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农业学报(Jiangsu l，．ofAgr．Sci．)，2011，27(2)：288～294 

张志勇，郑建初，刘海琴，等．不同水力负荷下风眼莲对富营养化水体氮磷去除的表观贡献[J]．江苏农业学报，2011，27(2) 

288-294． 

不同水力负荷下凤眼莲对富营养化水体氮磷去除的 

表观贡献 

张志勇， 郑建初 ， 刘海琴 ， 陈留根 ， 严少华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资源与环境研究所，江苏 南京 210014) 

摘要： 采用人工模拟方法，研究比较了不同水力负荷条件下风眼莲(Eichhornia crassipes)对富营养化水体氮、 

磷的吸收能力和去除作用。结果表明，当水力负荷为 0．14～1．00 m ／(m ·d)，进水总氮、总磷平均浓度分别为 

4．85 mg／L和0．50 mg／L时，凤眼莲 的生物量累积增加 31．56～42．89 kg／m ，平均生物量增长率为 0．27～0．38 

kg／(m ·d)；风眼莲组织中氮含量遵循地上部>地下部的规律，而磷含量则表现为地上部<地下部；整株的氮、磷平 

均含量分别在 18．87～28．17 mg／g和 4．20～6．69 mg／g。凤眼莲对氮 、磷的吸收总量随水力负荷的提高而增加 ，分 

别为 29．65～57．82 g／m。和 6．53～13．51 g／nl 。在低水力负荷 [0．14～0．33 m ／(m ·d)]下 ，风眼莲吸收对水体 

氮、磷去除起主要作用 ，表观贡献率分别为 42．33％ ～46．44％和 68．10％ ～95．26％；当水力 负荷提高至 1．00 

m ／(m ·d)时，风眼莲吸收对水体氮、磷去除的表观贡献率分别降至 34．29％和50．03％，但仍起到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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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arent removal contributions of E&hhornia crassipes to nitrogen and 

phosphorous from eutrophic water under different hydraulic loadings 

ZHANG Zhi—yong， ZHENG Jian—chu， LIU Hal-qin， CHEN Liu—gen， YAN Shao—hua 

(Institute of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Jiangsu Academy ofAgricuhural Sciences，Na ng 210014，China) 

Abstract： The nitrogen and phosphorus uptake and removal abilities of Eichhornia cr∞s from eutrophic water un 

der different hydraulic loadings，were comparatively studied by simulation experiments．The results showed that when hydrau— 

lic loading was 0．14—1．00 m ／(in ·d)，total nitrogen content of initial water was 4．85 mg／L and total pho~,；phorous content 

was 0．50 mg／L，the total biomass of Eichhornia cr∞s was increased by 31．56-42．89 kg／m ，and the growth rate was 

0．27—0．38 kg／(in ·d)．The nitrogen and phosphorous distributions in Eichhornia crassipes tissues were shown as 

aboveground>belowground and aboveground<belowground，respectively．The nitrogen and phosphorous contents of Eichhornia 

cr(L~sipes were 18．87—28．17 mg／g and 4．20—6．69 mg／g．respectively．Along with the increase of hydraulic loading，the total 

uptakes of nitrogen and phosphorus by Eichhornia crassipes increased，ranging from 29．65 g／m to 57．82 m and from 

6．53 m to 13．51 g／m ，respectively．Under low hydraulic loading[0．14-0．33 Hi ／(nl ·d)]conditions，the Eich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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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rnia cra$sipes played a major role in nitrogen and 

phosphorus removal from eutrophic water，the apparent 

contribution rate of nitrogen being 42．33％ ～46．44％ and 

that of phosphorous being 68．10％ 一95．26％ ．When the 

hydraulic loading was 1．00 Ill ／(m2·d)，the apparent 

contribution rates of nitrogen and phosphorous decreased to 

34．29％ and 50．03％ ，respectively． It indicated that 

Eichhornia crassipes uptake was an important pathway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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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trogen and phosphorous removal from eutrophic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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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ibution 

水体富营养化是全球性的水环境问题，具有发 

展快、危害大和治理难等特点。以水生植物为核心 

的污水处理和富营养化水体修复技术，因具有效果 

好、投资少、运行成本低、易管理、景观效果好等优 

点，已成为国内外生态环境科学领域研究的热点之 
一  

。 凤眼莲(Eichhornia crassipes)是研究最早、 

最深入，也是实际生态修复工程中应用较广的水生 

植物，被公认为是去除氮、磷效果最佳的植物 J。 

近年来已广泛用于工业废水 剖、生活污水 J、富营 

养化湖泊、河道_1 “ 等水体的处理中。 

水生植物可通过自身组织吸收直接去除水体中的 

氮和磷，在污染水体修复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凤眼莲根系发达、生长繁殖快、耐污能力强，有关其对 

氮、磷等污染物的吸收、累积、分解等作用的研究屡见 

报道 。而针对凤眼莲在不同水力负荷下对富营养 

化水体氮、磷的吸收、累积及去除能力的比较研究则少 

见报道。本研究采用动态模拟试验方法，分析和比较 

了不同水力负荷下凤眼莲的氮、磷含量、分布、吸收能 

力及对水体中氮、磷的表观去除贡献，旨在为利用凤眼 

莲修复富营养化水体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装置 

试验于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内进行。试验装置由 

20个长×宽×深为1．0 BX1．0 BX1．2 In的混凝土水 

池组成，每个水池中部设有一端连通的隔板(长X 

宽X高为 0．80 m×0．03 mX1．20 lI1)以增加水流流 

程，水池底部铺设 15 cm厚湿润塘泥。进水 口和出 

水口分设在隔板(未连通端)的两侧 ，其中进水 口位 

于水池底部以上 15 CIII处(底泥上方)，出水 口位于 

水池上端，与进水口的垂直高度为 1．0 m，水池的有 

效容积为 1．0 133_ 。试验运行时蓄水塘污水由泵提 

升至高位槽，经 PVC管以重力流方式流人池中，再 

经出水口排出。凤眼莲初始放养量为 3．0 kg／m 。 

1．2 试验方法 

试验于 2008年 7月 31日至 11月 19日进行， 

气温和水温分别为18．5～35．5℃和17．0～32．0 oC。 

以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内 2号蓄水塘污水为试验原 

水，采用间歇式进水方式，每天 8：30～16：30连续 

8 h进水，其余 16 h停泵。通过调节进水 口处的浮 

子流量计控制水池的进水流量，将水力负荷分别设 

定为 0．14 m ／(m ·d)、0．20 m ／(m ·d)、0．33 

m ／(m ·d)和 1．O0 Ill ／(m ·d)。每个水力负荷 

处理重复 3次，各处理另设一个未种养凤眼莲的水 

池为空白对照。凤眼莲净化系统的进水水质指标平 

均值及氮、磷总负荷如表 1所示。试验期间不考虑 

雨水对凤眼莲系统的冲击作用和水分的挥发。每7 

d采集 1次出水水样，测定全氮、NH4+-N、NO 一N、 

全磷浓度，共监测 16次。各污染物的去除率(R)和 

去除负荷( )分别按下列公式计算：R=(C —C )／C X 

100％，L=Qx(C 一C )／A，式中C 、C 分别为进水浓度 

(mg／L)和出水浓度(mg／L)，A为凤眼莲净化系统表 

面积(nl )，Q为进水流量[L／(m ·d)]。每7 d称重 

风眼莲 1次，测定其生物量增长速率、分株速率、株高 

和根长等生长指标；每 14 d采集 1次植株样品，将其 

分为地上部和地下部，在 105℃下烘干，磨碎后备用， 

测定组织内氮、磷含量。试验期间共收获4次凤眼莲 

(每28 d收获 1次)，每次收获时将净增长量移出，保 

留3．0 kg／in 的凤眼莲继续净化试验。 

1．3 测定项 目及方法 

水样中TN(总氮)、TP(总磷)、NH N、NO 一一N 

测定分 别采用 K：S：0 氧 化一紫外 分光 光度 法、 

K S：0 氧化一钼锑抗比色法、靛酚蓝比色法和紫外分 

光光度法；植物样品经 H SO 一H 0 消煮后，全氮、全 

磷分别采用凯式定氮法和钒钼黄比色法测定。 

2 结 果 

2．1 不同水力负荷下凤眼莲的生长特性 

试验期问，凤眼莲在 4种水力负荷下均可正常 

生长。从表2可以看出，风眼莲的总生物量增长量 

(鲜重)和分株速率均随进水水力负荷的提高呈递 

增的趋势，而根系长度则呈递减的趋势，原因主要在 

于低水力负荷致使系统承载的氮、磷负荷较低，促使 

凤眼莲根系长度明显增加以实现对营养最大程度的 

吸收  ̈ ；不同水力负荷下凤眼莲的干物质含量和 

株高均较接近，分别在5．0％和28．0 am左右。 



江 苏 农 业 学 报 2011年 第 27卷 第2期 

表1 凤眼莲净化系统进水水质及氮、磷总负荷 

Table 1 Initial water quality and total nitrogen and total phosphorus loads for Eichhornia crassipes purification system 

分株速率指 1 d内1 m 范围内分出的植株数。 

在初始放养量为 3．0 kg／m 条件下，凤眼莲的 

平均生物量增长率呈现先增加后降低的趋势 (图 

1)，在放养 14 d后达到最大值，此后随生长时间的 

推移逐渐降低。水力负荷对凤眼莲的生长具有一定 

的影响。随着水力负荷的提高，凤眼莲的生物量增 

长率有所增加，水力负荷为 0．14 ITI。／(ITI ·d)、0．20 

m ／(m。·d)、0．33 m。／(m ·d)、I．00 1TI ／(m ·d) 

处理下，凤眼莲在收获周期内的平均生物量增长率 

分别为 0．27 kg／(m ·d)、0．31 kg／(m ·d)、0．33 

kg／(m ·d)和 0．38 kg／(m ·d)。 

O．8 

O．7 

槲 0．6 

薹 
室 

O 1 

0 

生长时间 (d) 

— e一 0．14 m ／(m2·d)；—各一 O．20 m ／(m ·d)； 
—

争一 0．33 m ／(m ·d)；—日_-l_O0 m ／(m -d) 

图I 不同水力负荷下凤眼莲的生物量增长率 

Fig．1 Biomass accumulation rate under different hydraulic 

Ioadings 

2．2 不同水力负荷下风眼莲植株的氮、磷含量及其 

分配 

试验期问，凤眼莲在4个水力负荷下不同部位 

及整株的氮、磷含量见表 3。可以看出，随着水力负 

荷的提高，凤眼莲地上部与整株的氮、磷含量以及地 

下部氮含量均增加，表现为高水力负荷[0．33—1．00 

m ／(m ·d)]与 低 水 力 负 荷 [0．14～ 0．20 

m ／(m ·d)]间差异显著(P<0．05)；而不同水力负 

荷间地下部磷含量无显著差异。4个水力负荷下凤 

眼莲氮含量表现为地上部>地下部，而磷含量则为 

地上部<地下部。 

2．3 不同水力负荷下凤眼莲对氮、磷的吸收量 

依据各收获周期(28 d)的凤眼莲地上部、地下 

部生物量干重及组织内的氮、磷养分含量，计算地上 

部、地下部的氮、磷吸收总量，并相加求得整个试验 

期间凤眼莲植株的氮、磷吸收总量，结果见表 4。可 

以看出，试验期间，凤眼莲在4个水力负荷下氮、磷 

吸收总量分别 为 29．65—57．82 g／IT1 和 6．53～ 

13．51 g／m ，均随水力负荷的提高而增加，水力负荷 

为 1．00 m ／(m ·d)处理与其他 3个水力负荷间差 

异显著(P<0．05)；凤眼莲地上部氮、磷吸收总量分 

别为 23．81～52．45 IT1 和3．55～11．04 g／m ，分别 

占总 吸 收 量 的 80．30％ ～91．23％ 和 54．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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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72％，表明凤眼莲对富营养化水体氮、磷的吸收 

主要积累在地上部，并且不同水力负荷问差异显著 

(P<0．05)；凤眼莲地 下部积 累的氮、磷分别 为 

3．80～6．25 g／m。和 1．54—2．98 g／m ，低水力负荷 

[0．14～0．20 nl ／(m ·d)]与高水力负荷[0．33～ 

1．00 1TI ／(1TI ·d)]问差异显著(P<0．05)。 

表 3 不同水力负荷下风眼莲组织氦、磷含量 

Table 3 Nitrogen and phosphorus contend of Eichhornia crassipes under different hydraulic Ioadings 

I司列数据后不 I司小 写字母表不差 异达 0．05显吾水半 。 

在本试验水力负荷条件下，考察了各收获周期 

的凤眼莲氮、磷吸收量与自身生物量增长量(鲜重) 

和植株氮 、磷含量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凤眼莲的 

氮、磷吸收总量与生物量增长量问呈极显著的正相 

关，相关系数分别为 0．825 7(P<0．O1)和 0．750 5 

表4 不同水力负荷下凤眼莲对氨、磷的吸收总量 

(P<0．01)；但氮吸收总量与植株氮含量间相关性不 

高(P>0．05)，磷吸收总量与植株磷含量之间相关性 

显著(P<0．05)(图2)。由此可知，凤眼莲在生长期 

间对富营营化水体氮、磷的吸收总量主要受生物量 

的影响。 

Table 4 Total uptakes of nitrogen and phosphorus by Eichhornia crassipes under different hydraulic ioadings 

水力负荷 氮吸收量 (g／,1／ ) 磷吸收量 (g／m ) 

[II13／(m ·d)] 地上部 地下部 总吸收量 地上部 地下部 总吸收量 

同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达 0．05显著水平。 

2．4 不同水力负荷下凤眼莲净化系统对水体氮、磷 

的表观去除率 

水力负荷是影响污水净化系统总氮、总磷去除的 

一 个重要因素。一般水力负荷越小，污水的停留时间 

就越长，总氮、总磷的去除率越高  ̈J。由表5可知， 

凤眼莲净化系统对水体总氮、总磷的表观去除率与水 

力负荷之问完全遵循了这一规律。当水力负荷由0．14 

m ／(m2·d)增至 1．00 nl ／(m2·d)时，凤眼莲系统 出 

水总氮、总磷浓度分别由0．75Ⅱ L和 o_09Ⅱ L上升 

至3．38 mg／L和 0．27 rag／L；总氮 的表观去除率 由 

84．95％降至30．77％，总磷的表观去除率则由80．65％ 

降至47．79％。这是因为，随着水力负荷的提高，净化 

系统内水流速度上升，水体沉淀和接触反应时间减小。 

4个水力负荷 [0．14 m ／(m2·d)、0．20 m3／(m2·d)、 

0．33 1i"1 ／(n3 ·d)、1．00 1TI ／(m ·d)]下，风眼莲系统 

对水体总氮、总磷的表观去除率比未种养凤眼莲对照 

系统 分 别 高 l7．34％、25．(r7％，19．82％、27．77％， 

l8．59％ 、28．19％和 12．92％、29．90％。 

去除率反映的是处理前后污染物浓度的变化程 

度，而去除负荷反映了净化系统去除污染物的能力 

及对净化系统面积的利用效率。由表 5可知，凤眼 

莲系统对总氮、总磷的表观去除负荷变化趋势与去 

除率相反 ，即总氮、总磷的表观去除负荷随水力负荷 

的 提 高 而 呈 增 加 的 趋 势。在 0．14～ 1．00 

ITi ／(m ·d)水力负荷下，凤眼莲系统对总氮、总磷 

的表观去除负荷分别为0．58～1．47 g／(I"13 ·d)和 

0．06～0．23 g／(m ·d)，比对照分别高 出0．12～ 

0．62 g／(nrl ·d)和 0．02～0．15 g／(m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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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凤眼莲氮、磷吸收量与生物量增长量和氦、磷含量的关系 

Fig．2 Relationship between nutrients uptakes and nutrients contents and biomass accumulation of Eichhornia cragsipes 

表5 不同水力负荷下风眼莲净化系统对氮、磷的去除效果 

Table 5 Removal rates of total nitrogen and total phosphorus from eutrophic water by Eichhornia crassipes under different hydraulic loadings 

2．5 不同水力负荷下凤眼莲对水体氮、磷去除的表 

观贡献 

从 表 6可 以 看 出，在 负 荷 0．14～1．00 

m ／(m ·d)条件下，凤 眼莲净化 系统对水体总 

氮、总磷的表观去除总量分别为70．04～168．63 

g／m 和6．86—27．00 g／m ，结 合凤 眼莲 植株对 

氮、磷的吸收总量，可得到凤眼莲通过吸收作用 

去除水体总氮、总磷的表观贡献率。在水力负荷 

为 0．14 m ／(m ·d)、0．20 ITl ／(In ·d)、0．33 

m ／(m。·d)条件下，凤眼莲对氮 的吸收总量分 

别占水体总氮去除总量的 42．33％、46．44％和 

45．15％，比较接 近；当水 力 负荷 提 高 至 1．O0 

111 ／(m ·d)时 ，随着水体总氮去除量的大幅度 

提高 ，风眼莲吸收的氮总量 占水体总氮去除总量 

的比例明显降低 ，表观贡献率为 34．29％。凤眼 

莲吸收对水体总磷去除的表观贡献率随着水力 

负荷的提高而降低。试验期间，由于风眼莲净化 

系统承载的总磷负荷远低于总氮负荷，因此 ，风 

眼莲吸收作用对水体总磷去除的表观贡献率高 

于总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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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不同水力负荷下风眼莲对氨、磷去除的贡献 

Table 6 Contribution of Eichhornia crassipes to nitrogen and phosphorus removal from eutrophic water body under different hydraulic loadings 

3 讨 论 

凤眼莲净化富营养化水体的效果首先取决于生 

物量，而其 自身生长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气候特别是 

温度的影响，当气温在 30～35℃或水温 27～30℃ 

时生长最旺盛 。本试验开始至结束，气温和水温 

的跨度较大，分别为18．5～35．5℃和17．0～32．0 

qC，致使凤眼莲的生物量增长率变化幅度也较大。 

在高温的夏季，凤眼莲的生物量增长率最高可达 

0．66 kg／(m ·d)，而进入 1 1月份后 仅 为 0．12 

kg／(m ·d)。同时，水力负荷对凤眼莲的生长也有 
一 定的影响，当水力负荷由0．14 m ／(m ·d)提高 

到 1．00 m ／(m ·d)时，凤眼莲的平均生物量增长 

率由0．27 kg／(m ·d)增至0．38 kg／(m ·d)。但 

水力负荷对风眼莲生长的影响小于温度的影响。此 

外，风眼莲只有通过收获，净化作用才能得以实现。 

本试验结果表明，凤眼莲生物量增长率在生长 14 d 

后达到最大值，此后随时间的推移逐渐降低。因此 

在实际种养过程中，建议每 2～3周收获 1次凤眼 

莲，以获取更高的凤眼莲生物量，从而达到提高其净 

化效率的目的。 

研究表明，不同种类植物以及同一植物不同器 

官的氮、磷含量有所不同，氮和磷在植物组织中的分 

布一般遵循地上部>地下部的规律，即植物对氮、磷 

的积累主要集中于地上部，这种分配有利于通过收 

获植物地上部去除氮和磷  ̈ 。本研究中，4个 

水力负荷处理下风眼莲的氮含量均为地上部>地下 

部，而磷含量则呈现地上部<地上部；地上部的氮、 

磷含量平均分别为 21．89～30．62 mg／g和3．00～ 

6．41 mg／g，地下部为12．97～17．79 mg／g和6．09～ 

7．82 mg／g。凤眼莲地上部氮、磷吸收总量分别为 

23．81～52．45 g／m 和 3．55～1 1．04 g／m ，分别 占 

氮、磷总吸收量的80．30％ ～91．23％和54．36％ ～ 

81．72％，表明凤眼莲对水体总氮、总磷的吸收主要 

集中于地上部。此外 ，本研究结果显示，凤眼莲植株 

的氮、磷平均含量均随水力负荷的提高而增加，其对 

氮、磷的吸收量主要受自身生物量的影响，这与蒋跃 

平等 和DeBusk等 的研究结论一致。 

大量研究已证明，凤眼莲对污染水体的净化效 

果明显优于任何一种水生植物，是公认的去除氮、磷 

效果最佳的植物 。本研究中凤眼莲净化系统对 

水体总氮、总磷 的表 观去除率分别 为30．77％ ～ 

84．95％和 47．79％ ～80．65％，均随水力负荷的提 

高而降低，而表观去除负荷在增加。4个水力负荷 

下 ，凤眼莲系统对总氮、总磷的表观去除负荷平均分 

别 为 0．58～ 1．47 g／(1"1q ·d)和 0．06～ 0．23 

g／(m ·d)。从降低水体营养盐负荷、修复富营养 

化水体水质的角度考虑，较大的表观去除负荷意味 

着在相同的时间内能去除更多的污染物。但若水力 

负荷过高，将使系统出水中污染物浓度上升，影响系 

统的净化效果；而水力负荷过低，又会降低系统单位 

面积的污水处理量，发挥不出系统的净化潜力。因 

此，按照既要保证净化效果，又要适当加大水力负 

荷、提高处理量的原则，本试验条件下凤眼莲净化系 

统运行的最佳水力负荷以0．33 m ／(11q ·d)为宜。 

多数研究显示 ，在处理低负荷氮、磷的净化系统 

中，植物吸收对氮、磷的去除起主要作用，对水体氮、 

磷去除的贡献可超过 40％[21 J，甚至高达 90％E25]； 

但在高氮、高磷负荷的净化系统中，虽然植物吸收 

氮 、磷的绝对量比低负荷系统大，但其所占比例低， 
一 般不超过 10％_2 。本研究中，当水力负荷在 

0．14～0．33 m ／(m ·d)时，凤眼莲净化系统承载 

的水体总氮、总磷负荷量分别为82．50～185．9 g／m 

和 8．50～19．17 g／m ，凤眼莲吸收氮、磷总量分别 

占水体氮、总磷表观去除总量的42．33％ ～46．44％ 

和68．10％ ～95．26％，凤眼莲吸收对总氮、总磷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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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主 要 作 用；而 当 水 力 负 荷 提 高 到 1．00 

m 。／(m ·d)，净化系统承载的总氮、总磷负荷量分 

别升至548．1 g／m 和56．50 g／111 时，凤眼莲吸收作 

用对总氮、总磷去除的表观贡献率明显降低，分别为 

34．29％和 50．03％，但仍起到重要作用。 

尽管凤眼莲具有超强的净化水质的本领，但由 

于其在污染水体中生长迅速，甚至疯长，管理上稍有 

疏忽就会引发生态灾害，故也被称为世界十大害草 

之一。因此，在应用凤眼莲治理污水的实际工程中， 

有必要采取控制性种养手段，定期打捞和收集，科学 

合理地进行后处理，以期在达到生物治污目的的同 

时，将其资源化利用、变废为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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