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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性粘土辅助沉水植物修复技术维持清水稳态的原位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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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富营养湖泊治理实践中，修复沉水植被被认为是改善水质的长效措施，而壳聚糖改性粘土是短期快速改善水

质的有效手段． 本研究利用改性粘土辅助沉水植被修复，旨在探索改善水质的长效方案． 2011 年 5-11 月在太湖梅梁湾开

展了四组不同处理( 对照、水草、水草 + 粘土、粘土) 围隔实验，在水草( 盖度 13． 0% ) 和水草 + 粘土( 盖度 52． 3% ) 围隔中

不同程度重建了苦草群落． 实验期内每 3 d 一次的水质监测表明，粘土处理可显著改善水质，水体总氮( TN) 、总磷( TP) 、
正磷酸盐( PO3 －

4 -P) 和叶绿素 a( Chl． a) 含量分别比对照下降了 20． 7%、74． 6%、31． 0% 和 80． 4% ，透明度( SD) 升高了 90．

4% ; 粘土辅助植被修复改善水质效果最长稳，水体 TN、TP、PO3 －
4 -P 和 Chl． a 含量分别比对照下降了 36． 2%、64． 0%、28．

6% 和 71． 1% ，SD 升高了 76． 4% ; 低盖度苦草群落单独处理对水质改善效果不显著． 在三种处理中，粘土辅助植被修复改善

底质效果最好，使间隙水的 TN、TP、PO3 －
4 -P、NH +

4 -N 分别比实验前下降了 15． 6%、61． 7%、55． 8% 和82． 8% ． 本研究表明改性

粘土辅助沉水植被修复可作为重富营养水体中水质改善的整合技术，但其长期生态效应仍需谨慎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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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storation of submersed vegetation is generally considered as an effective long-term approach to improve the water qual-
ity of eutrophic lakes，and chitosan-modified soil has been used to rapidly improve the water quality in the recent years． In this
study，an experiment with four treatments( the control，submersed macrophyte，submersed marcophyte + soil，and soil) was carried
out in the hypereutrophic water( Meiliang Bay) in Lake Taihu during May to December in 2011，with the aim to develop a macro-
phyte-mediated approach to improve water quality．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experiment，submersed vegetation had a final coverage
of 13． 0% and 52． 3% in the submersed macrophyte and the submersed macrophyte + soil treatments，respectively． The indices of
water quality were measured in 3-day interval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oil was effective to improve the water quality，with a
decrease in the contents of TP by 74． 6% ，TN by 20． 7% ，PO3 －

4 -P by 31． 0% ，Chl． a by 80． 4% and an increased SD by 90． 4%
as compared to the control; the submersed marcophyte + soil treatment was the most effective way to decrease the contents of TP
( 64． 0% ) ，TN( 36． 2% ) ，PO3 －

4 -P( 28． 6% ) and Chl． a( 71． 1% ) ，and increased the SD( 76． 4% ) ． The submersed marcophyte
restoration alone did not improve the water quality． The submersed marcophyte + soil treatment was also the most effective one
among the three treatments to decrease the contents of TN( 15． 6% ) ，TP( 61． 7% ) ，PO3 －

4 -P( 55． 8% ) and NH +
4 -N( 82． 8% ) in

the sediment interstitial water． The study implies that restoration of submersed vegetation with the aid of chitosan-modified soil be
an effective technology to improve the water quality，although the effectiveness needs to be further evaluated on a long-term ba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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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富营养化水体中的蓝藻水华和水生植被衰退是全世界面临的水污染问题［1-2］． 水生植被，尤其是

沉水植被，作为湖泊生态系统的重要初级生产者，可以降低湖泊水体营养盐负荷、控制藻类生长、保持水体

的清水稳态和较高的生物多样性，其生态重建或修复被认为是湖泊生态修复的重要举措之一［3-5］． 国内外利

用水生植物治理水体富营养化的研究很多［6-8］，在沉水植被修复过程中因受到水下光照条件差、氮磷营养盐

过高、底质松软、水体溶解氧供给不足等环境条件的制约，沉水植被在这些水体中很难存活． 此外，在选择被

恢复沉水植物物种上，其耐污能力、适宜的移栽期和营养条件、有效的繁殖和移植技术都会影响植被修复的

效果． 水鳖科苦草( Vallisneria natans) 是我国长江中下游区域常见的多年生沉水植物，耐污和适应性较强，常

在沉水植被修复中使用．
Anderson［9］较早就提出了粘土絮凝除藻是很有前景的方法，随后研究者发现利用粘土作为载体并通过

不同物质对其进行改性，已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新动向． 邹华和潘纲等［10-11］研究了使用壳聚糖改性粘土对

微囊藻水华的去除效应，并在太湖梅梁湾水域进行了围隔实验，结果表明投加少量的壳聚糖改性粘土后不

仅有效地去除了藻华，且水体透明度得到较大改善，营养盐含量也有显著降低． 他们还比较了 26 种粘土除

藻效率和效果，提出了壳聚糖改性粘土除藻的网捕和架桥机理，并提出采用当地粘土原位去除蓝藻水华是

可行的［12-13］． 改性粘土有来源充足、天然无毒、使用方便、节约资源等特点，其絮凝作用作为一种新兴的应急

除藻技术，越来越多地在水质改善中使用．
本研究采用沉水植被重建与改性粘土处理相结合的方法，利用沉水植被改善水质的长效性与稳定性及

壳聚糖改性粘土改善水质的短期高效性，通过改性粘土絮凝作用短期改善生境条件，创造沉水植物移栽条

件，使沉水植物易于存活生长，并产生长期稳定水质功能． 本实验通过监测不同种类处理围隔中水质和底泥

间隙水的营养盐含量变化和苦草的盖度，研究改性粘土修复沉水植被及对蓝藻水华的抑制效果，旨在探索

富营养水体水质改善的长效措施．

1 材料与方法

1． 1 实验地点与材料

原位围隔实验于 2011 年 5-11 月在太湖北部的梅梁湾进行，其湖水深度为 0． 8 ～ 1． 8 m，大部分水域无

大型水生植物分布，是典型的藻型富营养化湖区［14］． 实验系统由 12 个 PVC 透地围隔( 2． 5 m × 2． 5 m) 构成，

围隔布的底边采用石龙埋藏以防止围隔内外水体交换，用钢管固定于水体中． 实验开始前所有围隔布均沉

于湖水中静置两星期，待围隔内外水体充分平衡． 实验采取了 4 种处理措施: 对照( 不做处理) 、加改性粘土

( 粘土) 、移栽苦草并添加改性粘土( 水草 + 粘土) 、只移栽苦草( 水草) ． 每种处理采用 3 个围隔重复实验，实

验围隔附近的湖水作为本底参考，在实验点附近采用竹排消浪．
实验苦草种苗取自太湖，株高 35 ～ 40 cm，大小均匀，叶片颜色鲜亮，无明显损伤． 在水草 + 粘土处理和

水草处理共 6 个围隔中，采用人工扦插方式移栽苦草，苦草种苗密度为 600 株 /围隔． 改性粘土处理参考 Pan
等［12-13］的方法，改性剂为壳聚糖，使用前配置成 1 mg /ml 的壳聚糖盐酸溶液［15］． 粘土购自江苏玖川纳米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 JC-ZF-01 型水处理剂，主要成分为高岭石． 壳聚糖与粘土的含量按 1∶ 100 的质量比例

计算． 改性粘土用量按围隔水体重量的 0． 3‰ ～1． 0‰计算． 改性粘土具体使用方法为经加入适量围隔水搅

拌形成悬浊液，均匀泼洒于实验处理围隔，改性粘土泼洒频率为 6 d /次，实验期间共泼洒 10 次．
1． 2 实验样品采集与分析

实验样品采集期为 5 月 30 日至 7 月 28 日，共 60 d． 围隔内水样每 3 d 采集一次，用于测定水体的总氮

( TN) 、总磷( TP) 、硝态氮( NO －
3 -N) 、铵态氮( NH +

4 -N) 、正磷酸盐( PO3 －
4 -P) 和叶绿素 a( Chl． a) ． 测定方法参

考文献［16-17］． 水体透明度( SD) 用透明度盘测定． 各围隔在实验开始前和结束后采集表层沉积物，离心后

上覆水用于测定底泥间隙水体的 TN、TP、NH +
4 -N、PO

3 －
4 -P、NO －

3 -N． 实验结束后采集 0． 25 m2 苦草，计算苦草

密度并推算围隔内苦草的盖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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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数据统计分析

图 1、2、3 中的值表示形式为平均值 ± 标准差． 所有数据的方差分析、Tukey HSD 多重比较检验、t 检验由

软件 Statistica 6． 0 完成，P ＜ 0． 05 时统计上认为是显著的．

2 结果

2． 1 不同处理下围隔水体水质变化

添加改性粘土和移栽苦草对围隔内水质影响显著( 表 1，P ＜ 0． 05 ) ，围隔效应也不同程度地影响水质

( 图 1) ． 实验期间，太湖水体 TP 含量为 0． 10 mg /L，对照围隔水体 TP 含量为 0． 13 mg /L，移栽水草围隔 TP 含

量为0． 12 mg /L，粘土围隔 TP 含量为 0． 04 mg /L，水草 + 粘土围隔 TP 含量为 0． 05 mg /L，添加粘土使 TP 下降

约 60%，仅移栽苦草对 TP 影响不显著( 图 1A) ，但两者有较显著交互作用( 表 1，P ＜ 0． 05) ; 太湖水体 PO3 －
4 -P

含量为 0． 013 mg /L，对照和水草围隔水体的 PO3 －
4 -P 为 0． 008 mg /L，粘土和水草 + 粘土围隔 PO3 －

4 -P 约为

0． 006 mg /L，添加粘土使 PO3 －
4 -P 下降约 30%，水草处理对 PO3 －

4 -P 影响不显著( 图 1C) ．

表 1 不同处理围隔内水体和间隙水的水质指标的方差检验1)

Tab． 1 ANOVA of the water and interstitial water quality indices in the different enclosure treatments

方差来源
TP TN PO3 －

4 -P NH +
4 -N NO －

3 -N Chl． a SD

水体 间隙水 水体 间隙水 水体 间隙水 水体 间隙水 水体 间隙水 水体 水体

粘土 0． 466＊＊ 0． 364＊＊ 0． 144＊＊ 0． 000 0． 071＊＊ 0． 302＊＊ 0． 095＊＊ 0． 000 0． 122＊＊ 0． 159＊＊ 0． 489＊＊ 0． 339＊＊

水草 0． 000 0． 200＊＊ 0． 029＊＊ 0． 353＊＊ 0． 000 0． 239＊＊ 0． 023＊＊ 0． 001 0． 021＊＊ 0． 016 0． 000 0． 000
时间 0． 212＊＊ 0． 012 0． 482＊＊ 0． 131＊＊ 0． 606＊＊ 0． 031 0． 422＊＊ 0． 859＊＊ 0． 478＊＊ 0． 074 0． 120＊＊ 0． 348＊＊

水草 × 粘土 0． 008＊＊ 0． 034 0． 004 0． 003 0． 002 0． 042＊＊ 0． 019＊＊ 0． 003 0． 048＊＊ 0． 101＊＊ 0． 008＊＊ 0． 004＊＊

粘土 × 时间 0． 129＊＊ 0． 204＊＊ 0． 089＊＊ 0． 037 0． 077＊＊ 0． 229＊＊ 0． 112＊＊ 0． 000 0． 088＊＊ 0． 019 0． 229＊＊ 0． 185＊＊

1) 表中数据为对应因素离差平方和与总离差平方和的比值，＊＊表示差异显著( P ＜ 0． 05) ．

在氮含量上，太湖水体和对照围隔的 TN 含量约为 1． 5 mg /L，移栽水草围隔 TN 含量为 1． 4 mg /L，粘土

围隔 TN 含量为 1． 2 mg /L，水草 + 粘土围隔 TN 含量为 1． 0 mg /L，添加粘土使 TN 含量下降约 20%，仅移栽

苦草对 TN 影响不显著( 图 1B) ; 对照和水草围隔 NH +
4 -N 含量约为 0． 035 mg /L，粘土围隔和太湖水体NH +

4 -N

含量为 0． 085 mg /L，相比对照升高约 1． 5 倍，水草 + 粘土围隔 NH +
4 -N 含量为 0． 050 mg /L，相比对照升高约

40%，仅移栽苦草对 NH +
4 -N 影响不显著( 图 1D) ，两者有较显著交互作用( 表 1，P ＜ 0． 05) ; 太湖水体 NO －

3 -N

含量为 0． 9 mg /L，对照和水草围隔 NO －
3 -N 含量为 0． 2 mg /L，粘土围隔 NO －

3 -N 含量为 0． 38 mg /L，添加粘土

使 NO －
3 -N 含量相比对照上升 90%，水草 + 粘土围隔 NO －

3 -N 含量为 0． 23 mg /L，相比对照升高约 15%，仅移

栽苦草对 NO －
3 -N 影响不显著( 图 1E) ，两者有显著交互作用( 表 1，P ＜ 0． 05) ．

太湖水体 Chl． a 含量为 195 μg /L，对照和水草围隔水体的 Chl． a 含量约为 50 μg /L，粘土和水草 + 粘土

围隔 Chl． a 含量约为 15 μg /L，添加粘土使 Chl． a 含量下降约 70%，仅移栽苦草对 Chl． a 影响不显著( 图

1F) ，两者交互作用较显著( 表 1，P ＜ 0． 05) ． 太湖水体 SD 为 55 cm，对照和水草围隔水体的 SD 约为 70 cm，

粘土和水草 + 粘土围隔 SD 约为 120 cm，添加粘土使 SD 增加了 50 cm 以上，仅移栽苦草对 SD 影响不显著

( 图 1G) ，两者交互作用较显著( 表 1，P ＜ 0． 05) ．
综上所述，水草 + 粘土处理使围隔水体 TN、TP、PO3 －

4 -P 和 Chl． a 含量相比对照分别降低了 36． 2%、
64． 0%、28． 6%和 71． 1%，NH +

4 -N、NO
－
3 -N 和 SD 值升高了 38． 2%、9． 1% 和 76． 4% ． 粘土处理使围隔水体

TN、TP、PO3 －
4 -P 和 Chl． a 含量相比对照降低了 20． 7%、74． 6%、31． 0%和 80． 4%，NH +

4 -N、NO
－
3 -N 和 SD 值升

高了 147． 3%、83． 2%和 90． 4% ( 图 1) ．
2． 2 不同处理下围隔沉积物间隙水水质变化

不同处理下围隔底泥间隙水水质指标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添加改性粘土和移栽苦草对 TP、PO3 －
4 -P 和

NO －
3 -N 影响显著( 表 1，P ＜ 0． 05) ． 实验前对照和粘土围隔底泥间隙水 TN 为 18 mg /L，实验后降到 16 mg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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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四组处理围隔内水体和湖水的理化指标差异( 数据为平均值( n = 57) 和湖水平均值( n = 19) ，误差线
代表标准差，图中 a，b，c 字母表示 Tukey HSD 多重比较检验结果，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P ＜ 0． 05) )

Fig． 1 Comparison of the physicochemical indices in the four enclosure treatments and lake water

水草 + 粘土围隔底泥间隙水 TN 实验前为 16 mg /L，实验后降到 13 mg /L; 水草围隔底泥间隙水 TN 实验前为

14 mg /L，实验后升高到 15 mg /L，粘土和水草 + 粘土围隔使间隙水 TN 相比实验前降低约 15%，改性粘土和

移栽苦草处理对间隙水 TN 影响不显著( 图 2A) ． 对照和粘土围隔实验前 NH +
4 -N 含量约为 3． 4 mg /L，实验后

下降为 1． 0 mg /L，降幅分别为 67%和 70% ; 水草 + 粘土和水草围隔实验前 NH +
4 -N 含量约为 4． 0 mg /L，实验

后分别降为 0． 7 mg /L 和 0． 5 mg /L，降幅达 83%和 86%，改性粘土和移栽苦草处理对间隙水 NH +
4 -N 影响不

显著( 图 2D) ． 对照和粘土围隔实验前 NO －
3 -N 含量为 0． 5 mg /L，实验后对照围隔 NO －

3 -N 降为 0． 2 mg /L，而

粘土围隔 NO －
3 -N 上升到 0． 87mg /L，涨幅达 68% ; 水草 + 粘土围隔实验前 后 NO －

3 -N 含 量 基 本 保 持 在

0． 6 mg /L，而水草围隔 NO －
3 -N 由实验前的 0． 34 mg /L 上升到了 0． 78 mg /L，涨幅达 130%，改性粘土和移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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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草处理对间隙水 NO －
3 -N 影响显著( 图 2E) ，两者交互作用十分显著( 表 1，P ＜ 0． 05) ．

对照围隔间隙水 TP 由实验前的 0． 6 mg /L 升高到实验后的 1． 2 mg /L; 粘土围隔 TP 由实验前 0． 35 mg /L
降至 0． 20 mg /L，降幅达 40% ; 水草 + 粘土围隔 TP 由实验前的 0． 3 mg /L 降至 0． 1 mg /L，降幅达 60% ; 水草

围隔 TP 由实验前的 0． 3 mg /L 升高到 0． 4 mg /L，改性粘土和移栽苦草处理对间隙水 TP 影响显著( 图 2B) ．
对照围隔间隙水 PO3 －

4 -P 由实验前的 0． 55 mg /L 升高到实验后的 0． 70 mg /L; 粘土围隔 PO3 －
4 -P 由实验前的

0． 35 mg /L降低至实验后的 0． 08 mg /L，降幅达 75% ; 水草 + 粘土围隔 PO3 －
4 -P 由实验前的 0． 14 mg /L 降低至

实验后的 0． 06 mg /L，降幅达 55% ; 水草围隔 PO3 －
4 -P 由实验前的 0． 1 mg /L 升高到 0． 3 mg /L，改性粘土和移

栽苦草处理对间隙水 PO3 －
4 -P 影响显著( 图 2C) ，两者也有显著交互作用( 表 1，P ＜ 0． 05) ． 综上所述，水草 +

粘土处理改善底质效果最好，使间隙水的 TN、TP、PO3 －
4 -P、NH +

4 -N 分别比实验前下降了 15． 6%、61． 7%、
55． 8%和 82． 8%，NO －

3 -N 含量基本不变．

图 2 试验前后四组处理围隔内间隙水水化指标变化( 数据为平均值( n = 3) ，误差线代表标准差，图中
a，b，c，d 字母表示对实验后数据的 Tukey HSD 多重比较检验结果，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P ＜ 0． 05) )

Fig． 2 Variations of the interstitial water chemistry indices in the four enclosure treatments
before and after the experiment

2． 3 苦草盖度对比和后期观察结果

实验结束时水草 + 粘土围隔苦草盖度约 50%，水草围隔苦草盖度约 13%，t 检验显示这两组处理的植

被盖度有极显著差异( P ＜ 0． 001) ． 实验结束后 3 个月定期观察发现，水草 + 粘土围隔的透明度在 70 cm，苦

草到 10 月份仍有大量存活，其它处理组围隔的透明度约 30 cm，水草围隔在 8 月中旬因蓝藻水华暴发导致

苦草地上部分几近全部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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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本研究中，单独改性粘土处理可以有效改善围隔水体中的 TN、TP、PO3 －
4 -P、Chl． a 和 SD 等指标，但使

NO －
3 -N 和 NH +

4 -N 含量增加显著，其对 TN 含量降低幅度显著小于水草 + 粘土处理，后者相比粘土处理能显

著降低该两种离子态氮含量( P ＜ 0． 05) ，而水草单独处理对水体各指标影响不显著( 图 1) ． 底泥间隙水 TP、
PO3 －

4 -P 在粘土和苦草处理中降低显著，NO －
3 -N 显著升高，两种处理对 PO3 －

4 -P 和 NO －
3 -N 含量交互作用非常

显著( 表 1 和图 2，P ＜ 0． 05) ，但所有处理的间隙水 TN、NH +
4 -N 含量变化没有显著性差异． 粘土因其表面结

构的特殊性，对一些小分子物质具有吸附作用［18］，但对活性不高的 NO －
3 -N 基本无吸附作用［19］． 壳聚糖是一

种带正电荷的高分子聚凝物质，它可以通过网桥作用絮凝一些小分子物质［20］，并且对小分子阳离子电解质

有排斥作用，阳离子半径越小排斥越强［21］，因此本实验中改性粘土对 NH +
4 -N、NO

－
3 -N 含量下降影响不显著．

经壳聚糖改性的粘土因为能加强网桥结构，进而有效使藻类等悬浮颗粒物质絮凝沉降，显著降低水体中的

TN、TP 和 Chl． a 含量，提高 SD［11-12］． 但是絮凝沉降到水底的藻类等会死亡分解，即藻细胞膜破裂释放出大量

的胞内物质［22］，其中大量胶体和颗粒态有机氮经微生物降解会增大水体中的氮营养盐［23］，形成二次污染．
这可能是造成改性粘土处理的围隔水体中 NO －

3 -N、NH
+
4 -N 含量和间隙水中 NO －

3 -N 含量显著增加的原因．
而改性高岭石粘土既能通过粘土中的铝层与 PO3 －

4 -P 反应［19］，也能通过壳聚糖分子上大量的氨基阳离子凝

聚带负电的藻细胞等［10］，即与 PO3 －
4 -P 发生电荷中和反应，达到强烈的吸附效果． 因此，这种改性粘土对

PO3 －
4 -P 吸附能力显著，在本实验中粘土处理磷酸盐含量都是显著减小的．

沉水植物既可从根系吸收来自于底泥的营养物质，也能通过茎叶吸收来自水体的营养物质［25-27］． 而且

沉水植物所需的氮和磷几乎全部来自底泥［25-26］，相比 NO －
3 -N 对 NH +

4 -N 更具有吸收优先性，其代谢活动还

能够使底泥中硝酸盐的浓度显著提高，原因可能是水生植物通过根系向底泥输送氧气，提高了底质的氧化

还原电位，从而有利于硝化作用［27］． 沉水植物还能抑制底泥的再悬浮从而减少底泥向上覆水中营养盐的释

放［4］． 因此苦草处理对底泥间隙水中磷元素和 NO －
3 -N 影响显著，能缓解粘土处理中 NO －

3 -N 和 NH +
4 -N 含量

升高的趋势． 与张木兰等［24］的短期室内水质变化试验相比，本研究反映了野外条件下壳聚糖改性粘土处理

富营养水体对水质变化的长期变化趋势，即对水体营养盐还有“升氮降磷”的效果．
富营养水体中较高的叶绿素藻类含量会导致沉水植物的衰退［28］，同时弱光照和高营养对沉水植物也造

成生理胁迫［29-30］，降低了沉水植物对浮游植物的竞争能力． Cao 等研究发现水体中 0． 3 mg /L 铵态氮可对苦

草造成生理胁迫［31］． 本实验期间围隔水体的 NH +
4 -N 含量仅为 0． 05 mg /L，远小于胁迫浓度，Zhang 等也发现

除了水华衰亡的时期，在水生植物生长季节太湖蓝藻暴发严重的梅梁湾中铵态氮浓度一般很低，这是铵态

氮被浮游植物优先吸收的结果，而蓝藻暴发引起的低光低氧和产生的高浓度微囊藻毒素对水生植物的胁迫

在水华期非常显著［32］． 陈开宁等［33］在滇池进行的大型围隔实验也证明蓝藻能显著抑制竹叶眼子菜( Pota-
mogeton malaianus) 生长，甚至使其大量死亡． 这可能是因为单独水草处理死亡率高，难以度过水华胁迫期．
相反，壳聚糖改性粘土因能加强网桥结构，进而有效使藻类等悬浮颗粒物质絮凝沉降，显著降低水体营养盐

和叶绿素含量，改善透明度和光照强度，使沉水植物能正常生长并度过水华期． Pan 等［11］在太湖运用该改性

粘土进行了沉水植被恢复和相对简单的水质监测实验，但未说明恢复的具体长期效果，本研究阐明了水

草 + 粘土处理蓝藻水华对水质的长期生态效应和原位修复本地沉水植被的长期监测结果．
本研究结果表明辅助壳聚糖改性粘土处理对围隔水体理化性质具有快速明显改善作用，使 TN、TP 和叶

绿素含量等大幅降低，透明度增加 50 cm 以上． 实验中水草 + 粘土相结合的方法使沉水植物修复显著成功，

苦草盖度远大于直接移栽水草的围隔，并且在粘土处理的帮助下，该围隔内苦草群落可以度过水华胁迫期，

并体现出较好水质改善效果． 相反在藻类密度高的围隔中直接移栽的苦草，没有出现明显的生长和水质改

善效果． 因此本研究表明，采用水草 + 粘土处理是改善富营养水体水质的有效途径，而在低透明度下移栽的

沉水植物难以存活且对水质的改善效应不显著．
致谢:感谢易春龙和罗从强等在采样和水质分析上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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