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610208770.4

(22)申请日 2016.04.06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5830711 A

(43)申请公布日 2016.08.10

(73)专利权人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地址 430072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东湖南

路7号

(72)发明人 吴振斌　蔺庆伟　刘碧云　马剑敏　

张义　周巧红　代志刚　曾磊　

谭谈　贺锋　徐栋　

(74)专利代理机构 武汉宇晨专利事务所 42001

代理人 王敏锋

(51)Int.Cl.

A01G 22/00(2018.01)

A01G 33/00(2006.01)

C02F 3/32(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530336 A,2004.09.22,全文.

CN 101708901 A,2010.05.19,全文.

CN 101913707 A,2010.12.15,全文.

CN 105060491 A,2015.11.18,全文.

CN 101990833 A,2011.03.30,全文.

CN 102372364 A,2012.03.14,全文.

CN 102795709 A,2012.11.28,全文.

CN 104445628 A,2015.03.25,全文.

CN 104310590 A,2015.01.28,说明书第2-

19段、附图1-5.

CN 104876402 A,2015.09.02,全文.

李敦海等.丝状绿藻腐烂过程对水质和沉水

植物黑藻生长的影响实验研究.《环境科学与管

理》.2006,第31卷(第6期),第27-30页.

审查员 李莹

 

(54)发明名称

沉水植物斑块镶嵌控制着生丝状藻过度增

殖的生态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沉水植物斑块镶嵌控制

着生丝状藻过度增殖的生态方法，步骤是：1)调

查待恢复区水深、水流、透明度、沉积物、营养盐、

浮游生物及丝状藻水环境；2)用尼龙绳围网，坠

网接触底质，若沉水植物斑块镶嵌格局恢复区内

多食草性鱼类，人为驱逐；3）根据调查得到的恢

复区水环境，选择沉水植物种类；4）依据沉水植

物在水下所处的生态位、生长繁殖及水位，设计

沉水植物斑块镶嵌格局；5）按设计的沉水植物斑

块镶嵌格局通过以成丛的方式沉栽；6）定期监测

沉水植物长势。解决了沉水植物成活率低、水下

生态位单一的问题，恢复沉水植物盖度高达70%；

有效控制了富营养化湖泊低等着生丝状藻类异

常增殖，着生丝状藻生长率平均下降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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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沉水植物斑块镶嵌控制着生丝状藻过度增殖的生态方法，其步骤是：

1）调查待恢复区水深、水流、透明度、沉积物、营养盐、浮游生物及丝状藻水环境，设计

沉水植物斑块镶嵌格局恢复区面积及形状；

2）沿恢复区周边每4－6m钉桩子，用尼龙绳围网，坠网接触底质，沉水植物斑块镶嵌格

局恢复区内多食草性鱼类，人为网捕或驱赶出去；

3）根据步骤1）中调查得到的恢复区水环境，根据沉水植物株高、叶面积、根系及具有化

感抑藻效应，选择沉水植物种类苦草、黑藻、金鱼藻、狐尾藻、篦齿眼子菜和微齿眼子菜其中

的一种或任意组合；

4）依据所选沉水植物在水下所处的生态位、生长繁殖特点及水位，设计沉水植物斑块

镶嵌格局，每种种植20－50  m2，形成一个个区块，两种植物区块之间间隔2-3m，苦草型、黑

藻型、冠层高大型植株既交叉又互补，苦草型、黑藻型、冠层高大型植株种植面积比例5:3:

2，以苦草搭配其他水草形成类似陆地乔木-灌木-地被垂直和水平分布；

所述的黑藻型为黑藻、金鱼藻；所述的冠层高大型为狐尾藻、篦齿眼子菜和微齿眼子菜

其中的一种或任意组合；

  5）按设计的沉水植物斑块镶嵌格局通过以成丛的方式沉栽或扦插种植所选沉水植物

苦草、黑藻、金鱼藻、狐尾藻、篦齿眼子菜和微齿眼子菜其中的一种或任意组合，达到沉水植

物密度：12-15丛/m2，10株/m2和生长状态：苦草型、黑藻型、冠层高大型沉水植物既有高-中-

低垂直分层又有水平交叉分布，占据水下生态位，与水绵、刚毛藻丝状藻类竞争光照、营养

盐、溶氧及生长空间，同时利用对着生丝状藻类的化感作用控制丝状藻过度生长；

6）定期监测沉水植物长势，每3天或5天或一周或10天，植株最高株不超过水面，监测丝

状藻生长率下降和生物量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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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水植物斑块镶嵌控制着生丝状藻过度增殖的生态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景观水体生态修复，地表水水质改善与提升领域，更具体涉及一种浅

水富营养化湖泊中通过构建沉水植被斑块镶嵌格局控制着生丝状藻过度增殖的生态方法，

适用于浅水湖泊富营养化的控制治理，以及水藻浊型水体向水草清型水体的转化。

背景技术

[0002] 浅水湖泊、水库等水体的富营养化会影响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因此受到社

会各界越来越多的重视。尤其丝状藻华的爆发会大量消耗水体中的溶解氧，释放毒素物质，

造成水体污染，影响其他水生生物的生长。沉水植物由于具有提高湖泊自我净化能力、稳定

底质、通过化感作用抑制藻类生长等生态功能，被作为一种重要的控制水体富营养化的生

态技术，广泛用来修复和改善湖泊水生态系统。

[0003] 随着沉水植物的恢复与重建，适宜清水态的着生丝状藻也会大量繁殖，过度生长。

水生生态系统中，同样作为初级生产者，着生丝状藻类会与沉水植物竞争光照、营养及溶解

氧等生态资源，而且生长繁殖迅速，在条件适宜情况下生物量剧增，影响沉水植物的生长。

另一方面，腐烂的藻类可能释放一些不利于沉水植物生长的物质。目前，对于丝状藻的控制

主要有物理、化学和生态方法，但是曝气、打捞等物理方法成本和后期维护费用较高，适合

小型景观水体；投放化学药剂的方法会产生二次污染，具有长期毒性作用。生态方法主要是

利用丝状藻类生长过程和环境中的限制性生态因子来抑制其生长繁殖，适用范围广、无二

次污染、效果持续性好、具有稳定性和特异性、易于复制和管理。

[0004] 沉水植物斑块镶嵌是指水中各种沉水植物形成大小不一的斑块，各种植物斑块相

互镶嵌、组合，从而构成一种空间异质性较大、结构较复杂的群落。合理构建沉水植物斑块

镶嵌格局，通过不同生活型沉水植物生态位时空异质，功能一致性调控原理，以及沉水植物

对藻类产生化感作用可实现生态控藻。该过程涉及到群落的分布型、生态位、群落演替、生

物多样性等多个理论，最终目的是建立生物多样性较高、稳定性较好的健康生态系统，抑制

着生丝状藻的过度增殖。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不足，本发明的目的是在于提供了一种沉水植物斑块镶嵌

控制着生丝状藻过度增殖的生态方法，采用沉水植物生态位时空异质及功能一致性调控原

理，利用沉水植物竞争生态资源和对藻类化感作用实现生态控藻。该方法操作简单，设计合

理，生态环保，便于广泛推广，快速构建沉水植物斑块镶嵌格局的复合群落，形成具“上-中-

下”垂直梯度的水下森林分布格局，充分占据水下生态位，与丝状藻类竞争光照、营养盐、溶

氧及生长空间等生态资源，同时对着生丝状藻类产生化感作用，解决了目前沉水植物恢复

重建工作中存在的水下生态位单一问题，也有效抑制了水中着生丝状藻类过度增殖。

[0006] 为了实现上述技术目的，本发明采取了如下技术措施：

[0007] 一种沉水植物斑块镶嵌控制着生丝状藻过度增殖的生态方法，其步骤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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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1）调查待恢复区水深、水流、透明度、沉积物、营养盐、浮游生物及丝状藻等水环境

特征，设计沉水植物斑块镶嵌格局恢复区面积及形状；

[0009] 2）沿恢复区周边每4－6m钉桩子，用结实细密尼龙绳围网，坠网接触底质。如果沉

水植物斑块镶嵌格局恢复区内多食草性鱼类（草鱼、鲫鱼、鲤鱼、鲶鱼等），可以人为网捕或

驱赶出去；

[0010] 3）根据步骤1）中调查得到的恢复区水环境特征，根据沉水植物株高、叶面积、根系

特点及是否具有化感抑藻效应，选择合适沉水植物种类苦草、黑藻、金鱼藻、狐尾藻、篦齿眼

子菜和微齿眼子菜其中的一种或任意组合；

[0011] 4）依据所选沉水植物在水下所处的生态位、生长繁殖特点及适宜水位（0.6-1 .8m

左右），科学合理设计沉水植物斑块镶嵌格局，每种种植若干（视恢复区面积而定，一般20－

50平方米）平方米，形成一个个区块，两种植物区块之间间隔2-3m。苦草型、黑藻型、冠层高

大型植株既交叉又互补，以上苦草型、黑藻型、冠层高大型植株种植面积比例约5:3:2，以苦

草为主搭配其他水草形成类似陆地“乔木-灌木-地被”垂直和水平分布。

[0012] 所述的黑藻型为黑藻、金鱼藻；所述的冠层高大型为狐尾藻、篦齿眼子菜和微齿眼

子菜其中的一种或任意组合。

[0013] 5）按设计的沉水植物斑块镶嵌格局通过以成丛的方式沉栽或扦插种植所选沉水

植物苦草、黑藻、金鱼藻、狐尾藻、篦齿眼子菜和微齿眼子菜其中的一种或任意组合，达到所

需的沉水植物密度（12-15丛/m2，10株/m2）和生长状态。苦草型、黑藻型、冠层高大型三种类

型沉水植物既有“高-中-低”垂直分层又有水平交叉分布，充分占据水下生态位，与水绵、刚

毛藻等丝状藻类竞争光照、营养盐、溶氧及生长空间等生态资源，同时利用对着生丝状藻类

的化感作用，最终达到有效控制丝状藻的目的。

[0014] 6）定期（每3天或5天或一周或10天）监测沉水植物长势，植株最高株高不超过水

面。监测丝状藻生长率下降和生物量减少情况。沉水植物盖度达到70%左右，着生丝状藻类

生长率下降35%左右。

[0015]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优点和效果：

[0016] 采用沉水植物生态位时空异质及功能一致性调控原理，构建沉水植物斑块镶嵌格

局利用沉水植物竞争生态资源和对藻类化感作用实现生态控藻。本发明的技术之处在于根

据待恢复水域水环境特征和植株生活型、繁殖特性，选择、配置适当比例的沉水植物斑块镶

嵌格局。本发明有效控制了富营养化湖泊低等着生丝状藻类异常增殖，着生丝状藻生长率

平均下降35  %左右；解决了当前恢复沉水植物过程中成活率低，水下生态位单一的问题，恢

复沉水植物盖度可高达70%左右。该方法设计合理，操作简单，生态环保，便于广泛推广且效

果持续性好。

[0017]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抑制富营养化湖泊着生丝状藻类过度增殖，高效迅速恢复

退化湖泊沉水植被群落，盖度高达70%左右，TN、TP  等营养盐含量分别下降30.8%和43.3%左

右，水下生物多样性增加50%左右，实现水藻浊型水体向清水（透明度1.8  m以上）草型的转

换。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一种沉水植物斑块镶嵌格局结构模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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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图中标记说明：1-水族缸或尼龙围网，2-苦草型沉水植物，3-黑藻型沉水植物，4-

冠层高大型沉水植物。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为了更好的理解本发明，下面结合实施例进一步阐明本发明的内容，但本发明内

容不仅仅限于实施例。

[0021] 实施例1：

[0022] 一种沉水植物斑块镶嵌控制着生丝状藻过度增殖的生态方法，其步骤是：

[0023] 1）本实施例选择实验室外设置若干规格相同的水族缸1（L  ×  W  ×  H  =  70  cm 

×  50  cm  ×  80  cm），在水族缸中铺设15  cm左右厚的湖泥，添加水深60  cm左右，每个水族

缸为一沉水植物斑块镶嵌格局恢复区。

[0024] 2）根据沉水植物株高、叶面积及根系特点及是否具有化感抑藻效应，选择合适沉

水植物苦草型2（苦草）、黑藻型3（黑藻、金鱼藻）、冠层高大型4（狐尾藻、篦齿眼子菜和微齿

眼子菜其中的一种或任意组合）。

[0025] 3）依据所选沉水植物水下所处的生态位、生长繁殖特点及适宜水位（0.6或0.8或1

或1.2或1.4或1.6或1.8m左右），科学合理设计沉水植物斑块镶嵌格局，分为12个小斑块，按

苦草型、黑藻型和冠层高大型5:3:2斑块镶嵌格局交叉互补种植。在水族缸中分别种植相同

密度（150株/m2）的单一沉水植物（苦草，金鱼藻，狐尾藻，黑藻，篦齿眼子菜，微齿眼子菜其

中的一种）与沉水植物斑块镶嵌群落（苦草+黑藻+狐尾藻，苦草+金鱼藻+微齿眼子菜，苦草+

黑藻+篦齿眼子菜其中的一种或任意组合），以苦草为主搭配其他水草形成类似陆地“乔木-

灌木-地被”垂直和水平分布。同时分别添加相同量的着生丝状藻类。

[0026] 4）通过扦插种植所选沉水植物，达到既定沉水植物密度（150株/  m2），苦草型、黑

藻型、冠层高大型沉水植物“高-中-低”垂直分层又有水平交叉分布，充分占据水下生态位，

与丝状藻类竞争光照、营养盐、溶氧及生长空间等生态资源，同时利用对着生丝状藻类的化

感作用，最终有效控制丝状藻过度增长。

[0027] 5）每3天或5天或一周监测沉水植物长势，植株最高株高不超过水面。监测丝状藻

生长率下降和生物量减少情况。2月后沉水植物生长良好，盖度均基本达到90%以上。

[0028] 6）本实施例结果表明与单一沉水植物比较，种植沉水植物斑块镶嵌群落更加抑制

着生丝状藻的生长。沉水植物斑块镶嵌群落水体叶绿素a含量降低更多；苦草+黑藻+狐尾藻

较单独种植三种水草时丝状藻生长率平均相对降低37%，苦草+金鱼藻+微齿眼子菜较单独

种植三种水草时丝状藻生长率平均相对降低31.3%，苦草+黑藻+篦齿眼子菜较单独种植三

种水草时丝状藻生长率平均相对降低34.2%。

[0029] 实施例2：

[0030] 一种沉水植物斑块镶嵌控制着生丝状藻过度增殖的生态方法，其步骤是：

[0031] 1）调查杭州西湖西进水域茅家埠湖区的水深、水流、透明度、沉积物、营养盐、浮游

生物及丝状藻等水环境特征，选择位于丁家山附近的水域作为沉水植物斑块镶嵌控制着生

丝状藻过度增殖中试区域，设计沉水植物斑块镶嵌格局面积（36m  ×  25m=900  m2）及形状

（矩形），该区域水深在1.1-1.8  m范围内。

[0032] 2）沿中试区周边每4或5或6m钉桩子，用结实细密尼龙网1围网，坠网接触底质。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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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沉水植物斑块镶嵌格局恢复区内多食草性鱼类，可以人为网捕或驱赶出去。

[0033] 3）根据步骤1）中调查到的恢复区水环境特征和沉水植物株高、叶面积、根系特点

及是否具有化感抑藻效应，选择合适的沉水植物：苦草型2（苦草）、黑藻型3（黑藻、金鱼藻）、

冠层高大型4（狐尾藻、篦齿眼子菜和微齿眼子菜其中的一种或任意组合）。

[0034] 4）依据所选沉水植物水下所处的生态位、生长繁殖特点及适宜水位（0.6或0.9或

1.3或1.5或1.8m左右），科学合理设计沉水植物斑块镶嵌格局，分为12个斑块，每两个斑块

间隔2m。苦草型、黑藻型、冠层高大型三种类型植株斑块按5:3:2比例既交叉又互补，以苦草

为主搭配其他水草形成类似陆地“乔木-灌木-地被”垂直分层和水平分布。

[0035] 5）按设计的沉水植物斑块镶嵌格局以成丛的方式通过泥土包裹沉栽种植所选沉

水植物，每种沉水植物种植50或70或95或130或150  m2，每平方米15丛左右，10株/丛，形成

一个斑块。冠层高大型4（狐尾藻、篦齿眼子菜、微齿眼子菜）能长1或2  m高，占据水体上层，

与藻类竞争上层营养盐及阳光；中层植株黑藻型3（黑藻、金鱼藻）可居于水下中间层；矮小

植株苦草型2（苦草）扎根水底，占据水下低处生态位。如此它们充分占据水下生态位，与丝

状藻类竞争光照、营养盐、溶氧及生长空间等生态资源，同时利用对着生丝状藻类的化感作

用，最终达到有效控制丝状藻的目的。

[0036] 6）每5天或一周或10天监测沉水植物长势，最高株高不超过水面。监测丝状藻生长

率下降和生物量减少情况。2个月后沉水植被恢复盖度达到67.5  %，形成了以苦草为主的斑

块镶嵌格局的沉水植物群落，着生丝状藻生长受到良好控制。

[0037] 7）该发明已在“十二五”国家水专项西湖低等藻类异常增殖生态综合控制中试工

程中得到应用并取得良好效果。监测结果证明中试区域内着生丝状藻生长受到明显控制，

水质得到改善，水体透明度和生物多样性明显提高。中试研究区域内着生丝状藻类含量显

著降低，由初始量93.2  DW/m2减少到51.8  DW/m2，生长率下降32.7%。浮游植物丰度明显减

少，由5月份2.688×105  ind/L降到10月份的1.158×105  ind/L；种类数先增加后下降，最高

达到48种，多数月份其Margalef多样性指数中试研究区较对照区大；水体叶绿素a含量最多

降低12.393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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