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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采煤沉陷区中度沉陷湿

地密刺苦草沉水植被的构建方法，包括：选择符

合条件的密刺苦草实生苗，并按照要求进行保

存；将密刺苦草实生苗在特定时间并按照一定间

距，再配合相应的苗夹栽植在预处理的采煤沉陷

区中度沉陷湿地中的工程区；在完成密刺苦草的

栽植后，对工程区密刺苦草植物群落的生态指标

进行监测，并对生长期的水位进行管理。该方法

通过构建高效的初级生产者沉水植被，发挥中度

沉陷湿地水生生态系统的生态服务功能，提高中

度沉陷湿地的土地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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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采煤沉陷区中度沉陷湿地密刺苦草沉水植被的构建方法，其特征在于，应用于

两淮矿区，包括：

选择符合条件的密刺苦草实生苗，并按照要求进行保存；

将密刺苦草实生苗在特定时间并按照一定间距，再配合相应的苗夹栽植在预处理的采

煤沉陷区中度沉陷湿地中的工程区；苗夹以捕蛇夹为主体材料，蛇夹钳部用土工布包扎；

在完成密刺苦草的栽植后，对工程区密刺苦草植物群落的生态指标进行监测，并对生

长期的水位进行管理，包括：

栽植完成之后起，前两个月每2周进行一次监测；监测指标包括平均水深、水生植物平

均密度、平均盖度、平均高度与平均生物量；

水位变动范围控制在密刺苦草承受的幅度之内：根据水位情况和实生苗生长状况，调

整水位的高度；当实生苗正常生长时，水位逐渐升高；水质则与栽植时的要求一致；

去除水体表面的其他水生植物；

对于成活率不能达到设计要求的工程区进行补植，补植方法同栽植方法；

定期监测实生苗生长状况，监测实生苗的状况，监测平均株高、盖度和植株生长情况；

根据实生苗监测结果，待到植株平均株高达到1.3m～1.5m时，维持水位在1.5m～2.0m。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采煤沉陷区中度沉陷湿地密刺苦草沉水植被的构建方

法，所述选择符合条件的密刺苦草实生苗，并按照要求进行保存包括：

选择不超过预定水位处的且苗高在30cm～35cm的密刺苦草实生苗，计量后放入塑料筐

内，用土工布包扎好，放入浅水中保存。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采煤沉陷区中度沉陷湿地密刺苦草沉水植被的构建方

法，所述将密刺苦草实生苗在特定时间并按照一定间距，再配合相应的苗夹栽植在预处理

的采煤沉陷区中度沉陷湿地中的工程区包括：

在每年的3月10日～20日将密刺苦草实生苗以按照行距和间距2m×2m栽植在工程区，

栽植时采用人工持特制苗夹将密刺苦草实生苗栽入0.7m～1.0m深的水底。

4.根据权利要求1或3所述的一种采煤沉陷区中度沉陷湿地密刺苦草沉水植被的构建

方法，采煤沉陷区中度沉陷湿地的预处理过程如下：

水位控制：栽植水深与透明度比例为1:1以下，生长水深与透明度比例为2:1以下，水深

保持在1.0m～2.0m；

水质保护：水质透明度大于70cm，水体pH值为7.0～9.0之间；

地形整理：底泥厚度在20cm以上，质地与肥力达到预定要求，清除建筑垃圾、杂草、树根

及其他残留物，清除表面的水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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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煤沉陷区中度沉陷湿地密刺苦草沉水植被的构建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生态工程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采煤沉陷区中度沉陷湿地密刺苦草

沉水植被的构建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两淮矿区是华东地区重要的能源基地，也是国家规划的14个大型煤炭基地之一。

两淮煤矿主要包括淮北矿区和淮南煤田两大矿区。

[0003] 淮北矿区是我国东部尚存煤炭资源储量最大的煤田之一，淮北矿区涉及淮北、亳

州、宿州三市，煤矿范围东西长40～150km，南北宽135km左右，面积约12350km2。根据地质构

造的发育特点和地理位置，以宿北断层为界大致将矿区分为北、南两大块。两淮矿区煤田均

位于平原地区，地下水埋藏浅，同时有淮河水系流经该区域，因此，煤炭开采后会形成大面

积的高潜水位、非稳沉采煤沉陷湿地。这些采煤沉陷湿地多为原来的农田沉陷而成，形成三

种类型：①轻度沉陷区湿地，水深不足1m，②中度沉陷湿地，水深1m～2m，③深度沉陷湿地，

水深2m以上的沉陷区。

[0004] 目前还处于非稳沉阶段初期，水深多为3米以内，土地复垦难度大，土地利用率低；

所形成的水生植物群落物种单一，以水花生和水烛为优势种，生物多样性低，不能发挥湖泊

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

[0005] 采煤沉陷影响了原有的社会经济体系，严重制约了两淮矿区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

展；通过构建高效的初级生产者沉水植被，提高沉陷湿地水生生态系统的生态服务功能，是

保障两淮矿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需求重要举措之一。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采煤沉陷区中度沉陷湿地密刺苦草沉水植被的构建方

法，可以提高中度沉陷湿地土地利用效率。

[0007] 本发明的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0008] 一种采煤沉陷区中度沉陷湿地密刺苦草沉水植被的构建方法，包括：

[0009] 选择符合条件的密刺苦草实生苗，并按照要求进行保存；

[0010] 将密刺苦草实生苗在特定时间并按照一定间距，再配合相应的苗夹栽植在预处理

的采煤沉陷区中度沉陷湿地中的工程区；

[0011] 在完成密刺苦草的栽植后，对工程区密刺苦草植物群落的生态指标进行监测，并

对生长期的水位进行管理。

[0012] 由上述本发明提供的技术方案可以看出，通过构建高效的初级生产者沉水植被，

发挥中度沉陷湿地水生生态系统的生态服务功能，提高中度沉陷湿地的土地利用效率。

附图说明

[0013]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描述中所需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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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发明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

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

附图。

[0014]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采煤沉陷区中度沉陷湿地密刺苦草沉水植被的构

建方法的流程图；

[0015]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特制苗夹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下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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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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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17]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采煤沉陷区中度沉陷湿地密刺苦草沉水植被的构建方法，

如图1所示，其主要包括如下步骤：

[0018] 步骤1、密刺苦草实生苗的采集和保存。

[0019] 本发明实施例中，需要选择符合条件的密刺苦草实生苗，并按照要求进行保存，具

体来说：

[0020] 沉水植物密刺苦草实生苗起苗时选择不超过预定水位处(低水位)的生长较高的

实生苗，苗高在30cm～35cm，手工起苗。快速计量后放入长60cm，宽45cm，高35cm塑料筐内，

用土工布包扎好，放入浅水中保存。

[0021] 步骤2、密刺苦草实生苗的运输。

[0022] 将实生苗通过湿润的土工布包扎好，适量放入塑料筐内，规整放置车内，防止实生

苗因挤压损伤。运输途中，适量撒上水，以防止在运输过程中实生苗失水死亡。装运种苗应

做到：轻装、轻放、轻卸，确保种苗不受损。

[0023] 装运时应清点数量，检查规格及质量。实生苗运输时间应选择在早晨或夜间，原则

上保证随起、随装、随运。运输过程中要覆盖、防风、防光、不能重压、保证湿度、防止脱水，夏

天长距离装运，宜用冷藏车或车厢中放入冰块，中途需洒水，以降低温度，增加湿度，确保植

物体新鲜，到现场后应立即组织卸车，并解开布袋，置于遮光水体中，防止发热腐烂和脱水，

尽早组织栽植施工作业。

[0024] 步骤3、采煤沉陷区中度沉陷湿地中的工程区的预处理。

[0025] 本步骤与之前的步骤1不区分先后顺序，即可以同步执行也可以分部执行。

[0026] 预处理主要包括：

[0027] 水位控制：栽植水深与透明度比例为1:1以下，生长水深与透明度比例为2:1以下，

水深保持在1.0m～2.0m；

[0028] 水质保护：水质透明度大于70cm，水体pH值为7.0～9.0之间；

[0029] 地形整理：底泥厚度在20cm以上，质地与肥力达到预定要求(质地以松软为好，肥

力中等以上)，清除建筑垃圾、杂草、树根及其他残留物，清除表面的水绵。

[0030] 步骤4、密刺苦草实生苗的栽植。

[0031] 本发明实施例中，将密刺苦草实生苗在特定时间并按照一定间距，再配合相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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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夹栽植在预处理的采煤沉陷区中度沉陷湿地中的工程区，主要过程如下：

[0032] 1)栽植季节：在每年的3月10日～20日。

[0033] 2)密刺苦草实生苗质量：需保证其实生苗长势健壮、根系完整，休眠繁殖体块茎饱

满、无病虫害、无杂草、不脱水

[0034] 3)栽植密度：按照行距和间距2m×2m栽植在工程区。

[0035] 4)栽植方法：栽植时采用人工持特制苗夹将密刺苦草实生苗栽入0.7m～1.0m深的

水底。如图2所示，为特制苗夹的示意图，特制苗夹以捕蛇夹为主体材料，蛇夹钳部用土工布

包扎，防止损伤沉水植物实生苗，特制苗夹整体长度为1.0m～1.2m。

[0036] 步骤5、工程区密刺苦草植物群落的生态指标监测，以及生长期的水位管理。

[0037] 本发明实施例中，在完成密刺苦草的栽植后，对工程区密刺苦草植物群落的生态

指标进行监测，并对生长期的水位进行管理，主要过程如下：

[0038] 1)栽植完成之后起，前两个月每2周进行一次监测；监测指标包括平均水深、水生

植物平均密度、平均盖度、平均高度与平均生物量。

[0039] 2)水位控制和水质保证。

[0040] 水位变动范围控制在密刺苦草承受的幅度之内：根据水位情况和实生苗生长状

况，调整水位的高度，保证实生苗定植存活；长时间水位过高会导致密刺苦草植株死亡；水

位过低使密刺苦草露出水面而受日灼，如底泥裸露，会导致密刺苦草因脱水死亡。当实生苗

正常生长时，水位逐渐升高，以利于密刺苦草的最优生长。水质则与栽植时的要求一致；

[0041] 3)除杂草。

[0042] 去除水体表面的其他水生植物：及时去除水体表面的其他水生植物，防止透明度

过低。在进行植被构建整个过程中要防止香蒲、轮藻等其他容易爆发的水生植物，侵占密刺

苦草的生存空间，需要长期管护和定期监测，必要时对香蒲进行人工刈割，对轮藻进行清

理。

[0043] 4)补植

[0044] 对于成活率不能达到设计要求的工程区进行补植，补植方法同栽植方法。

[0045] 5)生长期管理

[0046] 定期监测实生苗生长状况，早期每周人工划船至沉水植物栽植区，监测实生苗的

状况，监测平均株高、盖度和植株生长情况；根据实生苗监测结果，待到植株平均株高达到

1.3m～1.5m时，维持水位在1.5m～2.0m，保证沉水植物自然生长繁殖。

[0047]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上述方案，在处于非稳沉阶段的中度沉陷浅水湿地区，构建密

刺苦草沉水植被，生长旺盛季节盖度超过90％,发挥重要的生态服务功能，可以提高中度沉

陷湿地的土地利用效率。

[0048] 下面结合具体示例对本发明做详细介绍。

[0049] 安徽省通江湖泊水文过程存在枯水期和丰水期的周期性变化，沉水植物的生长发

育过程是与水文过程是一致的。在4月份枯水期，湖泊水位低，沉水植物密刺苦草开始萌发，

后期随着水位的逐渐上升，沉水植物逐渐生长，在丰水期沉水植物生长最旺盛，盖度达到最

大。而高潜水位、非稳陷采煤沉陷区水文是相对稳定的，特别是水深在1m～2m的中度沉陷湿

地，沉水植物人工直接定植困难。

[0050] 本示例中，以浅水湖泊典型沉水植物密刺苦草作为工具物种，在亳州市涡阳区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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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沉陷区中度沉陷湿地构建新的沉水植被，建立沉水植被构建技术示范工程。

[0051] 工程区面积为5.4hm2，密刺苦草种苗规格为株高为20-30cm实生苗，种植于密刺苦

草示范工程区域，实生苗间距为株距和行距为2m×2m。

[0052] 具体实施步骤包括：

[0053] 1、种苗采集：

[0054] 2017年3月14日，于安徽省石台县秋浦河采集沉水植物密刺苦草实生苗，密刺苦草

实生苗起苗时选择低水位处生长较高的实生苗，苗高在30cm～35cm，手工起苗。快速计量后

放入长60cm，宽45cm，高35cm塑料筐内，用土工布包扎好，放入浅水中保存。共采集密刺苦草

实生苗8框，采集约13500颗密刺苦草实生苗。

[0055] 2、种苗运输

[0056] 2017年3月14日，通过车辆运输将采集的密刺苦草实生苗运往安徽省亳州市涡阳

工程区，将密刺苦草实生苗通过湿润的土工布包扎好，适量放入塑料筐内，规整放置车内，

防止实生苗因挤压损伤。运输途中，适量撒上水，以防止在运输过程中实生苗失水死亡。装

运种苗时轻装、轻放、轻卸，确保种苗不受损。

[0057] 装运时清点数量，检查规格及质量。实生苗运输时间应选择在早晨或夜间，保证随

起、随装、随运。运输过程中要覆盖、防风、防光、不能重压、保证湿度、防止脱水，确保植物体

新鲜，到现场后应立即组织卸车，并解开布袋，置于遮光水体中，防止发热腐烂和脱水。

[0058] 3、工程区土壤管理

[0059] 在种植沉水植物前对欲构建的工程区中度沉陷湿地进行水位控制，栽植水深要求

与透明度比例为1:1以下，生长水深要求与透明度比例为2:1以下，水深保持在1.0m～2.0m；

进行水质保护，水质要求洁净，适宜生长的水体pH值为7.0～9.0之间，透明度大于70cm。进

行地形整理，要求底泥厚度要求在20cm以上，质地以松软为好，肥力中等以上，清除栽植区

域内的建筑垃圾、杂草、树根等残留物，清除表面的水绵；

[0060] 4、选择密刺苦草实生苗移栽，于2017年3月15日，将密刺苦草实生苗按照行距间距

2m×2m栽植于示范工程区，最初定植实生苗时水深控制在0.8m～1.0m。

[0061] 5、密刺苦草实生苗使用特制苗夹进行栽植，苗夹整体长度为1.2m，适合人工栽植。

[0062] 6、对工程区主要物种的生态指标进行检测，并进行生长期管理。

[0063] 7、工程区主要物种的生态指标

[0064] (1)优势物种密刺苦草的生态指标

[0065] ①2017年4月下旬至9月，5个月内每2周1次对工程区水生植物群落的生长状况进

行监测。4月份密刺苦草实生苗长势良好，通过对工程区5个1m×1m的样方监测，株高为40cm

～45cm，盖度为20％。

[0066] ②2017年5月份苦草长势良好，此时工程区平均水深为1.3m，盖度达到45％，平均

株高度达58cm。

[0067] ③2017年6月份苦草生长良好。在水深1.5m时，苦草平均密度为300棵/㎡，平均株

高为85cm，平均根状茎长度为12.5cm，平均每株根状茎能萌发产生3个新植株，平均鲜重为

1550g/㎡。

[0068] ④2017年7月份苦草生长进入繁盛期，密度、盖度、高度、生物量都明显增加。此时

工程区水位下降，平均水深为85cm，平均密度为787棵/㎡，平均株高为89cm，平均根状茎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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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为12.7cm，平均每株根状茎能萌发产生4个新植株，平均鲜重为6550g/㎡。

[0069] ⑤2017年8月份苦草进入开花阶段，生长逐渐达到顶峰。此时工程区平均水深为

1.7m，平均密度为725棵/㎡，平均株高为90cm，平均花蕾数为11个/棵，平均叶片个数为9个/

棵，平均鲜重为7140g/㎡。

[0070] ⑥2017年9月份调查发现苦草已开始进入结实阶段。此时平均水深为1.3m，平均密

度为619棵/㎡，平均株高为100cm，平均花蕾数为25个/棵，平均结实数为13个/棵，平均叶片

个数为11个/棵，平均鲜重为8765g/㎡。

[0071] 8、生长期水位管理和生境配制

[0072] (1)水位管理在进行沉水植物群落构建过程中要注意保障示范工程试验区水位深

度，栽培早期，即3月～4月水位宜保持在80cm左右，5月份，随着植物的定植生长，逐渐提高

水位，6月以后整个沉水植物群落区域的的水位宜保持在1.5m左右，整个工程区域内密刺苦

草植株生长最优。

[0073] (2)植物管护在进行植被构建整个过程中要防止香蒲、轮藻等其他容易爆发的水

生植物，侵占密刺苦草的生存空间，需要长期管护和定期监测，必要时对香蒲进行人工刈

割，对轮藻进行清理。

[0074]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

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披露的技术范围内，可轻易想到的变化或替换，

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因此，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应该以权利要求书的保护范

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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