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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高有机质沉积物湖泊快速

恢复沉水植物的方法，包括目标湖泊的沉积物改

造、沉水植物生长斑块构建、水质净化措施与沉

积物内源磷释放控制和沉水植物群落构建。本发

明是根据湖泊高有机质沉积物存在的沉水植物

恢复困难的问题，通过对湖泊沉积物改造、水体

强力净化与沉积物内源负荷控制、沉水植物生长

斑块设置等措施，实现了高有机质沉积物湖泊快

速恢复沉水植物群落的目的，本方法具有安全、

成本低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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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有机质沉积物湖泊快速恢复沉水植物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1)沉积物改造；

在目标水体的沉积物上铺设一层轻质量的多孔矿物质层，所述矿物质层的质量组成为

50-80％煤渣粉，15-30％水稻或麦秸纤维、5-20％高岭土；

(2)构建沉水植物生长斑块，用于种植沉水植物；所述沉水植物生长斑块为有底无盖的

矩形框架结构；

框架内铺设10-20cm植物生长基质；所述植物生长基质质量组成为：煤渣粉80-90％，9-

19％高岭土，1％萘乙酸钠；

步骤(3)，泼洒絮凝剂絮凝水体絮状体、悬浮颗粒及水体藻类，净化水质，之后泼洒除磷

剂控制沉积物内源磷释放。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中，矿物质层覆盖厚度为1-

5c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中，煤渣粉粒径为0.1-0.5cm；

水稻或麦秸纤维长0.5-5cm。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中，矩形框架结构采用竹片编

织，框架内三面内衬聚乙烯网。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中，矩形框架底面积1-5m2，高

10-30cm；竹片网目1-3cm；网片网目为0.2-0.5cm。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中，沉水植物选用苦草、狐尾

藻和黑藻中的一种或多种；种植密度为10-100株/m2。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3)中，絮凝剂选用聚合氯化铝，

泼洒使其在水体中浓度为10-30mg/L；除磷剂选用锁磷剂，用量为0.2-1kg/m2。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步骤(4)，在沉水植物生长斑块外的

其他区域补种马来眼子菜、微齿眼子菜或金鱼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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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有机质沉积物湖泊快速恢复沉水植物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环保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高有机质沉积物湖泊快速恢复沉水植物

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沉水植被恢复是生态系统恢复的核心环节，也是实现浊水态向清水态转变的关

键，这其中沉水植被的生态作用机制主要包括：（1）与藻类竞争可利用营养物质，降低藻类

生物量；（2）增加颗粒物沉降，抑制沉积物再悬浮；（3）为浮游动物提供生长繁殖的场所，并

为其躲避鱼类捕食创造条件；（4）通过根系向沉积物释放氧气，改善沉积物氧化还原电位，

抑制沉积物磷的释放，等等。生态系统修复的实践表明，只有在沉水植被恢复后清水系统才

能稳定。国外大量研究发现，生物操纵后如果沉水植被没有恢复，系统也会回复到浊水态，

但植被一旦形成，由于生物生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就会形成一个具有不同结构的清水系统。

[0003] 然而，对于一些高有机质沉积物的湖泊或河道，即使外源污染完全控制，沉水植物

的恢复也往往极为困难。其主要原因是，一是沉积物中还原性有毒物质如硫化氢的毒害作

用，二是高有机质含量的沉积物，含水率一般也高，沉水植物根系生长的锚力不够，也就是

没有生长所需要的固着基质。

[0004] 因此，对于那些高有机质沉积物湖泊中沉水植物的恢复，如何改善沉积物性质，迅

速恢复沉水植物群落，是高有机质沉积物湖泊生态修复成功的技术关键。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高有机质沉积物湖泊快速恢复沉水植物的方法。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7] 一种高有机质沉积物湖泊快速恢复沉水植物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0008] （1）沉积物改造；

[0009] 在目标水体的沉积物上铺设一层轻质量的多孔矿物质层，所述矿物质层的质量组

成为50-80%煤渣粉，10-30%水稻或麦秸纤维、5-10%高岭土；

[0010] 采用矿物质层，对高有机质沉积物进行改良，矿物质层能够创造一个多孔的底质

层，一是便于沉积物中有毒气体如硫化氢的排出；二是创造沉水植物附着的基质，增强植物

根系的锚力条件；三是吸附控制沉积物中磷释放，实现对高有机质沉积物的磷盐控制，为以

后种植的植物根系泌氧改善底质环境。矿物质层选择质量较轻的材料，使其能覆盖在沉积

物表面，而不过于下沉。

[0011] （2）构建沉水植物生长斑块，用于种植沉水植物；所述沉水植物生长斑块为有底无

盖的矩形框架结构；

[0012] 构建沉水植物生长斑块，通过人为的方式构建植物生长斑块，创造适宜小生境，加

速植物的恢复，使沉水植物从点到面扩张，此外，植物生长斑块的设置也能有效改善底质环

境，吸收水体与沉积物中的营养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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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本发明的方法，所述步骤（1）中，矿物质层覆盖厚度为1-5cm。煤渣粉粒径为0.1-

0.5cm；水稻或麦秸纤维长0.5-5cm。煤渣粉为0.1-0.5cm，粗糙度较高，便于植物根系固定同

时也能改善沉积物环境抑制磷的释放，此外，加入煤渣粉与水稻或麦秸纤维这两类质地较

轻的物质可以避免矿物质层过于下沉，并且是创造多孔结构的主要材料，煤渣粉还能有效

抑制沉积物磷的释放，改善沉积物环境；

[0014] 所述步骤（2）中，矩形框架结构采用竹片编织，框架内三面内衬聚乙烯网。矩形框

架底面积1-5m2，高10-30cm；竹片网目1-3cm；网片网目为0.2-0.5cm。框架内铺设10-20cm植

物生长基质；所述植物生长基质的质量组成为：煤渣粉70-90%，5-20%高岭土，0.1-1%萘乙酸

钠。基质中的煤渣粉主要起到固定植物根系的目的，同时也能改善沉积物环境与抑制内源

磷释放，使用萘乙酸钠可调节沉水植物生长、促进植物根系粗壮与多根，增强植物的锚力，

使用高岭土能够联合基质作用，同时控制萘乙酸钠释放速度。

[0015] 进一步的，斑块中沉水植物品种选用根系较为发达且较为耐污的苦草、狐尾藻和

黑藻等品种；种植密度为10-100株/m2。沉水植物生长斑块设置在目标水体经过改造的沉积

物上，设置的植物生长斑块总面积为目标水体面积的20-50%。

[0016] 进一步的，还包括步骤（3）泼洒絮凝剂絮凝水体絮状体、悬浮颗粒及水体藻类，净

化水质，之后泼洒除磷剂控制沉积物内源磷释放。采用絮凝剂只能短期改善水体水质，而且

使用后形成的絮状体长时间漂浮在水面影响景观也有遮光抑制效应，单一使用除磷剂对沉

积物内源磷释放有效，但对水体水质改善作用相对较弱。结合采用絮凝剂和除磷剂可以絮

凝并沉淀前述施工造成的絮状体、悬浮颗粒以及水体藻类，提高水体透明度，同时抑制沉积

物内源磷的释放。优选的，所述步骤（3）中，絮凝剂选用10-30mg/L聚合氯化铝；除磷剂选用

锁磷剂，用量为0.2-1kg/m2。在使用聚合氯化铝后再使用锁磷剂，可以将铝盐絮状体物质快

速沉降，选用的两种药物的综合使用可以长时间（约3-6个月）改善水体透明度。

[0017] 进一步的，还包括步骤（4），目标水体中的高有机质沉积物在矿物质覆盖1-3个月

后，沉积物性质得到显著改善，此时在沉水植物生长斑块外的其他区域补种马来眼子菜、微

齿眼子菜或金鱼藻等品种沉水植物，使目标水域的沉水植物覆盖度达到60%以上，从而快速

构建稳定的沉水植物群落。

[0018] 本发明的方法通过采用多孔矿物质层对沉积物进行改造，并结合沉水植物生长斑

块构建，絮凝和内源磷释放控制，实现了高有机质沉积物湖泊的生态修复。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说明。

[0020] 实施例1

[0021] 实验在无锡太湖野外试验站的大塑料桶中进行，选用太湖高有机质含量的淤泥作

为实验沉积物。实验设计为单因素实验，设置3组沉积物处理：对照处理、沉积物改造处理、

沉积物改造+植物生长斑块处理。每组处理3个重复。

[0022] 沉积物改造处理方法如下，在原沉积物层上面铺设一层质量较轻的多孔矿物质

层，覆盖层厚度为3cm，覆盖层组成为，煤渣粉80%，15%水稻或麦秸纤维、高岭土5%；其中煤渣

粉粒径为0.1-0.5cm；水稻或麦秸纤维长0.5-5cm。

[0023] 沉积物改造+植物生长斑块处理如下；在经过改造的沉积物上设置植物生长斑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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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块为有底无盖的矩形框架结构，采用竹片编织，框架内三面内衬聚乙烯网，矩形框架底面

积1-5m2，高10-30cm；竹片网目1-3cm；网片网目为0.2-0 .5cm。斑块面积占沉积物面积的

30%，斑块内沉水植物的种植密度为10株/m2，斑块内铺设10-20cm植物生长基质，基质组成

如下，煤渣粉85%，14%高岭土，1%萘乙酸钠。

[0024] 对照处理组不进行任何处理。

[0025] 实验开始前1周，选取15株颜色亮绿、初始质量基本一致的苦草幼苗（每株叶片约

3-5片，株高约为10±0.3  cm，总生物量为8±0.1g）移植到每个桶中。无处理对照，沉积物改

造处理中，苦草直接种植在沉积物上，沉积物改造加植物生长斑块中，苦草种植在斑块上

面。实验一个月后，收集各桶内的苦草样品，并用清水彻底冲洗，以测定各个系统中苦草生

物量，计算相对生长率，同时测定水体透明度与叶绿素。

[0026] 结果发现，对照处理组中，水体透明度范围为15-28cm、叶绿素为55-79μg/L，实验

结束时的苦草叶片腐烂，呈负生长，也没有新的分株；沉积物改造处理中，水体透明度范围

为25-40cm、叶绿素为32-45μg/L，实验结束时的苦草叶片没有明显腐烂，苦草有一定程度生

长，相对生长率为3.4±1.1  mg  g-1  d-1，没有新的分株产生；沉积物改造+植物生长斑块处

理中，水体透明度范围为38-55cm、叶绿素为21-33μg/L，实验结束时的苦草叶片嫩绿，苦草

生长明显，相对生长率为14.4±3.5mg  g-1  d-1，增加新的分株平均4.7个，值得注意的是，新

增加的分株约有一半扩张到植物生长斑块外面的沉积物区域。

[0027] 实施例2

[0028] 实验于2013年7月27日至8月26日在东太湖附近的室外实验池中进行。选用太湖高

有机质含量的淤泥作为实验沉积物。

[0029] 首先对沉积物进行沉积物改造处理和植物生长斑块构建。在原沉积物层上面铺设

一层质量较轻的多孔矿物质层，覆盖层厚度为1cm，覆盖层组成为，煤渣粉70%，20%水稻或麦

秸纤维、高岭土10%；其中煤渣粉粒径为0.1-0.5cm；水稻或麦秸纤维长0.5-5cm。

[0030] 在经过改造的沉积物上设置植物生长斑块，斑块为有底无盖的矩形框架结构，采

用竹片编织，框架内三面内衬聚乙烯网，矩形框架底面积1-5m2，高10-30cm；竹片网目1-

3cm；网片网目为0.2-0.5cm。斑块面积占沉积物面积的50%，斑块内沉水植物的种植密度为

100株/m2，沉水植物选用苦草、狐尾藻和黑藻；斑块内铺设10-20cm植物生长基质，基质组成

如下，煤渣粉80%，19%高岭土，1%萘乙酸钠。

[0031] 之后对目标水体进行絮凝、除磷处理。实验设计4个处理：无处理组，聚合氯化铝处

理组，锁磷剂处理组，聚铝+锁磷剂处理组，聚合氯化铝浓度为10-30mg/L；除磷剂用量为

0.2-1kg/m2。实验前后测定水体叶绿素、总氮、总磷。正式实验前，采集总氮（2.5mg/L）、总磷

（150ug/L）、叶绿素（65ug/L）背景指标。水体实验为期一个月。

[0032] 实验结束时，无处理组水质一直较差，且水质指标恶化，总氮达到3.1mg/L、总磷达

到195ug/L、叶绿素浓度为77ug/L；聚合氯化铝处理组（20mg/L），使用药物后，水体有大量絮

状物质，水体浮游植物明显降低，透明度提高，但清水期维持时间约7-10天左右水质又迅速

恶化，在实验结束时水体总氮（2.8mg/L）、总磷（173ug/L）、叶绿素（71ug/L）比实验前的背景

值要高些；锁磷剂处理组（使用量0.5kg/  m2），虽然锁磷剂效果相对聚铝缓慢，但水质持续

改善，水体浮游植物一直在逐步降低，到实验结束时，总氮（1.6mg/L）、总磷（97ug/L）、叶绿

素（35ug/L）；聚铝+锁磷剂处理组，先使用聚铝处理，水体形成大量絮状体，之后使用锁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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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实验第5天，水体浮游植物就明显变少，水体清澈，在实验结束时，总氮（0.95mg/L）、总磷

（45ug/L）、叶绿素（13ug/L），透明度见底，水质得到迅速、稳定改善。沉水植物生长方面：无

处理组中，植物叶片大都腐烂，呈负生长，没有新分株；聚合氯化铝处理组有一定程度生长，

相对生长率为1.2±0.5  mg  g-1  d-1，没有新的分株产生；锁磷剂处理组沉水植物生长明显，

相对生长率为5.4±1.3mg  g-1  d-1，增加新的分株平均4.7个；聚铝+锁磷剂处理组中，沉水

植物生长极为明显，相对生长率为13.5±3.1mg  g-1  d-1，平均增加新株13.3个。

[0033] 实施例3

[0034] 无锡某一河道，水体面积1000平方米，水深2米，外源污染切断，但沉积物有机质含

量较高，达到6%，水质较差，藻类水华频繁暴发，透明度30cm。2015年1月下旬开始进行生态

修复。

[0035] 在沉积物上铺设一层质量较轻的多孔矿物质层，覆盖层厚度为5cm。矿物质覆盖层

组成为，煤渣粉50%，30%水稻或麦秸纤维、高岭土20%；其中煤渣粉粒径为0.1-0.5cm；水稻或

麦秸纤维长0.5-5cm。

[0036] 4月下旬构建沉水植物生长斑块。沉水植物生长斑块为矩形有底无盖的框架结构，

采用竹片编织，框架内三面内衬聚乙烯网，矩形框架底面积1-5m2，高10-30cm；竹片网目1-

3cm；网片网目为0.2-0.5cm，斑块面积占沉积物面积的20%。框架内铺设植物生长基质10-

20cm，基质组成如下，煤渣粉90%，9%高岭土，1%萘乙酸钠。斑块内沉水植物的种植密度为80

株/m2，品种为狐尾藻以及黑藻。沉水植物生长斑块的总面积为200m2。

[0037] 5月初，泼洒聚合氯化铝，浓度为20mg/L，3天后，泼洒锁磷剂0.5kg/m2，一周后，水

体透明度达到80cm。7月底进行沉水植物群落构建，在沉水植物生长斑块外的其他区域种植

马来眼子菜、微齿眼子菜以及金鱼藻等品种，目标水域的沉水植物覆盖度达到60%以上，沉

水植物群落得到迅速恢复，水体主要水质指标达到地表三类水标准，叶绿素浓度低于10ug/

L，  透明度达到100cm以上，水生态系统较为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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