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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收割对人工湿地基质酶活性的影响
曾梦兆１’２，李谷２，吴恢碧２，陶玲２，姚雁鸿２
（１．华中农业大学，武汉４３００７０；２．中国水产科学院长江水产研究所，湖北荆州４３４０００）
摘要：研究了７月份植物收割对人工湿地基质磷酸酶、脲酶、蛋白酶、脱氢酶活性及养殖废水中总氮（ＴＮ）、总
磷（ＴＰ）、ＣＯＤ去除率的影响。结果显示：植物收割后磷酸酶、脲酶、蛋白酶活性开始增高，分别于第２０天
（１３．７
１．１

ｍｓ／１００

ｇ）、第１６天（１．９
ｒｎｇ／ｌＯＯ

ｍｓ／１００ ｇ、４３．２

ｍｓ／１００

ｇ）、第１２天（６１．７ ｍｓ／１００ ｇ）达到最大值，均于第２８天（１０．１ ｍｓ／１００

ｇ）恢复到收割前水平。脱氢酶活性在植物收割后第４天（１４２．３∥１００

值，此后开始增高，第１６天（２４９．５

ｐ．Ｌ／１００

ｇ、

ｇ）降到最小

ｇ）达到最大值，于第２４天（１９５．６斗Ｌ／１００ ｇ）恢复到收割前水平。净

化效果研究表明。植物收割后ＴＰ、＂ＩＮ去除率开始增高，分别在植物收割后第２０天（７５．１％）、１６天（６０．６％）达
到最大值，均于第２８天（５１．１％、３４．Ｉ％）恢复到收割前水平。ＣＯＤ去除率在收割后第４天（２５．３％）降到最小
值，此后开始增高，第１６天（７０．２％）达到最高值，第２４天（４６．５％）恢复到收割前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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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湿地是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蓬勃兴起的一种污

用，是一项可解决高密度水产养殖带来环境污染问

水处理方式。由于其具有建造、运行和日常管理费

题、实现健康养殖的有效生态工程技术，具有广阔

用低廉，处理效果稳定，且适用面广的特点而被广

前景。在湿地一池塘养殖系统运行过程中，湿地的

泛应用。将人工湿地应用于池塘养殖废水处理和回

维护和管理是满足池塘鱼类健康养殖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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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收割作为其中一种手段已有较多研究报道，主

～１５．４

ｍｇ／Ｌ。于６月２８日和７月２日进行基质酶

要集中在对湿地净化效果影响方面¨－２ Ｊ，而其对基

与净化效果活性测定，７月３日收割植物，收割后

质酶影响的研究还未见报道。基质酶来源于湿地微

每隔４天监测１次，直至８月４日，这时植物长势

生物、动物和植物根系，是一种生物催化剂，其能

已完全恢复到收割前水平。

加速湿地基质中有机物质的化学反应，从而促进湿

１．３样品采集

基质样品采自长江水产研究所窑湾人工湿地实

地净化功能的发挥¨１。

本实验研究了在植物收割后，与湿地中Ｎ和Ｐ
等主要营养物质以及有机质转化有关的基质磷酸

验系统中，在人工湿地３个不同植物区域上层（０
ｃｍ）分别采用梅花点阵法，混匀后进行分析。

—５

酶、脲酶、脱氢酶、蛋白酶活性变化和总氮（ＴＮ）、

水样采集于人工湿地进、出水口。

总磷（ＴＰ）、ＣＯＤ去除效果的变化，旨在为科学管

１．４基质酶活性测定和水质分析

理湿地，提高人工湿地对养殖废水的净化效果提供
一定的参考资料。

磷酸酶采用ｐ一硝基苯磷酸钠法；蛋白酶采用
Ｆｏｌｉｎ—Ｃｉｏｃａｌｔｅｕ比色法；脲酶采用奈氏比色法；脱

氢酶采用ＴＩ＇Ｃ比色法。具体操作步骤参考文献［４

１材料与方法

～６］
各种酶酶活单位表示如下：磷酸酶单位以每

人工湿地构建结构

１．１

人工湿地为利用池塘边一块面积为５２０ ｍ２的
空地构建而成。考虑到运行的稳定性、易维护性和

１００

ｇ基质样ｌ ｈ产生的对硝基苯酚量表示；蛋白

酶以每１００ ｇ基质样２４ ｈ产生苷氨酸量表示；脲酶

地形特征，湿地处理系统采用了两组并联的水平流

以每１００ ｇ基质样每２４ ｈ产生的ＮＨ３－Ｎ量来表示；

潜流型人工湿地系统，每组大小为３０

脱氢酶以每１００ ｇ基质２４ ｈ转化的Ｈ＋来表示。水

ｍ×８．５ ｍ×

ｍ，即长宽比为３．５，池底坡降５‰（图Ｉ）。沿

０．６

水流方向，构建系统分为进水区、湿地床和出水
区。

质指标＇ＩＮ、ＴＰ、ＣＯＤ测定参照国家标准方法进
行‘７１。

２结果
２．１收割后植物恢复生长情况
植物收割后第５至８天，美人蕉、鸢尾和菖蒲
均已慢慢发出新芽，随后３种植物生长速度均较

图１人工湿地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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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质组成：基质层为径粒不同的碎石，深度为
０．６ｍ，所有基质冲洗干净，无沙层杂物，基质配

快，收割后第２０至２３天高度已过半。之后植物长

势明显减缓，第２７天时高度均恢复到收割前水平。
２．２植物收割对人工湿地基质酶活性的影响

置如图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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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人工湿地基质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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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植物选择：选取本地区根系发达，生物量大，

图３植物收割对基质磷酸酶活性的影响

多年生的水生或湿生植物。栽种的植物主要是美人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ｈａｒｖｅｓｔｉｎｇ

Ｆｉｇ．３

蕉、鸢尾、菖蒲，配以纸莎草、再力花等。
１．２实验方法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ａｓｅ

植物收割后磷酸酶、脲酶、蛋白酶活性均呈增高

本实验于２００７年６—８月在湿地床中进行。
实验温度为２６．２—２８．４℃，全天连续进水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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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分别于第２０天（１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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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ｓ／１００

ｍｓ／１００

ｇ），第１６天

ｇ）、第１２天（６１．７ ｍｒ／１００ ｇ）达到最

水力负荷为６００ ｍｍ／ｄ。进水浓度ＴＮ为２．７２～

高值，此后开始下降，均于第２８天（１０．１

３．１ １

１．１

ｍｇ／ｔ，ＴＰ为０．４５—０．６７ ｍｇ／Ｌ，ＣＯＤ为１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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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ｒ／１００

ｇ、４３．２ ｍｓ／１００

ｍｇ／１００ ｇ、

ｇ）恢复到收割前水平

第２期

５３

曾梦兆等：植物收割对人工湿地基质酶活性的影响

并趋于稳定（图３～６）。图６显示，脱氢酶活性在
植物收割后第４天（１５４．３

ｇ）出现最低值，

ｉ上Ｌ／１００

此后活性开始平稳升高，第１６天（２４９．２
达到最高值，第２４天（１９５．６

ｔｔＬ／１００

ｐＬＬ／１００

ｇ）

ｇ）恢复到收

割前的水平并趋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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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植物收割对系统净化效果的影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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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植物收割对基质脲酶活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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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讨论
湿地基质酶是一种生物催化剂，其在湿地净化
中起重要的作用¨’８’９］。研究显示当植物地上部分

１００．

发生变化（如砍伐、收割、火烧等），土壤酶活性

融

会随之发生变化［１ ０｜。在本研究中，当湿地中的植
物收割后，脲酶、磷酸酶、蛋白酶活性在植物收割

嚣粤％

后均先增后降，分别在植物收割后的第２０天、第
１６天、第１２天出现最大值，均于第２６天恢复到

日期

收割前水平；脱氢酶在植物收割后第４天出现最低
图５植物收割对基质蛋白酶净ｌ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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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于第１６天达到最高值，最后也在收割后的第
２４天恢复到收割前水平。对比植物的生长状况发
现，４种酶的活性变化与植物的生长情况存在一定

的关联性，表现在酶的活性最高时，植物的生长高
度已基本过半，酶活性平稳时（第２８天）植物的高

掣盆

度基本达到收割前的水平。另外，本研究还发现

塞

ＴＮ、ＴＰ去除率也分别在收割后的第２０天和第１６
天达到最高；ＣＯＤ去除率分别在收割后的第４天

和第１６天达到最低值和最高值。综合分析，本研

日期

究认为植物在收割后出现了补偿或超补偿生长现

Ｆｉｇ．６

图６植物收割对基质脱氢酶活性的影响

象¨¨；作为能将有机氮、磷转化为植物生长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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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无机磷、ＮＨ４＋和氨基酸的基质酶Ｍ Ｊ，其活性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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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植物的生长出现相应的变化，ＴＮ、ＴＰ、ＣＯＤ去

２．３植物收割对人工湿地净化效果的影响

除率也同时发生变化。当植物补偿生长结束，脲

植物收割后ＴＮ、ＴＰ去除率开始稳定升高，分

酶、磷酸酶、蛋白酶、脱氢酶活性以及ＴＮ、ＴＰ、

别于第１６天（６０．６％）第２０天（７５．１％）达到最高

ＣＯＤ去除率逐渐降低，最后恢复到收割前水平并

值，此后开始下降，均于第２８天（３４．１％、

趋于稳定（图３—７）。至于脱氢酶活性和ＣＯＤ去除

５３．１％）恢复到收割前水平并趋于稳定（图７）。

率在第４天出现了最低值，这可能在于植物收割引

ＣＯＤ去除率在植物收割后第４天（２５．３％）达到最

起了根区氧化还原电位降低［２】，脱氢酶作为一种

低值。此后去除率开始平稳升高，第１６天

氧化还原酶会受到其影响。

（７０．２％）达到最高值，于第２４天（４６．５％）恢复到
收割前水平并趋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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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研究说明在７月份收割植物引发了人
工湿地植物的生长，植物在快速生（下转第４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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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５３页）长的同时加大对氮、磷及氨基酸的
需求，从而促进了磷酸酶、脲酶和蛋白酶活性的升
高和湿地中氮、磷转化加快，即ＴＮ、ＴＰ净化效果
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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