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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营养化湖泊围隔中重建水生植被及其生态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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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体富营养化导致水生植被衰退、蓝藻水华暴发、水质恶化和水生生态系统崩溃． 恢复水生植被被认为是改善受

损水体水质和提高其生态系统稳定性的重要手段． 本研究通过构建大型围隔，根据水生植物的耐污程度及其对水质和底

质等条件的需求，选取几种适宜的水生植物在围隔内进行移栽与群落构建，并以不移栽水生植物的围隔和围隔外水体作

为对照． 实验期间( 2011 年 4 月至 2012 年 6 月) ，围隔内移栽的几种水生植物全部存活，并建立了相对稳定的群落． 同时

还跟踪监测了 3 个处理组的水质情况，结果显示，移栽水生植物的围隔内水质明显优于围隔外，与未移栽水生植物围隔相

比，也有很大程度的改善，其中移栽水生植物围隔内水体的总氮、铵态氮、总磷、水下消光系数相比于围隔外水体分别低

30． 55%、44． 09%、36． 04% 和 42． 13% ，相比于未移栽水生植物围隔内水体分别低 5． 96%、13． 40%、6． 70% 和 7． 60% ，透

明度分别比围隔外水体和未移栽水生植物围隔水体高 74． 59% 和 8． 70% ，浮游植物生物量也大大低于围隔外，而浮游动

物生物量却明显高于后者． 此外，实验后移栽水生植物围隔内沉积物氮、磷含量及其间隙水总氮、总磷、铵态氮浓度明显

低于围隔外和未移栽水生植物围隔． 研究表明，在富营养化浅水湖泊中通过建立围隔进行合理的群落配置，进而逐步恢

复水生植物是完全可行的，而水生植物恢复后加强对其管理和维护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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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utrophication induces aquatic vegetation decline，cyanobacterial bloom，deterioration of water quality，and regime
shifts in shallow lakes． Ｒestoration of aquatic vegetation is considered as an important approach to improve water quality and en-
hance ecosystem stability． In this study，we transplanted aquatic macrophytes in large enclosures with temporal aids of water treat-
ments and selecting aquatic macrophyte species according to their habitat preferences． Ecological effects of the transplantation were
examined by comparing water chemicals and biological indices in the enclosures with and without aquatic macrophytes，and in the
open water in the lake out of the enclosures． During the experimental period ( from April 2011 to June 2012) ，all macrophytes in
the enclosure survived and built relatively stable communities． The water quality was better in the enclosure with aquatic vegetation
than in area without vegetation，concentrations of total nitrogen，ammonium nitrogen，total phosphorus and light extinction in water
in the vegetated enclosure decreased by 30． 55% ，44． 09% ，36． 04% and 42． 13% ，respectively． In comparison，in the open wa-
ter，they decreased by 5． 96% ，13． 40% ，6． 70% and 7． 60% ，respectively． Secchi depth increased by 74． 59% and 8． 70% as
compared to the open water and the enclosure without aquatic vegetation，respectively，phytoplankton biomass was lower and zoo-
plankton biomass was higher in the vegetated enclosure than in the one without aquatic vegetation and in the open water． In addi-
tion，aquatic vegetation tended to decrease the contents of total nitrogen and phosphorus in sediments and porewater of sediments
and ammonium nitrogen concentrations in the porewater of sediments，but did not affect phosphate and nitrate in porewater of se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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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s． The study implied that selection of eutrophication tolerant aquatic macrophytes species facilitated restoration of aquatic vege-
tation and thus improve water quality in eutrophic lakes．
Keywords: Aquatic macrophytes; enclosure; eutrophication; shallow lak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水体富营养化导致沉水植被衰退、蓝藻水华暴发、水质恶化和水生生态系统崩溃，这是我国湖泊当前存

在的普遍问题［1-5］． 武汉东湖是典型的富营养化湖泊，多年来，随着周边人口增加和产业发展，大量的生活污

水和工业废水排入湖中． 东湖由 1950s 中营养湖泊至 1970s 变为重富营养湖泊［6］． 湖中水生植物大面积消

失，透明度降低，造成生物多样性下降和湖泊生态系统退化［7-8］，蓝藻水华也曾在 1980s 大面积暴发，导致水

质恶化． 其中以水果湖湾最为严重［9］，严重影响了水资源的利用及其功能的发挥．
水生植物是湖泊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显著的初级生产功能和环境生态功能． 研究揭示，在藻

型富营养化浅水湖泊中，高等水生植物一方面可以通过化感作用直接抑制藻类生长［10-12］，另一方面可以吸

收水体及沉积物中的营养盐、减少沉积物再悬浮、为摄食藻类的浮游动物提供栖息地及躲避鱼类捕食的庇

护场所，从而提高水体的透明度并改善水质［13-17］，维持湖泊的清水稳态和物种多样性［1 8-19］． 因此，恢复水生

植被被认为是改善水体水质和提高生态系统稳定性的重要手段［20］． 国内外虽然在相关方面做了大量的尝

试，结果却不尽如人意，水生植被重建过程困难重重，人工修复初步建立起来的植被缺乏稳定性，辅助措施

取消后水生植物也随之消失． 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较低的透明度、过高的营养盐含量、频繁的扰动、大量的

悬浮物等都不利于水生植物的生长扩展． 其次，不同种类的水生植物其生活习性及耐污能力均存在巨大差

异，所以水生植被恢复时，不适宜的物种选择及群落配置也可能导致恢复失败．
本研究通过构建大型围隔，并对围隔内水体环境进行了适当的改善，根据不同种类植物的耐污程度及

其对水质和底质等条件的需求，结合当地曾经存在较好的植物群落结构，选取几种适宜的水生植物在围隔

内进行移栽，并跟踪监测水体水质和植物的生长状况，探讨水生植物恢复的方式及影响恢复成败的可能因

素，并分析水生植物恢复与水体环境的相互关系．

1 材料与方法

1． 1 实验地点与材料

本实验在我国最大的市内湖泊武汉东湖水果湖湾进行，平均水深为 1． 5 m，实验区在本实验开始前无任

何水生植物生长，为典型的富营养化湖泊． 实验于 2011 年 4 月开始，至 2012 年 6 月结束． 实验共设置 3 个处

理，分别为: 建立围隔并移栽水生植物( 有植被) 、建立围隔不做任何处理( 无植被) 、围隔外( 东湖) ． 围隔用

防水布固定于铁制栏杆而成，底部压入底泥，围隔内外水体不交换． 每个围隔的面积约 600 m2 ．
围隔建好后，为营造适宜水生植物生长的水体环境，向将移栽水生植物的围隔中撒入黏土约 400 kg，具

体方法为向黏土中加适量围隔水搅拌成悬浊液，均匀的泼洒于围隔中． 静置 2 d 后，围隔水体中的悬浮物质

明显减少，透明度由 0． 7 m 升高到 1． 2 m． 此外，为减少鱼类对水生植物的捕食和扰动作用，清除围隔中的植

食性鱼类及其它体型较大的鱼类．
实验中恢复的水生植物为: 苦草、金鱼藻、狐尾藻、菹草、荇菜、菱、大茨藻、马来眼子菜及黑藻( 表 1) ． 所

有水生植物均购于武汉秀水生态工程有限公司． 在水深小于 1 m 的沿岸浅水区域移栽浮叶植物荇菜、菱及

沉水植物苦草，水深 1． 0 ～ 1． 9 m 区域移栽沉水植物金鱼藻、狐尾藻、菹草、大茨藻、马来眼子菜及黑藻． 整个

实验的操作流程如图 1 所示．

图 1 围隔内水生植物恢复操作流程

Fig． 1 Steps of the restoration of aquatic macrophytes in the en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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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样品采集及分析

建立围隔并移栽水生植物后，每种处理设置 3 个采样点进行样品采集和监测，并观察记录围隔内水生

植物的恢复生长情况、分布面积及盖度． 样品采集和水质监测频率为每周 1 次． 采集水样、浮游植物和浮游

动物样品，其中水样用于测定水体中总氮( TN) 、硝态氮( NO －
3 -N) 、铵态氮( NH +

4 -N) 、总磷( TP) 、正磷酸盐

( PO3 －
4 -P) 及叶绿素 a( Chl． a) ． 测定参照黄祥飞［21］的方法． 使用美国 YSI 公司生产的 YSI 多参数水质监测仪

测定水体的 pH 值、电导率( COND) 、溶解氧( DO) 、水温( T) ，水下辐射采用 Li-Cor 公司生产的 LI-192SA 探

头和 Li-1000 数据采集器测定，水下消光系数( Kd) 计算参考 Kirk［22］的方法． 水体透明度( SD) 用透明度盘测

定，水深( Dep) 用测深锤测定． 实验开始前和结束后各处理皆采集 1 次表层沉积物，离心后底泥样品冷冻干

燥研磨后用于测定底泥中的总氮和总磷，用硫酸-双氧水消化比色法进行测定，离心出的水样用于测定间隙

水中的 TN、NO －
3 -N、NH

+
4 -N、TP 和 PO3 －

4 -P．
1． 3 数据统计分析

实验中所获得的每个处理组的 3 个采样点的所有数据的方差齐性检验、方差分析和多重比较检验采用

PASW Statistics 18． 0 数据分析软件完成，P ＜ 0． 05 时统计上认为是显著的，文中所有数据为平均值 ± 标准

差，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P ＜ 0． 05) ．

2 结果

2． 1 围隔内水生植物的生存扩展情况

表 1 围隔内水生植物组成及其盖度

Tab． 1 List of aquatic macrophytes and their
coverage in the enclosure

水生植物 分布面积 /m2 盖度 /%

苦草( Vallisneria natans) 65 10． 83
金鱼藻( Ceratophyllum demersum) 150 25． 00
狐尾藻( Myriophyllum spicatum) 60 10． 00
荇菜( Nymphoides peltatum) 100 16． 67
菱( Trapa bispinosa) 80 13． 33
菹草( Potamogeton crispus) 5 0． 83
大茨藻( Najas marina) 8 1． 33
马来眼子菜( Potamogeton malaianus) 2 0． 33
黑藻( Hydrilla verticillata) 2 0． 33

围隔内移栽的几种水生植物全部存活，

并建立起相对稳定的群落． 在向围隔内移栽

水生植物前，经过适当改善的围隔水体比较

适合水生植物的存活生长． 随着季节和温度

的变化，围隔内的水生植物也有所不同． 冬、
春季主要为沉水植物菹草，其盖度一度达到

80% 以上，在此期间，其他植物分布较少． 随

着温度的升高，到 6 月份，菹草逐渐凋亡，而

其他植物开始蓬勃生长． 其中苦草、狐尾藻、
菱和荇菜的盖度都达到 10% 以上，金鱼藻更

是达到围隔水面的 20% 以上，其他几种水生

植物种群扩增较慢，在围隔内零星分布． 此

外，春季围隔内有大量的水绵( Spirogyra sp． )

生长． 在 2012 年 6 月实验结束时，围隔内的

水生植物总盖度接近 80% ． 具体分布面积及其盖度见表 1．
2． 2 不同处理组水体的水质变化

首先从氮营养盐含量来看，有植被组、无植被组和东湖水体 TN 浓度分别为 1． 593、1． 694 和 2． 216 mg /L，

有植被组 TN 含量显著低于东湖，相比无植被组也略低，但不显著( 表 2) ; 月际变化上，3 个处理组的 TN 浓度

没有明显的季节变化，但东湖 TN 浓度始终高于 2 个围隔，有植被组与无植被组之间差异不显著( P ＞ 0． 05)

( 图 2A) ． 有植被组、无植被组和东湖水体 NH +
4 -N 浓度分别为 0． 175、0． 202 和 0． 313 mg /L，3 个处理组两两

之间差异显著( P ＜ 0． 05) ( 表 2) ; 月际变化上，3 个处理组的 NH +
4 -N 浓度一直表现为夏季高、其它时间较低

的趋势( 图 2C) ． 有植被组、无植被组和东湖水体 NO －
3 -N 浓度分别为 0． 428、0． 434 和 0． 390 mg /L，有植被组

与无植被组要略高于东湖，但三者之间差异不显著( P ＞ 0． 05) ( 表 2) ; 月际变化上看，3 个处理组的 NO －
3 -N

浓度都具有明显的冬季高、其它季节较低的趋势( 图 2E) ．
在磷营养盐含量上，有植被组、无植被组和东湖水体 TP 浓度分别为 0． 126、0． 135 和 0． 197 mg /L，东湖

TP 浓度显著高于无植被组和有植被组，无植被组与有植被组之间无显著差异( P ＞ 0． 05) ( 表 2) ; 月际变化

上，东湖 TP 浓度无明显的季节变化，但 2 个围隔的季节变化明显，表现为冬季低，夏、秋季较高( 图 2B) ．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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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被组、无植被组和东湖水体 PO3 －
4 -P 浓度分别为 0． 029、0． 039 和 0． 025 mg /L，2 个围隔水体 PO3 －

4 -P 浓度略

高于东湖，但三者之间差异不显著( P ＞ 0． 05) ( 表 2) ; 月际变化上看，3 个处理组的 PO3 －
4 -P 浓度具有相同的

季节变化趋势，都表现为夏季高、其它时间较低( 图 2D) ．

图 2 不同处理组的物理化学指标月际变化

Fig． 2 Monthly variation of physicochemical parameters in different treatments

有植被组、无植被组和东湖水体 Chl． a 浓度分别 45． 573、38． 481 和 62． 944 μg /L，东湖水体 Chl． a 浓度

显著高于无植被组与有植被组水体，无植被组与有植被组之间也具有显著差异( P ＜ 0． 05) ( 表 2) ; 从月际变

化上来看，3 种处理组均表现出明显的夏、秋季高，其它时间较低的趋势( 图 2F) ． 有植被组、无植被组和东湖

水体 SD 分别为 0． 908、0． 835 和 0． 521 m，东湖和无植被组的 SD 显著低于有植被组，东湖 SD 也显著低于无

植被组( P ＜ 0． 05) ( 表 2) ; 月际变化上 3 种处理组都明显的表现为冬季高、其它时间低( 图 2G) ． 有植被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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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植被组和东湖水体 Kd 分别为 1． 762、1． 906 和 3． 045 m －1，东湖和无植被组水体的 Kd 显著高于有植被组

水体，东湖水体 Kd 也显著高于无植被组( P ＜ 0． 05) ( 表 2) ; 月际变化上 Kd 与 SD 相反，3 种处理组都表现为

冬季低、其它时间较高( 图 2H) ．
总体来看，有植被组水体除 NO －

3 -N、PO
3 －
4 -P 外，其它营养盐含量均显著低于东湖水体，大部分营养盐含

量也低于无植 被 组 水 体． 其 中 有 植 被 组 水 体 TN、NH +
4 -N、TP 和 Kd 相 比 于 东 湖 水 体 分 别 低 30． 55%、

44． 09%、36． 04%和 42． 13%，相比于无植被组水体分别低 5． 96%、13． 40%、6． 70%和 7． 60% ． 有植被组水体

Chl． a 浓度比东湖水体低 27． 60%，而比无植被组水体高 15． 60% ． 有植被组水体 SD 分别比东湖水体和无植

被组水体高 74． 59%和8． 70% ( 表 2) ．

表 2 不同处理组的水体理化指标比较*

Tab． 2 Comparisons of physicochemical parameters in different treatments

水体理化指标 东湖 无植被组 有植被组

TN / ( mg /L) 2． 216 ± 0． 312a 1． 694 ± 0． 273b 1． 593 ± 0． 416b

NO －
3 -N / ( mg /L) 0． 390 ± 0． 269a 0． 434 ± 0． 218a 0． 428 ± 0． 219a

NH +
4 -N / ( mg /L) 0． 313 ± 0． 170a 0． 202 ± 0． 138b 0． 175 ± 0． 162ab

TP / ( mg /L) 0． 197 ± 0． 039a 0． 135 ± 0． 051b 0． 126 ± 0． 066b

PO3 －
4 -P / ( mg /L) 0． 025 ± 0． 020a 0． 039 ± 0． 036a 0． 029 ± 0． 027a

Chl． a / ( μg /L) 62． 944 ± 22． 556a 38． 481 ± 19． 439b 45． 573 ± 25． 907ab

SD /m 0． 521 ± 0． 197a 0． 835 ± 0． 298b 0． 908 ± 0． 292ab

Kd /m －1 3． 045 ± 0． 880a 1． 906 ± 0． 620b 1． 762 ± 0． 600ab

DO / ( mg /L) 8． 900 ± 2． 656a 7． 312 ± 2． 696b 8． 356 ± 2． 628ab

pH 8． 499 ± 0． 211a 8． 261 ± 0． 286b 8． 323 ± 0． 283b

COND / ( μS /cm) 357． 896 ± 36． 849a 348． 481 ± 46． 561b 348． 102 ± 43． 731b

T /℃ 20． 335 ± 8． 427a 19． 843 ± 8． 828b 19． 870 ± 8． 792b

TN /TP 11． 699 ± 2． 809a 14． 592 ± 6． 231b 16． 299 ± 9． 739ab

* 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P ＜ 0． 05) ．

2． 3 不同处理组的沉积物及间隙水的理化性质变化

不同处理组沉积物间隙水中各形态氮营养盐实验前后变化较为明显，实验前有植被组、无植被组和东

湖沉积物间隙水 TN 浓度分别为 7． 477、7． 822 和 8． 379 mg /L，有植被组和无植被组略低于东湖，差异不显著

( P ＞ 0． 05) ; 实验后，有植被组、无植被组和东湖沉积物间隙水 TN 浓度分别为 5． 914、7． 439 和 9． 595 mg /L，

有植被组和无植被组显著低于东湖，有植被组亦显著低于无植被组( P ＜ 0． 05) ，各处理组 TN 浓度实验后与

实验前相比，东湖显著升高，有植被组显著降低( P ＜ 0． 05) ，降幅为 20． 91% ． 而无植被组 TN 浓度实验前后

无显著差异( P ＞ 0． 05 ) ( 图 3A) ． 实验前有植被组、无植被组和东湖 NH +
4 -N 浓度分别为 5． 124、5． 382 和

6． 315 mg /L，有植被组与无植被组显著低于东湖，而有植被组与无植被组之间差异不显著( P ＞ 0． 05) ; 实验

后，有植被组、无植被组和东湖间隙水 NH +
4 -N 浓度分别为 2． 748、3． 597 和 7． 174 mg /L，有植被组与无植被

组显著低于东湖，有植被组显著低于无植被组( P ＜ 0． 05) ，3 种处理组 NH +
4 -N 浓度实验后与实验前相比，东

湖显著升高，而无植被组与有植被组都显著降低，其中有植被组 NH+
4 -N 浓度降低 46． 37% ( 图 3C) ． 实验前，

有植被组、无植被组和东湖沉积物间隙水 NO －
3 -N 浓度分别为 0． 093、0． 123 和 0． 143 mg /L，有植被组显著低于

无植被组和东湖; 实验后，植被组、无植被组和东湖沉积物间隙水 NO －
3 -N 浓 度 分 别 为 0． 112、0． 129 和

0． 170 mg /L，有植被组与无植被组显著低于东湖( P ＜ 0． 05) ，与实验前相比，有植被组和东湖沉积物间隙水

NO －
3 -N 浓度比实验前显著升高( P ＜ 0． 05) ，无植被组与实验前无显著差异( P ＞ 0． 05) ( 图 3E) ．

实验前，植被组、无植被组和东湖沉积物间隙水 TP 浓度分别为 0． 332、0． 333 和 0． 367 mg /L，有植被组

与无植被组显著低于东湖( P ＜ 0． 05) ; 实验后，分别为 0． 259、0． 319 和 0． 390 mg /L，3 种处理组两两之间差

异显著( P ＜ 0． 05) ，与实验前相比，有植被组沉积物间隙水 TP 浓度显著降低( P ＜ 0． 05) ，降低约 21． 99%，无

植被组实验前后无显著差异( P ＞ 0． 05) ，而东湖沉积物间隙水 TP 浓度比实验前显著升高( P ＜ 0． 05 ) ( 图

3B) ． 实验前，植被组、无植被组和东湖沉积物间隙水 PO3 －
4 -P 浓度分别为 0． 151、0． 152 和 0． 165 mg /L，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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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无显著差异( P ＞ 0． 05) ; 实验后，分别为 0． 167、0． 149 和 0． 181 mg /L，有植被组与东湖显著高于无植被

组( P ＜ 0． 05) ，与实验前相比，有植被组与东湖均显著升高( P ＜ 0． 05 ) ，无植被组与实验前相比无显著差异

( P ＞ 0． 05) ( 图 3D) ．

图 3 实验前后不同处理组的间隙水水质指标变化

Fig． 3 Variations of water chemistry in interstitial water in different treatments
at the beginning and the end of the experiment

各处理组实验前后沉积物中氮、磷含量变化来看，有植被组沉积物氮、磷含量变化均较为明显，无植被

组氮含量变化也比较明显，而东湖氮、磷含量实验前后无明显的变化． 氮含量上，实验前 3 种处理组分别为:

有植被组 0． 469%、无植被组 0． 468%、东湖 0． 512%，东湖显著高于有植被组和无植被组，有植被组与无植

被组之间无显著差异( P ＞ 0． 05) ; 实验后，有植被组氮含量为 0． 394%，无植被组氮含量为 0． 406%，东湖氮

含量为 0． 535%，东湖显著高于有植被组和无植被组( P ＜ 0． 05) ，有植被组与无植被组之间无显著差异( P ＞
0． 05) ，与实验前相比，有植被组与无植被组均显著降低，东湖略有升高，但差异不显著( P ＞ 0． 05) ( 图 4A) ．
磷含量上，实验前，3 种处理组分别为: 有植被组0． 202%，无植被组 0． 201%，东湖 0． 223%，东湖显著高于有

植被组和无植被组，有植被组与无植被组之间无显著差异( P ＞ 0． 05) ; 实验后 3 种处理组磷含量分别为: 有

植被组 0． 182%，无植被组 0． 198%，东湖 0． 236%，有植被组显著低于无植被组和东湖( P ＜ 0． 05) ，无植被组

亦显著低于东湖( P ＜ 0． 05) ，与实验前相比，有植被组磷含量显著降低，无植被组和东湖与实验前无显著差

异( P ＞ 0． 05) ( 图 4B) ．



胡 旭等:富营养化湖泊围隔中重建水生植被及其生态效应 355

图 4 实验前后不同处理组沉积物氮磷含量变化

Fig． 4 Variations of sediment nitrogen and phosphorus content in different treatments
at the beginning and the end of the experiment

2． 4 不同处理组的浮游生物变化

实验期间，共统计了 2011 年 4 月至 2012 年 3 月一年时间的浮游生物情况． 3 种处理组均鉴定出浮游植

物 7 门． 其中，绿藻门( Chlorophyta) 的种类数最多，其次为蓝藻门( Cyanophyta) 和硅藻门( Bacillariophyta) ，隐

藻门( Cryptophyta) 、裸藻门( Euglenophyta) 、甲藻门( Pyrrophyta) 和金藻门( Chrysophyta) 种类数较少． 3 种处

理组在 6 11 月都以蓝藻门占主导地位，约占 60%以上，其它月份以硅藻门、隐藻门和绿藻门共同占优势．
从浮游植物总生物量上来看，东湖的总生物量在绝大部分时间明显高于有植被组和无植被组，有植被组的

浮游植物总生物量在大部分月份略高于无植被组( 图 5) ．

图 5 不同处理组的浮游植物生物量及物种组成月际变化

Fig． 5 Monthly variation of phytoplankton biomass and species composition of different treatments

实验中还统计了浮游动物中的枝角类( Cladocera) 和桡足类( Copepoda) 生物量组成的变化． 在 3 种处理

中，均表现为枝角类在夏、秋季节( 5 10 月) 占主导地位，桡足类在冬、春季节( 10 月至次年 4 月) 占优势． 总

生物量上，有植被组和无植被组全年都明显高于东湖，有植被组在绝大部分时间略高于无植被组( 图 6) ，这

可能与有植被组中稳定适宜的栖息环境且缺少脊椎动物捕食者有关．

3 讨论

本实验中，重建水生植物群落对改善水质具有一定的效果． 围隔内移栽的几种水生植物全部存活，并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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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不同处理组的浮游动物生物量月际变化

Fig． 6 Monthly variation of zooplankton biomass in different treatments

立了相对稳定的群落; 移栽水生植物的围隔内水质明显优于围隔外，与未移栽水生植物围隔相比，也有较大

程度的改善． 研究结果表明，通过建立围隔阻断外源负荷，适当改善水体环境后，可以成功地恢复水生植被，

而水生植被重建后，又进一步改善了围隔内水体水质和生物群落，实现了围隔水体由以浮游植物占优势的

“浊水态”向以大型水生植物占优势的“清水态”的快速转换［23］，使得围隔内的生态系统得到良性循环． 值得

注意的是，在外部邻近水体环境没有得到改善时，就盲目地拆除围隔，可能会对已恢复的水生植物造成严重

打击甚至使其消亡． 此外，这种通过建立围隔，采用化整为零的方式恢复水生植物的方法，只适用于水深较

浅、面积较小的湖泊． 而在水深较深、面积较大的湖泊中采用这种方法恢复水生植物可能会面临较大的

困难．
据相关研究报道［23-24］，TN 与 TP 浓度分别在 2 和 0． 25 mg /L 以下时，才有利于水生植物的生长，浅水湖

泊可以通过水生植物的生长而维持清洁状态，高于此浓度，浮游植物将会占优势． 在本实验中，围隔内的 TN
及 TP 浓度在移栽水生植物初期都较高，甚至一度高于上述浓度，但在透明度较高时，水生植物的生长状况

依然良好，而透明度较低时，水生植物生长缓慢甚至衰亡． 从本研究结果来看，单纯的水中氮、磷浓度高，并

不是限制水生植物恢复重建的关键因子，而透明度则显得更加重要． 因此，在移栽水生植物前，为保证其移

栽成功，并健康地生长扩展，首先必须提高水体透明度．
实验过程中，2011 年夏季，移栽水生植物围隔与未移栽水生植物围隔内均出现一定程度的蓝藻水华，而

围隔外却没有出现． 从同期的水质监测结果来看，两个围隔内的浮游植物生物量、叶绿素浓度、氮磷浓度均

低于围隔外，而浮游动物生物量高于围隔外，所有以上现象都表明围隔外似乎更可能出现水华，但结果却恰

恰相反． 经过对 3 种处理组浮游植物生物量的分析发现，在水华暴发期间，两个围隔内的蓝藻中，铜绿微囊

藻( Microcystis aeruginosa) 的生物量均大大高于围隔外，而铜绿微囊藻能形成肉眼可见的达数毫米的群体，这

对浮游动物中的枝角类来说常常是不可食的［25-27］． 且围隔内缺少鲢鳙等滤食性鱼类对群体蓝藻的有效摄

食，这可能是造成围隔内出现水华的主要原因． 因此，在水生植物群落重建初期，由于植物的现存量较小，结

构不稳定，群落脆弱而易受破坏，需要尽可能减少干扰因素的影响，所以在重建水生植被前适当控制甚至清

除鱼类是必要的，但当植物群落发展到相对稳定的时候，可以适当引进水生动物，使之达到一个平衡． 此外，

围隔内水体环境受外界扰动较小，也使得蓝藻更容易聚集而形成水华．
本研究发现，实验期间随着季节的变化，围隔内的优势种群也在发生变化，这可能与不同植物的最佳生

长季节及其耐污能力存在差异有关． 春季基本以菹草为主，其它植物很少见，进入夏季，荇菜、苦草、狐尾藻、
金鱼藻相继得以发展，而后以菱为优势种． 值得注意的是，春季水绵、刚毛藻曾在围隔内暴发性生长，严重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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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了其它植物的生长扩展，因此，此期间应注意对其管理和控制． 此外，实验中发现，荇菜、菱等浮叶植物与

沉水植物的分布区有较大重叠，浮叶植物导致水下光照降低，极度不利于沉水植物的发展，是其有力的竞争

者，因此，在水生植被群落重建时，应适当控制浮叶植物的发展． 实验过程中，由于夏季雨水较多，2011 年 7
月，围隔内水位上升接近 1 m，给刚恢复的水生植物造成毁灭性打击． 有研究表明，水位的剧烈波动，尤其是

持续的高水位，对水生植物的生长非常不利，甚至造成植物的死亡［28］，因此，在水生植物恢复时，保持合理的

水位节律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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