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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利用人工生态系统高效

修复受污染湿地的方法，是根据不同经纬度、不

同温湿度及不同滨海污染类型进行科学配置，人

工构建乔木、乔灌木、草本植物、底栖动物生态系

统，并自然形成特有的沉积物微生物群落，使受

污染湿地中重金属、有机污染物快速有效被微生

物吸收转化并被植物吸附萃取。本发明在保证生

态效益、修复效率最大化的同时大大降低了修复

成本且能够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不仅充分利用

地上部分生态位差异，将垂直空间利用率最大

化，而且联合根际微生物与底栖动物将地下空间

根土接触面积最大化，提供了生态修复的新思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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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利用人工生态系统高效修复受污染湿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根据不同经纬度、

不同温湿度及不同滨海污染类型进行科学配置，人工构建乔木、乔灌木、草本植物、底栖动

物生态系统，并自然形成特有的沉积物微生物群落，使受污染湿地中重金属、有机污染物快

速有效被微生物吸收转化并被植物吸附萃取；所述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选取乔木植物，其种苗来自于胚轴发育，乔木胚轴于每年四、五月份采摘于自湿地中

的乔木林，每支约20～30cm，人工直接插种于受污染湿地，自行生根发育，深度约5～8cm；或

采取一个月到两个月培育，待乔木长出根和2～4对真叶后插种于受污染湿地，深度约5～

8cm，种植密度为株距30～40cm×行距40～50cm；

2)选取乔灌木，其幼苗来自于胚轴发育，乔灌木胚轴每年九、十月份采摘自湿地中的乔

灌木，每支约5cm，人工直接插种于乔木林间由其自行生根发育；或采取一个月到两个月的

培育，待乔灌木胚轴长出根和2～4对真叶后插种于受污染湿地，深度约5～8cm；

3)选取多年生草本植物，其来源于组织培养或利用种子培养，草本植物扩繁后取茎段

培养，幼苗扦插于乔木林内；或收集草本植物孢子后，在室内培育至5～6片幼叶，移植扦插

于乔木林下；

4)选取底栖动物，于秋季将捕获、购买或养殖的底栖动物投放到已植被乔木、乔灌木、

多年生草本及蜈蚣草的受污染湿地；

所述乔木为白骨壤、秋茄和木榄的一种或多种组合；所述乔灌木为桐花树；所述多年生

草本植物为香根草、芦苇、菖蒲、海马齿、马齿苋、鼠尾粟和蜈蚣草的一种或多种组合。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人工生态系统高效修复受污染湿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乔木选自于耐盐性耐淹水能力强、适应性抗逆性强，生长速度快，且具有多种污染物高

累积或降解特征，同时具有一定经济价值的木本植物。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人工生态系统高效修复受污染湿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乔灌木选自于耐盐性耐淹水能力强、适应性抗逆性强，生长速率快，且具有多种污染物

高累积或降解特征的乔灌木。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人工生态系统高效修复受污染湿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多年生草本植物为多年生草本植物，选自于耐盐性强、适应性抗逆性强，生长速度快，

具有多种重金属和/或有机污染物高耐受和高累积或降解特征的草本植物。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人工生态系统高效修复受污染湿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底栖动物选自于常见、易获取或培养、活动性强、活动范围小且易生存的底栖动物。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利用人工生态系统高效修复受污染湿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底栖动物为双齿围沙蚕和招潮蟹的一种或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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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利用人工生态系统高效修复受污染湿地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湿地修复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利用人工生态系统高效修复受污染湿地

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重金属及有机物污染已成为影响经济发展与人类健康的重要阻碍，在国际

范围内已受到广泛重点关注。在我国湿地污染问题尤为突出，来自现代工业、采矿业、城市

生活的污水源源不断的排入河流、湖泊甚至海洋，已严重影响的我国经济发展、人类健康与

生活环境。湿地污染已经对我国渔业造成极大的损失，同时对其发展形成巨大的阻碍。

[0003] 湿地污染的整治方法包括化学方法、物理方法和生物方法。前两者虽然见效快，但

是成本高，且容易造成二次污染，不具备环境可持续性的原则。而生物萃取法已成为近年来

学者所关注的焦点之一，因其具备良好的环境友好性及生态可持续性。

[0004] 现有的受污染滨海湿地的生态修复技术较少，多见于受污染陆地土壤的修复工艺

技术，如公开号为：201310538655.X，名称为：利用草坪草生态修复镉污染土壤的方法的发

明专利公开中提到采用草坪草狗牙根萃取镉污染土壤重金属；公开号为：201410778967.2，

名称为：一种利用草本植物于稀土矿区土壤生态修复的方法的发明专利公开中提到利用动

物粪便进行土壤改良，后播种几种草本植物进行植被修复；公开号为：201410018435.9，名

称为：一种生态修复重金属污染土壤的方法的发明专利中采用速生树种竹柳提取重金属污

染土壤中的几种重金属；公开号为：201610337938.1，名称为：一种综合性重金属污染土壤

生态修复系统的构建方法的发明专利中通过开挖沟渠、人工湖，由外至内种植木本植物、灌

木植物、草本植物、挺水植物和浮水植物构建复杂林区。

[0005] 以上这些技术虽然可产生一定的环境效益，达到一定的重金属提取效果，但是却

存在以下问题：1)大多数不适用于湿地污染的修复，尤其是滨海湿地；2)均未将生态效益最

大化；3)未形成高速高效的重金属提取模式；4)讲究生态效益时忽略了经济效益；5)大部分

技术由于物种或群落单调存在生态系统崩溃的风险，可复制性不高；6)有些技术成本过高；

7)有些技术提取重金属种类单一，或对有机污染物的修复没有提及；8)有些技术使用螯合

剂，易导致二次污染。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利用人工生态系统高效修复受污染湿地

的方法，该方法克服了现有技术的上述缺陷，在进行科学的物种配置情况下可衍生为适用

于任何湿地污染修复的生态系统，具有很好的生态价值与发展前景。

[0007]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的：

[0008] 一种利用人工生态系统高效修复受污染湿地的方法，根据不同经纬度、不同温湿

度及不同滨海污染类型进行科学配置，人工构建乔木、乔灌木、草本植物、底栖动物生态系

统，并自然形成特有的沉积物微生物群落，使受污染湿地中重金属、有机污染物快速有效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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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吸收转化并被植物吸附萃取。

[0009] 优选地，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0] 1)选取乔木植物，其种苗来自于隐胎生胚轴发育，乔木胚轴于每年四、五月份采摘

于自湿地中的乔木林，每支约20～30cm，人工直接插种于受污染湿地，自行生根发育，深度

约5～8cm；或采取一个月到两个月培育，待乔木长出根和2～4对真叶后插种于受污染湿地，

深度约5～8cm，种植密度为株距30～40cm×行距40～50cm。

[0011] 2)选取乔灌木，其幼苗来自于胚轴发育，乔灌木胚轴每年九、十月份采摘自湿地中

的乔灌木，每支约5cm，人工直接插种于乔木林间由其自行生根发育；或采取一个月到两个

月的培育，待乔灌木胚轴长出根和2～4对真叶后插种于受污染湿地，深度约5～8cm。

[0012] 3)选取多年生草本植物，其来源于组织培养或使用种子培养，草本植物扩繁后取

茎段培养，幼苗扦插于乔木林内；或收集草本植物孢子后，在室内培育至5～6片幼叶，移植

扦插于乔木林下。

[0013] 4)选取底栖动物，于秋季将捕获、购买或养殖的底栖动物投放到已植被乔木、乔灌

木、多年生草本及蜈蚣草的受污染湿地。

[0014] 优选地，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乔木选自于耐盐性耐淹水能力强、适应性抗逆性

强，生长速度快，且具有多种污染物高累积或降解特征，同时具有一定经济价值的木本植

物。

[0015] 优选地，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乔木为白骨壤、秋茄和木榄的一种或多种组合。

[0016] 优选地，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乔灌木选自于耐盐性耐淹水能力强、适应性抗逆性

强，生长速率快，且具有多种污染物高累积或降解特征的乔灌木。

[0017] 优选地，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乔灌木为桐花树。

[0018] 优选地，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多年生草本植物为多年生草本植物，选自于耐盐性

强、适应性抗逆性强，生长速度快，具有多种重金属和/或有机污染物高耐受和高累积或降

解特征的草本植物。

[0019] 优选地，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多年生草本植物为香根草、芦苇、菖蒲、海马齿、马

齿苋、鼠尾粟和蜈蚣草的一种或多种组合。

[0020] 优选地，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底栖动物选自于常见、易获取或培养、活动性强、活

动范围小且易生存的底栖动物。

[0021] 优选地，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底栖动物为双齿围沙蚕和招潮蟹的一种或组合。

[0022] 本发明上述技术方案，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23] (1)空间利用最大化：构建中的不同植物具有不同生态位及根系深度，地上部分垂

直空间绿化达到最大化，地下部分根土界面面积最大化。

[0024] (2)时间利用最大化：以香根草、海马齿及蜈蚣草为例，生长周期及生长速度各有

差异，地上生物量大，每年不同时间段均可收割多次。底栖动物-微生物-植物间耦合作用大

大提高污染物的萃取和降解速率。

[0025] (3)适用范围广、可复制性高：本构建提供了一个复杂稳定的生态系统模型，例如

白骨壤、桐花树、香根草、芦苇、菖蒲、海马齿及蜈蚣草均为污染物高抗逆性高累积性植物，

易于在温带、亚热带大部分污染湿地中定植成活。同时此构建亦可推广演变为其他物种组

合适用于其他环境下的受污染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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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4)环境的绝对友好性：底栖动物(例如双齿围沙蚕)替代了之前技术中利用螯合

剂增加植物吸收速率的缺陷，彻底杜绝二次污染，具有绝对的环境友好性。

[0027] (5)经济效益性：以香根草为例，具有速生、高生物量、高热值的特征，收获后可用

于沼气发酵，鲜叶每1000g可产出550-700ml沼气，提供了一定的经济效益。

[0028] (6)生态系统稳定性：此构建中物种的复杂性决定了此人工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0029] 综上所示，本发明利用人工生态系统高效修复受污染湿地的方法，在保证生态效

益、修复效率最大化的同时大大降低了修复成本且能够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不仅充分利

用地上部分生态位差异，将垂直空间利用率最大化，而且联合根际微生物与底栖动物将地

下空间根土接触面积最大化，提供了生态修复的新思路。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面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进行详细描述，以便于进一步理解本发明。

[0031] 以下实施例中所有使用的实验方法如无特殊说明，均为常规方法。

[0032] 实施例1材料的选择

[0033] (1)乔木：选取耐盐性耐淹水能力强、适应性抗逆性强，生长速度快，具有多种污染

物高累积或降解特征，同时具有一定经济价值的木本植物。

[0034] 优选为：对多种重金属有高耐受性和高效固定能力，对有机污染物有吸收降解能

力的小乔木白骨壤、秋茄和木榄。

[0035] (2)乔灌木：:选取耐盐性耐淹水能力强、适应性抗逆性强，生长速率快，具有多种

污染物高累积或降解特征乔灌木。

[0036] 优选为：具有耐阴性，疏松的林下可正常生长的滨海湿地乔灌木植物桐花树。

[0037] (3)多年生草本植物：选取耐盐性强、适应性抗逆性强，生长速度快，具有多种重金

属和/或有机污染物高耐受和高累积或降解特征的草本植物。

[0038] 优选为：具有高经济价值，生物量大，对多种重金属及有机污染物有吸附固定能力

的的草本植物香根草；对镉具有高累积能力且具有联合根际微生物降解有机污染物(例如

菲)特征的匍匐植物海马齿；耐盐、耐淹水且对镉具有高累积特性的马齿苋；耐盐、耐淹水且

对铅、锌、铬、镉等具有高累积特性的芦苇和菖蒲；对镉有高累积性，蔓延迅速且具有防沙固

土功能的盐地鼠尾粟；耐盐性强，对多种重金属(例如砷和铅)具有高富集性能，对有机污染

物(例如多环芳烃)有强耐受性，高去除率的阴生植物蜈蚣草。

[0039] (4)底栖动物：以热带、亚热带滨海湿地为例，选择常见、易获取或培养、活动性强、

活动范围小且易生存的底栖动物。

[0040] 优选为：双齿围沙蚕、招潮蟹。

[0041] 实施例2生态系统的构建

[0042] 实验材料：白骨壤、桐花树、海马齿、蜈蚣草、香根草、双齿围沙蚕。

[0043] 1)选取乔木植物白骨壤，其种苗来自于隐胎生胚轴发育，白骨壤胚轴于每年四、五

月份采摘自红树林湿地中的白骨壤林。为防止潮汐动力降低白骨壤胚轴的定植率，采取一

个月到两个月培育，待白骨壤胚轴长出根和2～4对真叶后插种于受污染湿地，深度约5～

8cm。种植密度为株距30～40cm×行距40～50cm。

[0044] 2)选取乔灌木桐花树，其幼苗来自于胚轴发育，桐花树胚轴每年九、十月份采自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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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林湿地中的桐花树林。每支约5cm。可人工直接插种于白骨壤林间由其自行生根发育；或

经一个月到两个月培育，待桐花树胚轴长出根和2～4对真叶后插种于受污染湿地，深度约5

～8cm。

[0045] 3)选取多年生草本植物海马齿、蜈蚣草、香根草，香根草既可来源于组织培养亦可

使用种子培养，海马齿扩繁后取茎段(两个茎节为一个茎段)培养，幼苗扦插于白骨壤林内。

为防止潮汐动力降低蜈蚣草孢子的发芽与定植率，收集孢子后室内培育至5～6片幼叶，移

植扦插在白骨壤林下。

[0046] 香根草生长速度显著大于白骨壤，但是白骨壤生长发育初期具有较好的耐阴性，

待呈木后亦具有喜阳性，因此无需等待白骨壤成林即可套种。

[0047] 4)选取底栖动物双齿围沙蚕，将秋季将捕获、购买或养殖的底栖动物投放到已植

被乔木、乔灌木、多年生草本的受污染湿地即可。

[0048] 上述生态系统中物种构成要充分考虑不同气候带稳定群植物落群或生态系统结

构生态位组成。

[0049] 本发明仅以上述植物为优选方案，本领域技术人员可根据需要进行物种的搭配和

选择。

[0050] 实验例1

[0051] 沉积物采自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县浮宫镇草埔头村九龙江口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南

岸林内(北纬24°24′，东经117°55′)，沉积物充分混匀，施加不同浓度的CdCl2(0、1、2、4mg/

kg·DW)进行活化两个月。每五天进行一次充分混匀，活化期间保持沉积物表面水覆盖，用

超纯水补充蒸发的水分损失。每个苗盆中加入约3kg活化后的沉积物，每个处理三个重复，

每盆移栽4棵长势相近已有两对真叶的白骨壤，处理45天。结果如表1所示。

[0052] 表1

[0053]

[0054] 结果显示，镉在白骨壤组织中的分布规律为根>茎>叶。根中镉的累积量已超过围

边环境中镉的浓度。四个处理对白骨壤的生长没有显著影响，根茎叶生物量没有显著变化，

说明其具有一定的耐受能力。

[0055] 实验例2

[0056] 采用土培盆栽,实验室培养。共五组重金属处理，每组三个重复，浓度分别为：0、

10、30、60、120mg/kg·DW，每盆用干土5kg。盆栽用土按照设定浓度施加重金属Cd、Cr、Pb、Ni

并充分混匀。选取同一批移栽的高约20cm健壮香根草苗，每盆均匀栽植5株。栽植后置于温

室内定期浇灌去离子水土壤湿润，温度保持25～29℃。培养60天后，分别收割地上部分和地

下部分,用去离子水洗净，杀青后70℃烘干至恒重。研磨过筛后测定地上部分和地下部分

Cd、Cr、Pb、Ni的含量。结果如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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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7] 表2

[0058]

[0059]

[0060] 结果显示，香根草对重金属Cd、Cr、Pb、Ni均具有很强的富集能力，尤其是根系中富

集重金属的量最高达到土壤中的80多倍，地上部分对重金属的累积量最高可达到土壤中的

56倍。

[0061] 实验例3

[0062] 在温室中培养海马齿植株一个月，培养介质为Hoagland营养液培，温度25～28℃，

盐度27‰，采用自然光照。配置人工海水并施加Hoagland营养液和1mg·L-1的菲，即为海马

齿培养液。玻璃培养瓶中盛取培养液500mL后移入长势均匀、活力旺盛、无病虫害的海马齿

植株，同时做无海马齿的对照组(CK)，每个处理3个重复、培养瓶遮光后用封口膜包被瓶口，

减少菲的直接挥发。所有处理组在光照培养箱中培养。温度为26±1℃，光照度4000lx，光照

时间12小时/天。测定实验初期和培养5天后植物样品中菲含量与培养5天后培养液中菲的

残留浓度。结果如表3所示。

[0063] 表3

[0064]

[0065] 由实验结果可知海马齿在5天后对海水中菲的清除率达到92.86％。但海马齿本身

对菲的累积量远小于其对菲的清除量，说明海马齿可通过植物代谢、植物挥发或联合微生

物作用清除菲，具有快速高效的清除海水中菲浓度的能力，是一种具有很大修复潜力的滨

海滩涂植物。

[0066] 实验例4

[0067] 耐盐水生植物净化重金属污染水体实验以芦苇和菖蒲为试验对象，采用室内模拟

滨海湿地复合重金属污染水体。培养温度为25-28℃。以6‰盐度的Hoagland营养液为培养

介质，模拟污染水质的重金属选取铅、锌、镉、铬，含量分别为30mg/l、300mg/l、10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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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mg/l。选择生长健康且生长状况接近的植株，用超纯水洗干净后按照芦苇、菖蒲、芦苇+菖

蒲的分组进行试验。实验前对植物进行耐盐性驯化，使其适应高盐水质，直至盐度为6‰。驯

化过程中植物对水体中各类重金属元素的去除率基本保持不变，说明其具有较高的耐盐

性。培养60天后取样，检测水体中铅、锌、镉、铬含量，并检测植株生物量。每隔3天补充一次

因蒸发等损失的水分。

[0068] 由下表可看出，植物对污染水质净化效果为芦苇+菖蒲>菖蒲>芦苇。芦苇+菖蒲配

置对重金属污染的净化效果最佳。结果如表4(植物复合配置对富营养化污染的净化效果)

所示。

[0069] 表4

[0070] 植物组合 盐度(‰) 铅 锌 镉 铬

芦苇 6 81.15 79.84 83.00 69.00

菖蒲 6 83.73 83.53 85.74 75.14

芦苇+菖蒲 6 88.15 91.68 89.74 82.77

[0071] 实验例5

[0072] 为进一步验证乔木、灌木及草本植物系统性组合对土培条件下重金属的萃取的效

果，人工设置重金属梯度污染，模拟野外受污染条件，测定乔木、灌木及草本植物系统性组

合对滨海湿地沉积物中多种重金属迁移赋存的影响。

[0073] 沉积物采自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县浮宫镇草埔头村九龙江口红树林，沉积物充分混

匀，施加不同浓度的镉、铬、铅10、50、100mg/kg·DW，进行活化两个月。活化后的沉积物测定

镉、铬、铅的浓度并种植白骨壤、桐花树、香根草、菖蒲和芦苇(系统组)，同时设置白骨壤+桐

花树(木本组)、香根草+菖蒲+芦苇(草本组)的对照组。温室中处理6个月，用超纯水补充蒸

发的水分损失。结果如表5所示。

[0074] 表5

[0075]

[0076] 结果表明：对沉积物中镉、铬、铅的吸收率，白骨壤+桐花树+香根草+菖蒲+芦苇组

合(系统组)>香根草+菖蒲+芦苇组合(草本组)>白骨壤+桐花树(木本组)组合，因此乔木、灌

木和草本植物系统的配置对提高重金属的修复效率有极大促进作用。几种不同物种之间的

组合具有协同增效的作用，配合底栖动物后，效果更优。

[0077] 本技术中乔木及乔灌木的选取，以白骨壤和桐花树为例，两种均为红树植物，根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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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是生活于滨海潮间带的高耐盐性植物，其具有富集铅、铜、锌、镉和铬等多种重金属的

能力。高经济利用性的草本植物香根草具有较强的耐盐性，抗淹水能力强。

[0078] 香根草对常见重金属污染(如砷、镉、铜、铬、铅、汞、镍、锌)的耐受能力是一般植物

的10-100倍以上，对重金属的富集能力遵循Zn＞Pb＞Cu＞Zn-Pb-Cu的规律。

[0079] 草本植物海马齿、蜈蚣草、菖蒲、芦苇等能够大量富集重金属的同时具有联合根际

微生物降解有机污染物的能力，对重金属和有机污染物复合污染的沉积物有较好的修复作

用。

[0080] 底栖动物，像双齿围沙蚕等，活动范围小，不具备引起污染扩散的可能，不仅能够

通过自身扰动改善沉积物的厌氧环境，增加溶解氧和沉积物的接触面积，改变沉积物的物

理化学性质。同时双齿围沙蚕对镉、铜等重金属有较好的耐受能力，排出的大量粪便中可交

换态重金属含量非常高，有利于植物根系对重金属的萃取。

[0081] 本发明专利针对现实滨海湿地污染中污染源复杂，并非单一重金属或有机污染物

存在，污染物在沉积物中富集层次有别的特征，配置富集污染物种类不同、生长期及根系深

度不同的物种，提高根土接触面积。底栖动物双齿围沙蚕的引入强化了修复作用，将生物萃

取或降解的时间与空间利用率最大化。同时本构建根据不同植物生态位差异人工配置复杂

植物种群，极大的提高了地上部分垂直空间利用率，使滨海湿地绿化面积最大化，系统稳定

最大化。本构建即保证生态效益，亦提供经济效益。

[0082]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利用人工生态系统高效修复受污染湿地的方法。该方法根据不

同经纬度，不同温湿度及不同滨海污染类型进行科学选种，合理配置，人工构建乔木-乔灌

木-草本植物-底栖动物生态系统，并自然形成特有的沉积物微生物群落，使受污染湿地中

重金属、有机污染物等快速有效被微生物吸收转化并被植物吸附萃取。通过人工收获地上

植被达到高效净化土壤的作用。本构建包括对重金属和/或有机污染物高耐受性和清除特

性的木本植物、灌木、藤本植物、草本植物的筛选，乔木、乔灌木培育定植、草本植物扦插和

底栖动物引入。利用不同的种间关系与生态位对地上植被结构进行科学选种与合理配置，

组成复杂独立稳定的植物群落的同时引入有益土壤底栖动物，结合土壤微生物系统，联合

形成地下根-土-微生物组成的复杂根际生态圈，构造完整的人工生态系统。此稳定的系统

将改变沉积物中污染物原有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途径，增加污染物的生物可利用性，对污

染物的提取清除及土壤的修复速率将产生极大的提高。本发明充分利用不同耐受性植物种

类间的地上部分生态位特征与地下根系生态位差异，以机动性较弱的底栖动物作为辅助，

通过根际及特有微生物群落的活化或分解作用，大大增加污染物的生物可利用性的同时增

加了污染物的吸收面积。不但具有时间空间利用的充分性，且在经济上还表现出了良好的

简约性，在环境上具有极佳的友好性。通过本构建既能快速有效降低滨海沉积物污染物含

量，提供额外的生态功能，例如护岸固堤，过滤废弃物，绿化滨海环境，并且适当植物的选择

能够在有效降低构建成本和人工维护成本的同时形成一定的经济收益。

[0083] 虽然本发明已以实施例公开如上，然其并非用于限定本发明，任何本领域技术人

员，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内，均可作各种不同的选择和修改，因此本发明的保护范

围由权利要求书及其等同形式所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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