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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水生植物的沉水性基质及制备方法和

种植栽培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新的水生植物沉水性基

质的制备及育苗移植的全新种植栽培模式和方

法。基质包括碎石、长纤维基质和生泥土，其中碎

石、长纤维基质和生泥土的质量比为(1～10)：1：

1。本发明所提供的沉水性基质，配方简单，原料

易得，制备容易，基质中含有一定比例的碎石，比

重大，容易固定，不会被风括倒、被水冲走，稳定

性佳，本发明所提供的沉水性基质原料纯天然，

不会增加使用环境的压力，本发明所提供的水生

植物种植栽培方法操作简便，适用于水塘、湖泊、

小溪等，只要目标水域的水流不急，均可采用本

发明所提供的种植栽培方法进行种植栽培，同

时，本发明所提供的种植栽培方法也适用于各种

挺生植物、浮水植物及沉水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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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水生植物的沉水性基质，其特征在于，所述基质包括碎石、长纤维基质和泥土。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沉水性基质，其特征在于，所述碎石、长纤维基质和泥土的质

量比为(1～10)：1：1。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沉水性基质，其特征在于，所述碎石为长角碎片石，所述长角

碎片石的长度为1～2cm。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沉水性基质，其特征在于，所述长纤维基质为椰壳粉和/或泥

炭。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沉水性基质，其特征在于，所述泥土为生泥土。

6.如权利要求1～5任一项所述沉水性基质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为：按配比称

取碎石、长纤维基质和泥土，混匀。

7.一种水生植物的种植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种植栽培方法的步骤包括：

(1)在容器中填入如权利要求1～5任一项所述的基质或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制备方法

制备的基质后，将所述容器放置于空水池的底部；

(2)向步骤(1)填入了基质的容器表面播种植物种子，或植入幼苗，或插入枝条；

(3)向水池中注水至第一水位线，植物开始生长后，随着植物生长逐步向水池中注水至

第二水位线；

(4)当植物生长成苗木时，将所述苗木连同所述的基质拔出，再将所述苗木连同所述的

基质抛入含有淤泥的水底。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种植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种植栽培方法进一步包括在

步骤(2)之后，向所述容器中加入水溶性肥。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种植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水位线的高度小于或等

于所述容器的高度。

10.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种植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水位线的高度小于或

等于所述植物生长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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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水生植物的沉水性基质及制备方法和种植栽培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植物种植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水生植物的沉水性基质及制备方法

和种植栽培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能在水中生长的植物，统称为水生植物，种类包括：挺水植物、浮叶植物、沉水植物

和漂浮植物以及湿生植物。

[0003] 目前，在园林施工时，种植栽培水生植物有三种办法：第一种是在池底砌筑种植栽

培槽，也称种植器，在种植器中铺上至少15厘米厚的培养土，再将水生植物植入土中；第二

种是将水生植物种在容器中，然后再把容器沉入水中；第三种是直接将植物栽培到高于水

位线以上的土壤中。

[0004] 上述三种方法各有利弊。第一、二种方法适应于挺水植物、浮叶植物和沉水植被

物；第三种方法只适用于湿生植被物。上述三种种植栽培方法的施工劳动强度大，效率低，

细苗成活率低，甚至还不环保。

发明内容

[0005] 为解决现有技术中，种植栽培水生植物时存在的施工劳动强度大，效率低，细苗成

活率低的问题，本发明的目的之一是提供一种水生植物的沉水性基质。

[0006] 本发明的目的之二是提供上述沉水性基质的制备方法。

[0007] 本发明的目的之三是提供一种水生植物的种植栽培方法。

[0008]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9] 一种水生植物的沉水性基质，所述基质包括碎石、长纤维基质和泥土。

[0010] 优选地，所述碎石、长纤维基质和泥土的质量比为(1～10)：1：1。

[0011] 优选地，所述碎石为长角碎片石，所述长角碎片石的长度为1～2cm。

[0012] 优选地，所述长纤维基质为椰壳粉和/或泥炭。

[0013] 优选地，所述泥土为生泥土。

[0014] 上述沉水性基质的制备方法，步骤为：按配比称取碎石、长纤维基质和泥土，混匀。

[0015] 一种水生植物的种植栽培方法，所述种植栽培方法的步骤包括：

[0016] (1)在容器中填入如权利要求1～5任一项所述的基质或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制备

方法制备的基质后，将所述容器放置于空水池的底部；

[0017] (2)向步骤(1)填入了基质的容器表面播种植物种子，或植入幼苗，或插入枝条；

[0018] (3)向水池中注水至第一水位线，植物开始生长后，随着植物生长逐步向水池中注

水至第二水位线；

[0019] (4)当植物生长成苗木时，将所述苗木连同所述的基质拔出，再将所述苗木连同所

述的基质抛入含有淤泥的水底。

[0020] 优选地，所述种植栽培方法进一步包括在步骤(2)之后，向所述容器中加入水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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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

[0021] 优选地，所述第一水位线的高度小于或等于所述容器的高度。

[0022] 优选地，所述第二水位线的高度小于或等于所述植物生长的高度。

[0023] 沉水性基质中，以长角碎片石为基础，该种碎石棱角尖、比重大、互相嵌合性好，在

植物根系的和长纤维性基质的“捆绑”下，不易散开。

[0024] 容器可以选用软盘或其它常用育苗容器。

[0025] 水池优选平底可调节水深高度的水泥池作为育苗池，池深1米左右，育苗池内水深

高度可以任意调整，在种子或扦插苗、分株苗的萌发期，放浅水(即第一水位线，高度小于等

于育苗容器的高度)，之后随着出苗，幼苗长高，逐步加大水深，直至幼苗长成，放满池水至1

米高度。放满水是为了让长高的水生植物苗木不倒伏，又可起到练苗作用，让植物在苗期有

一个深水呼吸煅练的机会，移栽到深水环境时，很容易适应。移苗前，可以放低水位以便于

操作。

[0026] 随着幼苗长高、长壮，根系也遂步发达，根系的分支增多、长度增加，根系会在多孔

的而又适宜生长的沉水性基质中往返穿插，把整个基质“捆绑”固定为一个遇水不散的整

体。

[0027] 在上述育苗条件下长成的苗木，发达的根系与沉水性基质如同钢筋与混泥土的关

系一样，紧密连成一个整体，当苗木从容器中拔出时，根系带着沉水性基质一起被拔出。这

种苗木移栽时，直接从容器中拔出，抛入水底有一定淤泥的水中即可，由于有沉水性基质的

重力作用，苗木很快沉于水底，根部与水底淤泥结合，移植过程完成。

[0028]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29] 1、本发明所提供的沉水性基质，配方简单，原料易得，制备容易，基质中含有一定

比例的碎石，比重大，容易固定，不会被风括倒、被水冲走，稳定性佳；

[0030] 2、本发明所提供的沉水性基质原料纯天然，不会增加使用环境的压力；

[0031] 3、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水生植物育苗栽植模式，即先育苗再抛植，抛植时，

只要拔出苗木，抛入需要栽种的浅水中即可，抛植移栽时不需要放干池中的水，省工、省时，

劳动强度大大减少，成本降低，苗木的成活率高；

[0032] 4、由于本发明所提供的水生植物种植栽培方法操作简便，适用于水塘、湖泊、小溪

等，只要目标水域的水流不急，均可采用本发明所提供的种植栽培方法进行种植栽培，同

时，本发明所提供的种植栽培方法也适用于各种挺生植物、浮水植物及沉水植物。

附图说明

[0033] 图1是育苗与基质的示意图。

[0034] 图2是检测例模拟水池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以下是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并结合附图说明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的描

述，但本发明并不限于这些实施例。

[0036] 实施例1

[0037] 本例提供了水生植物的沉水性基质，编号为A，所述基质包括碎石、长纤维基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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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泥土。

[0038] 其中碎石、长纤维基质和泥土的质量比为10：1：1，长纤维基质为椰壳粉。

[0039] 实施例2

[0040] 本例提供了水生植物的沉水性基质，编号为B，所述基质包括碎石、长纤维基质和

生泥土。

[0041] 其中碎石、长纤维基质和泥土的质量比为5：1：1，长纤维基质为椰壳粉。

[0042] 实施例3

[0043] 本例提供了水生植物的沉水性基质，编号为C，所述基质包括碎石、长纤维基质和

生泥土。

[0044] 其中碎石、长纤维基质和泥土的质量比为1：1：1，长纤维基质为椰壳粉。

[0045] 实施例4

[0046] 一种水生植物的种植栽培方法，所述种植栽培方法的步骤包括：

[0047] (1)在容器中填入基质后，将所述容器放置于空水池的底部；

[0048] (2)向步骤(1)填入了基质的容器表面播种植物种子，或植入幼苗，或插入枝条；

[0049] (3)向水池中注水至第一水位线，植物开始生长后，随着植物生长逐步向水池中注

水至第二水位线；

[0050] (4)当植物生长成苗木时，将所述苗木连同所述的基质拔出，再将所述苗木连同所

述的基质抛入含有淤泥的水底。

[0051] 所述第一水位线的高度小于或等于所述容器的高度。

[0052] 所述第二水位线的高度小于或等于所述植物生长的高度。

[0053] 沉水性基质中，以长角碎片石为基础，该种碎石棱角尖、比重大、互相嵌合性好，在

植物根系的和长纤维性基质的“捆绑”下，不易散开。

[0054] 容器可以选用软盘或其它常用育苗容器。

[0055] 水池优选平底可调节水深高度的水泥池作为育苗池，池深1米左右，育苗池内水深

高度可以任意调整，在种子或扦插苗、分株苗的萌发期，放浅水，之后随着出苗，幼苗长高，

逐步加大水深，直至幼苗长成，放满池水至1米高度。放满水是为了让长高的水生植物苗木

不倒伏，移苗时，又可起到练苗作用。移苗前，可以放低水位以便于操作。

[0056] 随着幼苗长高、长壮，根系也遂步发达，根系的分支增多、长度增加，根系会在多孔

的而又适宜生长的沉水性基质中往返穿插，把整个基质“捆绑”固定为一个遇水不散的整

体，如图1所示。

[0057] 在上述育苗条件下长成的苗木，发达的根系与沉水性基质如同钢筋与混泥土的关

系一样，紧密连成一个整体，当苗木从容器中拔出时，根系带着沉水性基质一起被拔出。这

种苗木移栽时，直接从容器中拔出，抛入水底有一定淤泥的水中即可，由于有沉水性基质的

重力作用，苗木很快沉于水底，根部与水底淤泥结合，移植过程完成。

[0058] 检测例

[0059] 采用实施例4提供的方法和实施例1～3提供的基质，用芦苇进行试验，具体为：

[0060] 如图2所示，以长54cm、宽39.5cm、高30.5cm的塑料箱模拟水池1，在箱的一侧高于

底部2～3cm处开一孔洞2，加塞子(图中未示)，用于调节水箱内水位高低。

[0061] 在塑料箱底安放栽培容器，分为3组，每组50个容器，其中分别放入实施例1、2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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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沉水性栽培基质，最后插入芦苇枝节段。

[0062] 浅水保湿，促发芽，随着幼苗长高，遂步放深水护苗，使苗高不倒。

[0063] 芦苇苗高50cm左右，其根系在容器中经历了一个快速生长发育过程，穿插环绕，

“捆绑”基质，形成一个结实整体。此时，拔苗抛植到景观水的浅水区，定期观察芦苇苗在水

中的生长发育状况。

[0064] 各种植物因生长发育速度和周期不同，育苗时间和定植存活时间不同。本次芦苇

枝扦插枝段3～5天发芽，1个月内可长到30～50cm，根部发达与基质形成结实整体，即可抛

苗移植，观察芦苇的存活数量，结果如表1所示。

[0065] 表1  本发明检测例的试验结果

[0066]

[0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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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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