利用荷花分藕引种到盐碱地的传统方

法，需要选择盐碱度轻的地方，或者在池底添加拌肥的黑土或者河道淤泥，以降低土壤pH值

并增加营养条件，但盐碱地周围黑土及河道淤泥较为难找，且挖掘和填充费用较高，不适合

大面积使用。传统移栽方式需要将藕芽平植在水下土中，芽朝上并覆土3-5cm，操作复杂。盐

碱地周围风沙土较多，牧户多，因此沙土和马、牛、粪等反刍动物粪便较为丰富。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现有盐碱地荷花成塘方法费用较高、操作复杂的技术问

题，提供了一种苏打盐碱地荷花快速成塘的方法。

[0005] 苏打盐碱地荷花快速成塘的方法如下：

[0006] 一、荷花池生境营造：

[0007] 将粪便和沙土按照1-2∶4的体积比混合后铺在荷花池底，填充厚度为20cm；或者在

荷花池底铺粪便，再利用机械将荷花池底表层20cm的盐碱土和粪便搅拌混合，然后灌水泡

田2-4周，期间灌排水2次，移栽莲藕前保持水位8-12cm；

[0008] 二、莲藕移栽：

[0009] 将莲藕的带芽一端斜插入泥中，其中藕与荷花池底的夹角为45度，莲藕尾部露出

水面，移栽间距为2米，并且从荷花池中心向四周移栽；

[0010] 三、荷花池管理：

[0011] 肥料管理、杂草管理，在入冬前保留高1m深水位以确保莲藕越冬，即完成苏打盐碱

地荷花快速成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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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步骤一中所述粪便为反刍动物的粪便。

[0013] 步骤一中所述粪便为马粪。

[0014] 步骤二中所述带芽藕的荷花品种为北方红莲，或精品荷花美洲黄莲、晶莹、广寒

宫、佛手观音和笛女。

[0015] 步骤三中所述肥料管理为：

[0016] 当荷叶颜色为绿色或者墨绿时，不需要追肥；当荷叶颜色为黄绿色，可追施少量无

机肥。

[0017] 步骤三中所述杂草管理为：

[0018] 以水下刈割方式除掉挺水植被芦苇。

[0019] 正常的莲藕繁殖是横向延伸在泥中，当挖取带藕芽的移栽材料时，通常为一节藕

带一个藕芽，这样除了藕芽端的另一端是有孔眼空隙结构。本发明移栽时，藕与荷花池底的

夹角为45度，带芽一端插入泥中，无芽一端露出水面，是为了促进藕芽直立向上生长，同时

防止藕的孔眼被灌水进而影响藕芽的成活，影响成塘效果和生长速度。由于荷花池的边缘

水位相对较低，移栽时，如果池中央的水位为10cm，荷花池四周的水位可能在0cm或以下，杂

草易生长且不易铲除，不利于藕芽的生长和繁殖，这种以中心向四周扩散的移栽方式可以

避开靠近荷花池边缘部分，促进成塘及方便管理。

[0020] 本发明方法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利用马牛羊等反刍动物的粪便和沙土营造适宜

荷花生长的生境。

[0021] 本方法采用分藕移栽，不需要客土，不限制pH条件，简单易行，移栽速度快。且在当

年移栽后，荷花开放数量多，莲子饱满有活力，产量高。

[0022] 本发明方法简单易操作、易推广，可作为快速修复盐碱土环境下的荷花景观。本发

明的方法可减少苏打盐碱地荷花成塘的步骤，节省成本。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本发明技术方案不局限于以下所列举具体实施方式，还包括各具体实施方式间的

任意组合。

[0024] 具体实施方式一：本实施方式苏打盐碱地荷花快速成塘的方法如下：

[0025] 一、荷花池生境营造：

[0026] 将粪便和沙土按照1-2∶4的体积比混合后铺在荷花池底，填充厚度为20cm；或者在

荷花池底铺粪便，再利用机械将荷花池底表层20cm的盐碱土和粪便搅拌混合，然后灌水泡

田2-4周，期间灌排水2次，移栽莲藕前保持水位8-12cm；

[0027] 二、莲藕移栽：

[0028] 将莲藕的带芽一端斜插入泥中，其中藕与荷花池底的夹角为45度，莲藕尾部露出

水面，移栽间距为2米，并且从荷花池中心向四周移栽；

[0029] 三、荷花池管理：

[0030] 肥料管理、杂草管理，在入冬前保留高1m深水位以确保莲藕越冬，即完成苏打盐碱

地荷花快速成塘。

[0031] 具体实施方式二：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不同的是步骤一中灌排水2次后，

移栽莲藕前保持水位10cm。其他与具体实施方式一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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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具体实施方式三：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或二不同的是步骤一中所述粪便

为反刍动物的粪便。其他与具体实施方式一或二相同。

[0033] 具体实施方式四：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三之一不同的是步骤一中所述

粪便为马粪。其他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三之一相同。

[0034] 具体实施方式五：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四之一不同的是步骤一中在荷

花池底直接铺5-10cm厚度的粪便。其他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四之一相同。

[0035] 具体实施方式六：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五之一不同的是步骤二中所述

带芽藕的荷花品种为北方红莲，或精品荷花美洲黄莲、晶莹、广寒宫、佛手观音和笛女。其他

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五之一相同。

[0036] 具体实施方式七：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六之一不同的是步骤三中所述

肥料管理为：

[0037] 当荷叶颜色为绿色或者墨绿时，不需要追肥；当荷叶颜色为黄绿色，可追施少量无

机肥。其他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六之一相同。

[0038] 具体实施方式八：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七之一不同的是步骤三中所述

杂草管理为：

[0039] 以刈割方式除掉水生植被。其他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七之一相同。

[0040] 采用下述实验验证本发明效果：

[0041] 实验一：

[0042] 本实验的目标区域：位于松嫩平原吉林省吉林牛心套保国家湿地公园，荷花池面

积2000m2，土壤为苏打盐碱土。

[0043] 实验通过以下步骤实施：

[0044] 一、荷花池生境营造：

[0045] 水位和pH条件是荷花移栽的关键条件。荷花引种到盐碱地的传统方法，需要选择

盐碱度轻的地方，或者在池底添加拌肥的黑土或者河道淤泥，以降低土壤pH值并增加营养

条件，但盐碱地周围黑土及河道淤泥较为难找，且挖掘和填充费用较高，不适合大面积使

用。

[0046] 牛心套保国家湿地公园除了具有大量的盐碱土壤外，在林坡地上有大量的风沙

土，临近村庄为马场，因此本方法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在2019年4月上中旬，收集马粪和风

沙土，铺在荷花池底(由于管理不善而废弃的荷花池)，搅拌后保证填充厚度为20cm。然后灌

水泡田至4月底，期间排水2次，灌排水2次后保持水位10cm。

[0047] 二、莲藕移栽：荷花池水位保留在10cm，2019年4月30日，将购买的带有芽的6种荷

花藕，共250棵，其中北方红莲为100棵，其他5种精品荷花各30棵。将莲藕的带芽一端斜插入

泥中，其中藕与荷花池底的夹角为45度，莲藕尾部露出水面，移栽间距为2米，并且从荷花池

中心向四周移栽(由于荷花池的边缘水位相对较低，4月底移栽时，如果池中央的水位为

10cm，荷花池四周的水位在0cm或以下，杂草易生长且不易铲除，不利于藕芽的生长和繁殖。

移栽时避开靠近荷花池边缘部分)。

[0048] 三、肥料管理：经观察，荷花叶色为绿色，营养条件尚好，因此本实验在2000m2的荷

花池，在6月中旬仅追加5kg无机肥(N-P-K各15)。

[0049] 水位管理：随着荷花茎秆的生长而增加，如果没有天然降雨，则每两周补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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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井水灌溉。在入冬前保留高1m深水位以确保莲藕越冬。

[0050] 杂草管理：芦苇是影响荷花生长的主要水生植被，在管理期间，水面以下人工割草

5次。

[0051] 2019年9月中旬对移栽的6个品种栽荷花的生长调查结果详见表1。

[0052] 表1不同荷花品种生长调查

[0053]

[0054]

[0055] 由实验一的结果可知，采用实验一的方法构建的一种苏打盐碱地荷花快速成塘的

方法，移栽当年荷花花色艳丽，花期长，可从7月初开花至9月中下旬，莲子结实率高，产量较

高。因而本发明的一种苏打盐碱地荷花快速成塘的方法是切实可行的，为解决快速恢复苏

打盐碱地荷花景观，提供了一条简单易行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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