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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野外实地调查对白洋淀水生植被的物种组成、群落类型、分布格局及物种生物
量进行了初步研究) 结果表明：白洋淀湿地共有水生植物 ’( 种，隶属于 #" 科 ’# 属，其中挺水
植物 "* 种，沉水植物 "$ 种，浮叶根生植物 * 种，漂浮植物 ’ 种) 与 #% 世纪 (% 年代初相比，水
生植物共减少了 ( 种，群落类型也由原来的 "* 种变为现在的 "’ 种，大面积轮叶黑藻、大茨藻
等优势群落消失，物种分布格局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群落生物量较 "(+% 年大幅下降) 人工养
殖、污染物随意排放和水位的变化可能是造成白洋淀湿地退化、水生植被格局发生巨大变化
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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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白洋淀地处华北平原东部［"］，为华北平原最大
的湖泊湿地，不仅是我国重要的淡水水产品生产基
地，而且还承担着蓄水、防洪、调节气候、补充地下
水、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平衡等多种生态功
能［# , ’］) 但近年来随着工农业污染、人口剧增、全球
变化等问题的出现，白洋淀地区的生态环境不断恶
化，水位及水环境质量不断下降，导致物种丧失、生

大威胁) 因此如何更好地保护白洋淀湿地资源，实现
白洋淀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成为生态学家关注的热点
之一) 迄今为止，关于白洋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态
系统服务功能与价值评估、水环境现状及水文特性、
土壤理化性质及其功能、植被组成及生态功能等多
个方面［$ , *］，这些研究对于认识白洋淀湿地生态系

物多样性下降等，严重影响了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

统的现状和演变过程，促进白洋淀湿地生态系统的

并给当地生态系统平衡和区域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很

保护都具有重要意义)
国内关于白洋淀水生植被综合性的研究较少，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资助项目（#%%*W@$%’’%"）)
!!通讯作者) 7:R>EH：F945;945ZE3[ "*’) O9R
#%%-:"%:#( 收稿，
#%%+:%$:"* 接受)

仅田玉梅等［$］在 "((& 年进行了白洋淀水生植被调
查，现在的白洋淀无论从湿地面积、基质特性，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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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文特征、生物种类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本研
究于 !""# 年秋对白洋淀湿地进行了一次系统调查，
以了解白洋淀水生植被组成、群落类型、群落分布及
群落生物量的现状，分析导致湿地植被变化的主要
因子，并提出相应的防治措施，旨在揭示环境变化对
水生植被的影响以及物种的适应特性，为白洋淀水
生植被的保护、利用及其退化生态系统的恢复和重
建提供理论基础$
!" 研究地区与研究方法
!# !" 自然概况
白洋淀（%&’(%)—%*’"!)+，
,,-’%&)—,,.’"#)/）
!

位于河北省中部，总面积为 %.. 01 ，淀区由 ,(% 个
大小不等的淀泊构成，上游由潴龙河、孝义河、唐河、
府河、漕河、瀑河、萍河和白沟引河等河流注入，淀水
经东部赵北口东流与海河相通［# 2 &］$ 该区属温带大
陆性季风气候区，冬季寒冷干燥，夏季炎热多雨，多
年平均气温 #3 % 4 5 ,!3 # 4 ，最高气温 (%3 - 4 $ 平
均年积温在 ! **! 4 5 ( ("* 4 $ 全流域多年平均降
雨量为 -.%3 # 11［,］$ 淀内以沼泽为主，土壤营养物
质丰富，生物种类繁多$ 常见的水生植物类群为芦苇

图 !" 白洋淀野外调查路线示意图
%&’( !" ;<=>?@ =A<B?C 89 BD? EF8@F9:G8F9 HF0?$

公式进行含水量的计算$
7水 :

9鲜 ; 9干
< ,""I
9鲜

式中：7 水 为水生植物含水量；9 鲜 为水生植物鲜质
量；9 干 为水生植物干质量$
!# $# ) 水生植被生物量的计算6 生物量是重要的植
物群落数量特征，直接反映生态系统生产者的物质

（ !"#$%&’()* $+*(#$,’* ）、狭 叶 香 蒲（ -./"$ $0%+*(’123

生产量，是生态系统生产力的重要体现［& 2 *］$ 因此，

,’$）、莲（ 4),+&52 0+6’1)#$）、金 鱼 藻（ 7)#$(2/".,,+&

本文对白洋淀水生植被的生物量进行了估算：根据

8)&)#*+&）、穗花狐尾藻（ 9.#’2/".,,+& */’6$(+&）、龙

物种的含水量及鲜质量对样方中的每个物种进行生

须眼子菜（ !2($&2%)(20 /)6(’0$(+*）等$

物量（ 干质量）的计算，样方内各物种生物量的总和

!# $" 研究方法

为该样方生物量$ 研究表明，水生植物尤其是沉水植

!# $# ! 野外调查6 野外调查在 !""# 年 * 月进行，该

物、漂浮植物对水文条件及水质变化比较敏感，具有

时期水生植物种类最丰富、生物量最高$ 根据白洋淀

很好的指示作用［," 2 ,,］$ 在白洋淀地区，芦苇通常分

的地形特征按照直线取样法确定 ( 条调查路线（ 图

布于水位梯度的最高端，水文变化对其生物量的影

,）$ 在实际调查中，由于有些区域不能通航，因此样

响可能没有其他水生植物显著，故本次生物量调查

点的设置做了部分调整$ 在每条线路上每隔 %"" 5

中未包括芦苇群落$

-"" 1 设置一大小为 , 1 7 , 1 的样方，用特制水草
荚（"3 - 1 7 "3 - 1）将样方内所有物种荚起，测量并
记录各物种高度、个体数、鲜质量等指标$ 其中狭叶
香蒲、莲只测量其地上部分鲜质量，其他均为全株鲜
质量$ 为保证测量的准确性，首先将捞取后的植物放
置于船上 - 189 后再称量其鲜质量$ 调查过程中还
对各物种的盖度、多度及水深、水体透明度、样方外
物种等进行详细记录$ 调查样方数共计 ,-" 个$

$" 结果与分析
$# !" 白洋淀水生植被物种组成
从表 , 可以看出，白洋淀共有水生植物 %* 种，
隶属于 !, 科，
%, 属$ 按照生活型划分，挺水植物共
,. 种，占 总 数 的 (,3 "%I ；沉 水 植 物 共 ,( 种，占
%-3 *"I ；浮叶根生植物共 . 种，占 ,-3 %&I ；漂浮植

!# $# $ 水生植物含水量的测定6 野外调查过程中，

物 % 种，占 #3 .*I $ 按植物的科属划分，眼子菜科、

每一物种取一定量（ 已知鲜质量）进行室内含水量

禾本科、睡莲科、水鳖科植物占的比例较大，而狸藻

的测定，先将植物材料清洗干净后，在采集地风干，

科、
小二仙草科、槐叶萍科、龙胆科等分别仅有 , 种$

带回实验室，用 &" 4 恒温烘箱烘至恒量，用精度为

与 !" 世 纪 *" 年 代 初 相 比，密 穗 砖 子 苗（ 9$#’*6+*

" 3 ", :的电子天平测定干质量，
-次重复$ 根据以下

62&/$6(+*）、萍蓬草（ 4+/"$# /+&’,+&）、菖蒲（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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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白洋淀水生植物名录
#$%& ! " ’()*+), -+,. /0 $12$.+* 3)4).$.+/5 +5 6$+7$548+$5
9$:)
挺水植物 !"#$%#&’ ()#*+#(

9A77

少，尤其是睡莲，仅为人工种植的几株2 本次调查优
势种为金鱼藻、芦苇、槐叶萍（ 9)#C,&,) &)5)&7）、荷、
狭叶香蒲、水鳖（ F$/0)3+)0,7 /’-5)）、紫背浮萍（ 9*,K

两栖蓼

!"#$%"&’( )(*+,-,’(

0"/1#) *"#$+,=)）等，其中狭叶香蒲、金鱼藻为新增优

水蓼

!. +$/0"*,*10

莲

21#’(-" &’3,410)

势种，而马来眼子菜（ !"5)("%15"& ()#),)&’7）、轮叶

睡莲

2$(*+)1) ,150)%"&)

黑藻（ F$/0,##) C105,3,##)5)）、光叶眼子菜（ !"5)("%15"&

狭叶香蒲

6$*+) )&%’75,4"#,)

#’31&7）等物种的优势性已经消失2

芦苇

!+0)%(,517 )’750)#,7

荻

8,73)&5+’7 7)33+)0,4#"0’7

;< ;" 白洋淀水生植被群落类型

荆三棱

93,0*’7 $)%)0)

花阑

:’5"(’7 ’(-1##)5’7

个主要群落类型（ 表 ;）：其中芦苇群落、狭叶香蒲群

小灯心草

;’&3’7 -’4"&,’7

菰

落、金鱼藻群落、莲群落、紫背浮萍 < 槐叶萍群落为

<,=)&,) 3)/’3,4#"0)

稗

>3+,&"3+#") 30’7%)##,

优势群落，分布面积较广；小茨藻群落主要分布于

慈姑

9)%,55)0,) 50,4"#,)

前、后塘区域，大面积的穗花狐尾藻和微齿眼子菜群

狭叶黑三棱

9*)0%)&,’( 751&"*+$##’(

落分布于赵北口镇附近；龙须眼子菜群落分布范围

菖蒲

?3"0’7 3)#)(’7

密穗砖子苗

8)0,73’7 3"(*)35’7

较广，但缺乏大面积分布；而芡实 < 菱群落只在小杨

根据植被分类原则，将白洋淀水生植物分为 9:

家淀内发现，且为人工种植群落；马来眼子菜群落、

沉水植物 ,-."#$%#/ ()#*+#(
金鱼藻

@10)5"*+$##’( /1(107’(

荇菜群落、水鳖群落多分布于航道两侧，但未见大面

五刺金鱼藻

@. /1(107’( 01$. A’)/0,7*,(’(

穗花狐尾藻

8$0,"*+$##’( 7*,3)5’(

积分布2

狸藻

B50,3’#)0,) C’#%)0,7

与 7= 年代初相比，群落类型减少了 : 个，具有

菹草

!"5)("%15"& 30,7*’7

从沉水植物优势群落向挺水植物优势群落转变的特

龙须眼子菜

!. *135,&)5’7

马来眼子菜

!. ()#),)&’7

征2 其中微齿眼子菜、狭叶香蒲以及小茨藻等群落为

光叶眼子菜

!. #’31&7

新生群落，而原来的轮叶黑藻、光叶眼子菜、水蓼 <

微齿眼子菜

!. ())3D,)&’(

两栖廖等群落在本次调查中均未发现［8］> 但据当地

大茨藻

2)E)7 ()E"0

小茨藻

2. (,&"0

农民介绍，每年 :—8 月仍有大面积的菹草群落分

轮叶黑藻

F$/0,##) C105,3,##)5)

布2 因此，本次调查结果很可能和我们的调查时间有

苦草

G)##,7&10,) &)5)&7

关，因为菹草为秋季发芽、冬春季生长的一种特殊生

轮藻属一种

@+)0) ()2

活史类型的沉水植物，而我们调查的时间正好是其

浮叶根生植物 3451’+&%64#10#/ ()#*+#(

刚开始萌发的秋季，故未见其大面积分布2 此外调查

菱

60)*) -,7*,&"7)

细果野菱

6. ()H,("I,3=,,

还发现，芡实、菱、睡莲等群落的分布面积急剧下降，

荇菜

2$(*+",/17 *1#5)5’(

芡实

如在 ;= 世纪 7= 年代初白洋淀地区芡实、菱年平均

>’0$)#1 410"H

水鳖

F$/0)3+)0,7 /’-5)

种植面积为 9::> : ?"; 和 9 8;@> 9 ?";［8］，但本次调

萍蓬草

2’*+)0 *’(,#’(

查发现，目 前 这 两 种 群 落 种 植 面 积 总 和 不 足 :> :

漂浮植物 3451’+&% ()#*+#(

?"; 2 而原来在藻苲淀、莲花淀、大麦淀广泛分布的

稀脉浮萍

J1(&) *)’3,3"75)5)

紫背浮萍

9*,0"/1#) *"#$+,=)

槐叶萍

9)#C,&,) &)5)&7

睡莲群落，本次调查仅在东淀头村附近发现零星的
几株2
;< =" 白洋淀水生植被分布格局

3)#)(’7）及轮藻属（ @+)0)）的一种为新发现种，但物

白洋淀水生植物群落垂直分层现象比较明显2

种总数减少了 7 种，尤其是莼菜（ :0)71&,) 73+0-10,）、

最典型的群落景观为狭叶香蒲、莲等挺水植物位于

梅花藻（ :)50)3+,’( 50,3+"*+$##’(）、黄花狸藻（ B50,3K

群落最上层，水鳖、槐叶萍、紫背浮萍、荇菜等位于群

’#)0,) #"’0）、延药睡莲（ 2$(*+)1) 751##)5)）以及莎草

落第二层，而穗花狐尾藻、金鱼藻、马来眼子菜等沉

［8］

科的水葱（ 93,0*’7 5)-10&)1("&5)&,）等消失

，其他

水植物位于最下层，这种景观在荷叶淀、王家淀等较

几个物种由于生物学特性及调查时间和方法的限

为常见，但不同淀泊中水生植被分布情况又有很大

制，需进一步确认2 睡莲（ 2$(*+)1) ,150)%"&)）、狸藻

差异2 如在赵北口镇附近的莲花淀，浮叶根生植物水

（ B50,3’#)0,) C’#%)0,7）虽在调查中有发现，但数量极

鳖、荇菜很少见，狭叶香蒲、穗花狐尾藻、微齿眼子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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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白洋淀水生植物主要群落类型
#$%& !" ’$() *+,,-)(./ ./012 +3 $4-$.(* 5161.$.(+) () 7$(/$)68($) 9$:1
编号
!"#$
1
4
5
6
7
8
9
;
<
1=
11
14
15

群落类型
%$&$’(’)"* ’+,$

主要物种
-()* .,$/)$.

芦苇群落
!"002*)’+ "3 !" #$%&’#()%
微齿眼子菜群落
!"002*)’+ "3 !" 1##+2)#3$1
金鱼藻群落
!"002*)’+ "3 8" 9717’%$1
莲群落
!"002*)’+ "3 <" 3$+)-7’#
小茨藻群落
!"002*)’+ "3 <" 1)3.’
狭叶香蒲群落
!"002*)’+ "3 ;" #30$%&)-.()#
芡实 : 菱群落
!"002*)’+ "3 /" -7’.A B ;" =)%4)3.%#
荇菜群落
!"002*)’+ "3 <" 47(&#&$1
水鳖群落
!"002*)’+ "3 5" 9$=&#
紫背浮萍 : 槐叶萍群落
!"002*)’+ "3 :" 4.(>,)?# B :" 3#&#3%
马来眼子菜群落
!"002*)’+ "3 !" 1#(#)#3$%
穗花狐尾藻群落
!"002*)’+ "3 *" %4)+#&$1
龙须眼子菜群落
!"002*)’+ "3 !" 47+&)3#&$%

芦苇
!" #$%&’#()%
微齿眼子菜
!" 1##+2)#3$1
金鱼藻
8" 9717’%$1
莲
<" 3$+)-7’#
小茨藻
<" 1)3.’
狭叶香蒲
;" #30$%&)-.()#
芡实 /" -7’.A、
菱 ;" =)%4)3.%#
荇菜
<" 47(&#&$1
水鳖
5" 9$=&#
紫背 浮 萍 :" 4.(>,)@
?#、槐叶萍 :" 3#&#3%
马来眼子菜
!" 1#(#)#3$%
穗花狐尾藻
*" %4)+#&$1
龙须眼子菜
!" 47+&)3#&$%

主要伴生种
!"*/"0)’(*’ .,$/)$.
荻 *" %#++,#’)-(.’$%、稗草 /" +’$%0#(()
穗花狐尾藻 *" %4)+#&$1、轮叶黑藻 5" 67’&)+)((#&#
槐叶萍 :" 3#&#3%、狭 叶 香 蒲 ;" #30$%&)-.()#、荇 菜 <"
47(&#&$1、水鳖 5" 9$=&#、莲 <" 3$+)-7’#
金鱼藻 8" 9717’%$1、槐叶 萍 :" 3#&#3%、狭 叶 香蒲 ;"
#30$%&)-.()#
紫背浮萍 :" 4.(>,)?#、狭叶香蒲 ;" #30$%&)-.()#、金鱼藻
8" 9717’%$1
槐叶萍 :" 3#&#3%、水鳖 5" 9$=&#、龙须眼子菜 !" 47+&)@
3#&$%
金鱼藻 8" 9717’%$1、槐叶萍 :" 3#&#3%、水鳖 5" 9$=&#
槐叶萍 :" 3#&#3%、紫背浮萍 :" 4.(>,)?#、金鱼藻 8" 97@
17’%$1
槐叶萍 :" 3#&#3%、金鱼藻 8" 9717’%$1
金鱼藻 8" 9717’%$1、水鳖 5" 9$=&#、荇菜 <" 47(&#&$1、
狭叶香蒲 ;" #30$%&)-.()#
穗花狐尾藻 *" %4)+#&$1、轮叶黑藻 5" 67’&)+)((#&#
微齿眼子菜 !" 1##+2)#3$1、狭叶香蒲 ;" #30$%&)-.()#
穗花狐尾藻 *" %4)+#&$1、狭叶香蒲 ;" #30$%&)-.()#、槐
叶萍 :" 3#&#3%

图 !" 白洋淀主要水生植物群落分布
;(6& !" >).’?)@2’)"* "3 0()* /"002*)’)$. "3 (A2(’)/ B$&$’(’)"* )* C()+(*&#)(* D(E$F
1）芦苇群落 !"002*)’+ "3 !" #$%&’#()%；4）微齿眼子菜群落 !"002*)’+ "3 !" 1##+2)#3$1；5）金鱼藻群落 !"002*)’+ "3 8" 9717’%$1；6）莲群落
!"002*)’+ "3 <" 3$+)-7’#；7）小茨藻群落 !"002*)’+ "3 <" 1)3.’；8）狭叶香蒲群落 !"002*)’+ "3 ;" #30$%&)-.()#；9）芡实 : 菱群落 !"002*)’+ "3
/" -7’.A B ;" =)%4)3.%#；;）荇菜群落 !"002*)’+ "3 <" 47(&#&$1；<）水鳖群落 !"002*)’+ "3 5" 9$=&#；1=）紫背浮萍 : 槐叶萍群落 !"002*)’+ "3 :"
4.(>,)?# B :" 3#&#3%；11）马来眼子菜群落 !"002*)’+ "3 !" 1#(#)#3$%；14）穗花狐尾藻群落 !"002*)’+ "3 *" %4)+#&$1；15）龙须眼子菜群落 !"0G
02*)’+ "3 !" 47+&)3#&$%F

等物种形成大面积的单优群落，群落分层现象并不
明显F

水平分布格局与 4= 世纪 <= 年代初相比已发生
巨大变化［6］F 如原来分布于藻乍淀、烧车淀、莲花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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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大茨藻优势群落消失! 藻乍淀由于干淀目前已被

齿眼子菜、马来眼子菜等群落的生物量相对较高! 相

当地居民种植玉米等粮食作物，原来分布的马来眼

同类型的不同群落生物量差别也很大，以龙须眼子

子菜、轮叶黑藻、芡实、细果野菱等群落早已消失! 此

菜和莲群落为例，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相差分别为

外，位于白洋淀北部的烧车淀也仅存一条狭窄的航

# #.0/ ’’ 和 ’.-/ ,& (·) * + ! 这是由物种特性、伴生

道，主要群落仅为芦苇、狭叶香蒲、龙须眼子菜和金

种及生长环境的差异共同作用的结果!

鱼藻等几种类型，原来的光叶眼子菜、睡莲 " 荇菜、
穗花狐尾藻等群落已完全消失! 原来沉水植物丰富

%$ 讨$ $ 论

的内白洋淀目前水生植物很少见，沉水植物只发现

植被是湿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湿地

金鱼藻 # 种，此外还有芦苇以及零星的水鳖群落分

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 随着对

布! 有些地区虽然水生植物非常丰富，但群落类型已

湿地保护及合理开发利用认识的深化，对湿地植被

发生明显变化，如前、后塘地区已由原来的马来眼子

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 湿地植被动态是目前国内

菜、龙须眼子菜优势群落改变为现在的小茨藻优势

外研究的热点之一［#’］! 而生物量作为生态系统健康

群落，莲花淀目前以微齿眼子菜、穗花狐尾藻等为优

状况的重要评价指标，其变化会对生态系统中的生

势群落，而原来的大茨藻、水鳖、睡莲 " 荇菜等群落

态过程（ 如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等）产生重要影响，因

已不复存在!

此，区域或全球尺度下生物量的变异及其决定因素

!" #$ 白洋淀水生植被群落生物量

也一直是生态学家关注的热点［#0 * #.］!

生物量计算结果表明，白洋淀主要植物群落生

本研究表明，白洋淀湿地生态系统退化严重，水

物量呈急剧下降趋势! 据文献记载，#$%& 年白洋淀

生植被种类、群落类型及分布面积、群落生物量与历

菹草群落生物量为 %#’ (·) * + ，为几种主要沉水植

史资料相比均急剧下降，群落分布格局与 +& 世纪

物生物量的最低值，群落生物量的最大值为 , -+. (

$& 年代初相比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主要体现在：水

·)

* +［#+］

! 而此次调查结果显示，生物量最高的龙须
*+

生植物种类与群落类型分别减少了 $ 种和 ’ 种；许

眼子菜群落也仅为 # ++& (·) ! 由表 ’ 可以看出，

多优势群落如大茨藻、轮叶黑藻的消失以及群落生

群落间生物量相差很大! 以紫背浮萍 " 槐叶萍群落

物量的不断下降等几个方面! 造成这种情况的可能

生物量最低，仅为%/ ’0 (·)

*+

，而龙须眼子菜、微

表 %$ 白洋淀主要水生植被群落生物量
&’() %$ *+,-’.. ,/ -’+0 ’12’3+4 56763’3+,0 4,--20+3+6. +0
*’+8’079+’0 :’;6
群落类型
12(2343567 3892
微齿眼子菜群落
<6))=7538 6> !" #$$%&’$()#

生物量
:56)4;;（ (·) * +）
#&#/ 0+ ? .’&/ .-

原因主要包括：#）上游许多大型水库的修建、降雨
量的持续下降、蒸发量和渗透量的不断上升等因素
使得白洋淀水位不断下降，严重威胁了水生植物的
生存［#, * #-］! 由图 ’ 不难看出，白洋淀的水位年际变
化显著，尤其是进入 +& 世纪 %& 年代以后，很长一段
时间处于干淀状态，导致了很多水生植物的丧失! 这
种情况直到 +& 世纪 $& 年代初，通过人工补水才有

金鱼藻群落
<6))=7538 6> *" +,#,-.)#

++/ ,# ? +.$/ &,

所好转，而田玉梅等［0］对白洋淀的调查也正是在这

莲群落
<6))=7538 6> /" ()%’0,-$

’&/ .0 ? ’%%/ #0

个时期进行的，故植物种类相对较多! 但随后水位又

小茨藻群落
<6))=7538 6> /" #’(1-

##’/ +- ? 00./ -&

呈现持续下降趋势! +&&#—+&&’ 年白洋淀平均最大

狭叶香蒲群落
<6))=7538 6> 2" $(3).4’015’$

#0#/ &% ? +-$/ 0&

芡实 " 菱群落
<6))=7538 6> 6" 0,-17 8 2" 9’.:’(1.$

水位为 ,/ %+ )，与 +& 世纪 $& 年代相比下降了 +/ $%
#--/ %.

荇菜群落
<6))=7538 6> /" :,54$4)#

’-/ .. ? #&#/ 00

水鳖群落
<6))=7538 6> ;" +)94$

’’/ ’. ? #0$/ $,

紫背浮萍 " 槐叶萍群落
<6))=7538 6> <" :15=>’?$ 8 <" ($4$(.

%/ ’0 ? 0./ $%

)，
仅比其最低平均水位高 &/ .# )［#,］；而到了 +&&0
年平均水位仅为 ’/ $& )，远远低于 ,/ .& ) 的干淀
水位［-］! 本次调查发现，+&&- 年这种状况仍然未得
到改善! 可见，水位的持续下降给水生植物尤其是沉
水植物的生存、生长和繁殖带来了巨大威胁! 如 +&
世纪 $& 年代初调查时发现，马来眼子菜、光叶眼子

马来眼子菜群落
<6))=7538 6> !" #$5$’$().

.,/ -+ ? ’%0/ +0

菜、菹草等沉水植物均生活在水深超过 # ) 的水域，

穗花狐尾藻群落
<6))=7538 6> @" .:’%$4)#

.-/ .& ? +$%/ %.

而此次调查发现，许多沉水植物目前生存水位甚至

龙须眼子菜群落
<6))=7538 6> !" :,%4’($4).

,./ 0, ? #+#$/ -$

不到 ’& @)! 从植被类型变化的趋势来看，某些沉水
植 物群落可能会进一步被挺水植物群落所替代! 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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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8 为保护好现有的生物资源，实现白洋淀湿
地生态系统的生态平衡和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我们
认为应采取以下措施：!）统筹兼顾，合理调配水资
源，实现生产、生活、生态用水的平衡8 通过在上游地
区实施节水工程、水库放水、南水北调等措施，保证
水位在枯水期也足以维持湿地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的
需要，严防“ 干淀”的发生8 ;）加大水体污染的防治
力度，杜绝水体富营养化8 这可以通过以下措施来实
现：首先要规范工业废水的排放制度，实行达标排
图 !" 白洋淀历年最高、最低水位曲线［!］
#$%& !" "#$%& ’##(’) *+,*%-$ ’#. )/0%-$ 0’$%& )%1%)- /2 3’+4’#,5
.+’# 6’7%［!］8
!：最高水位 9*% *+,*%-$ 0’$%& )%1%)；"：最低水位 9*% )/0%-$ 0’$%&
)%1%)8

放；其次要加大农业面源污染治理，鼓励畜禽粪便的
资源化；此外，还要对生活垃圾进行集中处理，严防
未经处理的垃圾入淀；
@）严格控制人工水产养殖规
模，大力发展旅游业、手工制造业和特色养殖业等替

烧车淀为例，原来分布的穗花狐尾藻 : 大茨藻群落

代产业8 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实现经济和生态的平衡8

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大面积的狭叶香蒲群落8

此外，还要加大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使当

;）水体污染严重，破坏了水生植物的生存环境8 未

地居民能够自觉地投入到白洋淀生态环境及水生植

经处理的工农业污水和生活垃圾大量入淀，使得水

物资源的保护中来8

体严重富营养化，水体透明度很低8 每年仅保定市经
府河排入的污水量就达 < === > ? === 万 $，而每天排
入淀区的生活污水也达 @;= > A== B@［?］，使得白洋
淀水体中化学需氧量、生化需氧量、总 C、总 D 严重
超标，水体处于严重的富营养化状态［!A］，并且有逐
年加剧恶化的趋势［!E F ;=］8 水体富营养化将促使藻类
剧增，导致水体透明度的急剧下降，最终致使水生植
物尤其是沉水植物的退化或消失8 如本次调查发现，
在麦淀、涝王淀等区域，水体透明度最低值仅为 ;!
GB，这对沉水植物的光合作用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
响8 @）渔业、养殖业的发展使得白洋淀湿地生态系
统破碎化严重，这严重阻碍了水生植物的繁殖更新，
致使生物多样性水平不断下降［;!］8 白洋淀淀内有
@E 个纯水村，周边有 AH 个半水村，总人口 ;<I A 万
人，主要从事水上种植、养殖业等经济活动，有数据
表明，目 前 淀 内 人 工 水 产 养 殖 面 积 已 超 过 H 万
*B;［!A］，已大大超过了白洋淀的承载量8 家禽畜牧业
废弃物、粪便直接或间接入淀；水中投放的饵料除少
量被鱼食用外，大部分沉积于水体等都对水体造成
了严重的污染8 尤其在内白洋淀、寨南等地区，到处
可见人工圈围的鱼塘，原来的湿地景观已不复存在8
调查过程中还经常发现当地居民打捞水草进行家庭
养殖的情况，尤其是对槐叶萍、水鳖、荇菜等的捕捞
现象非常严重，这严重影响了水生植物自身繁殖更
新及其生态功能的发挥8
已有研究表明，白洋淀湿地退化的最主要原因
是水输入 输 出 的 不 平 衡，同 时 人 为 因 素 也 不 可 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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