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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了北京地区常见 & 种水生植物在水平流潜流型人工湿地中的污染物去除能力
和生活力) 结果表明，前边湿地单元对 *+,、-.、-/ 等污染物的去除贡献大于后边湿地单元)
供试植物均可在人工湿地中正常生长，稳定生长 !!" 0 后，不同植物的氮磷含量和生物量差异
显著（ ! 1 %2 %3），多数植物氮磷含量地下部高于地上部，地下地上部生物量比（ 4 5 6）接近或
大于 !) 植物体内的氮磷累积量为 !2 $7 8 (2 9& :·; < " 和 %2 !& 8 !2 %( :·; < " ) 植物生物量对
氮磷累积量的影响力大于氮磷含量对氮磷累积量的影响力) 水生鸢尾应为北京地区首选人工
湿地植物，菖蒲、香蒲和荻等次之) 泽泻和芦竹在人工湿地中不能越冬成活)
关键词# 人工湿地# 水生植物# 去氮除磷# 生活力# 北京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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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工湿地是近些年来发展较快的新型污水处理

水［! < "］、养殖废水［$］、农业径流［’ < 7］、工业废水［(］、垃

技术，具有投资少、易维护、运行费用低、处理效果好

圾渗滤液［9］等，对污水可进行初级沉淀处理、二级

等优点，现已被广泛地用于处理生活污水、城乡景观

处理和三 级 深 度 处 理［&］，并 已 形 成 一 定 的 建 造 规
范［!%］，在水环境可持续治理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

!北京市科委科技新星计划项目（"%%7W%$）和北京市科技计划资助
项目（ ]%(%&%3%%33%("9）)
!!通讯作者) ^B;D@P：0FDAPGC_ NDF) H0F) NA
"%%(B%&B"’ 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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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湿地植物是人工湿地的重要组成部分［7］) 我国
南方气候温暖，水网发达，水生植物品种繁多，人工
湿地污水净化效果显著，有关人工湿地植物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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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集中于南方! 在寒冷的北京地区，由于污染水体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1 卷

!# %" 植物样的选取与分析

的水量、水质和水温季节性变化大，人工湿地污水处

植物生长 ##" / 后，在每种植物种植区随机选

理系统持续性运行难度较大［"］! 关于北方人工湿地

取 % 个样方，每样方面积为 # ’ ( # ’，统计植株数

植物及其净化效果的报导较少! 提高植物在低温环

目、株高等生长性状，并测定每株植物的地下和地上

境中的修复效率，不仅可以促进人工湿地净化技术

部生物量，计算湿地植物的单株平均生物量和单位

在北方地区的应用发展，而且还可解决植物修复的

面积生 物 量! 称 取 0&& ’3 烘 干、磨 碎 植 物 样 品 经

周年循环问题，是污染水体植物修复过程中必须解

4" 560 74" 6" 消煮后，用靛酚蓝比色法测定植物的氮

［## $ #"］

决的重要问题

! 本文以构建于北京地区的水平

含量，用钼蓝比色法测定植物的磷含量，计算每种植

流潜流型人工湿地为对象，对本地常见水生植物在

物的氮磷累积量! 利用通径分析比较植物生物量和

湿地中的生活力和净化能力进行了初步研究，旨在

氮磷含量对植物氮磷累积量的影响!

探明北京地区人工湿地净化农村生活污水的效果和

进入 "&&. 年后调查各植物的返青时间及越冬

可行性，以及湿地植物的生态适应性和氮磷积累能

成活率! 比较各植物的移植存活率、越冬成活率和生

力，为北京人工湿地构建和水生植物的选择提供参

长期等生活力指标!

考!

!# &" 人工湿地净化效果测定
每 " 个月采取每个单元的进水水样和出水水

!" 材料与方法

样，并参照国标地面水标准［#%］规定的方法分析水
质，水质指标有 869、:;（ 凯氏氮）、;6% $ 7;（ 硝态

!# !" 人工湿地设计
人工湿地位于北京市密云县石城镇石塘路村，

氮）、<;（ 总氮）和 <=（ 总磷）等，评价人工湿地的污

用于处理农村生活污水，污水经沉淀池沉淀后进入

水净化效果!

湿地! 该湿地共有 % 个单元，每个单元的面积为 %&

!# ’" 数据分析

’ ( %& ’ ( &) * ’，各单元池的底部铺黏土并将其夯

用 >?+@A "&&% 作图，利用 5B5（ CD) "）进行方差

实（ 厚度为 #& +’），四周以水泥墙封闭防渗，基质上

分析（ 9EF+GF’H IEAJKLA@ MGF3@ <@HJ）、通径分析和聚

层为沙，厚 #, +’，中层为豆砂（ 直径为 " - % +’），厚

类分析!

度为 "& +’，下层为砾石（ 直径 , - * +’），厚 #, +’
（ 图 #）! 该系统处理水量为 ".& ’% ·/ $ # ，水力停留
时间为 0 /!

$" 结果与分析
$# !" 人工湿地的污水净化效果
由表 # 可以看出，人工湿地进水 ; 和 = 的指标

!# $" 湿地植物的种植
"&&* 年 , 月，将收集到的本地野生植物和一些

均高于!类水，经过人工湿地 % 个单元的净化后，出

园艺栽培植物共 1 种，选取大小较均匀的植株，分别

水水质有了明显的提高，达到了 " 类水! 进水 869

栽种到 % 个人工湿地池中，每种植物在每个单元池

指标为"类水，经过人工湿地 % 个单元的净化后，出

"

中的种植面积为 #&& ’ ! 各植物的种植方向与水流

水水质达到了#类水标准! 可见在北方构建人工湿

方向相同! 种植时，各种植物的盖度均为 *&2 左右!

地处理农村生活污水是可行的!

图 !" 人工湿地示意图
()*+ !" 9KG3NG’ OP +OFHJNE+J@/ Q@JAG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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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人工湿地水质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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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

进水 01234
第一单元出水
"<4234 => <1?4 )
第二单元出水
"<4234 => <1?4 @
第三单元出水
"<4234 =>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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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单元去除率
B3&=CD2 E3/F314D’3
=> <1?4 @（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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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单元去除率
B3&=CD2 E3/F314D’3
=> <1?4 #（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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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人工湿地中植物的生活力
#$%& 6" :)/1+( ;-+$5-+< /0 =5$2+. -2 +(, */2.+)3*+,4 1,+5$24
植物
,2D14
泽泻 !2 ’"&()&*+,&-.&)#/&
扁秆藨草 02 ’"&(#/."%#$
千屈菜 32 $&"#/&1#&
水生鸢尾 42 ’$5.6&/+1.$
香蒲 72 &.*.$)#8+"#&
菖蒲 !2 /&"&%.$
芦苇 9:1&*%#)5$ /+%%.(#$
荻 72 $&//:&1#8"+1&
芦竹 !2 6+(&;

移植存活率 越冬成活率
N</C?CD2
"C3/L?143/?1’
/D43
O</C?CD2
（G ）
/D43（G ）
)::
:
)::
)::
)::
75
)::
)::
)::
7@
)::
)::
)::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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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期
P/=L?1’
E3/?=M
（M）
)#A
)A5
@)5
@#8
@:7
)77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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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有近 9 Q ): M 的缓苗期，定植后长势很好，到 ):
月 底 地 上 部 几 乎 全 部 干 枯，生 活 力 一 般I 菖 蒲
（ !/+1.$ /&"&%.$）和香蒲（ 7<’:& &.*.$)#8+"#&）): 月底
地上部才开始变黄，生活 力 较 强I 千 屈 菜（ 3<):1.%
$&"#/&1#&）和水生鸢尾（ 41#$ ’$5.6&/+1.$）): 月底生长

H H # 个湿地单元对水体中氮磷等主要污染物均有

依旧旺盛，地上部仍呈绿色，且在生长期保持了较高

一定的去除作用，但贡献各不相同（ 图 @）I # 个单元

的生长速率，生物量有很大的增加I 此两种植物分别

对污染物去除贡献率基本上呈递减趋势，只是第三

开紫红色和黄色的花，花期较长，美丽的花序可满足

单元对 +! 的去除贡献高于第二单元I 虽然 # 个湿

水体景观建设的需 求I 荻（ 71#&11:5(& $&//:&1#8"+1&）

地单元具有相同的处理面积和植物组合，但由于它

在 ): 月底茎秆变为红色，丰富了植物的色彩I 水生

们在整个人工湿地生态系统中的位置不同，对污染

植物不仅可以去除水体污染物，而且构成一道美丽

物的去除贡献存在较大差别I

的景观，实现了其生态功能和景观功能I 芦竹（ !1.(,

67 6" 人工湿地中不同植物的生活力

6+ 6+(&;）): 月底的长势仍很旺盛，净化污水的功能

7 种水生植物在人工湿地移栽定植后，对其在

期较长，但越冬成活率为 :，这严重限制了其在北方

人工湿地中的移栽存活和生长情况进行了定期的观

人工湿地中的应用I

察和记录（ 表 @）I 所有 7 种植物在人工湿地种植后

67 >" 人工湿地中水生植物的生物量及其分配

均可以成活，而且大部分植物无明显的缓苗期I 其

所种 A 种植物（ 调查取样时，泽泻已全部枯死，

中，泽泻（ !"#$%& ’"&()&*+,&-.&)#/&）在 A 月中上旬即

未列表中，下同），至 @::; 年 ): 月 @: 日，各植物的

进入盛花期，
7 月中旬已全部枯死，绿色期较短，相

生物量及其分配情况见表 #I 各植物的总生物量为

应地其发挥污染物去除功能的时间也较短，而且第

7#6 : Q 8776 : ’·& $ @ I 其中，水生鸢尾最高，显著高

二年的越冬成活率为 :，生活力较弱，因此不宜在人

于其余 9 种水生植物（ 9 R :6 :8，下同）；扁秆藨草最

工湿地中采用I 扁秆藨草（ 0/#1’.$ ’"&(#/."%#$）种植

低，但与芦苇、千屈菜的总生物量无显著差异I 水生
鸢尾和芦竹的地上生物量处于同一水平，显著高于
其他 ; 种植物；扁秆藨草的地上生物量最低，与其他
植物差异显著I 各植物的地下部生物量：菖蒲、水生
鸢尾和香蒲较高，荻、芦苇和芦竹居中，扁秆藨草和
千屈菜最低I 可见，水生鸢尾的地上部和地下部生物
量在供试植物中均处于较高水平I 各植物地下地上
部生物量比为 :6 #A Q 56 5A，荻和水生鸢尾的地下部
和地上部生物量相近，芦竹的地下生物量远小于地
上生物量，其余植物的地下生物量均大于地上生物

图 6" 各湿地单元去除污染物的贡献率
8-9& 6" -=14/?J<4?=1 /D43 4= E=22<4D14 /3&=CD2 => 3C3/K L342D1M <1?4I

量I 各植物的株高种间也存在显著差异，芦竹最高，
扁秆藨草最矮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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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人工湿地中植物的生物量及株高
#$%& !" ’()*$++ $,- ./(0.1 )2 34$,1+ (, 1./ 5),+16751/- 8/14$,株高
&’()*%
（ +）

地上部生物量
,-./’)0.1$2 -(.+#33
（ ,，)·+ 4 5 ）

地下部生物量
6$2’0)0.1$2 -(.+#33
（ 6，)·+ 4 5 ）

扁秆藨草 !" #$%&’()$*’+

9: ;< = 9: >9?

5>: ;9 = 5>: 9@2

千屈菜 ," +%$’(%-’%

9: AD = 9: 9B-?

;A: @9 = >9: <A?

水生鸢尾 ." #+/)0%(1-)+

D: D; = 9: 9B#-?

香蒲 2" %)3)+4’51$’%

总生物量
7.%#" -(.+#33
（ )·+ 4 5 ）

68 ,

@A: >9 = <B: 9A2

A>: 99 = ;;: 9@?

B: BC

A5: @9 = B>: <C2

D;5: 59 = ;5: C>?

D: D@

>DD: @< = A: 5@#

5C;: >< = D>: ;A#

<AA: 99 = 5>: 9<#

9: A5

D: <; = 9: <A#

DBD: B; = 5D: <C?

5<5: ;C = B;: C@#-

>AB: 5B = <C: >@-

D: CD

菖蒲 6" (%$%*)+

9: ;; = 9: D?

C5: C9 = D5: DA?

>D9: ;9 = >>: ;9#

>A>: <9 = >C: >5-

>: C9

芦苇 7" (1**)&’+

D: D9 = 9: >#-?

CD: A9 = @9: CB?

D>D: 99 = <;: B9?2

5D5: A9 = DDD: <@?

5: 5D

荻 2" +%((8%-’5$1-%

D: <B = 9: 5#-

5DC: 99 = AA: ;C-

DC>: 59 = BA: AB-?

B9D: 59 = DB>: C@-

9: A>

芦竹 6" 01&%9

D: ;D = 9: 9D#

>DA: >9 = A5: 9;#

D5D: 99 = 5A: B5?2

BB9: >9 = D5D: BC-

9: >C

植物
!"#$%

同列相同字母表示邓肯氏新复极差检验差异不显著（ 7 E 9: 9<）7*’ 3#+’ "’%%’03 F(%*($ .$’ ?."1+$ +’#$% $. 3()$(G(?#$% 2(GG’0’$?’ -H I1$?#$’3 $’F
+1"%(J"’ 0#$)’ %’3% #% 9: 9< "’/’"；6 8 ,：地下生物量 8 地上生物量 6$2’0)0.1$2 -(.+#33 8 ,-./’)0.1$2 -(.+#33K

9: ;" 人工湿地中水生植物的氮、磷含量及氮、磷累
积量
供试的 C 种水生植物在人工湿地经过一定时期
的生长后，植物体内的氮含量差异显著（ 图 >）K 除芦
竹和水生鸢尾氮含量地上部高于地下部外，其余 @
种植物的氮含量地下部均高于地上部K 其中芦竹地
上部的氮含量显著高于其他 ; 种植物；扁秆藨草、千
屈菜、水生鸢尾、香蒲和菖蒲间的地上部氮含量处于
同一水平；荻的地上部氮含量最低，与芦苇无显著差
异K 就地下部氮含量而言，各植物的差异不如地上部
氮含量那么明显K 其中，菖蒲的地下部氮含量最高；
芦苇地下部氮含量虽最低，但仅与菖蒲及扁秆藨草
差异显著，与其他 < 种植物并无显著差异K
供试的 C 种水生植物体内磷含量也存在一定差
异（ 图B）K 多数植物的地下部磷含量高于地上部磷

图 ;" 北京地区人工湿地中植物地上部（ !）和地下部（ "）
磷含量
<(0& ;" ,-./’)0.1$2（ !）#$2 1$2’0)0.1$2（ "）?.$?’$%0#L
%(.$3 .G J*.3J*.013（ !）($ J"#$%3 ($ ?.$3%01?%’2 F’%"#$2 .G ($
N’(O($) 2(3%0(?%K

含量，
只有芦竹和水生鸢尾的磷含量地下部低于地上
部，
这与氮含量规律相同K 菖蒲的地上部磷含量居供试
植物之首，
芦竹和水生鸢尾的地上部磷含量与其无显
著性差异；
荻的地上部磷含量是所有供试植物中最低
的，
仅芦苇的地上部磷含量与之处于相同水平K
各供试植物在人工湿地运行 > 个多月后，植株
体内氮和磷的累积量表现出较大差异（ 图 <）K 芦竹、

图 !" 北京地区人工湿地中植物地上部（ !）和地下部（ "）
氮含量
<(0& !" ,-./’)0.1$2（ !）#$2 1$2’0)0.1$2（ "）?.$?’$%0#L
%(.$3 .G $(%0.)’$（ M）($ J"#$%3 ($ ?.$3%01?%’2 F’%"#$2 ($ N’(O($)
2(3%0(?%K
,：扁秆藨草 !: #$%&’()$*’+；N：千屈菜 ,: +%$’(%-’%；P：水生鸢尾 .:
#+/)0%(1-)+；I：香蒲 2: %)3)+4’51$’%；Q：菖蒲 6: (%$%*)+；R：芦苇
7: (1**)&’+；S：荻 2: +%((8%-’5$1-%；&：芦竹 6: 01&%9K 相同字母表
示邓肯氏新复极差检验差异不显著（ 7 E 9: 9<）7*’ 3#+’ "’%%’03 F(%*L
($ +’#$% $. 3()$(G(?#$% 2(GG’0’$?’ -H I1$?#$’3 $’F +1"%(J"’ 0#$)’ %’3% #%
9: 9< "’/’"K 下同 7*’ 3#+’ -’".FK

图 =" 人工湿地中植物的氮（ M）和磷（ !）累积量
<(0& =" M(%0.)’$ #$2 J*.3J*.013 #??1+1"#%(.$ ($ J"#$%3 ($ ?.$L
3%01?%’2 F’%"#$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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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低3 但这只是湿地运行第一年的表现，以后的净化
效果如何有待进一步观察3 有研究表明，人工湿地对
磷的去除功能主要依靠基质的吸附和沉降作用，植
物的作用较小，贡献约为 <5E［<; F <D］3 整个人工湿地
系统中，各湿地单元由于在系统中所处的位置不同，
对污染物的去除贡献也各不相同3 污水流经各级湿
地单元，污染物负荷逐级降低，各湿地单元所处理的
污水浓度也越来越低，从而影响各湿地单元的去除
贡献，氮、磷等污染物的去除量也呈下降趋势3 可见
污染物的浓度是影响各人工湿地单元净化效果的重
要因素3 葛滢等［<9］比较了不同程度富营养化水中植
图 !" 人工湿地中水生植物聚类图
#$%& !" !"#$%&’ () *+#*%,- ."*/%$ ,/ %0& -(/$%’#-%&1 2&%"*/13

物的净化能力，发现植物的净化能力在重度富营养
化水中优于在轻度富营养化水中3 其原因可能是低
浓度污水不能够满足植物的生长需要，从而影响到

水生鸢尾和菖蒲的氮累积量处于较高水平；扁秆藨

植物的净化能力3 因此，在选择人工湿地植物时，位

草、千屈菜和芦苇的氮累积量较低；香蒲和荻的氮累

于湿地系统前边的单元应种植耐较高氮、磷等污染

积量水平居中3 相对于氮累积量而言，各植物的磷累

物浓度的植物，后边的单元应选择种植在较低氮、磷

积量水平层次更为分明3 水生鸢尾磷累积量显著高

污染物浓度条件下对污染物具有较好去除能力的植

于其他 4 种植物；香蒲、菖蒲和芦竹的磷累积量无显

物3

著差异；扁秆藨草、千屈菜、芦苇和荻的磷累积水平
相当3

不同水生植物在人工湿地中的生活力有较大差
异3 泽泻和芦竹由于来年不能够越冬成活，不宜作为

以植物的氮、磷累积量为因变量，植物的生物量

北京的湿地植物3 水生鸢尾、荻的生活力强，对污水

和氮、磷含量为自变量进行通径分析3 结果表明，植

中的氮、磷污染物有较强的吸收能力，而且生长期

物生物量 与 氮、磷 累 积 量 的 直 接 通 径 系 数 分 别 为

长，景观效果好，是北京人工湿地理想的水生植物3

56 7895 和 56 ::8;，植物氮磷含量与氮、磷累积量的

不同植物在人工湿地中的生物量和株高也有较

直接通径系数分别为 56 ;9;< 和 56 ;55;3 可见，植物

大差异，水生鸢尾和芦竹的生物量和株高均大于其

生物量对氮、磷累积量的影响力远大于植物氮磷含

他植物；而且，各植物的地上部生物量和地下部生物

量3

量所在的比例也各不相同，多数植物的地下部生物

’( )" 人工湿地植物的功能分类
以各水生植物的越冬成活率、功能期、总生物

量等于或大于地上部生物量3 这说明人工湿地的环
境条件促进了植物根系的生长3 发达的根系为植物

量、植株平均氮、磷含量和氮、磷累积量为指标进行

吸收水体的污染物（ 如氮、磷等）提供了保障3 植物

聚类分析表明，供试的 7 种植物可明显分为 = 类（ 图

的吸收、吸附和富集作用与植株的地上部净生长量、

9）：水生鸢尾为一类，此类植物的生物量大，氮磷含

单位生物量的污染物蓄积强度、生物量的生产速度

量和氮、磷累积量高，对水中氮磷污染物的去除能力

和根系的生物量及发达程度密切相关［<4 F <:］3 尽管植

强；菖蒲、香蒲、荻和芦竹为一类，此类植物的生物量

物吸收不是人工湿地去除污染物的主要途径，但植

较大，氮磷含量和氮磷累积量较高，对水中氮磷污染

物为各种化学、物理和生物反应发生的基础［85］，植

物的去除能力也较强；扁秆藨草、千屈菜和芦苇分为

物滤床对氮的去除效果显著高于无植物处理［8<］3 庞

一类，此类植物的生物量较低，对氮磷的综合去除能

大的根际又为降解有机污染物的微生物生长提供了

力较弱3

良好的微 生 态 环 境，为 好 氧 微 生 物 提 供 足 够 的 氧

*" 讨" " 论
人工湿地系统对生活污水有较好的净化效果，
!>?、@A、@B 和 CA 的 去 除 率 分 别 为 :D6 <E 、
796 9E 、
4=6 9E 和 7D6 =E 3 相对而言，磷的去除效果

气［88］；增加了湿地基质的通气性，防止了堵塞的发
生，增强和维持了湿地基质的水力传输，延长了湿地
的运行寿命［8<，8=］3 因此输氧能力也可作为湿地植物
的筛选指标之一［8;］3
就植株体内的氮、磷含量而言，多数植物的地下

应, 用, 生, 态, 学, 报, , , , , , ,

’’*(

部氮、磷含量高于地上部! 这可能是因为植物在枯萎
［%&］

期将 "# 和 "$ 移至地下

! 但芦竹和水生鸢尾等

高生物量的植物体内的氮、磷含量地上部均高于地
下部! 这可能是因为取样时芦竹和水生鸢尾相对于
其他植物仍保持了较好的长势，未到枯萎期! 鉴于
此，对人工湿地进行管理维护时，植物刈割时间的确
定至关重要! 此外，高生物量的水生植物体内的氮、
磷累积量也高于生物量低的水生植物! 回归分析表
明，人工湿地中水生植物的氮、磷累积量与植物的生
物量呈正比，但与植物的氮、磷含量无明显的正比关
系! 这与蒋跃平等［’］研究结果一致! 因此，高生物量
植物的茎叶中积累了大量的氮和磷，加强植被系统
管理（ 如采取定期收割等措施），能有效提高人工湿
地的净化效率，延长其使用年限! 而且，收割后的水
生植物可以用作生物质能源的原材料［%(］! 这在一定
程度上对人工湿地技术的推广应用具有促进作用!
所以，挺水植物应为构建人工湿地植被系统的主要
类型植物! 同时，水生植物的生物量可作为选择人工
湿地植物时的一个重要指标! 本研究所选择的 ) 种
水生植物（ 泽泻除外），根据其在北京人工湿地的中
的生活力和氮磷去除能力，可分为 * 个功能群：以水
生鸢尾为代表的湿地植物，属于对氮磷具有高吸收
功能、生活力强的植物种类，可作为北京人工湿地植
物的首选目标；菖蒲、香蒲、荻和芦竹为一功能群，对
水中氮磷污染物也具有较强的去除功能，在人工湿
地中也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是北方人工湿地植物
的重要成员；扁秆藨草、千屈菜和芦苇为一功能群，
此类植物对氮磷的综合去除功能较弱，但出于人工
湿地植物多样性原则和景观配置的需要，也可在人
工湿地中使用! 研究表明，采取覆盖措施可以高效地
解决人工湿地系统的冰冻和植物衰退问题［%+，%)］! 这
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耐寒性差的湿地植物的弱势!
总之，在构建人工湿地时，设计者要根据所处理污水
的富营养状况、景观需要及当地的气候特点，选择适
合的功能群植物，最大限度地发挥人工湿地的净化
作用!
参考文献
［’］, -./01 23$（ 蒋跃平），45 2（ 葛, 滢），265 738（ 岳
春雷），!" #$! #69:.509 :5;<=/> :<>5 <? @>/09A .0 B<03
A9:6B95C D59>/0C <0 A.1E9A55.01 D/95:! %&"# ’&($()*&#
+*,*&#（ 生态 学 报），%FFG，!"（ ) ）：’+’) H ’+%*（ .0
7E.05A5）
［%］, IE/01 -（ 张, 建），J5 K（ 何, 苗），LE/< M3L（ 邵
文生），!" #$! L6A9/.0/N>5 <@5:/9.<0 <? A6NA6:?/B5 B<03
A9:6B95C D59>/0C 9:5/9.01 @<>>695C :.=5:! ’,-*.(,/!,"#$

, , , , , , , , , , , , ’O 卷

+&*!,&!（ 环境科学），%FF(，!#（O）：’+(F H’+(G（ .0
7E.05A5）
［*］, 8./< P3Q（ 廖新俤），86< L3K（ 骆世明）! R??5B9A <?
B<0A9:6B95C D59>/0CA <0 9:5/9.01 D.9E 0.9:<150 /0C @E<A3
@E<:6A .0 D/A95D/95: ?:<; E<115:S! 01*,!2! 3(4.,#$ (5
%66$*!7 ’&($()8（ 应用生态学报），%FF%，$%（ (）：+’O
H+%%（ .0 7E.05A5）
［G］, 86 L32（ 卢少勇），IE/01 $32（ 张彭义），26 4（ 余
刚），!" #$! K5/A6:5;509 /0C /0/>SA.A <? 5??5B9 <0 7TQ
:5;<=/> ?:<; /1:.B6>96:/> :60<?? .0 >/U5A.C5 M/01V.3
/WE6/01! 9.#,2#&"*(,2 (5 "1! 01*,!2! +(&*!"8 (5 %).*&4$:
"4.#$ ’,)*,!!.*,)（ 农 业 工 程 学 报），%FF+，!%（ ’ ）：
’O%H’O(（ .0 7E.05A5）
［&］, K<<:5 K"，X<C15:A -J，L;.9E L，!" #$! K.9.1/9.<0 <?
;59<>/BE><:3/AA<B./95C /1:.B6>96:/> :60<?? 6A.01 B<0A9:6B3
95C D59>/0CA .0 K.AA.AA.@@.，YLZ! %).*&4$"4.!，’&(282:
"!/2 #,7 ’,-*.(,/!,"，%FF’，&"（ %）：’(OH’+(
［(］, K<<:5 K"，LBE6>W X，7<<@5: 7K，!" #$! K.9.1/9.<0 <?
BE><:@S:.?<A :60<?? 6A.01 B<0A9:6B95C D59>/0CA! 01!/(:
261!.!，%FF%，"’（ (）：)%+H)*&
［+］, -. 43Q（ 籍国东），L60 "32（ 孙铁珩），8. L（ 李,
顺）! 7<0A9:6B95C D59>/0C /0C .9A /@@>.B/9.<0 ?<: .0C6A3
9:./> D/A95D/95: 9:5/9;509! 01*,!2! 3(4.,#$ (5 %66$*!7
’&($()8（ 应用 生 态 学 报），%FF%，$%（ % ）：%%G H %%)
（ .0 7E.05A5）
［)］, 7E50 -3[（ 陈金发），\.01 Q3J（ 卿东红），X6/0 L3\
（ 阮尚全）! T@9.;.W5C B<;N.0/9.<0 <? D59>/0C @>/09A .0
9E5 9:5/9;509 <? >5/BE/95! ;!2!#.&1 (5 +(*$ #,7 <#"!.
0(,2!.-#"*(,（ 水土保持研究），%FF+，$"（’）：’G( H
’G+，’&F（ .0 7E.05A5）
［O］, ]/=<: J-，X<A5: Q-，ZCB<BU $M! 7E/>>5015A ?<: 9E5
C5=5><@;509 <? /C=/0B5C B<0A9:6B95C D59>/0CA 95BE0<><3
1S! <#"!. +&*!,&! #,7 9!&1,($()8，’OO&，%!（ *）：’*H
%F
［’F］, ]:.^ J，Z:./A 7Z! "E5 6A5 <? =5:9.B/> ?><D B<0A9:6B95C
D59>/0CA ?<: <03A.95 9:5/9;509 <? C<;5A9.B D/A95D/95:：
#5D Q/0.AE 16.C5>.05A! ’&($()*&#$ ’,)*,!!.*,)，%FF&，
!(（ &）：GO’H&FF
［’’］, 7E501 P32（ 成小英），M/01 43P（ 王国祥），$6 $3K
（ 濮培民），!" #$! X5A9<:/9.<0 /0C @6:.?.B/9.<0 <? ;/B:<3
@ES95A .0 /0 569:<@E.B >/U5 C6:.01 /696;0 /0C D.095:!
3(4.,#$ (5 =#>! +&*!,&!2（ 湖泊科学），%FF%，$"（%）：
’*OH’GG（ .0 7E.05A5）
［’%］, J6/01 8（ 黄, 蕾），IE/. -3$（ 翟建平），M/01 732
（王传瑜），!" #$! X5;<=/>A <? 0.9:<150 /0C @E<A@E<:6A
.0 "/.E6 8/U5 D/95: NS ?<6: ESC:<@ES95A .0 D.095: A5/3
A<0! 3(4.,#$ (5 %).(:’,-*.(,/!," +&*!,&!（ 农业环境科
学学报），%FF&，!"（ %）：*((H*+F（ .0 7E.05A5）
［’*］, L9/95 R0=.:<0;509/> $:<95B9.<0 ZC;.0.A9:/9.<0 <? 7E.0/
（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R0=.:<0;509/> \6/>.9S L9/0C3
/:CA ?<: L6:?/B5 M/95:（ 4] *)*)3%FF%）! ]5.V.01：7E.3
0/ R0=.:<0;509/> LB.50B5 $:5AA，%FF%（ .0 7E.05A5）
［’G］, 7/;5:<0 U，K/C:/;<<9<< 7，7:<>>/ Z，!" #$! $<>>69.<0
:5;<=/> ?:<; ;60.B.@/> A5D/15 >/1<<0 5??>6509A D.9E /
?:553A6:?/B5 D59>/0C! <#"!. ;!2!#.&1，%FF*，%#（ ’’ ）：
%)F*H%)’%
［’&］, 7E50 234（ 陈源高），M6 P3J（ 吴 献 花），8. M37

> 期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王庆海等：北京地区人工湿地植物活力及污染物去除能力F F F F F F
（ 李文朝），!" #$! "#$%&#$’(% ’)*$+,- )../0/)102 $. 3,4
$1/5$( 0$1%6’(06)7 8)6-,17 $1 9(:/,1 -,;)%#$’)! %&’(!)!
*+,-(#$ +. /00$’!1 23+$+45（ 应用生态学报），<==>，!"
（?=）：?@?AB?@?C（ /1 D#/1)%)）
［?E］F G) 3（ 葛F 滢），H,15 I43（ 王晓月），D#,15 J（ 常
杰）! D$*&,’,6/+) %6(7/)% $1 6#) &(’/./0,6/$1 ,K/-/62 $.
&-,16% /1 7/..)’)16 7)5’)) )(6’$&#/0 8,6)’! /3"# 63’!("’#!
%’-3,7)"#("’#!（ 环境科学学报），?@@@，!#（ E）：E@=B
E@<（ /1 D#/1)%)）
［?C］F D#)15 L4"（ 成水平），H( M4N（ 吴振斌），O(,15 P4J
（ 况琪军）! Q,0’$&#26)% /1 ,’6/./0/,- 8)6-,17! *+,-(#$ +.
8#9! 63’!(3!)（ 湖泊 科 学），<==<，!$（ < ）：?C@ B ?RS
（ /1 D#/1)%)）
［?R］F T/,$ I4U（ 廖新俤），T($ L4Q（ 骆 世 明），H( 34N
（ 吴银宝），!" #$! D$*&,’/%$1 $. 1(6’/)16 ’)*$+,- ,K/-/62
K)68))1 %50!-,) #$"!-(’.+$’,) ,17 :!"’;!-’# <’<#(’+’1!) /1
0$1%6’(06)7 8)6-,17! %&’(!)! *+,-(#$ +. /00$’!1 23+$+45
（ 应用生态学报），<==>，!"（?）：?>E B?E=（ /1 D#/4
1)%)）
［?@］F M#,$ J4G（ 赵建刚），3,15 P（ 杨 F 琼），D#)1 M4V
（ 陈章和），!" #$! L6(7/)% $1 ’$$6 %2%6)* K/$*,%% $. 6#)
&-,16% /1 %)+)’,- ;/17% $. 8)6-,17! %&’(# 2(;’-+(7!("#$
63’!(3!（ 中国环境科学），<==A，%&（ A）：<@=B<@S（ /1
D#/1)%)）
［<=］F Q,16$+/ "，Q,’*/’$-/ Q，Q,)%6’/ W，!" #$! X&&-/0,6/$1
$. , #$’/Y$16,- .-$8 0$1%6’(06)7 8)6-,17 $1 6’),6*)16 $.
7,/’2 &,’-$’ 8,%6)8,6)’! =’+-!)+,-3! >!3&(+$+45，<==A，
’’（ ?）：R>B@S
［<?］F G)’%K)’5 ZQ，W-;/1% N[，T2$1 LZ，!" #$! Z$-) $.
,\(,6/0 &-,16% /1 8,%6)8,6)’ 6’),6*)16 K2 ,’6/./0/,- 8)64
-,17! ?#"!- @!)!#-3&，?@RE，%(（ A）：AEABAER
［<<］F Z(,1 I4V（ 阮晓红），M#,15 3（ 张F 瑛），V(,15 T4]
（ 黄林楠），!" #$! X1,-2%/% $. )..)06% $. */0’$$’5,1/%*
/1 1/6’$5)1 0/’0-/15 %2%6)* $. 8)6-,17! ?#"!- @!)+,-3!
A-+"!3"’+(（ 水资 源 保 护），<==S（ E ）：? B C（ /1 D#/4
1)%)）

??AC

［<A］F 3(,1 U4V（ 袁东海），Z)1 P4J（ 任全进），G,$ L4I
（ 高士祥），!" #$! "(’/./0,6/$1 )../0/)102 $. %)+)’,- 8)64
-,17 *,0’$&#26)% $1 D^U ,17 1/6’$5)1 ’)*$+,- .’$* 7$4
*)%6/0 %)8,5)! %&’(!)! *+,-(#$ +. /00$’!1 23+$+45（ 应
用生态学报），<==S，!)（ ?< ）：<AAC B <AS?（ /1 D#/4
1)%)）
［<S］F V(, _（ 华F 涛），M#$( P4I（ 周启星），J/, V43（ 贾
宏宇）! U)%/51/15 0’(:)% ,17 )0$-$5/0,- /%%()% $. 0$14
%6’(06)7 8)6-,17 %2%6)*% .$’ 8,%6)8,6)’ 6’),6*)16! %&’B
(!)! *+,-(#$ +. /00$’!1 23+$+45（ 应 用 生 态 学 报 ），
<==S，!)（ C）：?<R@B?<@A（ /1 D#/1)%)）
［<>］F J/1 H4V（ 金卫红），9( Z4N（ 付融冰），G( G4H（ 顾
国维）! "-,16 5’$86# 0#,’,06)’/%6/0% ,17 1(6’/)16 (&6,;)
.’$* )(6’$&#/0 8,6)’ /1 0$1%6’(06)7 8)6-,17! @!)!#-3& +.
2(;’-+(7!("#$ 63’!(3!)（ 环 境 科 学 研 究 ），<==C，%(
（A）：C>BR=（ /1 D#/1)%)）
［<E］F D/’/, Q"，L$-,1$ QT，L$’/,1$ "! Z$-) $. *,0’$&#26)
>50&# $#"’.+$’# /1 , 0$1%6’(06)7 8)6-,17 .$’ 8,%6)8,6)’
6’),6*)16 ,17 ,%%)%%*)16 $. /6% &$6)16/,- ,% , K/$*,%% .(4
)-! =’+)5)"!7) 2(4’(!!-’(4，<==>，#%（ S）：>A>B>SS
［<C］F T/( I43（ 刘学燕），U,/ Q4T（ 代明利），T/( "4N（ 刘
培斌）! X&&-/0,6/$1 $. %(K%(’.,0) .-$8 0$1%6’(06)7 8)64
-,17 /1 1$’6# ,’), $. D#/1, /1 8/16)’! *+,-(#$ +. /4-+B
2(;’-+(7!(" 63’!(3!（ 农业环境科学学报），<==S，%&
（E）：?=CCB?=R?（ /1 D#/1)%)）
［<R］F H,--,0) L，",’;/1 G，D’$%% D! U)%/51 ,17 $&)’,6/$1 $1
*,14*,7) 8)6-,17 .$’ %)8,5) 8,6)’ 6’),6*)16 /1 0$-7 ’)4
5/$1! %&’(# 2(;’-+(7!("#$ A-+"!3"’+( C(1,)"-5（ 中国环
保产业），<==A（ E）：S=BS<（ /1 D#/1)%)）

作者简介F 王庆海，男，
?@CA 年生，博士! 主要从事农业面源
污染生物治理研究，发表论文 ?= 余篇! W4*,/-：8\#‘ 5’,%%4
)1+! 0$*
责任编辑F 肖F 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