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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生态修复技术领域，具体而言，

涉及一种水生植物修复水体的方法，其包括：在

污染水域上游设物理栅栏，拦截大体积杂质，并

在污染水域中投放水体修复剂；在污染水域中游

设置人工浮岛，在所述人工浮岛液面以下的部

分，设置有吸附层；并在所述人工浮岛上沿高度

方向种植沉水植物和浮水植物；在污染水域下游

的底部铺设无纺布固定淤泥，并在无纺布上交替

种植沉水植物和挺水植物；待沉水植物和挺水植

物成活后，投放水生动物；定期养护、收割、打捞

和投放。该修复方法可应用在湿地景观的河流

中，即可以将水域的中下游或者下游作为湿地景

观，其人工浮岛和种植的水生植物，可作为观赏

景观，即可供人们欣赏游玩，又能修复水体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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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水生植物修复水体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包括：

在污染水域上游设物理栅栏，拦截大体积杂质，并在污染水域中投放水体修复剂；

在污染水域中游设置人工浮岛，在所述人工浮岛液面以下的部分，设置有吸附层；并在

所述人工浮岛上沿高度方向种植沉水植物和浮水植物；

在污染水域下游的底部铺设无纺布固定淤泥，并在无纺布上交替种植沉水植物和挺水

植物；待沉水植物和挺水植物成活后，投放水生动物；

定期对所述沉水植物、所述浮水植物和所述挺水植物养护、收割；

定期对水生动物进行打捞和投放。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生植物修复水体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污染水域上

游，沿水流方向至少有两个物理栅栏，且两所述物理栅栏之间种植有挺水植物。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生植物修复水体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沉水植物为金鱼

藻、水蕴草、黑藻、眼子菜中的一种或多种。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水生植物修复水体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金鱼藻和水蕴草

的种植密度为3‑4芽/丛，20‑30丛/m2；所述黑藻的种植密度为10‑15芽/丛，8‑10丛/m2；所述

眼子菜的种植密度为30‑40株/m2。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生植物修复水体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浮水植物为睡

莲、水浮莲和凤眼莲中的一种或多种。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水生植物修复水体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浮水植物的种植

密度为1‑2头/m2。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水生植物修复水体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浮水植物还包括

浮萍，所述浮萍的种植密度为50‑80株/m2。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生植物修复水体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挺水植物为美人

蕉、旱伞草、千屈菜中的一种或多种。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生植物修复水体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人工浮岛包括竖

直设置的定位杆和水平设置的种植框，所述定位杆沿高度方向间隔设置有多个种植槽，所

述种植槽内种植有沉水植物，所述种植框内种植有浮水植物。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水生植物修复水体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吸附层设于所

述定位杆的外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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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水生植物修复水体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生态修复技术领域，具体而言，涉及一种水生植物修复水体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重金属污染对环境的破坏性强，影响大。重金属污染主要有土壤污染和水质污染，

当水源或土壤中的重金属浓度超过一定范围后，会对该区域内的生态环境产生毒害效应，

种植在该区域的植物会富集重金属，该水域中的动物体内的重金属含量高，并且会通过食

物链不断在动物和人体中累积，影响到人类身体健康。

[0003] 植物修复是生态修复技术中的一种，其可使生态恢复到原始状态。对于水域例如

湖泊、河流的修复，多是采用水生植物修复，通过植物，富集水中的重金属，改善水质，降低

水中的氮、磷等，其效果好，维护成本低，经水生植物修复后的水域，其生态可恢复至原始状

态。

[0004] 但目前所采用水生植物修复水体的方法，其对河流的修复效果差，修复时间长，并

且所用到的水生修复植物品种少，生态修复效率低。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水生植物修复水体的方法，其利用物理栅栏、人工浮

岛以及水生植物，对污染的流动水域进行生态修复，其可充分的净化水质，吸附水中重金

属，快速修复生态。

[0006]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是采用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的。

[0007]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水生植物修复水体的方法，其包括：

[0008] 在污染水域上游设物理栅栏，拦截大体积杂质，并在污染水域中投放水体修复剂；

[0009] 在污染水域中游设置人工浮岛，在所述人工浮岛液面以下的部分，设置有吸附层；

并在所述人工浮岛上沿高度方向种植沉水植物和浮水植物；

[0010] 在污染水域下游的底部铺设无纺布固定淤泥，并在无纺布上交替种植沉水植物和

挺水植物；待沉水植物和挺水植物成活后，投放水生动物；

[0011] 定期对所述沉水植物、所述浮水植物和所述挺水植物养护、收割；

[0012] 定期对水生动物进行打捞和投放。

[0013] 本发明主要是对缓流速的河流进行处理，先在上游设置物理栅栏清理河面的污染

物，并配以水体修复剂，对上游水体进行快速修复，可快速的除去水中的大部分污染物，如

悬浮物、有机物等，调节水体pH值，初步的净化水体，并为中下游的水生植物修复提供良好

的条件。

[0014] 在中游设置人工浮岛，配合吸附层和水生植物，吸附水体中的重金属和营养质，修

复水体生态，在下游直接种植水生植物，进一步的修复水体生态。

[0015] 该修复方法可应用在湿地景观的河流中，即可以将水域的中下游或者下游作为湿

地景观，其人工浮岛和种植的水生植物，可作为观赏景观，即可供人们欣赏游玩，又能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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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体生态。

[0016] 相对于现有技术，本发明的实施例至少具有如下优点或有益效果：

[0017] 在本发明中，先在上游设置物理栅栏，通过物理栅栏拦截水中的漂浮物、悬浮物等

较大的杂质，并结合到水体修复剂，对水体进行初步净化，为中下游的水质处理提高良好的

环境，同时在上游对较大杂质进行拦截后，可有效的避免水中的漂浮物等附着在水生植物

上，影响水生植物对水质的净化作用；并且，还可以使水质变清澈，以便于中下游的沉水植

物有良好的光照条件。

[0018] 其次，在水域的中游设置人工浮岛，在人工浮岛上设置有吸附层，通过吸附层进一

步吸附水中的浮游杂质；在人工浮岛上种植沉水植物，通过沉水植物和浮水植物，吸收水域

中的重金属和营养质，净化水体；沉水植物沿高度方向种植，可对不同高度的水体进行处

理，克服了因沉水植物高度有限，而导致水域中部不能被净化，水体高度方向净化不均匀的

缺陷，进而提高了沉水植物对水体的净化效率。

[0019] 在水域的下游，种植沉水植物、浮水植物和挺水植物，利用水生植物，进一步的吸

收水体中的重金属和营养质，并且在下游种植挺水植物，其可补充水域中的含氧量，为水域

中的动植物提高氧气，进一步辅助修复生态。

[0020] 在修复水体的过程中，对水生植物进行养护和收割，以保证水生植物正常生长，可

持续的对水体进行修复。

[0021] 本发明通过物理拦截、化学修复以及水生动植物配合，对流动水域进行生态修复，

其修复速度快，可使得水体恢复到原始生态，对环境的破坏性小。

附图说明

[0022]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中所需要使用的附

图作简单地介绍，应当理解，以下附图仅示出了本发明的某些实施例，因此不应被看作是对

范围的限定，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

些附图获得其他相关的附图。

[0023]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的河流的俯视示意图；

[0024]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的人工浮岛的主视示意图；

[0025] 图标：1‑上游，2‑中游，3‑下游，4‑人工浮岛，41‑定位杆，42‑种植槽，43‑种植框，5‑

物理栅栏。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为使本发明实施例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对本发明实施例中

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实施例中未注明具体条件者，按照常规条件或制造商建

议的条件进行。所用试剂或仪器未注明生产厂商者，均为可以通过市售购买获得的常规产

品。

[0027] 需要说明的是，在不冲突的情况下，本发明中的实施例及实施例中的特征可以相

互组合。下面将参考具体实施例来详细说明本发明。

[0028]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水生植物修复水体的方法，其包括：

[0029] 在污染水域上游1设物理栅栏5，拦截大体积杂质，并在污染水域中投放水体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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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

[0030] 在污染水域中游2设置人工浮岛4，在所述人工浮岛4液面以下的部分，设置有吸附

层；并在所述人工浮岛4上沿高度方向种植沉水植物和浮水植物；

[0031] 在污染水域下游3的底部铺设无纺布固定淤泥，并在无纺布上交替种植沉水植物

和挺水植物；待沉水植物和挺水植物成活后，投放水生动物；

[0032] 定期对所述沉水植物、所述浮水植物和所述挺水植物养护、收割；

[0033] 定期对水生动物进行打捞和投放。

[0034] 在本发明的一些实施例中，所用到的水体修复剂包括絮凝剂、过硫酸盐、活性炭、

明矾、碳酸钠/碳酸氢钠缓冲盐体系。其中，过硫酸盐可以是过硫酸钾、过硫酸钠、过硫酸氢

钾、过硫酸氢钠，絮凝剂可以是有机高分子絮凝剂，也可以是无机聚合物絮凝剂。其投入的

过硫酸盐具有较强的氧化作用，可氧化水体中的有机物，对有机物进行降解，絮凝剂可吸附

水体中的悬浮物，将水体中的悬浮物进行沉淀，碳酸钠/碳酸氢钠缓冲盐体系可调节水体的

pH值，避免水体过酸或者过碱，以保证水生植物正常生长。

[0035] 在本发明的一些实施例中，在所述污染水域上游1，沿水流方向至少有两个物理栅

栏5，且两所述物理栅栏5之间种植有挺水植物。挺水植物指的是根茎生长在水底的淤泥中，

而茎叶挺出水面，其多数是生长在0.5‑1.5m深的浅水处，或者是潮湿的岸边。在发明的一些

实施例中，在两个物理栅栏5之间种植挺水植物，可利用挺水植物的茎秆，拦截水域中的漂

浮物，另一方面，还可以利用挺水植物的茎秆、叶等，对水域面进行美化，同时挺水植物也可

配合到水体修复剂，对上游1水域进行修复。

[0036] 在本发明的一些实施例中，沉水植物的种植密度为40‑60株/m2。

[0037] 在本发明的一些实施例中，沉水植物为金鱼藻、水蕴草、绿菊、眼子菜中的一种或

多种。

[0038] 金鱼藻是金鱼藻科金鱼藻属、多年生草本的沉水性水生植物。全株暗绿色，茎细

柔，有分枝，叶轮生，每轮6‑8叶；无柄；叶片2歧或细裂，裂片线状，具刺状小齿。其全柱沉于

水中，生长与光照的关系密切，当光照较强时，其生长状态好，而当光照较弱时，生长状态较

差，因此，在种植沉水植物时，优先将金鱼藻种植在上层水域，以为金鱼藻提供良好的光照。

金鱼藻对氮元素的需求高，当水体中的含氮量高时，金鱼藻的长势良好，因此，可利用金鱼

藻吸收水体中的氮元素，降低水体的含氮量，去营氧化，净化水质。

[0039] 水蕴草是多年生沉水草本植物，植株较粗壮，柔软，圆柱状，株高40‑180厘米，水蕴

草可在硬度较高的淡水中生长，并在弱酸或弱碱的环境中均能生长。水蕴草在适应生长环

境后，可迅速的大量繁殖，对净化水体有积极的作用，但在对水体进行修复的过程中，需定

期对水蕴草进行收割，以避免其疯长，影响其他水生植物的生长。

[0040] 黑藻是多年生沉水草本植物，其茎伸长，茎秆上有分支，茎秆呈圆柱形，表面具纵

向细棱纹，质较脆。黑藻休眠的芽呈长卵圆形，苞叶多数，螺旋状紧密排列，白色或淡黄绿

色，狭披针形至披针形。黑藻生长于淡水中，喜光照充足的环境，喜温暖，耐寒冷，在15‑30℃

的温度范围内生长良好，越冬温度不宜低于4℃，当黑藻光照不足时，其生长受限，叶片会出

现老化。在本发明中，通过上游1的物理栅栏5和水体修复剂，使得水域的水质变得清澈，为

黑藻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

[0041] 眼子菜是多年生水生草本。眼子菜的根茎发达，直径在1.5‑2mm之间，茎秆上有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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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分枝，并在茎秆顶部可以形成纺锤状休眠芽体，在茎秆的节处有须根。眼子菜叶片可分为

浮水叶和沉水叶，浮水叶的叶片呈针形、宽披针形或卵状披针形，叶片长2‑10厘米，宽1‑4厘

米，先端尖或钝圆，基部钝圆或有时近楔形，具5‑20厘米长的柄。沉水叶的叶片呈披针形至

狭披针形，长2‑7厘米，顶端尖锐，呈鞘状抱茎。眼子菜是稻田的常见恶性杂草，其生命强，生

长旺盛，繁殖速度快，因此在使用眼子菜作为水体修复植物时，需定期的进行收割，以降低

其植株密度。

[0042] 在本发明的一些实施例中，上述金鱼藻和水蕴草的种植密度为3‑4芽/丛，20‑30

丛/m2；所述黑藻的种植密度为10‑15芽/丛，8‑10丛/m2；所述眼子菜的种植密度为30‑40株/

m2。

[0043] 在本发明的一些实施例中，浮水植物还包括浮萍，所述浮萍的种植密度为80‑120

株/m2。

[0044] 浮萍是一种飘浮的浮水植物，其叶状对称，表面绿色，近圆形，倒卵形或倒卵状椭

圆形，全缘，上面稍凸起或沿中线隆起，脉不明显，根白色，根冠钝头，根鞘无翅。在叶状体背

面一侧具囊，新叶状体于囊内形成浮出，以极短的细柄与母体相连，随后脱落。浮萍的叶面

铺在水面上，具有一定的观赏价值，并且，叶片在光合作用下，可吸收水中的氮，以起到净化

水质的作用。

[0045] 在本发明的一些实施例中，浮水植物为睡莲、水浮莲和凤眼莲中的一种或多种。

[0046] 在本发明的一些实施例中，所述挺水植物为美人蕉、旱伞草、千屈菜中的一种或多

种。其种植密度为4‑8株/m2。

[0047] 在本发明的一些实施例中，人工浮岛4包括竖直设置的定位杆41和水平设置的种

植框43，所述定位杆41沿高度方向间隔设置有多个种植槽42，所述种植槽42内种植有沉水

植物，所述种植框43内种植有浮水植物。

[0048] 通过在定位杆41上设置种植槽42，并在种植槽42内种植沉水植物，使得沉水植物

沿高度方向分布，可利用不同高度的沉水植物，对不同高度的水质进行净化，以提高水生植

物对水体的净化效率。

[0049] 在本发明的一些实施例中，所述吸附层设于所述定位杆41的外壁。在定位柱的外

壁设吸附层，可吸附水域中的悬浮物质，净化水质，改善沉水植物的生长环境。

[0050] 在本发明的一些实施例中，上述吸附层为活性炭层或多孔陶瓷颗粒层。

[0051] 以下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的特征和性能作进一步的详细描述。

[0052] 实施例1

[0053]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人工浮岛4，其如附图1所示，包括竖直设置的定位杆41和水平

设置的种植框43，所述定位杆41沿高度方向间隔设置有多个种植槽42，在种植槽42内放置

有土壤，在种植槽42内设置有用于固定沉水植物的固定机构；并且，在定位杆41的外壁设置

有活性炭吸附层。

[0054] 在本发明的其他实施例中，可根据水体的污染源，将活性炭吸附层跟换为其他吸

附材质。

[0055] 在使用该人工浮岛4时，先在种植槽42内种植相应的沉水植物，在水平设置的种植

框43中，种植浮水植物，再将人工浮岛4的定位杆41固定在水域的河床上，使得整个人工浮

岛4沉没在水中，并保证浮水植物的部分茎叶位于水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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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6] 实施例2

[0057] 选取南方某内陆河流，其河流的流速为0.2‑0 .4m/s，其总长120m，河内最深处为

45cm，河面最宽处为4.5m。

[0058] 在河流的上游1、中游2以及下游3，分别设置多个水质检测点，检测水质中重金属

含量，以及富营养元素的含量。其在进行水生植物修复之前，该河流各段水域中的元素含量

如表1所示。

[0059] 表1修复前河流污染物浓度

[0060]

[0061] 在河道的上游1，沿水流方向设置两段物理栅栏5，两段物理栅栏5相距10m，并在两

个物理栅栏5之间，种植美人蕉，种植密度为5株/m2。在种植后的第10天，第一次向水中投放

水体修复剂；其水体修复剂包括质量分数为50％过硫酸氢钾、5％絮凝剂、20％碳酸钠/碳酸

氢钠缓冲盐体系、10％活性炭、15％明矾，水体修复剂的投放浓度为80ppm。

[0062] 在污染水域中游2设置上述实施例1中的人工浮岛4，多个人工浮岛4沿着河面宽度

方向间隔，同时在水流方向也设置多个人工浮岛4，其设置人工浮岛4河段长为40m。在靠近

上游1的前20m河段，其设置的人工浮岛4的种植槽42内种植金鱼藻和水蕴草，金鱼藻种植在

定位杆41的上部，水蕴草种植在定位杆41的下部，其在种植框43内种植睡莲；在靠近下游3

的20m河段，其设置的人工浮岛4的种植槽42内种植黑藻和眼子菜，其眼子菜种植在定位杆

41的上部，黑藻种植在定位杆41的上部，在种植框43内种植水浮莲。待中游2河段的沉水植

物和浮水植物成活后，在安装人工浮岛4的15天后，在该中游2河段投放浮萍。

[0063] 其中，设置人工浮岛4的河段长为50m，沿水流方向，相邻人工浮岛4的间隔为4m，人

工浮岛4上的沉水植物种植密度3‑4芽/丛，25丛/m2，睡莲和浮水莲的种植密度为1‑2头/m2，

浮萍的密度为60株/m2。

[0064] 在污染水域下游3的河床上，铺设无纺布固定淤泥，并在无纺布上交替种植眼子菜

和美人蕉，美人蕉的种植密度为8株/m2，眼子菜的种植密度为40株/m2，待眼子菜和美人蕉成

活后，向该水域投苹果螺、田螺和鲢鱼。并在下游3水域设置物理围挡，以防止水生动物遗失

或逃离该水域。

[0065] 待对上述河流处理完成后，定期对所述沉水植物、所述浮水植物和所述挺水植物

养护，当水生植物有死亡时，及时补充种植，当水生植物生长过旺盛时，及时的对水生植物

进行收割，以保证水生植物的密度在上述范围内。

[0066] 同样的，定期对水生动物进行打捞和投放，当水生动物出现死亡时，需及时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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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其繁殖过多时，需要及时的捕捞，以避免密度过大，影响其他水生动物和水生植物的生

长。

[0067] 经过6个月的修复后，再分别检测河道各段的污染物浓度，其结果如表2所示。

[0068] 表2修复后河流各段的污染物浓度

[0069]

[0070] 需说明的是，在上述表1和表2中，各河段的取样方法为：在同一天，分别对各河段

的水质进行取样，在河道起点处，同一宽度上，分别在三处取样，河道中段和河道终点的取

样方法均相同；将各取样点取出的试样，每一试样分为3组，分别检测其各物质的浓度，随后

计算其平均值，即为表中的浓度。

[0071] 从上述表2中，可以得出，在河道的起点，其各污染物含量较高，而在河道中段，经

过水体修复剂和水生植物的处理，其污染物的含量均有所下降，说明经过河道上游1和中游

2的处理后，对河道的水质有明显的改善；在河道终点处，其测得污染物的含量又进一步的

降低，说明经过中下游3的水生植物的修复，在河道终点处的水质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说明本发明的修复方法，对水体的修复有积极作用。

[0072] 具体的，在实施例中，先在上游1设置物理栅栏5，通过物理栅栏5拦截水中的漂浮

物、悬浮物等较大的杂质，并结合到水体修复剂，对水体进行初步净化，为中下游3的水质处

理提高良好的环境，同时在上游1对较大杂质进行拦截后，可有效的避免水中的漂浮物等附

着在水生植物上，影响水生植物对水质的净化作用；并且，还可以使水质变清澈，以便于中

下游3的沉水植物有良好的光照条件。

[0073] 其次，在水域的中游2设置人工浮岛4，在人工浮岛4上设置有活性炭吸附层，通过

活性炭吸附层吸附水中的浮游杂质，使得水质变的清澈，为沉水植物提供良好的光照；在人

工浮岛4上种植沉水植物，通过沉水植物和浮水植物，吸收水域中的重金属和营养质，净化

水体；沉水植物沿高度方向种植，可对不同高度的水体进行净化处理，克服了因沉水植物高

度有限，而导致水域中部不能被净化，水体高度方向净化不均匀的缺陷，进而提高了沉水植

物对水体的净化效率。

[0074] 在水域的下游3，种植沉水植物、浮水植物和挺水植物，利用水生植物，进一步的吸

收水体中的重金属和营养质，并且在下游3种植挺水植物，其可补充水域中的含氧量，为水

域中的动植物提高氧气，进一步辅助修复生态。

[0075] 在修复水体的过程中，对水生植物进行养护和收割，以保证水生植物正常生长，可

持续的对水体进行修复。

[0076] 本发明通过物理拦截、化学修复以及水生动植物配合，对流动水域进行生态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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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修复速度快，可使得水体恢复到原始生态，对环境的破坏性小。

[0077] 以上所描述的实施例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本发明的实

施例的详细描述并非旨在限制要求保护的本发明的范围，而是仅仅表示本发明的选定实施

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作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

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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