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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导致该段岸线较为杂乱；沿岸植被破碎化严重，

护坡植物少；部分路段后期建设的排水沟没有及时进行

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院级科研项2019年课题《基于田园综合体理念的乡村产业发展模式研究与实践》

总体绿量少，未形成绿面景观，立面视感较差。调查中

护坡绿化，使坡面裸露，立面景观效果不佳。

（2019KY07）

发现，该段有野鸭生存迹象。
（3）雁湖为莲塘湿地最重要的湖系空间，水域纵
横交错，水景资源丰富，为持续景观规划提供空间。该

2 莲塘湿地生物多样性提升策略
2.1 湿地水体植被生态系统修复
2.1.1 湖塘池溪泽破碎的湿地植被恢复

基于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生态修复策略研究

段有多个围合小水面构成，拥有丰富的水堰和塘堰。总
体植物种类较少，仅边际水岸现存有少量灌木杂树，但

为修复破碎化的湿地植物群落，计划通过工程措

——以桂林莲塘湿地项目为例

缺乏大乔木；水际植物主要有乌桕、旱柳、苦楝、马甲

施和地带性植被规划，结合退塘还湿，以原有草本沼泽

子，挺水植物主要有芦苇、水蓼等；部分水面丛生大量

为天然参照物，选取乡土树种，构建完整稳定的湿地生

□ 李 佳

野葫芦，湖体水流有限，水质受影响，鸟类不多。

态系统。

陈科东

卢覃晴

陈翠玉

1.2.2 莲塘湿地南段森林群落结构简单，植被数量
[摘 要] 莲塘湿地项目位于桂林市雁山区西南面，内有林地、池塘、河溪等多种地形。由于长期缺少统一规划和管理，生态系统破

较少，景观品质较低

一是对于草本沼泽，采用沉水植物+挺水植物+浮
水植物+岸际适生灌杂方式。多选用芦苇、水草、水生

莲塘湿地从基质上可分为水域、森林、田园、民

美人蕉等。二是对于乔木沼泽，选用沉水植物+挺水植

地生态系统的修复和再生，提高物种多样性，提升湿地生境质量。

居建筑等，其中森林基质多分布于项目地东南侧及西南

物+耐水乔木的复层生态配置。如高层树种选择池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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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植物群落类型多为杂木混交群落、人工松桉群落。

水杉、河柳、枫杨、落羽杉等。三是对于小块塘池湿

该段植被由山地植被、水生植被、沼泽草本、水稻、人

地，采用挺水植物+岸线植物+高层树木方式。如水生

工林、杂木林等六种类型构成，以人工林和杂木林为

美人蕉+柳树（构树）+乌桕（重阳木）。

主，树种多为松类、樟树、枫香、构树、速生桉等，也

2.1.2 湿地完整水生植被的生态系统修复

坏严重，本文针对莲塘湿地的现状特点，对湿地水体植被生态系统和湿地森林植被生态系统提出生物多样性提升策略，实现莲塘湿

2019年，广西将桂林市漓江流域生态保护和修复

三个主体空间。

提升工程纳入自治区重大工程建设规划中，作为其中一

（1）漓湖位于项目地北片区，面积较小，植物群

个子项目——桂林莲塘生态湿地物种多样性与特色景观

落结构单一，湿地斑块破碎化严重。对植物资源进行调

营建项目意在通过莲塘生态湿地的整治，增加湿地生物

查分析，发现植物以草本为主，乔灌木较少且分布稀

种类，提升湿地景观水平，打造成区域示范性湿地保护

疏，群落结构和生物生境较为单一，未形成群落分布。

项目。本文从保护湿地生物多样性的视角，对实际运用

漓湖内多为荒草和水葫芦，溪水塘有水草及少量乔木，

于莲塘湿地的生态修复策略进行分析研究。

如构树、樟树、枫杨等；水生植物以沉水植物为主，湿
生、挺水、浮叶植物较少；部分池塘岸线裸露，缺乏植

有少量果树（沙塘桔）。林地受到一定破坏，群落结构

莲塘湿地有大面积的人工坑塘水域，导致湿地

和林分风貌不突出，特别是色叶树种较少。大面积的坑

空 间 斑 块 化 严 重 ， 水 生 植 物 类 型单一、生态功能较

塘、河道、湖面等水域，水生植物以沉水浮水植物为主，

弱。结合工程措施，增加湿生、挺水、浮叶、沉水植

其中浮水植物以外来物种——水葫芦为主，危害性大。

物，完善水体、水岸植物结构，构建稳定的水岸生态系

雁山莲塘片区地势总体平缓，鲜有起伏地形，但该段可

统（见图1）。

看到低山丘陵，谷地山冲，具有独特的地形景观资源。

一是湿生木本+湿生草本+挺水植物+浮叶植物+沉

1.2.3 莲塘湿地紧邻建筑组团，生物多样性受人为

水植物。二是湿生草本+挺水植物+浮叶植物+沉水植

干扰，增加生态修复难度

物。三是湿生草本+浮叶植物+沉水植物。

莲塘湿地毗邻雁山城区，西面接城市交通要道，
既有作为城市主干道的雁中路直穿湿地，又有包茂高速

1 莲塘湿地生态环境分析

被覆盖，未形成完整的水岸生态系统；沼泽类型以草本

1.1 莲塘湿地环境现状

沼泽为主，缺乏木本沼泽，沼泽湿地的生态功能未能充

江学院及周边房地产楼盘，南段规划道路延伸至附近村

莲塘湿地项目位于桂林市雁山区西南面，内有林

分发挥。大量的围垦养殖对湿地造成严重的人为干扰，

屯，因此莲塘湿地周边均受较大的人为干扰，生物多样

地、池塘、河溪等多种地形。湿地东面毗邻广西师范大

使湿地斑块和植物结构进一步破碎化。雁中路从漓湖西

性提升的条件受限制。项目地范围内乔木资源较少，原

学漓江学院，西面紧挨城市交通要道，其中包茂高速公

侧经过，因湖体水流不畅、水质不良，且水位较低，养

生群落不足，水系流动不畅，水体质量不佳，野生葫芦

路（G65）直穿项目地中段，用地范围内散布少量村屯

殖条件受影响。

遍及，塘岸堤坝保护缺失导致废弃空地较多。交通和施

和部分养殖户。

（2）壁湖为项目用地中北段，水域开阔，拥有良

公路（G65）横跨片区。莲塘湿地东面规划道路联通漓

工产生的噪音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影响较大，部分建筑群

好的养殖条件，但环境绿量较少，缺乏绿面景观。该段

排水管路直接与湿地连接，导致水质污染严重。

莲塘湿地长期缺少统一规划和管理，现状水体沟通

地势平缓，主要由水塘及溪流构成，水面广阔，空间开

1.2.4 莲塘湿地部分喀斯特山岭出现破损，生态修

不畅，塘岸及植被均有受损情况，存在的生态问题主要

敞，具有良好的养殖条件；周边村民多在此开展水产养

复效果有限

有以下几个方面：

殖，形成一定规模的养殖产业集群，其中部分养殖户的

莲塘湿地南侧拥有少量石山及山岭坡地，由于缺

1.2.1 莲塘湿地水域沟通不畅，植被丰满度较低，

养殖设备先进，养殖分区理想，养殖技术成熟，具有较

乏有效修复，存在露石、崩崖、塌方等现象。少量石山

环境生态层次不高

好的示范作用和良好的科普基础。由于该区域均为散户

坡地上有周边村民开垦的果园，果树下土壤裸露，容易

养殖，缺乏统一规划和管理，大量围垦圈湖对环境破坏

造成水土流失。在坡地与道路交接处，护坡措施不当，

1.2 莲塘湿地生态趋势

调查中发现，莲塘湿地水域分为漓湖、壁湖和雁湖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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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湿地生态修复植物种植模式图

根据莲塘湿地植被修复需要，按照适生、有效、
无公害的要求，可选用表1的植物进行植被生态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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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莲塘湿地植被生态系统修复可用植物
类型
水生植物
浮水植物
沉水植物
挺水植物
水岸植物
湿地色叶植物
湿地观花植物
湿地果色树种
湿地铺地植物
湿地藤条植物

编辑＿雷 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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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
芦苇、苦草、水蓼、鸭舌草、蒲草、兹菇、金鱼藻、眼子菜、菹草、水生美人蕉、再力花、千屈菜、纸莎草、
伞草、水生鸢尾、菖蒲、花叶芦竹、海菜花、荇菜、狐尾草、睡莲、王莲、黑藻、荷花等
荇菜、睡莲、王莲、海菜花等
狐尾草、苦草、金鱼藻、黑藻、梭鱼草等
水生美人蕉、再力花、千屈菜、纸莎草、伞草、水生鸢尾、菖蒲、 花叶芦竹、荷花、芦苇、水蓼等
旱柳、乌桕、马甲子、河柳、柳树、甜竹、撑篙竹、芭蕉、粽叶、池杉、水杉、春芋、龟背竹、桃树、樱花、
柿树、三角梅等
银杏、秋枫、枫香、八角枫、红枫、杜英、黄金香柳、本地黄芦、马褂木、乌桕、梧桐、马甲子等
白玉兰、含笑、红花木棉、美丽异木棉、桃花、樱花、槐树、台湾相思、栾树、桂花、紫玉兰、红花紫薇、
羊蹄甲、柔枝红千层、美花红千层等
黄皮果、无患子、枇杷、拐枣、本地枣、柿树、腊肠树、桔类、杨梅、大果石榴等
沿阶草、假俭草、狗牙根、竹节草、马尼拉草、野花生、膨蜞菊、黄花菜、蜘蛛兰、冷雪花、七叶莲、满天星、
肾蕨等
三角梅、紫藤、常春藤、葡萄、罗汉果、猕猴桃、爬山虎、百香果等

多样性植被对石山、石面的修复，是从石山生态

现，湿地长期缺少统一的规划和管理，现状水体沟通不

系统的建构需求出发，通过较大面积的植被改造修复来

畅，塘岸及植被均有受损情况，生态系统破坏严重。本

恢复石山绿化，提高绿量。一般石山植被构成在没有人

文根据莲塘湿地的环境情况和生态趋势，对湿地水体植

为影响或者封山育林的情况下，植物群落可进行自我修

被生态系统和湿地森林植被生态系统提出生物多样性提

复，却很难形成具有典型生态层次的林木类型。因此在

升策略，实现莲塘湿地系统的修复和再生，提高物种多

生态修复时，根据现场种植条件，采用人工种植方式，

样性，提升湿地生境质量，并以期为工程内其他的类似

选种任豆、喜树、顶果木、黄连木、榆树等植物。利用

子项目提供指导借鉴，为相关案例提供参考思路。

多种乔木搭配打造复层植物景观，营造石山森林群落，
起到生态多重保护的作用。林中空地与稀疏区域，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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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对于少部分受损点，尤其是坡脚地、留荒旱地、石

田，需要沿湿地边界营造生态隔离缓冲带，对湿地污染

通过模拟野生环境营造原始森林景观，增强科普

缝地等地采用选择式绿化，种植适生树种如任豆、喜

[作者介绍]

源进行隔离净化，从源头阻隔生态破坏主因和诱因。

性和趣味性。挺水植物沿水际种植，在坡岸成线状配置

树、椿类等。在边坡地，特别是与公路、建筑毗邻的地

李

方，选择类芦、象草等绿化，提高石山康复效率。

陈科东，硕士，教授，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园林工程系

（1）建设“湿生木本+湿生草本+水生植物净化
带”的景观。
根据莲塘湿地田园廊道，按照农田防护林模式形

葛藤、野葛藤，打造自然式植物群落下层景观。在湖沼
道、湿地观景游道、栈道小路和平缓的私密鸟类通道可
成行成列种植象草，增加野趣。

外，主要由田园生态树种构成，如枫杨、加拿利杨、乌

2.2.2 破损石山主景面植被生态修复

（2）营造“湿生草本+水生植物净化带”的自然
水岸。
沿湖际岸边种植野生芦苇、伞草、水生鸢尾、菖

喀斯特石山属于石灰石，为成土岩，特点是石山

殖现象普遍，加上开路和民间取石，部分石山主面受损

系副主任。

中的子项目，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实践作用。调查发

（1）坡高、坡度小的崩石段采用植被更新法。
坡脚先做石块种植带，内植夹竹桃、黄夹槐。迎山

因为开发需要进行林分改造，增加树种，创设鸟类栖

面随坡种植爬山虎，缓坡点铺蟛蜞菊。对于石缝多、露

息地。

石大，又有明沟的地方，可种植野生葛藤。石面间种植
类芦，类芦耐生、耐贫瘠，生长快，能有效覆盖石面。
（2）陡峭且大面积破损石段的工程修复方法。

选择适宜的树种及藤本植物来改造现有林木景观环

首先固定石面，防止落石。采用工程技术手段埋设

境，营造典型的森林立体空间特色。石山树种多分布于

护土筋，或直接固定钢网，在护土筋或网间种植护石护

谷底及坡脚，选择种植柿树、榆树、朴树、黄连木、椿

坡植物。在坡面风化程度大的地方，为防止造成沙质石

树、猴欢喜、任豆等树种营造上层空间景观。林下空间

面，先对石面风化处采用层级垒石成级状挡土墙，再用

选择扁藤、麻藤等藤本植物。谷底石间种植蕨类植物，

垒砌铺块石的方法护坡，砌石时可留种植缝和种植穴，

水溪边选种挺水植物。由此形成森林阴生环境，提高生

以便后期种植如类芦、地花生、野葛藤等植物。

- CITIES AND TOWNS CONSTRUCTION IN GUANGXI - 广西城镇建设

陈翠玉，硕士，副教授，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园林工程

严重，需要采用工程技术加快山体修复。

导致植被受损严重的情况，需封山保护。同时部分林分

物多样性。

林漓江流域生态保护和修复提升工程，莲塘湿地作为其

任教师。

石、开石（石场）、塌方、崩崖处存在着修复难度大、

2.2 湿地森林植被生态系统修复
2.2.1 石山森林生态群落植物多样性提升

物”营建阴生森林植物群落环境。

近年来，广西十分重视湿地生态保护，启动了桂

卢覃晴，硕士，讲师、工程师，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专

坏，一旦石质面受干扰很易成片状破损，因此自然落
修复周期长的问题。项目地原属于农业作业区，围湖养

（1）“森林植被（现状保护）+种质树种+藤条植

3 结语

面陡峭，留土少，保土保水能力差，原生植被容易受破

蒲、花叶芦竹、水生美人蕉、再力花等。

莲塘湿地内外均有石灰岩山体，存在不合理采石

佳，硕士，讲师，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专任教师。

主任。

池岸裸露石灰和石壁处，沿石缝石穴增种类芦。沿湖小

成网状生态防护林。该模式除湿生草本、水生净化植物
桕、无患子、重阳木、撑篙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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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挺水植物+藤条植物+绿叶草本植物”打造

设计＿姜 璠

（3）石山破损面生态复式植被多样性修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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