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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流沙湾海草分布现状及其与不同养殖生境的关系

钟摇 超1,摇 孙凯峰1,摇 廖摇 岩1,摇 綦世斌1,摇 陈清华1,摇 尹倩婷2,摇 徐摇 敏1

(1. 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广东 广州 510535;2. 广东省环境科学研究院,广东 广州 510045)

摘摇 要: 2016 和 2017 年对广东流沙湾海草床进行现场调查,获得了海水、海草、浮游生物、底栖动物和大

型底栖海藻的数据资料。 结果表明流沙湾卵叶喜盐草(halophila ovalis)平均生物量为 3. 74 g / m2,总面积

为 26. 9 hm2,呈斑块状分布。 利用水质参数进行主成分分析,对各主成分得分进行聚类,将调查区域划分

为渔排和捕鱼网影响区(玉区)、贝类养殖区(域区)和非养殖区(芋区)3 种生境类型,主成分综合得分表

明玉区污染最严重。 比较玉区和域区两种不同养殖方式下的生境类型,玉区的海草生物量、底栖动物生物

量、浮游植物丰度、溶解氧、活性磷酸盐和盐度低于域区,大型底栖海藻生物量、氨氮、无机氮、N / P 比值和

COD 高于域区。 流沙湾海草床的分布面积和生物量较 2002 年出现了严重退化,网箱渔排和捕鱼网的生

产方式、小个体贝类的大量繁殖以及低盐度的近岸河流输入降低了海草生物量。 海草生物量与其他指标

的关系体现了贝类养殖对海草的生存有积极作用,较强的水体自净能力有利于海草的生长。 本文还从提

高公共意识、加强自然保护区管理和实施常态监测三个方面提出了流沙湾海草的保护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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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bution status of seagrass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different
habitat types in Liusha bay of Guangdo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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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ield investigation was carried out in 2016 and 2017,indexes including seawater,sediment,seagrass,plank鄄
ton,zoobenthos and benthic macroalgae was obtained from Liusha bay of Guangdong Provinc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verage biomass and total distribution area of Halophila ovalis were 3. 74 g / m2 and 26. 9 hm2 with patches distribution
pattern. Three habitat types were divided by principal component鄄cluster analysis of seawater parameters,they were
“influence area of fish raft and fishing net冶(Area 玉),“shellfish farming area冶(Area 域) and “non鄄cultured area冶
(Area 芋). Comprehensive scores of principal component showed that Area 玉 was most polluted. Comparison between
Area 玉 and Area 域 showed that biomass of seagrass and zoobenthos,concentration of dissolved oxygen and active
phosphate,phytoplankton abundance,salinity in Area 玉 were lower than that in Area 域,biomass of benthic macroal鄄
gae,N / P ratio,concentration of ammonia nitrogen,inorganic nitrogen and COD in Area 玉 were higher than that in Ar鄄
ea 域. Total distribution area and biomass of seagrass bed in Liusha bay seriously degraded in 2017 when compa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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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that in 2002. Due to the production mode of fish raft and fishing net,mass multiplication of small shellfishes and
low鄄salinity water derived from river input,seagrass biomass decreas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agrass biomass and
other indexes reflected that shellfish culture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seagrass survival and strong self鄄purifying ability
of water was beneficial to seagrass growth. Also,this paper put forward the suggestions of protecting seagrass including
promoting public consciousness,strengthening natural reserve management and implementating normal monitoring.
Key words:Liusha bay;seagrass bed;principal component鄄cluster analysis;habitat type;mariculture

摇 摇 海草生活在热带到温带的沿岸海域,在全球

的碳、氮、磷循环中扮演着重要角色[1]。 海草构

成的复杂生境改善了周围的环境[2],为其他生物

提供了栖息、庇护和繁殖的场所[3]。 海草生长输

出的有机质和死后形成的腐殖质,也是复杂的海

草食物网的基础[4]。 海草床由于其重要的生态

价值和功能,和珊瑚礁、红树林一起被称为三大典

型海洋生态系统[5]。
广东雷州半岛西南部的流沙湾海域曾分布着

我国华南沿海最大的海草床,2002 年的面积达

900 hm2[6]。最近 15 a 来,对流沙湾海草床的研究鲜

有报导[7]。 由于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华南沿岸如

海南南部[8]、海南东部[9]、广西合浦[10] 和广东沿

海[11]等地的大部分海草床都已呈现出退化趋势。
流沙湾海草床长期面临着附近居民围网捕鱼、炸鱼

电虾和挖贝耙螺等人类活动的威胁[6,11],加之该海

域内海水养殖规模和面积的不断扩大[12],在此背

景下进行流沙湾海草床的现状调查研究是十分必

要的。 为此,笔者于 2016 ~ 2017 年赴流沙湾进行

了海草及其环境的调查研究,该研究不仅为流沙湾

海草床的后续研究提供基础资料,也为海水养殖环

境下的海草床保护和恢复提供参考依据。

1摇 材料与方法

1. 1摇 站位布设

在正式采样之前,笔者通过文献资料[12]、卫
星遥感影像和实地调查对流沙湾海水养殖布局进

行了大致了解(如图 1 所示)。 外湾以扇贝吊养

为主,在外湾北部有一整片扇贝吊养区。 湾口和

提统村东侧海域的航道周围,布满了网箱渔排,呈
带状分布。 内湾常见贝类插桩养殖,多分布在英

良角南侧和龙腋村东北侧海域。 整个流沙湾还散

布有大量的捕鱼网“迷魂阵冶,尤以水深较浅的海

域居多。 调查站位在覆盖所有海草可能分布区域

的前提下,兼顾了贝类吊养、插桩区,网箱渔排区

和捕鱼网的周围区域。

图 1摇 流沙湾调查站位

Fig. 1 Sampling sites in Liusha bay

1. 2摇 采样及分析方法

(1)海水水质。 选取了透明度、pH、盐度、悬
浮物、溶解氧、总氮、氨氮、硝酸盐、亚硝酸盐、非离

子氨、总磷、活性磷酸盐、CODMn、汞、铜、砷、硫化

物和石油类作为监测指标。 使用溶氧仪(YSI鄄556
型)现场记录监测海水的溶解氧、盐度和 pH,水样

经 0益暂存后,迅速带回实验室,按照《海洋监测

规范第 4 部分:海水分析》 (GB 17378. 4鄄2007)中
的有关规定进行其他参数的检测分析。

(2)生物参数。 选取了浮游植物种类及丰

度、浮游动物种类及丰度、底栖动物种类及生物

量、海草生物量和大型底栖藻类生物量作为监测

指标。 使用采水器采集表层水样 1 L 装入塑料瓶

中,加入 1%体积分数的鲁格试剂固定作为浮游

植物样品。 使用装有网口流量计和铅制沉锤的浅

水芋型浮游生物网自底至表进行垂直拖网采集浮

游动物,以 5% 体积分数甲醛溶液固定保存。 浮

游生物样品迅速带回实验室后静置沉淀 24 h,浓
缩处理并于倒置显微镜下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
在每个有海草分布的站位,进行海草和大型底栖

海藻样品的采集。 将 6. 7 cm 直径的柱状采样器

插入海底 10 cm,采集柱状样内所有海草的根、匍
匐根、茎、叶片等样品,随后放置 50 cm伊50 cm 大

小的不锈钢框,取样框内 10 cm 海底深度的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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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栖海藻样品。 海草和海藻样品离开水面后分别

将其放入尼龙网袋,滤掉网袋内泥沙,鉴别后转入

塑料袋中封口、编号。 样品经-20益 暂存后迅速

带回实验室,将剩余泥沙等附着物小心洗涮去除,
在 60益恒温条件下持续 36 ~ 48 h 至烘干,称量其

干重。 单个站位的海草和海藻采样点为 3 个,采
样点相距 5 ~ 10 m。 生物样品的采样和分析方法

按照《海草床生态监测技术规程》 (HY / T 083鄄
2005)、《海洋调查规范第 6 部分:海洋生物调查》
(GB 12763. 6鄄2007)和《海洋监测规范第 6 部分:
生物体分析》 (GB 17378. 6鄄2007)中的有关规定

执行。
1. 3摇 数据处理

在每一块海草床边界(主要是拐点位置)设

置多个 GPS 定位点, 勾绘海草分布区。 使用

Google earth 和 Arcmap 10. 2 对数据进行空间分

析,计算海草床分布面积并作图。 使用 SPSS 19. 0
软件将各调查站位的水质参数进行降维处理,提
取主成分,并进行聚类分析。 使用 SPSS 19. 0 软

件对水质参数和生物参数进行 Pearson 相关性分

析和独立样本 t 检验的差异性分析。

2摇 结果与讨论

2. 1摇 海草的形态特征和分布

海草全部分布在内湾,共发现了 5 块海草床

和 1 个海草生长点(如图 2 所示),海草种类只有

一种,为卵叶喜盐草(Halophila ovalis) (本文海草

中文名称参考黄小平等[13])。 卵叶喜盐草植株高

度为 8 ~ 12 cm,茎匍匐、纤细,颜色白中带红偏透

明,叶片呈卵状椭圆形,较薄且叶脉清晰、凸出,部
分叶片有褐色斑纹,叶片长 0. 6 ~ 1 cm,宽度小于

0. 5 cm,叶柄长 0. 6 ~ 1. 2 cm。 面积最大的海草床

位于英良角西侧、英利河入海口南侧的 A2 站附

近海域,为 13. 2 hm2。 面积次之的海草床位于提

统村东侧、土贡河入海口南侧的 A1 和 J4 站附近

海域,此处退潮时水深仅约 1 m,海草床接近片状

分布,海草植株较其他区域矮,茎叶较嫩。 海尾村

西南侧的 A3 和 J11 站附近海域海草床呈斑块状

分布,海草植株较高,茎叶颜色较深。 讨泗村西侧

的 J6 站附近海域水深 3 ~ 4 m,底泥较多、水体浑

浊,未能确定海草床分布面积,此处海草形态特征

同海尾村西南侧的类似。 卵叶喜盐草的海草床总

面积为 26. 9 hm2,海草生物量变化范围为 0. 80 ~
6. 40 g / m2,均值为 3. 74 g / m2。

图 2摇 流沙湾海草分布站位和范围

Fig. 2 Distribution sites and range of seagrass in Liusha bay

2. 2摇 主成分及聚类分析

2. 2. 1摇 主成分分析

海水水质监测数据如表 1 所示。 通过海水水

质参数的主成分分析,得到特征值大于 1 的前 5
个主成分(见表 2),其累计贡献率达到 82. 167% ,
因此,取前面 5 个主成分,可反映原始数据的基本

信息。

表 1摇 流沙湾海水水质监测数据

Tab. 1 Monitoring data of sea water quality in Liusha bay

站位 J1 J2 J3 J4 J5 J6 J7 J8 J9 J10 J11 A1 A2 A3

盐度 27. 1 27 25. 9 24. 8 27. 7 27. 2 27. 2 26. 8 26. 6 27. 8 27. 3 24. 4 22. 2 26. 3

透明度 / m 1. 3 1. 4 1. 4 0. 5 0. 8 0. 8 0. 6 0. 55 2. 25 0. 65 1. 2 0. 6 0. 9 0. 4

悬浮物 / mg·L-1 11 5 9 8 14 22 23 18 7 19 12 9 16 16

溶解氧 / mg·L-1 7. 40 6. 58 6. 59 6. 42 6. 76 6. 92 7. 02 7. 23 6. 34 6. 79 7. 03 6. 39 6. 62 6. 79

总氮 / mg·L-1 2. 61 2. 52 2. 4 2. 95 2. 53 2. 6 2. 59 2. 57 3. 06 2. 86 2. 84 2. 27 1. 54 1. 78

氨氮 / mg·L-1 0. 023 0. 039 0. 005 0. 029 L 0. 027 0. 145 0. 017 0. 021 0. 030 0. 015 0. 136 0. 087 0. 041

硝酸盐 / mg·L-1 0. 010 0. 010 0. 019 0. 015 0. 013 0. 007 0. 008 0. 014 0. 090 0. 016 0. 008 0. 110 0. 209 0. 096

亚硝酸盐 / mg·L-1 0. 003 L L L L L L L 0. 018 L L 0. 014 0. 014 0.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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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摇 聚类分析树状图

Fig. 3 Dendrogram of cluster analysis

围海水环境产生了一定影响,导致捕鱼网影响区

和渔排影响区的站位被归为一类。 玉区污染程度

综合排名为 4. 3,是三个生境类型中污染最严重

的一个。 域区中,J1 站位为筏式贝类吊养区,J6
站位为桩式贝类吊养区,域区污染程度综合排名

为 9. 5,比玉区污染程度轻。 芋区在湾口和在湾

内均设有布点,其污染程度综合排名为 11. 2,污
染程度最轻。 由于非养殖区海底仍有废弃的蚝桩

和捕鱼网,导致该区域未能完全脱离养殖区的影

响,分析重点将放在渔排和捕鱼网影响区(玉区)
和贝类养殖区(域区)上。 各生境类型的主要指

标均值如表 4 所示。

表 4摇 各生境类型的主要指标参数

Tab. 4 Major index parameters in each habitat type

指标 渔排和捕鱼网影响区(玉区) 贝类养殖区(域区) 非养殖区(芋区)

氨氮 / mg·L-1 0. 051 0. 025 0. 042

硝酸盐 / mg·L-1 0. 078 0. 008 0. 012

亚硝酸盐 / mg·L-1 0. 010 0. 003 0. 003

无机氮 / mg·L-1 0. 140 0. 036 0. 057

活性磷酸盐 / mg·L-1 0. 007 0. 011 0. 018

N / P 比值 638. 26 15. 36 17. 75

溶解氧 / mg·L-1 6. 533 7. 160 6. 966

CODMn / mg·L-1 1. 057 1. 010 0. 922

盐度 25. 314 27. 150 27. 360

大型底栖海藻生物量 / g·m-2 60. 18 0 27. 80

大型底栖海藻科类数 2. 3 0 1. 0

海草生物量 / g·m-2 2. 46 6. 40 6. 20

底栖动物生物量 / g·m-2 335. 87 585. 60 209. 60

底栖动物多样性指数 0. 71 1. 11 0. 87

浮游植物丰度 / 伊104 cells·L-1 0. 515 1. 208 3. 627

浮游植物种类数 16. 3 30. 0 30. 6

浮游植物多样性指数 1. 65 1. 78 2. 07

浮游动物丰度 / ind·m-3 120. 99 46. 95 437. 18

浮游动物类群数 3. 3 9. 0 7. 8

浮游动物多样性指数 0. 61 1. 64 1. 61

2. 3摇 流沙湾海草床退化诱因与机理

本研究发现海草床分布面积为 26. 9 hm2,生
物量均值为 3. 74 g / m2,离 2002 年海草床分布中

心位置最近的 A2 站生物量为 2. 32 g / m2。 2002
年海草床分布面积为 900 hm2,生物量均值为

25. 7 g / m2[6]。以前的海草调查方式是选择当地最

大潮差期间的退潮时期,在陆上通过手持 GPS 仪

完成海草分布范围的测绘,而本研究的调查主要

通过潜水来完成。 如今流沙湾适合海草分布的较

浅海域,捕鱼网“迷魂阵冶和蚝桩分布密集,加之

常年湾内水体能见度较差,这对海草潜水调查,特
别是勾绘海草分布范围提出巨大挑战。 对比

2002 年的调查结果,目前流沙湾海草床的分布面

积和生物量均低于 1 / 10。 虽然调查方式不同可

能造成结果的低估,但仍可看出流沙湾海草床已

严重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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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4 可知,域区和芋区海草生物量接近,均
高于玉区海草生物量,并超过其 2 倍,笔者以主成

分及聚类分析的结果作为切入点,探讨流沙湾海

草的退化原因。
(1)营养盐竞争处于劣势。 玉区拥有更大的

养殖密度,其养殖方式导致水体交换能力更弱,而
域区和芋区主要靠近贝类养殖区,其养殖密度相

对较小,水体交换能力较好。 玉区网箱产生的大

量鱼、虾排泄物及残余饲料等,被细菌分解产生大

量氨氮,加之水体交换能力差,导致该区氨氮含量

最高。 玉区大量的氨氮消耗更多的溶解氧,使该

区溶解氧含量最低。 该现象在拓林湾和流沙湾都

曾出现过。 杜虹等[14] 在柘林湾的研究表明养殖

区的氨氮含量高于非养殖区,而溶解氧含量较低。
谢群等[15]在流沙湾养殖高峰的夏季也观察到了

氨氮在四季中最高,且溶解氧含量较低。 玉区大

量氨氮在硝化作用下,形成硝酸盐,使该区硝酸盐

含量最高。 除玉区 A2 站位的无机氮超标至《海
水质量标准》(GB3097鄄1997)第三类,其他所有站

位的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浓度都符合第二类海水

水质标准。 三个生境类型的低无机氮和活性磷酸

盐浓度都体现了流沙湾的贫营养类型海域特点,
与已有的研究结果[16] 一致。 但也有研究结果[12]

表明,流沙湾仅磷酸盐的营养水平属贫营养型。
玉区有较高的生物量和较多科类的大型底栖海

藻,是得益于渔排养殖过程产生的高浓度的硝酸

盐,而 且 与 浮 游 植 物 和 海 草 形 成 了 竞 争 关

系[17鄄18],并导致了玉区的浮游植物丰度和海草生

物量最低。 大型底栖海藻吸收了较多的营养盐,
也是流沙湾营养盐含量低、水质长期保持在二类

的原因之一[19]。 域区和的芋区 N / P 比值都接近

redfield ratio[20] 的理论比值 16,而玉区远高于理

论比值,达 638. 26,说明了该区域水体存在磷限

制。 同时玉区养殖过程中产生大量有机物形成的

微小有机粒子吸附磷酸盐,也会影响海草对其吸

收[21],加剧了海草营养盐的竞争劣势。
(2)生存空间被挤占。 域区的底栖动物生物

量和多样性均高于玉区。 域区和芋区的底栖动物

生物量主要由个体较大的帘蛤科和樱蛤科等海洋

软相底质底栖贝类贡献,分布较为稀疏。 玉区的

底栖动物生物量由占统治地位的汇螺科贡献,虽
然其生物量较域区低,但个体较小,密密麻麻铺在

海底,挤占了海草的生长空间,该现象在广西的合

浦海草床已有报导[10]。 此外,玉区的渔排遮挡太

阳光线,残饵和粪便覆盖海草及其生长底质,捕鱼

网“迷魂阵冶打桩时破坏践踏海草,均影响了玉区

的海草生长,这也是华南海草床退化的常见

原因[8,22]。
(3)近岸河流输入。 以盐度为变量,采用和

生境类型划分相同的聚类方法对所有站位进行聚

类分析,发现玉区有海草分布的 A1、J4 和 A2 站

为一类,其他站位为另一类。 进一步进行显著性

差异分析发现 A1、J4 和 A2 站的盐度显著偏低(P
<0. 05),该三个站位靠近土贡河或英利河,可知

近岸河流输入对盐度产生了影响。 该三个站位的

海草生物量范围为 0. 80 ~ 2. 32 g / m2,远低于其他

站位的 5. 76 ~ 6. 40 g / m2。 有研究表明,卵叶喜盐

草生长的最适盐度为 30 ~ 35[23]或 25 ~ 35[24]。 本

研究中受河流输入影响的海草站位盐度范围为

22. 2 ~ 24. 8,未受影响的海草站位的盐度范围为

26. 3 ~ 27. 3,前者的低盐度更偏离海草的最适盐

度,造成了玉区海草的低生物量。
2. 4摇 流沙湾海草生物量与其他指标的关系

在对有海草分布和没有海草分布的两组数据

进行差异性分析时,发现 COD 浓度是唯一有显著

性差异的参数,有海草分布区域的 COD 浓度显著

高于没有海草分布的区域(P<0. 05)。 在贝类养

殖的主要季节,流沙湾贝类养殖区的 COD 浓度明

显上升[25]。 养殖贝类的排泄物是流沙湾有机物

的主要来源,贝类养殖间接地给海草提供了营养

物质,并营造了有利于海草生长的生境。 差异性

分析的结果呈现出流沙湾海草适于 COD 浓度较

高海域生存的现象,表明贝类养殖对海草栖息环

境有积极的意义。
对 6 个有海草分布的站位进行海草生物量与

其他指标的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海草生物量仅

与溶解氧浓度和浮游动物多样性指数显著正相关

(P<0. 05),与其他指标不相关。 何本茂等[26] 讨论

了铁山港海草生态区中,众多指标与水体净化能力

之间的关系,其中包括溶解氧和化学净化能力,以
及浮游动物多样性和生物净化能力的正相关关系。
由于流沙湾海草区缺少长期、系统的数据,暂时无

法对其水体净化能力作深入分析,但是海草生物量

与溶解氧浓度和浮游动物多样性指数显著的正相

关关系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流沙湾海草分布区水体

自净能力越强,海草生物量越高这一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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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摇 结摇 论

本研究表明,小个体底栖贝类的大量繁殖和河

流输入造成的水体盐度波动等自然因素,都会导致

海草生物量降低,但流沙湾海草床退化的主要原因

是过度使用网箱渔排和捕鱼网,这些生产方式对海

草竞争营养盐和占据生存空间都造成了极为不利

的影响。 贝类养殖对海草的生存和栖息有积极影

响,而水体的自净能力会影响海草的生长。
现场调查时发现流沙湾内湾优越的养殖位置

均用于渔排养殖和贝类插桩养殖,而在外湾至湾

口也有大片的贝类吊养区。 此外,见缝插针的

“迷魂阵冶随处可见,甚至影响到了航道的使用,
侵占了流沙湾的公共资源。 早在 2003 年流沙湾

就设立了两个县级海洋与渔业自然保护区,分别

为 3633 hm2 的“雷州市海草县级保护区冶和 300
hm2的“雷州市流沙湾珊瑚礁自然保护区冶。 流沙

湾自然保护区面积占到整个海湾面积的 50% 以

上,但是在现场调查过程中发现保护区中适合养

殖的水域都被渔民占用。 在沿岸的滩涂,低潮时

经常有当地居民在潮间带耙螺挖贝,这种生产方

式也极大地影响到了海草的正常生长,导致流沙

湾潮间带的海草几乎绝迹。 作为最基层的县级自

然保护区,其档次、管理水平等方面较国家级、省
级和市级自然保护区都存在较大的差距。 针对流

沙湾海草床的保护工作,笔者提出以下建议:通过

宣传画和展览等形式,大力普及海洋生物多样性保

护知识,提高当地居民的海草保护意识;加强流沙

湾海草床自然保护区的管理,加快海草保护的地方

自治立法,规范海水养殖,规制海草床生态系统破

坏及污染行为;在海草床主要分布区域选取一条代

表性断面开展常态监测,有利于监控流沙湾海草床

生态系统状况以及今后的海草恢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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