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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锻炼沉水植物伸长能力

的方法。本方法主要包括以下主要步骤：(1)采集

沉水植物；(2)移栽沉水植物；(3)动态水深锻炼。

本发明方法成本低廉、操作简单、存活率高、安全

无污染，适用于提高沉水植物耐淹能力、高度富

营养化水体、极端弱光环境以及极端高水位条件

下的沉水植物修复工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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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锻炼沉水植物伸长能力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采集沉水植物；

(2)移栽沉水植物，将沉水植物单株或顶端扦插入装有底泥的容器中，栽入底泥的深度

为15至25厘米；

(3)动态水深锻炼，将移栽了沉水植物的容器依时间序列进行动态水深锻炼，为5个阶

段：

第一阶段将移栽了沉水植物的容器放置于0.5米水深处，持续时间为5天；

第二阶段将移栽了沉水植物的容器放置于1.5米水深处，持续时间为5天；

第三阶段将移栽了沉水植物的容器放置于2.5米水深处，持续时间为5天；

第四阶段将移栽了沉水植物的容器放置于3.5米水深处，持续时间为5天；

第五阶段将移栽了沉水植物的容器放置于4.5米水深处，持续时间为5天；

所述的采集沉水植物包括采集莲座型沉水植物和采集直立型沉水植物；

所述的采集莲座型沉水植物是将莲座型沉水植物带根单株保留，植株光合作用部分长

度为30至50厘米，根长为10至30厘米，单株鲜重为5至30克，叶片数量为5至10片；

所述的采集直立型沉水植物是将直立型沉水植物保留顶端，植株光合作用部分长度为

30至50厘米，单株鲜重为3至20克，叶片数量为5至100片；

所述的装有底泥的容器，高40至60厘米，顶部直径为45至60厘米，底部直径为25至35厘

米；

所述的底泥为30至40厘米，总氮含量为2至5毫克每升，总磷含量为0.5至1毫克每升。

2.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沉水植物移栽密度为每个容器中5

至10个沉水植物。

3.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动态水深锻炼的场所为静水水体，

最大水深大于10米，底部坡度为0.4％至2％，水温为18至27摄氏度，水下消光系数为0.4至

0.8，水体PH值为6.5至8.5，水体总氮含量为0.6至1.2毫克每升，水体总磷含量为0.005至

0.01毫克每升。

4.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莲座型沉水植物包括苦草或海菜花；

所述的直立型沉水植物包括狐尾藻、轮叶黑藻、马来眼子菜、篦齿眼子菜、穿叶眼子菜、

微齿眼子菜、金鱼藻或菹草。

5.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移栽沉水植物包括移栽莲座型沉水

植物和移栽直立型沉水植物；

所述的移栽莲座型沉水植物是将莲座型沉水植物的根系完全扦插入底泥中；

所述的移栽直立型沉水植物是将直立型沉水植物的1或2或3或4或5或6个节间扦插入

底泥中。

6.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动态水深锻炼，还包括

第六阶段将移栽了沉水植物的容器放置于5.5米水深处，持续时间为5天；和/或

第七阶段将移栽了沉水植物的容器放置于6.5米水深处，持续时间为5天；和/或

第八阶段将移栽了沉水植物的容器放置于7.5米水深处，持续时间为5天；和/或

第九阶段将移栽了沉水植物的容器放置于8.0米水深处，持续时间为5天；和/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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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阶段将移栽了沉水植物的容器放置于8.5米水深处，持续时间为5天；和/或

第十一阶段将移栽了沉水植物的容器放置于9.0米水深处，持续时间为5天；和/或

第十二阶段将移栽了沉水植物的容器放置于9.5米水深处，持续时间为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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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锻炼沉水植物伸长能力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提高沉水植物耐淹能力、高度富营养化水体、极端弱光环境以及极端

高水位条件下的沉水植物修复工程等。

背景技术

[0002] 沉水植被是湖泊生态系统中的主要初级生产者，具有防止底泥悬浮、净化水体，为

水生动物提供庇护场所和产卵场所，为草食性水生动物提供食物来源等重要作用，在维持

淡水生态系统稳定、提高生态系统自净功能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生态学意义。

[0003] 湖泊富营养化引起的弱光效应、极端气候条件(如暴雨和洪水)引起的水位突然上

涨以及大型水利工程(如大坝)等引起的水位急剧升高均是湖泊沉水植被群落衰退甚至消

失的驱动因素，如极端高水位使得1998年鄱阳湖优势群落短暂消失、2003年左右洱海湖心

平台沉水植被彻底消失、2011年夏季梁子湖部分湖湾微齿眼子菜群落死亡。因而水生植被

群落的恢复与重建是现阶段湖泊恢复生态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0004] 沉水植物通过茎或叶组织的伸长来适应弱光和高水位环境，然而自然水体中沉水

植物的的伸长能力仍不足以使其在高度富营养化水体、极端弱光环境以及极端高水位条件

下生存。当前我国没有关于锻炼沉水植物伸长能力方法的报道，因此本发明对于在高度富

营养化水体、极端弱光环境以及极端高水位条件下恢复沉水植被群落具有重要科学意义。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针对上述技术上存在的问题，提供了一种锻炼沉水植物伸长能

力的方法。该方法成本低廉、操作简单、存活率高、安全无污染，适用于提高沉水植物耐淹能

力、高度富营养化水体、极端弱光环境以及极端高水位条件下的沉水植物修复工程。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方法包括下列步骤：

[0007] (1)采集沉水植物。

[0008] 在沉水植物生长旺盛的湖泊或河流或池塘或其他水体中，现场采集莲座型沉水植

物如苦草、海菜花，直立型沉水植物狐尾藻、轮叶黑藻、马来眼子菜、篦齿眼子菜、穿叶眼子

菜、微齿眼子菜、金鱼藻、菹草等。

[0009] 将莲座型沉水植物带根单株保留，植株光合作用部分长度为30至50厘米，根长为

10至30厘米，单株鲜重为5至30克，叶片数量为5至10片。

[0010] 将直立型沉水植物保留顶端，植株光合作用部分长度为30至50厘米，单株鲜重为3

至20克，叶片数量为5至100片。

[0011] (2)移栽沉水植物。

[0012] 将采集的沉水植物单株或顶端扦插入装有底泥的容器中，该底泥适宜于沉水植物

的生长。

[0013] 将莲座型沉水植物单株的根系完全扦插入底泥中。

[0014] 将直立型沉水植物顶端的1或2或3或4或5或6个节间扦插入底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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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沉水植物移栽入底泥的深度为15至25厘米。

[0016] 所述的装有底泥的容器大小为：高40至60厘米，顶部直径为45至60厘米，底部直径

为25至35厘米。

[0017] 所述的底泥高度为30至40厘米，底泥总氮含量为2至5毫克每升，底泥总磷含量为

0.5至1毫克每升。

[0018] 所述的沉水植物移栽密度为每个容器中5至10个单株或顶端。

[0019] (3)动态水深锻炼。

[0020] 将移栽了沉水植物的容器依时间序列进行动态水深锻炼共分为5或6或7或8或9或

10或11或12个阶段：第一阶段将移栽了沉水植物的容器放置于0.5至0.6米水深处，持续时

间为5至15天；第二阶段将移栽了沉水植物的容器放置于1.4至1.6米水深处，持续时间为5

至10天；第三阶段将移栽了沉水植物的容器放置于2.4至2.6米水深处，持续时间为5至10

天；第四阶段将移栽了沉水植物的容器放置于3.4至3.6米水深处，持续时间为5至10天；第

五阶段将移栽了沉水植物的容器放置于4.4至4.6米水深处，持续时间为5至10天；第六阶段

将移栽了沉水植物的容器放置于5.4至5.6米水深处，持续时间为5至10天；第七阶段将移栽

了沉水植物的容器放置于6.4至6.6米水深处，持续时间为5至10天；第八阶段将移栽了沉水

植物的容器放置于6.9至7.1米水深处，持续时间为5至10天；第九阶段将移栽了沉水植物的

容器放置于7.4至7.6米水深处，持续时间为5至10天；第十阶段将移栽了沉水植物的容器放

置于7.9至8.1米水深处，持续时间为5至10天；第十一阶段将移栽了沉水植物的容器放置于

8.4至8.6米水深处，持续时间为5至10天；第十二阶段将移栽了沉水植物的容器放置于8.9

至9.1米水深处，持续时间为5至10天。

[0021] 所述的动态水深锻炼的场所为湖泊或水库等静水水体，最大水深大于10米，湖泊

或水库底部坡度为0.4％至2％，水温为18至27摄氏度，水下消光系数为0.4至0.8，水体PH值

为6.5至8.5，水体总氮含量为0.6至1.2毫克每升，水体总磷含量为0.005至0.01毫克每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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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0023] 本发明提出的一种锻炼沉水植物伸长能力的方法，具有以下优点：

[0024] 1.本发明操作简单、成本低廉。

[0025] 2.经动态水深锻炼后的沉水植物在深水区或弱光条件下的存活率较高。

附图说明

[0026] 图1不同处理组马来眼子菜的株高。

[0027] 图2不同处理组马来眼子菜的株高相对伸长速率。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以下结合实施例及附图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0029] 实施例1

[0030] (1)采集沉水植物。

[0031] 本实施例地点位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的洱海(25°52’N,100°06’E)，现场分别

依照下表标准和数据采集沉水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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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0033] (2)移栽沉水植物。

[0034] 本实施例分别采集下表中的植物部位：

[0035]

[0036]

[0037] 将上述采集的植物部位扦插入装有底泥的容器中，容器大小为：高52厘米，顶部直

径为50厘米，底部直径为35厘米。该底泥适宜于沉水植物的生长：底泥高度为30至40厘米，

底泥总氮含量为2至5毫克每升，底泥总磷含量为0.5至1毫克每升，种植密度为每个容器5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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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0039] (3)动态水深锻炼。

[0040] 本实施例设置了一组对比试验，分别为固定水深共5个处理组(1.0米、2.5米、4.0

米、5.5米和7.0米)，和动态水深共1个处理组。每个处理组4个重复。试验场地为洱海喜洲

湾，最大水深10米，湖湾底部坡度为0.9％，水温为25摄氏度，水下消光系数为0.66，水体PH

值为7.9，水体总氮含量为0.9毫克每升，水体总磷含量为0.008毫克每升。

[0041] 固定水深的5个处理组在所有阶段的水深固定不变。

[0042] 动态水深的1个处理组共有9个阶段，水深依次变化：第一阶段将移栽的容器放置

于0.5米水深处，持续时间为5天；第二阶段将移栽的容器放置于1.5米水深处，持续时间为5

天；第三阶段将移栽的容器放置于2.5米水深处，持续时间为5天；第四阶段将移栽的容器放

置于3.5米水深处，持续时间为5天；第五阶段将移栽的容器放置于4.5米水深处，持续时间

为5天；第六阶段将移栽的容器放置于5.5米水深处，持续时间为5天；第七阶段将移栽了的

容器放置于6.5米水深处，持续时间为5天；第八阶段将移栽的容器放置于7.5米水深处，持

续时间为5天；第九阶段将移栽的容器放置于8.0米水深处，持续时间为5天。总计处理时间

为45天，每隔15天测量株高。

[0043] 45天后动态水深处理组的株高显著大于固定处理组见图1，动态水深处理组的株

高伸长率显著大于固定处理组见图2，动态水深处理组的存活率为100％，而固定处理组

(4.0米、5.5米和7.0米)的存活率为0。

[0044] 实施例2

[0045] (1)采集沉水植物。

[0046] 本实施例地点位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的洱海(25°52’N,100°06’E)，现场分别

依照下表标准和数据采集沉水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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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7]

[0048]

[0049] (2)移栽沉水植物。

[0050] 本实施例分别采集下表中的植物部位：

[0051]

[0052] 将上述采集的植物部位扦插入装有底泥的容器中，容器大小为：高40厘米，顶部直

径为45厘米，底部直径为25厘米。该底泥适宜于沉水植物的生长：底泥高度为30厘米，底泥

总氮含量为2毫克每升，底泥总磷含量为0.5毫克每升，种植密度为每个容器8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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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3]

[0054]

[0055] (3)动态水深锻炼。

[0056] 本实施例设置了一组对比试验，分别为固定水深共3个处理组(1.0米、2.5米、4.5

米)，和动态水深共1个处理组。每个处理组4个重复。试验场地为洱海喜洲湾，最大水深10

米，湖湾底部坡度为0.4％，水温为18摄氏度，水下消光系数为0.4，水体PH值为6.5，水体总

氮含量为0.6毫克每升，水体总磷含量为0.005毫克每升。

[0057] 固定水深的5个处理组在所有阶段的水深固定不变。而动态水深的1个处理组共有

5个阶段，水深依次变化：第一阶段将移栽的容器放置于0.5米水深处，持续时间为5天；第二

阶段将移栽的容器放置于1.5米水深处，持续时间为5天；第三阶段将的容器放置于2.5米水

深处，持续时间为5天；第四阶段将移栽的容器放置于3.5米水深处，持续时间为5天；第五阶

段将的容器放置于4.5米水深处，持续时间为5天。总计处理时间为25天，每隔5天测量株高。

[0058] 25天后动态水深处理组的株高显著大于固定处理组，动态水深处理组的株高伸长

率显著大于固定处理组，动态水深处理组的存活率为100％，而固定处理组(4.5米)的存活

率低于20％。

[0059] 实施例3

[0060] (1)采集沉水植物。

[0061] 本实施例地点位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的洱海(25°52’N,100°06’E)，现场分别

依照下表标准和数据采集沉水植物。

[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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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3]

[0064] (2)移栽沉水植物。

[0065] 本实施例分别采集下表中的植物部位：

[0066]

[0067] 将上述采集的植物部位扦插入装有底泥的容器中，容器大小为：高60厘米，顶部直

径为60厘米，底部直径为35厘米。该底泥适宜于沉水植物的生长：底泥高度为40厘米，底泥

总氮含量为5毫克每升，底泥总磷含量为1毫克每升，种植密度为每个容器1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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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8]

[0069] (3)动态水深锻炼。

[0070] 本实施例设置了一组对比试验，分别为固定水深共5个处理组(3.0米、4.5米、6.0

米、7.5米和9.5米)，和动态水深共1个处理组。每个处理组4个重复。试验场地为洱海喜洲

湾，最大水深10米，湖湾底部坡度为2％，水温为27摄氏度，水下消光系数为0.8，水体PH值为

8.5，水体总氮含量为1.2毫克每升，水体总磷含量为0.01毫克每升。

[0071] 固定水深的5个处理组在所有阶段的水深固定不变。而动态水深的1个处理组共有

12个阶段，水深依次变化：第一阶段将移栽的容器放置于0.5米水深处，持续时间为5天；第

二阶段将移栽的容器放置于1.5米水深处，持续时间为5天；第三阶段将移栽的容器放置于

2.5米水深处，持续时间为5天；第四阶段将移栽的容器放置于3.5米水深处，持续时间为5

天；第五阶段将移栽的容器放置于4.5米水深处，持续时间为5天；第六阶段将移栽的容器放

置于5.5米水深处，持续时间为5天；第七阶段将移栽的容器放置于6.5米水深处，持续时间

为5天；第八阶段将移栽的容器放置于7.5米水深处，持续时间为5天；第九阶段将移栽的容

器放置于8.0米水深处，持续时间为5天，第十阶段将移栽了沉水植物的容器放置于8.5米水

深处，持续时间为5天，第十一阶段将移栽了沉水植物的容器放置于9.0米水深处，持续时间

为5天，第十二阶段将移栽了沉水植物的容器放置于9.5米水深处，持续时间为5天。总计处

理时间为60天，每隔15天测量株高。

[0072] 60天后动态水深处理组的株高显著大于固定处理组，动态水深处理组的株高伸长

率显著大于固定处理组，动态水深处理组的存活率为100％，而固定处理组(6.0米、7.5米和

9.5米)的存活率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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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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