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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流电场对沉水植物苦草（ Ｖａｌｌｉｓｎｅｒｉａ ｎａｔａｎｓ） 生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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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沉水植物对维持湖泊生态系统平衡有重要作用，广泛应用在水体和沉积物污染修复领域． 利用电场强化沉水植

物修复过程是一种新的植物修复强化方法． 本文研究了不同电压强度作用下沉水植物苦草的生长和生理响应，以期为应
用电场强化沉水植物修复过程提供依据． 结果表明： ０．２ ～ １．０ Ｖ 电压可以促进苦草生长，而 １．５ ～ ３．０ Ｖ 电压则会抑制其生
长． 其中，０．５ Ｖ 电压对苦草生长的促进效果最明显，生物量、平均株高、平均叶长、根尖数、新芽数和总叶绿素含量都比对
照组显著增加；而 ３．０ Ｖ 电压处理组的苦草在实验结束时出现萎蔫和凋亡，与对照组相比，叶绿素含量显著降低，丙二醛
含量则极显著增加，表明苦草生长受到严重胁迫． 系统上覆水的温度在不同处理组之间没有显著变化，上覆水的 ｐＨ 值在
电压为 １．０、１．５ 和 ３．０ Ｖ 时显著下降，最终接近中性，上覆水的溶解氧浓度只在 ３．０ Ｖ 电压处理组时表现显著下降；沉积物
表层 ５ ｃｍ 处的氧化还原电位随着电压增大显著下降，最终对苦草的生长形成胁迫． 因此，本实验的结论是：０．２ ～ １．０ Ｖ 电
压有助于沉水植物苦草的生长和强化植物修复过程，而 １．５ ～ ３．０ Ｖ 电压会破坏苦草组织，同时导致苦草生境变差，不利于
沉水植物苦草的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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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工、农业的快速发展和生活垃圾的增多，过量的氮、磷营养盐和有机污染物输入到水体中，导
致严重的水体富营养化和有机污染，随着湖泊富营养化出现蓝藻水华，和工、农业产生的大量有毒污水，严
重影响了江河湖泊的生态功能和水环境质量 ［１⁃３］ ． 在水体修复和污染处理领域，水生植物修复技术被认为是
最经济、有效和符合生态规律的方法，在水体生态修复、重金属污染治理和有毒有机污染物处理领域都有很
好的应用前景；其中沉水植物占据了湖泊中水和底质的主要界面，有机地结合了水体的两大营养库，对湖泊
生态系统过程有着重要的影响 ［４］ ． 研究表明沉水植物可以显著降低水体中的氮、磷浓度，抑制藻类疯长，提
高水体透明度 ［５⁃６］ ，增加水体溶解氧浓度，维持水体理化特征稳定和生态系统平衡． 沉水植物对减缓重金属
污染和有机物污染有良好的表现，Ｆａｖａｓ 等研究发现沉水植物对放射性重金属铀的富集功能最强 ［７］ ，Ｍｉｃｈａｅｌ

等通过种植沉水植物对海洋沉积物中的多环芳烃类和多聚联苯类剧毒污染物进行原位修复，实验运行 ６０

周后，多环芳烃类污染物的降解率达到 ７３％ ［８］ ． 虽然沉水植物对水体生态失衡和轻度水质污染有良好的改
善作用，但是沉水植物在重度富营养化和污染严重的水体中常常面临着生长不良的瓶颈，使其改善水体生

态系统和污染治理的作用受到限制． 研究表明，在重度富营养化的藻型湖泊中沉水植物是无法生存的 ［９⁃１０］ ，
秦伯强认为，在湖泊污染很重或者氮、磷负荷很高的情况下，以沉水植物为核心的修复策略是不合理的 ［１１］ ；
沉水植物对有机污染物的耐受性也是有一定限度的，晏再生等 ［１２］ 探究了苦草对淡水沉积物中多环芳烃类有
机污染物的耐受限度，发现当污染物的投加量超过 ８０ ｍｇ ／ ｋｇ 时，苦草就无法正常生长，所以探究多种方法强
化沉水植物修复过程是解决以上瓶颈的关键点． 利用电场强化植物修复过程是一种创新的植物修复强化方
法 ［１３⁃１４］ ，目前已有部分学者将植物与电场进行复合研究，Ｃｈｉｒａｎｊｅｅｖｉ 等 ［１５］ 构建了沉水植物和挺水植物的复
合群落，并引入了电场结构，这种设计改善了污水处理效果，但对水生植物的研究尚未涉及． 电场对植物的
生长有重要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合适的电场强度可以刺激细胞分裂，提高酶活性，增加叶绿素合成，提高光
合反应活力，进而促进植物生长发育 ［１６⁃１８］ ． 合适的外加电场还可以提高污染物的可溶性，加速污染物的迁移
转化，提高微生物群落的多样性 ［１９］ ，改善水生植物的生长条件，进一步强化水生植物的生态恢复和污染修复
效果． Ｌｕ 等 ［２０］ 初步探究了挺水植物美人蕉在人工湿地系统中对电场的生理响应，为利用电场强化挺水植物

在人工湿地的污水处理效果提供了理论可行性． 苦草（ Ｖａｌｌｉｓｎｅｒｉａ ｎａｔａｎｓ） 为水鳖科苦草属多年生沉水植物，
其对环境有较强的适应性，且其株高适中、生物学特征明显，常被用来 做水 体修 复和污 染治 理的 先锋 物
种 ［２１］ ，本试验选取苦草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在苦草的生长过程中施加不同强度的电场，初步探究沉水植物苦
草对直流电场刺激的响应，以期为电修复与沉水植物修复的复合应用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实验材料

实验所用苦草在 ８ 月中旬取自东太湖（３０°５８′Ｎ， １２０°２２′Ｅ），选取新生幼苗，经自来水冲洗干净后，移栽到

高密度聚乙烯水桶中（直径 ８０ ｃｍ，高 ５２ ｃｍ），室内环境驯化两个星期． 实验所用的底泥和上覆水均取自太湖梅
梁湾（３１°３０′Ｎ， １２０°１１′Ｅ），底泥过 ２０ 目筛（直径 ５０ ｃｍ，筛孔 ０．８５ ｍｍ）去除贝壳、螺、石块、植物残体等杂物，充
分搅拌均匀后使用． 上覆水取清澈的湖水，经 １００ 目筛绢过滤后备用，实验用水的基本水质指标包括：酸碱度
（ｐＨ 值）、溶解氧、总磷（ ＴＰ ）、总氮（ ＴＮ） 和可溶性有机碳（ ＤＯＣ），具体见表 １，酸碱度和溶解氧分别采用
ｓａｒｔｏｒｉｕｓ ＰＢ⁃１０ 酸度计和手持式溶氧仪（ＹＳＩ ５５０Ａ）直接测定，总磷、总碳和可溶性有机碳采用国家标准方法测
定［２２］ ． 实验前选取株高为 １１ ～ １３ ｃｍ、长势基本一致、叶片鲜绿无萎蔫的健壮苦草幼苗准备实验．

１．２ 实验装置和设计

实验主体部分采用加厚聚乙烯水箱（ 长×宽×高 ＝ ６１ ｃｍ×４３ ｃｍ×３７ ｃｍ） ，水箱内放置 ３ 个聚乙烯小圆桶

（ 直径 １９．８ ｃｍ，高 １９ ｃｍ） ，每个小桶内装 １０ ｃｍ 高的底泥，种植 ５ 棵苦草，整个装置注入过筛后的湖水，水面
高度为 ３５ ｃｍ． 实验过程通过稳压直流电源（ 兆信，ＴＸＮ⁃１５０ ２Ｄ 型） ２４ ｈ 供电，由导线和垂直插入小桶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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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基本水质指标

温度 ／ ℃

２８．３

ｐＨ 值
８．５２

Ｔａｂ．１ Ｂａｓｉｃ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溶解氧 ／ （ ｍｇ ／ Ｌ）
９．７

ＴＰ ／ （ ｍｇ ／ Ｌ）
０．２４

ＴＮ ／ （ ｍｇ ／ Ｌ）

ＤＯＣ ／ （ ｍｇ ／ Ｌ）

２．２８

５．３２７

两根石墨棒（ 直径 １８ ｍｍ，长 ４０ ｃｍ） 对苦草提供电刺激，石墨棒贴近小桶内缘，两根石墨棒相距 １８ ｃｍ（ 以圆
心记） ，石墨棒与苦草保持 ５ ｃｍ 的距离，石墨棒上部露出水面，通过金属夹和导线与电源相连，６ 个电压水平
设置为：０、０．２、０．５、１．０、１．５、３．０ Ｖ，其中 ０ Ｖ 为对照组，插有石墨棒但不通电． 在水箱上部 １ ｍ 高处安装日光
灯管（ 佛山，Ｔ５ 型 ８ Ｗ） ，每天光照时间为 １０：００

１４：００，通过科德 ｔｗ⁃ｋ１１ 型时控开关控制． 整个装置连续运

行 ６０ ｄ 之后，测定系统参数和苦草的形态、生理指标．

１．３ 分析项目与测定方法

实验结束后，分别测定不同处理组的水体参数：温度、ｐＨ 值、溶解氧和氧化还原电位，水温用手持温度

计测量；上覆水的 ｐＨ 值用 ｓａｒｔｏｒｉｕｓ ＰＢ⁃１０ 酸度计现场测定；上覆水的溶解氧用手持式溶氧仪（ ＹＳＩ ５５０Ａ） 原
位测定，测量点以苦草叶片未覆盖区域随机取点（ 上午 ７：００ 左右） ；氧化还原电位在抽出上覆水之后、取出
苦草之前，用便携式氧化还原电位仪（ ＦＪＡ⁃４ 型） 测定，参比电极为 Ａｇ⁃ＡｇＣｌ 电极；苦草种植前分别用天平称
量各组的初始总鲜重，用软尺测量初始平均株高和平均叶长，株高以苦草平铺后的中心叶片尖端到根茎交
合处为准，随机量取每棵苦草的最长、中等、最短 ３ 片叶长，取其平均值作为该棵苦草的平均叶长；实验结束
后（ 上午 １０：００ 左右） 将存活的所有苦草取出，流水冲洗干净，再用无菌水冲洗多遍，然后平铺在白色吸水纸
上，再次称量各组苦草的总鲜重，测量每组处理的苦草平均株高和平均叶长；在每棵苦草的根茎分界处将根
系剪下，浸泡在蒸馏水中，通过 ＲＨＩＺＯ ２００８ 根系扫描仪获得根系图像和数据；总叶绿素含量采用 ８０％ 丙酮
提取法测定，抗逆性指标丙二醛含量用硫代巴比妥酸法测定，具体步骤参照文献［２３］ ．

１．４ 数据处理

实验数据用 ＳＰＳ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２０ 和 ＯｒｉｇｉｎＰｒｏ ８．５ 软件处理与绘图，显著性检验采用单因素方差检验．

２ 结果和分析
２．１ 直流电场对水体参数的影响

实验结束后对不同电压处理组上覆水的温度、ｐＨ 值、溶解氧浓度及沉积物表层 ５ ｃｍ 的氧化还原电位进

行测量． 在 ０ ～ ３ Ｖ 电压范围内，随着电压升高，上覆水的温度在不同电压处理组间没有显著差异（ Ｐ＞０．０５） ；
上覆水的 ｐＨ 值在不通电的情况下略偏碱性，当通电电压为 １．５ 和 ３．０ Ｖ 时，上覆水的 ｐＨ 值与对照组相比显

著下降（ Ｐ＜０．０５） ，接近中性；上覆水的溶解氧浓度在通电电压为 ３．０ Ｖ 时与对照组相比显著下降（ Ｐ＜０．０５） ，
其他处理组与对照组没有显著差异（ Ｐ＞０．０５） ；沉积物表层 ５ ｃｍ 处的氧化还原电位随着通电电压的增加表
现出明显下降的趋势，各处理组间差异显著（ Ｐ＜０．０５） ，当通电电压达到 ３．０ Ｖ 时，沉积物表层 ５ ｃｍ 处的氧化
还原电位低至－２４５．３３ ｍＶ，表明沉积物中已经形成强烈的还原条件（ 表 ２） ．

表 ２ 不同通电电压下水体参数的变化

电压 ／ Ｖ

Ｔａｂ．２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ｂｏｄｙ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ｖｏｌｔａｇ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ｉｅｓ
温度 ／ ℃

ｐＨ 值

溶解氧 ／ （ ｍｇ ／ Ｌ）

８．１６± ０．０２ ａ

３．８６ ± ０．３２ ａ

０

２６．２ ± ０．１ ａ

８．２２± ０．０４ ａ

０．５

２６．５ ± ０．１ ａ

８．１７± ０．０４ ａ

０．２
１．０
１．５
３．０

２６．３ ± ０．１ ａ
２６．５ ± ０．１ ａ
２６．７ ± ０．１ ａ
２６．８ ± ０．１ ａ

∗同一列上标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Ｐ＜０．０５） ．

８．１６± ０．０６ ａ

８．０４± ０．０３ ｂ
７．１１± ０．０３ ｃ

３．４３ ± ０．２２ ａ
３．０８ ± ０．１９ ａ
３．０５ ± ０．３８ ａ
３．００ ± ０．２１ ａ

２．３７ ± ０．１６ ｂ

氧化还原电位 ／ ｍＶ
６８．００ ± ５．２９ ａ

９．３３ ± ６．０７ ｂ
－２１．００ ± ６．９２ ｃ

－３５．３３ ± １２．０４ ｃ
－１４８．００ ± ４．５８ ｄ
－２４５．３３ ± ４．９３ 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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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直流电场对苦草生物量和植株数目的影响
通过最终收获的苦草总鲜重与实验前的苦草总鲜重的差值（ 即鲜重变化量） 来反映不同电压对苦草总

生物量的影响． 经过较低电压（０．２、０．５、１．０ Ｖ） 处理的苦草的总生物量与对照组相比有明显的增加，其中当
电压为 ０．５ Ｖ 时生物量增加最大，增加量占初始生物量的 １０８．５９％ ；而较高电压（１．５、３．０ Ｖ） 处理后的苦草生
物量与对照组相比则呈现负增长趋势，３．０ Ｖ 处理组的苦草生物量比初始生物量减少了 ５５．４２％ （ 图 １） ． 实验
结束时，模拟系统内的苦草数目也发生了一定变化，其中对照组（０ Ｖ） 和处理组（ ０．２、０．５、１．０、１．５ Ｖ） 最终收
获的株数与初始保持一致，同时对照组收获 ３ 枚新芽，０．５ Ｖ 处理组收获 ４ 枚新芽，０．２ 和 １．０ Ｖ 处理组收获 ２
枚新芽，１．５ Ｖ 处理组收获 １ 枚新芽；而较高电压处理组（３．０ Ｖ） 在实验结束时死亡了 ２ 棵，均未收获到新芽．

图 １ 苦草鲜重的变化

Ｆｉｇ．１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ｒｅｓｈ ｗ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Ｖａｌｌｉｓｎｅｒｉａ ｎａｔａｎｓ
２．３ 直流电场对苦草平均株高和平均叶长的影响

经过不同电压处理，苦草的株高和叶长也发生了不同变化（ 图 ２） ． 未经过通电处理的对照组苦草在实

验结束后平均株高增加了 ２０．４３ ｃｍ，增加量为初始平均株高的 １４２．８９％ ，０．２、０．５、１．０ Ｖ 电压处理组苦草平均
株高显著增加（ Ｐ＜０．０５） ，其中 ０．５ 和 １．０ Ｖ 电压处理组苦草平均株高分别增加了 ３８０．７３％ 和 ２３２．４８％ ，与对
照组差异极显著（ Ｐ＜０．０１） ；１．５ 和 ３．０ Ｖ 电压处理组的苦草虽然有一定生长，但是平均株高增加量显著低于
对照组（ Ｐ＜０．０５） ，表明 １．５ 和 ３．０ Ｖ 电压处理会显著抑制苦草株高的增加． 不同电压处理对苦草平均叶长的
影响趋势与株高基本一致，各处理组之间苦草的平均叶长差异显著（ Ｐ＜ ０．０５） ，０．２、０．５、１．０ 和 １．５ Ｖ 处理组
的苦草平均叶长与对照组相比都显著增加，３．０ Ｖ 处理组显著减少（ Ｐ＜０．０５） ．

图 ２ 苦草平均株高和平均叶长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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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直流电场对苦草根系形态的影响

根尖数在较低电压（０．２、０．５、１．０ Ｖ） 的刺激下比对照组显著增加（ Ｐ＜ ０．０５） ，在较高电压（ １．５、３．０ Ｖ） 的

刺激下表现出降低趋势，但与对照组差异不显著；苦草的平均根长在 ０．２、０．５、１．５ Ｖ 电压刺激下与对照组相
比显著增长（ Ｐ＜０．０５） ，１．０ Ｖ 处理组的苦草平均根长也表现出增加的趋势，但与对照组相比不显著，３．０ Ｖ 处

理组苦草的平均根长显著小于对照组（ Ｐ＜０．０５） ，从误差值波动范围还可以观察到，在低电压处理组（ ０、０．２、

０．５ Ｖ） 苦草新生根系较多，高电压处理组（１．０、１．５、３．０ Ｖ） 新生根系的生长受到抑制；各处理组的苦草根系平
均直径在 ０．３ ～ ０．４ ｍｍ 之间波动，差异不显著（ Ｐ＜０．０５） ，表明不同电压对苦草的根系直径影响不大（ 图 ３） ．

图 ３ 苦草根系形态的变化

Ｆｉｇ．３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ｒｏｏｔｓ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Ｖａｌｌｉｓｎｅｒｉａ ｎａｔａｎｓ
２．５ 直流电场对苦草叶片总叶绿素和丙二醛含量的影响
光合作用是植物体内非常重要的代谢过程，其强弱对植物生长及其抗逆性有重要的影响，光合色素是

光合作用的物质基础，叶绿素含量的高低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植物的生长状态和光合能力 ［２４］ ． 实验结果显
示，当电压为 ０．５ Ｖ 时，苦草叶片的总叶绿素含量与对照组相比显著增加（ Ｐ＜０．０５） ，表明合适的低压条件可
以促进叶绿素的合成；当电压为 １．５ 和 ３．０ Ｖ 时，总叶绿素含量与对照组相比显著减少（ Ｐ＜ ０．０５） ，表明过高
的电压会抑制苦草的光合作用，不利于其生长；当电压为 ０．２ 和 １．０ Ｖ 时，总叶绿素含量与对照组差异不显
著（ Ｐ＞０．０５） （ 图 ４） ．

图 ４ 苦草叶片总叶绿素和丙二醛含量的变化（ 不同字母表示处理组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Ｆｉｇ．４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 ａｎｄ ＭＤＡ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 ｌｅａｖｅｓ ｏｆ Ｖａｌｌｉｓｎｅｒｉａ ｎａｔａｎｓ

在逆境条件下，植物的细胞膜脂会加速氧化，活性氧增加，膜的结构和功能受到破坏． 丙二醛是细胞膜

脂过氧化的最终产物，是衡量膜脂过氧化程度的一个最重要的指标 ［２５］ ． 在电刺激的情况下，苦草的细胞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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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发生一定程度的过氧化，通过测定丙二醛含量的变化可以反映出苦草在生理层面上对电场刺激的响应．

在较低电压（０．２、０．５、１．０ Ｖ） 刺激下，苦草叶片中丙二醛含量随着电压升高表现出缓慢增加的趋势，但与对
照组相比没有显著差异（ Ｐ＞０．０５） ，表明苦草具有一定的耐低压性；当电压达到 １．５ Ｖ 时，苦草叶片中丙二醛
含量快速升高，与对照组差异显著（ Ｐ＜０．０５） ，表明在此电压下苦草已经表现出明显的抗逆性，膜结构受到一
定程度的破坏； 当 电 压 达 到 ３． ０ Ｖ 时， 丙 二 醛 含 量 与 对 照 组 相 比 大 幅 度 升 高， 与 对 照 组 差 异 极 显 著
（ Ｐ＜０．０１） ，表明在此电压下苦草的叶片膜结构已经受到相当严重的破坏（ 图 ４） ．

３ 结论与讨论
１） 本实验结果表明一定强度的电场能够促进苦草的生长，在 ０ ～ １．０ Ｖ 电压范围，苦草生长受到的促进

作用随着电场强度的增加而增加，当电压达到 ３．０ Ｖ 时，苦草的生长受抑制． ０．５ Ｖ 电压处理组的新芽数目和
根尖数达到最多，生物量增加最多，表明外加电场可以促进植物细胞的分裂和增生． 已有研究表明，静电场
能提高种子活力，增加植物的抗逆性 ［２６⁃２８］ ，诱导 ＡＴＰ 合成，加速酶活化，促进植物的生长发育；受微电流的刺
激，植物细胞膜电位会增加，细胞分裂素产生定向迁移，促进细胞的增殖；同时微电流可以提高细胞膜的通
透性，增加物质转运能力，刺激植物增长 ［２９⁃３０］ ，本实验结果与这些植物电生理研究的结果相一致．

２） 苦草的丙二醛含量在 １．５ 和 ３．０ Ｖ 电压处理下显著增加，表明电场对植物生长发育的促进作用具有

一定的阈值，强度过高的电场会紊乱植物细胞内的正常代谢反应，导致细胞膜脂过氧化，破坏细胞膜结构，
甚至击穿细胞，导致细胞死亡． Ｊａｎｏｓｉｔｚ 等观察了烟叶细胞对不同强度电场的反应，高强度电场可以击穿细胞
壁，导致原生质体收缩、细胞碎裂 ［３１］ ． 不同类型的植物对电场响应的阈值差别很大，而且还受到多种因素的
共同制约，如植物组织细胞的大小、细胞壁的厚薄和处理时间等 ［３２］ ． 沉水植物由于其完全水生的特点，对外
界的刺激响应更加敏感，因此对电场刺激的阈值应该比陆生植物和挺水植物更低，Ｌｕ 等 ［２０］ 在利用外加电场
提高人工湿地的去污能力时，发现挺水植物美人蕉对外加电场刺激反应的阈值在 ５ ～ ７ Ｖ 之间，本实验结果
证实沉水植物苦草对外加电场刺激反应的阈值在 ０．５ ～ １．０ Ｖ 之间，证实了沉水植物对电场刺激更敏感．

３） 上覆水的酸度随着电压的升高而增加，表明电修复技术能促进水体的酸化，时文歆等在探究污染土

壤电修复过程中也发现，电修复可以促进土壤的酸化 ［３３］ ，导致 ｐＨ 值降低的原因是，当电压达到一定范围
时，阳极处的水发生电解，产生的 Ｈ 在电场作用下向阴极迁移，使经过之处的 ｐＨ 值下降．
＋

４） 上覆水的溶解氧浓度比初始值显著降低，通电在理论上应该不会直接导致水体中的溶解氧浓度降

低，因为在电解过程中阴极附近存在大量的阳离子，氧气不会在阴极发生电解，当电压达到 ３．０ Ｖ 时氧气依
然不会发生电解，此组溶解氧比对照组显著降低的现象应该是植物生长不利甚至发生腐烂大量耗氧导致
的；此外通电会加速水体和沉积物中各种离子的迁移转化，可能会加大水体中氧气的消耗，此实验后续应该
进一步探究通电对水体和沉积物中生化反应的影响，以证实此种推测，另外测量的时间选在早晨植物尚未
进行光合作时也是导致溶解氧浓度偏低的一个原因．

５） 通电会导致沉积物（ 表层 ５ ｃｍ） 中的氧化还原电位下降． 付融冰等研究表明植物根系的泌氧作用可以

提高根区的氧化能力［３４］ ，所以氧化还原电位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反映植物根系的健康状态，如本实验中 ３．０ Ｖ
电压处理组的沉积物形成了很强的还原环境，从侧面反映出苦草的生长受到了强烈胁迫，尤其是根系向沉
积物中泌氧的能力受到强烈抑制 ［３５］ ，部分根系甚至有腐烂迹象．

通过模拟系统内的苦草对不同强度的外加电场的响应，可以得出在阈值范围内施加电场有助于苦草生

长的结论，这为利用外加电场促进沉水植物修复和污染治理的想法提供了理论依据，本实验一些现象的机
理尚有待进一步的实验探究，同时，由于实际环境复杂多变，电场与植物的复合应用离实际应用尚有一段距
离，更多影响因素也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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