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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恢复虾塘排污口区域

滩涂上的红树林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1)通过潮汐冲刷来提高虾塘排污口区域滩

涂的土壤的pH值，减轻所述土壤的酸化程度；(2)

垫高所述虾塘排污口区域使得在潮汐涨潮方向

上形成滩面高程逐渐增大的坡形滩面；(3)在所

述坡形滩面上种植红树，并向所述红树根际土壤

中施用磷肥。本发明能够改善虾塘排污口区域的

不良土壤条件，快速减缓和控制红树林的退化进

程，解决该区域在长时间内红树不能成活或生长

迟缓的问题，保护及恢复红树林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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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恢复虾塘排污口区域滩涂上的红树林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包括

以下步骤：

(1)通过潮汐冲刷来提高虾塘排污口区域滩涂土壤的pH值，减轻所述土壤的酸化程度；

(2)垫高所述虾塘排污口区域使得在潮汐涨潮方向上形成滩面高程逐渐增大的坡形滩

面；

(3)在所述坡形滩面上种植红树，并向所述红树根际土壤中施用磷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2)中：

垫高虾塘排污口区域的低洼区域；

优选的是，将坡形滩面改造成条块状滩面或梯田状滩面，更优选的是，滩面的宽度为

0.6至1.4m；

更优选的是，使坡形滩面的最低位置比平均海平面高0.2m至0.5m；

可选的是，步骤(2)还包括清除所述虾塘排污口区域中的红树林的死亡树根和树干，并

且所述低洼区域为已经清除了死亡树根和树干的区域；

另外可选的是，在虾塘排污口区域中构建潮沟；更优选的是，所述潮沟包括在潮汐涨潮

方向上延伸的一级潮沟和与所述一级潮沟交叉并连通的二级潮沟，并且所述一级潮沟的截

面面积大于所述二级潮沟的截面面积；优选的是，所述一级潮沟的宽度为4至5m和/或所述

二级潮沟为0.4至0.6m；进一步优选的是，所述一级潮沟位于所述坡形滩面的两侧；进一步

优选的是，最低位置的二级潮沟不低于低潮位，并且最高位置的二级潮沟不高于高潮位。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1)中：

通过将土壤挖翻并晾晒的方法和/或利用潮汐冲刷法来减轻所述土壤的酸化程度；优

选的是，挖翻的深度为0.5至0.7m，晾晒和/或潮汐冲刷的时间为15至20天。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3)中：

所述红树林采用树苗移栽种植法种植；

优选的是，所述红树林的树种根据所述虾塘排污口区域的健康红树的树种类型和土壤

状况进行选择。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3)中：

在潮汐涨潮方向上由低到高依次种植演替前端树种、演替中端树种和演替后端树种；

更优选的是，所述演替前端树种为白骨壤，所述演替中端树种选自由卤蕨、桐花树、红

海榄、海南海桑、海桑、无瓣海桑、榄李、红榄李、正红树、秋茄组成的组；所述演替后端树种

选自由木榄、海莲、角果木、簿漆、银叶树、老鼠簕、黄槿、海芒果、水黄皮和杨叶肖槿组成的

组；最优选的是，在潮汐涨潮方向上由低到高依次种植白骨壤、卤蕨、桐花树、红海榄、正红

树、秋茄、木榄、海莲、角果木、银叶树和杨叶肖槿。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3)中：

种植株距为1.0m至2.0m，树苗的苗高为50至70cm，种植坑的长度、宽度和高度为0.3m至

0.4m，和/或覆土为泥质土。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3)中：

在潮汐涨潮方向上由低到高依次种植海榄雌群落树种、红海榄群落树种、海莲群落树

种和角果木群落树种。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3)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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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用磷肥使得土壤中的速效磷含量为40±5mg/kg；优选的是，所述磷肥为缓释磷肥；更

优选的是，所述磷肥为缓释有机磷肥；进一步优选的是，优先施用磷肥的土壤是速效磷含量

为3.00mg/kg至20.00mg/kg的虾塘排污口区域。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还包括在首次种植后2年内进行

补充种植和/或管理养护的步骤。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还包括限制所述虾塘排污口区

域的外围污染源的排放；连续监测所述虾塘排污口区域的红树林健康生长区域平均海平面

和潮汐水位以确定高潮位、低潮位和平均海平面，优选所述平均海平面和潮汐水位的监测

持续时间为1个月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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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恢复虾塘排污口区域滩涂上的红树林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生态保护技术领域，具体涉及用于恢复虾塘排污口区域滩涂上的红树

林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红树林(mangroves)指生长在热带、亚热带地区海岸潮间带上部，受周期性潮水浸

淹，以红树植物为主体的常绿灌木或乔木组成的潮滩湿地木本生物群落。它生长于陆地与

海洋交界带的滩涂浅滩，是陆地向海洋过渡的特殊生态系统。具有防汛、防浪、防风暴、护堤

的功能，也被称为“海洋卫士”，是不可替代的沿海绿色屏障。红树林在维持大气碳氧平衡，

净化空气和水体环境，绿化、美化、科普教育等方面也具有独特的生态、社会和经济效益。热

带和亚热带的红树生物群落是形成红树林生态系统高生产力和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基础，该

生态系统在全球16种生态系统中名列第四，可为人类提供数以百万计的必要物资及服务。

[0003] 尽管红树林的生态功能价值巨大，具有水质净化功能，但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例

如利益驱动带来水产养殖面积增加，使红树林净化功能的丧失和大面积的退化，这反过来

会导致养殖难度的增大。以我国海南省东寨港养虾为例，由于红树林退化严重，东寨港的地

表海水已不能用于虾塘养殖，周边居民开始开采地下水从事相关养殖活动，并且在保护区

外围的每个虾塘都有一个排放口，通过这样的排放口直接将养殖废水排入红树林中，从而

导致红树林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生存环境不断受到破坏，造成红树不断消失，进入恶性循

环。

[0004]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于2010年7月正式发布了全球首份全面评估红树林湿地环境现

状的综合报告：红树林的生存正面临人为过度开发和海平面上升的严重威胁，自上世纪80

年代以来，全球红树林面积已缩减五分之一以上。我国红树林面积亦急剧下降，从20世纪50

至90年代初面积锐减68.7％。

[0005] Lewis(2004) (Roy  R .Lewis .Ecological  engineering  for  successful 

management  and  restoration  of  mangrove  forests[J] .Ecological  Engineering ,

2004,24(4))提出红树林成功恢复前必须的5个步骤，具体为：1、了解个体生态学(物种生态

学)，特别是该处的红树林物种繁殖的模式和繁殖体的分布并种植幼苗；2、了解控制目标红

树林物种分布和成功建立和生长的正常水文模式；3、评估目前阻止红树林自然演替的环境

的变化；4、设计恢复方案，初步恢复适当的水文条件，消除或减少压力因素；5、只有在通过

步骤1至4确定自然恢复不能提供恢复项目目标中成活幼苗的数量、稳定率或树苗生长速率

后，才利用实际种植繁殖、采集幼苗或栽培幼苗。与此同时Lewis也强调了恢复过程中水文

学的重要性。

[0006] 自2013年开始，在国内实施的具体工程措施包括清理死树、开沟排水、围堰起垄、

插种移苗等综合立体方式恢复红树林。但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在恢复时未采用形成滩面高程

逐渐增大的坡形滩面的工程措施；或未按照红树的自然生态分布进行红树种植；没有考虑

到由于污染造成土壤肥力和理化性状的变化；对红树林周边高位池虾养殖污染控制不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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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造林后管护不到位等。在东寨港红树林恢复过程中，还发现部分区域在长达5年的时间里

存在着红树不能成活或生长迟缓的现象。

[0007] 因此，鉴于红树林急剧退化的严峻局面，非常迫切需要一种能够在红树林退化区

域例如滩涂区域尤其是滩涂上虾塘排污口区域有效恢复红树林的方法。

[0008] 综上所述，本发明基于红树林沉积物中有机物质水解酸化和水产养殖酸性排放物

质在短时间内叠加造成红树林淹水土壤中有机酸的累积对红树植株具有毒害作用，以及海

虾养殖排放造成的土壤速效磷缺乏等造成保护区内的局部区域红树林恢复困难这一关键

技术问题，提出采用淤泥翻垛晾晒及潮汐冲刷的方法逐步降低土壤酸化程度，采用埋肥的

方法施用缓释有机磷肥来提高土壤中速效磷含量的技术方案。本发明将实现海虾养殖排放

造成的退化红树林的恢复。

发明内容

[0009] 为了解决在虾塘排污口区域滩涂上红树林生长不好或者难以恢复的问题，本发明

提供了一种用于在虾塘排污口区域滩涂上恢复或种植红树林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

[0010] (1)通过潮汐冲刷来提高虾塘排污口区域滩涂土壤的pH值，减轻所述土壤的酸化

程度；

[0011] (2)垫高所述虾塘排污口区域使得在潮汐涨潮方向上形成滩面高程逐渐增大的坡

形滩面；

[0012] (3)在所述坡形滩面上种植红树，并向所述红树根际土壤中施用磷肥。

[0013] 相对于现有的红树林恢复方法，本发明的优点如下：

[0014] 通过减缓土壤酸化程度例如采用一定深度及时间的淤泥翻垛晾晒与埋肥施用缓

释有机磷肥的方法，有效地解决了虾塘排污口区域内由于长期污染而导致的土壤酸化、肥

力下降所造成的红树林生态系统难以恢复的问题。

[0015] 垫高虾塘排污口区域，形成在潮汐涨潮方向上滩面高程逐渐增大的坡形滩面。

[0016] 本发明人通过对红树植物个体生态学和群落生态学进行实地调查，确定了所要种

植的红树林的树种类型，按照自然生长条件进行树种的选择，采用树苗移栽种植法有利于

筛选出更适宜环境生长的树种，种植后成活率更高。

[0017] 本发明可有效改善虾塘排污口区域红树林的生态环境，恢复虾塘排污口区域的生

态系统的自净能力，并且在恢复后提高了红树林湿地系统生物的多样性，使得生态系统更

加稳定。

附图说明

[0018] 图1a为红树林条块状滩面与潮沟施工的俯视示意图。

[0019] 图1b为红树林条块状滩面与潮沟施工的剖面示意图。

[0020] 图2a为红树林梯田状滩面与潮沟施工的俯视示意图。

[0021] 图2b为红树林梯田状滩面的剖面示意图。

[0022] 图3为红树林群落演替系列示意图，其中显示了部分红树树种的图例。

[0023] 图4为实施例1中海南省东寨港虾塘排污口区域红树林恢复图片。其中图A为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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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二级潮沟的红树林恢复区；图B为现有一级潮沟和二级潮沟的红树林恢复区。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为使本发明实施例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

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是

本发明的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

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5]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用于在虾塘排污口区域滩涂上恢复或种植红树林的方法，所述

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6] (1)通过潮汐冲刷来提高虾塘排污口区域滩涂土壤的pH值，减轻所述土壤的酸化

程度；；

[0027] (2)垫高所述虾塘排污口区域使得在潮汐涨潮方向上形成滩面高程逐渐增大的坡

形滩面；

[0028] (3)在所述坡形滩面上种植红树，并向所述红树根际土壤中施用磷肥。

[0029] 在步骤(1)中，可以通过将土壤挖翻并晾晒的方法和/或利用潮汐冲刷法来减轻所

述土壤的酸化程度。优选的是，挖翻的深度为0.5至0.7m(例如0.6m)，晾晒和/或潮汐冲刷的

时间可以为15至20天例如18天。

[0030] 在步骤(2)中，可以垫高虾塘排污口区域的低洼区域。优选的是，可以将坡形滩面

改造成条块状滩面或梯田状滩面(如图2a和2b所示)。更优选的是，可以使坡形滩面的最低

位置比平均海平面高0.2m至0.5m(例如0.3m或0.4m)。另外优选的是，滩面的宽度为0.6至

1.4m(例如为0.8、1.0或1.2m)

[0031] 图1a为红树林条块状滩面与潮沟施工的俯视示意图；图1b为红树林条块状滩面与

潮沟施工的剖面示意图。如图1a和1b所示沿着远离海岸线4的方向构建一级潮沟2以及和一

级潮沟2连通的二级潮沟3，在种植区域种植红树4。最高位置的第二沟槽3的高度可以低于

高潮位5，最低位置的第二沟槽3的高度可以高于低潮位6。

[0032] 类似的，图2a为红树林梯田状滩面与潮沟施工的俯视示意图；图1b为红树林梯田

状滩面与潮沟施工的剖面示意图。如图2a和2b所示沿着远离海岸线4的方向构建一级潮沟2

以及和一级潮沟2连通的二级潮沟3，在种植区域种植红树4。最高位置的第二沟槽3的高度

可以低于高潮位5，最低位置的第二沟槽3的高度可以高于低潮位6。同样的，最高位置还保

留有能够正常生长的红树。

[0033] 可选的是，步骤(2)可以还包括清除所述虾塘排污口区域中红树林的死亡树根和

树干，并且所述低洼区域为已经清除了死亡树根和树干的区域。

[0034] 另外可选的是，在虾塘排污口区域中构建潮沟。更优选的是，所述潮沟包括在潮汐

涨潮的方向上延伸的一级潮沟和与所述一级潮沟交叉并连通的二级潮沟，并且所述一级潮

沟的截面面积大于所述二级潮沟的截面面积。更优选的是，所述一级潮沟的宽度为4至5m

和/或所述二级潮沟为0.4至0.6m(例如0.5m)。进一步优选的是，所述一级潮沟位于所述坡

形滩面的两侧。

[0035] 本发明中，为了避免团水虱、招潮蟹等底栖动物的啃食，不是采用胚轴直接种植的

方法来恢复虾塘排污口区域的红树林，而是采用树苗移栽种植法。于是，在一些实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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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在步骤(3)中，所述红树林可以采用树苗移栽种植法种植。关于红树立地条件和株距的

确定，可以在确定红树种植类型和水文条件后，确定种植距离。例如，在一些实施方式中，种

植株距可以为1.0m至2.0m(例如为1.1、1.2、1.3、1.4、1.5、1.6、1.7、1.8或1.9m)。例如，优选

的是，可以根据风浪的大小确定种植距离，例如在风浪较大的滩面上种植时，株行距可以为

1.0至1.5m×1.0至1.5m；在风浪较小的滩面上，株行距为1.5至2.0m×1.5至2.0m。

[0036] 在本发明中，采用较大的株距，目的是效法自然，让大自然根据生境条件进行物竞

天择，使适合当地生境条件生长的植物能够在大株距的红树之间生长，为红树林的自我恢

复能力的发挥留出足够的空间。

[0037] 选择的幼苗优选为无病虫害的健康苗木，树苗的苗高为50至70cm(例如为50、55、

60、65或70cm)。可以在移栽之前剪掉刺穿营养袋的根系，然后营养袋需护着红树根养护15-

25天。种植坑的长度、宽度和高度没有特别限制，例如可以为0.2m至0.4m。具体地说，可以将

50至70cm的根系养护15-25天后剪掉营养袋的红树树苗放入挖掘好的种植坑中，然后将幼

苗种植，再利用泥质土回填种植坑，幼苗木的覆土高度在压实后不能超过周边土壤表面10

±5cm。

[0038] 在一些优选的实施方式中，所述红树林的树种可以综合考虑所述虾塘排污口区域

自然生长条件进行选择，例如按照该区域健康红树的树种类型和土壤状况来进行选择。

[0039] 另外，在步骤(3)中，可以在潮汐涨潮的方向上由低到高依次种植演替前端树种、

演替中端树种和演替后端树种。优选的是，所述演替前端树种可以为例如白骨壤

(Avicennia  marina(Forsk.)Vierh.hailanci)。白骨壤分布于海岸最外缘，这类植物耐水

淹能力强，适合用作演替前端树种。所述演替中端树种可以选自由卤蕨(Acrostichum 

aureum  Linn .)、桐花树(Aegiceras  corniculatum(L)Blanco)、红海榄(Rhizophora 

stylosa)、海南海桑(Sonneratia  hainanensisKO ,E .Y .Chen  et  W .Y .Chen)、海桑

(Sonneratiacaseolaris(L .))、无瓣海桑(Sonneratia  apetala)、榄李(Lumnitzera 

racemosa  Willd)、红榄李(Lumnitzera  littorea(Jack)Voigt)、正红树(Rhizophora 

apiculata  Blume)、秋茄(Kandelia  candel(Linn.)Druce/Kandelia  obovata)组成的组。

这些树种一般生长在滩涂中部水土易流失的泥质滩地，适合用作演替中端树种。所述演替

后端树种可以选自由木榄(Bruguiera  gymnorrhiza(L .)Poir .)、海莲(Bruguiera 

sexangula)、角果木(Ceriops  tagal(perr .)C .B.Rob.)、海漆(Excoecaria  agallocha 

Linn.)、银叶树(Heritiera  littoralis  Dryand .)、老鼠簕(Acanthus  ilicifolius  L.)、

黄槿(Hibiscus  tiliaceus  Linn .)、海芒果(Cerbera  manghas)、水黄皮(Pongamia 

pinnata(L.)Pierre)和杨叶肖槿(Thespesia  populnea(L.)Soland.ex  Correa)组成的组。

这些树种能够生长在红树林内缘(近陆地一侧)或高潮位滩地上，适合用作演替后端树种。

在一个具体的实施方式中，可以在潮汐涨潮的方向上由低到高依次种植白骨壤、卤蕨、桐花

树、红海榄、正红树、秋茄、木榄、海莲、角果木、银叶树和杨叶肖槿等。图3中示出了部分上述

树种的一些图例。如图3所示，沿着潮汐涨潮(如海水)的方向由低到高依次种植前端演替群

落10、中端演替群落11和后端演替群落12。

[0040] 在一些可选的实施方式中，在步骤(3)中，可以在潮汐涨潮的方向上由低到高依次

种植海榄雌群落(作为先锋群落，种植在前沿向海地带)树种、红海榄群落树种、海莲群落树

种和角果木群落树种，从而构建红树林群落演替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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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另外，在步骤(3)中，可以施用磷肥使得红树根际土壤中的速效磷含量为40±5mg/

kg。优选的是，所述磷肥为缓释磷肥。更优选的是，所述磷肥为缓释有机磷肥。进一步优选的

是，优先施用磷肥的土壤是速效磷含量为3.00mg/kg至20.00mg/kg的虾塘排污口区域。

[0042]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方法还可以包括在首次种植后2年内进行补充种植和/或

管理养护的步骤。

[0043] 在另外一些优选的实施方式中，所述方法还可以包括限制所述虾塘排污口区域的

外围污染源的排放。在一些可选的或者替代性的实施方式中，所述方法在步骤(1)中还可以

包括连续监测所述虾塘排污口区域的红树林健康生长区域的平均海平面和潮汐水位的子

步骤。优选的是，所述平均海平面和潮汐水位的监测可以持续时间为1个月以上，例如持续2

个月或3个月的时间。

[0044] 在本发明的一个具体的实施方式中，所述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45] (1)将虾塘排污口区域的死亡红树的气生根、树干全部清除；

[0046] (2)控制该虾塘排污口区域外围污染源排放，并连续监测该虾塘排污口区域的红

树林健康生长区域平均海平面和潮汐水位(包括高潮位和低潮位)；

[0047] (3)利用挖掘机，将该虾塘排污口区域的酸性土壤进行挖翻、晾晒并利用潮汐进行

冲刷；

[0048] (4)通过土方工程措施，垫高酸性土壤的低洼区域，形成具有连续高程梯度变化的

条块状或梯田状滩面以用于种植红树植物，保持种植滩面的最低位置比平均海平面高0.2m

至0.5m；滩面的宽度保持为0.6至1.4m。

[0049] (5)在该虾塘排污口区域准备种植红树的区域内构建大潮沟(即可以潮沟)和小潮

沟(即二级潮沟)；

[0050] (6)沿着滩面不同高程梯度，采用树苗移栽种植法，选择红树植物物种，按照高程

梯度由低到高，依次种植演替前端树种、演替中端树种和演替后端树种，根据红树林群落演

替系列，按照适当的株距进行种植；

[0051] (7)对于土壤中速效磷含量为3.00至20.00mg/kg的虾塘排污口区域，采用埋肥的

方法施用缓释有机磷肥，使土壤中速效磷含量达到40±5mg/kg；

[0052] (8)在造林后至少在连续2年以上的时间内对造林地进行补充种植和管理养护。

[0053] 其中步骤(2)中连续监测时，平均海平面和潮汐水位的监测应在1个月以上，以确

定其高潮位5和低潮位6(参见图1b、图2b和图3)。

[0054] 其中步骤(3)中挖翻的深度为0.5至0.7m，晾晒时间和潮汐冲刷时间总共为15至20

天。

[0055] 其中步骤(4)中虾塘排污口处的低洼区域，即为虾塘排污口处的已清除了死亡红

树的气生根、树干的区域。

[0056] 其中步骤(5)在施工过程中，形成潮汐涨潮方向逐渐垫高的条块状或梯田状滩面

(如图2所示)以种植红树，在滩面的左右侧开通造林区域内具有潮汐变化的大潮沟(即一级

潮沟)，大潮沟宽度为4至5m，并在滩面上开通与大潮沟相连的小潮沟(即二级潮沟)宽度为

0.5m(如图1所示)。

[0057] 本发明方法针对虾塘排污口区域红树林难以恢复的问题，通过对红树林水环境的

长期监测、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虾塘排污口区域红树林滩涂土壤中由于有机酸的累积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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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过度酸化以及速效磷的缺乏，由此形成了上述解决方案。

[0058] 实施例

[0059] 通过下面给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可以更为清楚地了解本发明，显然，这些实施

例仅仅是本发明的一部分实施例，并不是全部。基于本发明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

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落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0060] 实施例1

[0061] 1.前期的准备：

[0062] 1.1本发明人在前期在海南省东寨港进行了红树植物个体生态学和群落生态学调

查、水文学及水生态环境污染监测研究，历时多年，并在此基础上评估水文的改变或压力因

素的增加对红树林恢复的影响。

[0063] 监测结果表明，该区域红树林的恢复难度和恢复效果与距离虾塘排污口的距离呈

正相关。进一步监测发现，红树林土壤的酸性及速效磷的含量与海虾养殖场排水潮沟距离

的远近密切相关。在靠近虾塘排水潮沟闸口附近(例如每个排放口的红树林难恢复区的1cm

至50cm)的红树林表层土壤通常为pH值<6(例如山尾村红树林恢复区土壤)，在塔市红树林

恢复区土壤的pH值甚至小于4。可以初步判定土壤酸化是红树林恢复的主要影响因素。

[0064] 经过对污染源进一步进行调查和检测发现，虾塘的酸性排放物包括双氧水和二氧

化氯等消毒剂，以及碘液(如聚维酮碘液)和有机酸类物质(如枸橼酸和羟基乙酸)等解毒

剂。推测这些物质的排放在短时间内叠加可能会造成红树林土壤中酸性物质的累积。除此

之外，虾塘排放了大量的有机物质。通过测算可得，在东寨港1300ha虾塘正在使用的情况

下，每年残饵、粪便、虾壳及死虾等沉积物重量为8372t，BOD为1937.52t。这些有机物在红树

林中长期沉积后在厌氧状态下水解酸化成小分子有机物。酸性土壤对红树植株具有毒害作

用，会造成红树林在红树林保护区内的局部区域恢复困难

[0065] 此外，通过土壤肥力分析发现，虾塘排污口区域的土壤速效磷的含量为3.25至

17.94mg/kg，明显低于红树林养猪场、养鸭场以及附近生活污水的排放口区域中的红树林

土壤中34.59至97.79mg/kg的速效磷含量，也低于天然红树林土壤中26.31至47.31mg/kg的

速效磷含量，说明对虾养殖过程的排放物中的磷含量不足。因此，可以判定速效磷降低也是

虾塘排污口区域红树林恢复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

[0066] 因此，在海南东寨港红树林自然保护区的虾塘排污口区域，对该区域的污染源排

放进行控制，并连续监测该区域红树林健康生长区域平均海平面和潮汐水位1个月以上，以

确定红树林的水文要求；通过对红树植物个体生态学和群落生态学的实地调查，确定该区

域的红树群落组成和土壤类型。

[0067] 1 .2利用挖掘机和推土机对该区域的酸性土壤地区域进行清除，移除已死亡的红

树气生根和树干，以恢复泥滩原有状态；

[0068] 1 .3利用挖掘机，将该酸性土壤地区域的酸性土壤进行挖翻、晾晒及潮汐冲刷，挖

翻的深度为0.50m，晾晒及潮汐冲刷时间总共为15天。

[0069] 1 .4利用推土机和抓泥机通过土方工程措施进行改造，回填泥质土壤以垫高虾塘

排污口区域的低洼区域，使虾塘排污口区域形成具有连续高程梯度变化的条块状或梯田状

滩面，恢复和建立正常的水文条件，保持种植滩面的最低位置比平均海平面高0.2至0.5m；

[0070] 1 .5在施工过程中，在面向海水的方向上逐渐垫高的条块状或梯田状滩面的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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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侧(在本文中，前侧为有海水的一侧，后侧为原有健康红树的一侧)，开通造林区域内具有

潮汐变化的大潮沟(即一级潮沟)，潮沟宽度为4m，并在滩面上开通与大潮沟相连的小潮沟

(即二级潮沟)，小潮沟的宽度为0.5m(如图1)，使种植区域在自然状态下处于潮汐水流状

态。

[0071] 2.红树的种植

[0072] 2.1树种的选择

[0073] 红树植物的选择：根据该破坏区域健康红树的树种类型以及土壤状况进行综合考

虑，选择如下树种进行种植：白骨壤、卤蕨、桐花树、红海榄、正红树、秋茄、木榄、海莲、角果

木、银叶树和杨叶肖槿。由低到高依次种植白骨壤、卤蕨、桐花树、红海榄、正红树、秋茄、木

榄、海莲、角果木、银叶树和杨叶肖槿。种植顺序将按照高程梯度由低到高，依次种植上述树

种，即由低到高依次种植演替前端树种、演替中端树种和演替后端树种。

[0074] 2.2红树株距的确定

[0075] 在确定红树种植类型和水文条件后，在风浪大的海岸带滩面红树株距为1.0m×

1.0m。

[0076] 2.3种植与管护

[0077] 2.3.1造林季节：红树林种植从2017年5月15日份开始，到2017年8月20日结束。

[0078] 2.3.2种植方式：为了避免团水虱、招潮蟹等底栖动物的啃食，不是采用胚轴直接

种植的方法而是采用树苗移栽种植法来恢复虾塘排污口区域的红树林。选择的幼苗为无病

虫害的健康苗木，苗高50至70cm，在移栽之前剪掉刺穿营养袋的根系，然后利用营养袋保护

红树根养护15-25天。红树种植坑的长宽高均为0.2至0.3m。具体地说，将50至70cm的根系养

护15-25天后剪掉营养袋的红树树苗放入挖掘好的种植坑中，然后将幼苗种植，再利用泥质

土回填种植坑，幼苗木覆土高度压实后不超过周边土壤表面10±5cm。

[0079] 采用埋肥的方法施用缓释有机磷肥(购自东方市九龙农资经销部)，使土壤中速效

磷含量达到40±5mg/kg。造林后加强对造林地维护和管理，定期进行补植、扶正倒伏树苗、

清理垃圾杂物，维护和管理连续进行2年。经测算，两年内成活率90％以上，覆盖面积40％以

上(参见图4)。

[0080] 实施例2

[0081] 同样在海南东寨港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在同一个虾塘排污口区域的相邻位置，采

用与实施例1基本相同的方式进行，不同之处在于，挖翻的深度为0.70m，晾晒及潮汐冲刷时

间总共为20天，开通造林区域内具有潮汐变化的大潮沟(即一级潮沟)，潮沟宽度为5m。

[0082] 实施例3

[0083] 同样在海南东寨港红树林自然保护区，采用与实施例1基本相同的方式，在确定红

树种植类型和水文条件后，在风浪相对较小的海沟岸带滩面种植红树，种植株距为2.0m×

2.0m。

[0084] 实施例4

[0085] 同样在海南东寨港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在同一个虾塘排污口区域的又一个相邻位

置，采用与实施例1基本相同的方式，只是没有利用挖掘机将酸性土壤地区域的酸性土壤进

行挖翻、晾晒及潮汐冲刷，也没有补充施用磷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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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6]

[0087]

[0088] 其中，一次成活率在首次种植后满3个月时(11月份)在没有首次补充种植之前统

计，计算公式：首次种植后成活总数/首次种植总数×100％；2年内成活率在第二年6月份补

充种植后满3个月时(即9月份)统计，计算公式：补充种植后成活总数/(首次种植数+补充种

植数)×100％。

[0089] 最后应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制；尽管

参照前述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其依然可

以对前述各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同替换；

而这些修改或者替换，并不使相应技术方案的本质脱离本发明各实施例技术方案的精神和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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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a

图1b

图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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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b

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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