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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山群岛海域网采浮游植物与环境因子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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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根据 2014 年 5 月万山群岛海域生态环境调查数据,利用聚类分析和冗余分析等方法分析了网采

浮游植物群落分布特征,探讨了珠江口盐度锋面生境对浮游植物群落的影响。 结果表明:共发现网采浮游

植物 93 种,硅藻门种类占 73. 1% 。 在冲淡水和外海水汇聚形成盐度锋面的混合区,水温、化学耗氧量、溶
解氧、pH、叶绿素 a 和 N 颐P 均高,网采浮游植物丰度也最高,平均丰度为 5. 96伊108 / m3,数值达到其他两个

区域平均丰度的 4000 倍以上,小个体硅藻中肋骨条藻丰度比例大于 90. 2% 。 在低盐区硅藻门丰度仍占

80. 6% ,大个体硅藻门种类如锤状中鼓藻、巨圆筛藻、哈德半盘藻和美丽漂流藻等丰度呈上升趋势。 在高

盐区甲藻门丰度增至 40. 7% ,形成硅藻门和甲藻门丰度联合占优势的群落结构,大个体甲藻门种类如短

角角藻、纺锤角藻、大角角藻和夜光藻等丰度呈上升趋势。 由于盐度变化大,网采浮游植物种类多样,且以

广盐种种类和丰度占优势。 万山群岛海域的水体营养特征使小型硅藻中肋骨条藻优势特别突出,而种类

多样并且单一种类占主导优势的网采浮游植物群落特征,支撑了海域的高初级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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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鄄phytoplankton community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environmental
factors in the Wanshan islands adjacent sea

DAI Ming,摇 LIU Hua鄄xue,摇 WU Feng鄄xia,摇 GONG Xiu鄄yu,摇 LIAO Xiu鄄li,摇 HUANG Hong鄄hui
(Guangdong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Fishery Ecology and Environment;Key Laboratory of Open鄄Sea Fishery Development,Minis鄄

try of Agriculture;South China Sea Fisheries Research Institute,Chinese Academy of Fishery Sciences;Guangdong Province,Guang鄄

zhou 510300,China)

Abstract:The abundance and spatial variation of net鄄phytoplankton were studied in Wanshan islands adjacent sea,
based on field survey in May 2014. We analyzed the environmental factors,species composition and cell density of net鄄
phytoplankton (mesh size 77 滋m),aimed to understand the impact of water exchange on community structure. A total
of 93 species of phytoplankton were identified. Bacillariophyta was the dominant functional group,represented the high鄄
est number of species,accounting for 73. 1% of total abundance. There were significant effects between net鄄phyto鄄
plankton community structure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such as water temperature, salinity, chemical oxygen de鄄
mand, dissolved oxygen, pH, chlorophyll a and N 颐P. In the mixed area,Pearl river plume and oceanic water con鄄
verged to form salinity fronts,the number of euryhaline species,offshore species and oceanic species were higher than
other areas. Net鄄phytoplankton abundance was represented by euryhaline species in the mixed area, dominate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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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ll particle size species of Bacillariophyta and the dominant species was Skeletonema costatum,with more than
90. 2% of total abundance. Mean net鄄phytoplankton abundance was 5. 96伊108 / m3 in the mixed area,about 4000 times
higher than other areas. Bacillariophyta was still the most abundant group in the low salt area,accounting up to 80. 6%
total abundance,but the proportion of big particle size species of Bacillariophyta such as Bellerochea malleus, Coscino鄄
discus gigas,Hemidiscus hardmannianus and Planktoniella formosa increased obviously. Moreover,the proportion of big
particle size species of Pyrrophyta such as Ceratium breve, C. fusus, C. macroceros and Noctiluca scintillans increased
in the high salt area,and Pyrrophyta further increased to 40. 7% ,where Bacillariophyta and Pyrrophyta became the
dominant group together. The superiority of Skeletonema costatum is particularly prominent,together high phytoplankton
abundance,support high primary production in Wanshan islands adjacent sea.
Key words:net鄄phytoplankton;environmental factors;Wanshan islands;cluster analysis;redundancy analysis;princi鄄
pal component analysis

摇 摇 万山群岛是珠江口外呈半环状散布的一组岛

屿群,介于珠海和香港之间,受珠江冲淡水和外海

潮流的共同作用,水动力条件复杂[1鄄2],是珠江口

极为重要的盐度锋面区[3鄄5],在陆源物质向海输送

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一陆海相互作用的关

键水域初级生产力颇高[5鄄8],形成珠江口海水鱼类

重要的产卵育肥场。 浮游植物作为海洋食物网的

基础环节,一直是渔业资源栖息地研究的重要对

象[9]。 研究表明其群落特征与环境因子如水温、
盐度、光照、营养盐等密切相关。 有关珠江口网采

浮游植物群落的研究已有较多积累[10鄄15],然而聚

焦万山群岛盐度锋面这一局部海域的研究仍较

少。 本文通过聚类分析、冗余分析和主成分分析

来解析 2014 年春季万山群岛海域网采浮游植物

和环境之间的关系,既为万山群岛海域盐度锋面

的生态系统研究提供基础资料,也为深入了解亚

热带河口盐度锋面的物理化学生物过程提供

帮助。

1摇 材料与方法

1. 1摇 样品采集

2014 年 5 月 12 ~ 15 日,使用粤珠渔 31058 船

在万山群岛海域进行了生态环境调查,共 18 个采

样站位 (图 1)。 调查项目包括水温 ( T)、盐度

(S)、pH、溶解氧(DO)、悬浮物(SS)、化学耗氧量

(CODMn)、硅酸盐(SiO2-
3 )、无机氮(DIN)、磷酸盐

(PO3-
4 )、叶绿素 a(Chl a)和网采浮游植物。
水温、盐度、pH 和溶解氧使用 YSI 5600 测

定,悬浮物用 GF / F 滤膜重量法测定,化学耗氧量

用碱性高锰酸钾法测定,硅酸盐、无机氮和磷酸盐

使用 Lachat QC 8500 流动注射比色法测定,叶绿

素 a 使用 Turner Designs 10 荧光法测定,网采浮

游植物用浅水芋型浮游生物网从底至表垂直拖曳

1 网,收集到的网采浮游植物样品用 5%的福尔马

林溶液固定,带回实验室静置浓缩后在 Leica DM鄄
LB 生物显微镜下进行分类鉴定与计数[16]。

图 1摇 万山群岛采样站位

Fig. 1 The sampling stations around Wanshan islands

1. 2摇 数据分析

不同区域环境因子差异的显著性通过 Excel
无重复单因素方差分析判断。 再通过 Primer 主

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PCA)研究

不同区域的环境特征。 环境因子间的相关性通过

SPSS Pearson 相关分析判断。
网采浮游植物群落参数通过种类数、丰度、出

现频率、优势度、Shannon鄄Wiener 多样性指数和

Pielous 均匀度指数来描述。 通过聚类分析研究网

采浮游植物的组群结构,将出现站位数大于或等于

3 的种类数据,使用 Primer 5 软件采用相似性系数

(bray鄄curtis similarity)建立二维矩阵,用组间连接

法(between鄄groups linkage)进行物种聚类分析。
网采浮游植物种类的区域分布特征及其与环

境的关系通过冗余分析研究。 首先筛选出现站位

数大于或等于 3 的网采浮游植物主要种类,将其



542摇摇 海摇 洋摇 环摇 境摇 科摇 学 第 38 卷

丰度经过 log10(X+1)标准化转换,使用 Canoco for
Windows 4. 5 冗 余 分 析 ( redundancy analysis,
RDA)绘制网采浮游植物和站位排序图[17]。

盐度和网采浮游植物群落参数的平面分布使

用 ArcGIS 10. 2 (Geostatictics Analysis)地统计分

析完成。

2摇 结果与讨论

2. 1摇 环境参数分析

万山群岛海域春季表、底层平均水温分别为

24. 8依0. 8益和 23. 8依0. 5益,平均盐度分别为 13.
30依4. 38 和 20. 74依6. 37。 水温在水平和垂直方

向的变幅均较小,而盐度的变幅均较大。 根据温

盐散点图能划分出三个区块 ( S23鄄S26)、( S12、
S16鄄S21)和(S2、S5鄄S8、S22、S27) (图 2),其表层

平均盐度依次为 6. 42、13. 91 和 16. 63,底层平均

盐度则为 16. 13、18. 62 和 26. 92。 可见,西北部海

域(S23鄄S26)表层海水受珠江冲淡水影响明显,表
层盐度均小于 8. 50,称为低盐区;东部和南部海

域(S2、S5鄄S8、S22、S27)底层海水受外海高盐水

影响明显,底层最高盐度大于 30. 00,称为高盐

区;中间海域(S12、S16鄄S21)盐度居中,称为混合

区。 在高盐区的担杆列岛(S5 和 S8)和大万山岛

(S22、S23 和 S27)附近存在“M冶字形盐度锋(图
3),其表、底层平均盐度分别为 15. 09 和 29郾 15,
表、底层垂向盐度差达到最大。 推断高盐外海水

潜于低盐珠江冲淡水下方,因此海域表层平均盐

度显著低于底层(p<0. 01)。

图 2摇 表、底层盐度和水温散点图

Fig. 2 Scatter diagram of salinity and temperature
in the surface and bottom waters

摇 摇 混合区表、底层的水温、pH、溶解氧、悬浮物、
化学耗氧量、叶绿素 a 和硅酸盐的平均值都最高

图 3摇 盐度平面分布

Fig. 3 Horizontal variability of salinity

(表 1),其表层无机氮平均浓度也最高,而底层无

机氮平均浓度略低于低盐区。 然而,磷酸盐平均

浓度却在混合区表层最低,混合区底层最高;在低

盐区和高盐区相同水层的磷酸盐平均浓度则基本

接近。 表层海水 Si 颐N 元素比平均值在三个区域

间变化较小,底层海水 Si 颐N 平均值比表层有所增

加,且在混合区最高,在高盐区最低;然而N 颐P 变幅

很大,在混合区表层 N 颐P 平均值显著高于其他两

个区域,而在高盐区表、底层N 颐P 平均值均为最低。
环境因子主成分分析站位排序结果与温盐散

点图划分的站位分区结果一致。 第一主成分 PC1
负轴方向上基本是混合区的站位,其正轴方向上

则是低盐区和高盐区的站位(图 4)。 PC1 中水

温、pH、溶解氧、化学耗氧量、N:P 和叶绿素 a 有较

高的负权重系数,磷酸盐则有较高的正权重系数。
第二主成分 PC2 大致将高盐区和低盐区划分在其

正负轴两边。 PC2 中盐度有较高的正权重系数,硅
酸盐和无机氮则有较高的负权重系数。 相关分析

表明:硅酸盐、无机氮浓度和盐度显著负相关

( rSiO2-
3
= -0. 470,pSiO2-

3
<0. 05; rDIN = -0. 603,pDIN <

0郾 01),而磷酸盐与盐度的相关性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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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摇 低盐区、混合区和高盐区环境因子平均值

Tab. 1 Average of environmental factors in areas of low salt water,mixed water and high salt water

水层 区域 T / 益 S pH
DO /

mg·L-1

SS /

mg·L-1

CODMn /

mg·L-1

SiO3
2- /

滋mol·L-1

DIN/

滋mol·L-1

PO4
3- /

滋mol·L-1
Si 颐N N 颐P

Chl a /

滋g·L-1

表层

低盐区 24. 4 6. 42 7. 83 7. 11 20. 73 0. 77 114. 67 59. 44 0. 90 2. 14 66. 33 1. 20

混合区 25. 5 13. 91 8. 17 8. 42 23. 90 0. 89 131. 20 63. 31 0. 65 2. 08 114. 94 14. 40

高盐区 24. 3 16. 63 8. 04 7. 39 15. 78 0. 46 93. 22 44. 65 0. 93 2. 14 55. 50 2. 08

底层

低盐区 23. 2 16. 13 7. 91 6. 46 20. 65 0. 25 96. 83 38. 02 0. 57 2. 75 75. 68 0. 51

混合区 24. 1 18. 62 8. 07 7. 49 23. 32 0. 42 110. 63 37. 27 0. 73 3. 40 69. 80 5. 54

高盐区 23. 8 26. 92 7. 93 6. 80 19. 57 0. 27 70. 94 23. 84 0. 52 3. 16 47. 83 1. 45

图 4摇 主成分站位排序

Fig. 4 The polt of stations by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2. 2摇 网采浮游植物群落特征

2. 2. 1摇 种类组成

调查区共出现网采浮游植物 4 门 38 属 93 种

(类),其中硅藻门 27 属 68 种,甲藻门 9 属 22 种,
两者分别占总种类数的 73. 1%和 23. 7% ,蓝藻门

和金藻门种类很少。 硅藻门的角毛藻属(18 种)、
根管藻属(7 种)、圆筛藻属(7 种)和甲藻门的角

藻属(13 种)出现种类较多。
各站位网采浮游植物种数在 14 ~ 38 种之间。

种类数较高的区域与盐度锋面呈对应关系,在低

盐区、高盐区和混合区交汇的边界区域种类数较

高。 甲藻门种类数较高的区域则与高盐区呈对应

关系,混合区甲藻门种类数居中,而低盐区甲藻门

种类数最低(图 5a、b)。
2. 2. 2摇 丰度变化

网采浮游植物丰度范围在 4. 54伊104 ~ 3. 97伊
109 / m3之间,平均为 2. 32伊108 / m3。 硅藻门丰度

占 31. 9% ~ 99. 99% ,甲藻门丰度占 0. 03% ~
68. 1% ,蓝藻门和金藻门丰度很低且仅在部分站

位出现,占站位丰度的 0. 8% 以下。 蜘洲列岛西

南的 S19、S21 为丰度高值区,其丰度大于 1. 48伊
108 / m3;蜘洲列岛西部和东部的 S20 和 S12 丰度

次之,其值分别为 2. 95伊107 / m3 和 1. 2 伊107 / m3;
蜘洲列岛南部的 S16 ~ S18 丰度仍明显较高,其范

围在 2. 08伊106 ~ 5. 94伊106 / m3之间;其余站位的

丰度相对较低,变幅在 4. 54伊104 ~ 2. 20伊105 / m3

之间(图 5c)。
2. 2. 3摇 优势种

中肋骨条藻(Skeletonema costatum)是海域的

第一优势种,其优势度达到 0. 97,平均丰度为

2. 25伊108 / m3,占海域网采浮游植物平均丰度的

97. 1% 。 混合区中肋骨条藻丰度占比最高,达
90. 2% ~97. 6% 。 而高盐区最东部的 S2 和 S5 中

肋骨条藻丰度占比最低,小于 10. 0% 。 中肋骨条

藻丰度及其占比自混合区向东西两个方向逐渐

减少。
2. 2. 4摇 区域差异

混合区网采浮游植物丰度最高,其平均丰度

达到另外两个区域平均丰度的 4000 倍以上;其站

均种类数也最高,但其中丰度最高的 S19 种类数

却最低;由于混合区中肋骨条藻丰度占比高达

90. 2%以上,致使网采浮游植物群落多样性指数

和均匀度指数均显著低于其他区域(图 5e、 f)。
低盐区和高盐区的网采浮游植物站均种类数、丰
度、多样性和均匀度指数平均值都基本接近,然
而,两者的种类组成有一定差异,低盐区硅藻门丰

度占主体,甲藻门丰度次之,两者分别占 80. 6%
和 19. 4% ;高盐区则是硅藻门和甲藻门丰度联合

占优势,甲藻门平均丰度占比达到 40. 7% ,尤其

是东部的 S2 和 S5 甲藻门丰度占比达到 57. 0%
和 68. 1% (图 5d、表 2)。 大个体甲藻门种类如短

角角藻、纺锤角藻、大角角藻和夜光藻等丰度在高

盐区呈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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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摇 网采浮游植物种类数、丰度、多样性指数平面分布

Fig. 5 Horizontal variability of the species number,abundance,diversity index of net鄄phytoplankton

表 2摇 低盐区、混合区和高盐区网采浮游植物群落参数平均值

Tab. 2 Average of parameters of net鄄phytoplankton community in areas of low salt water,mixed water and high salt water

区域 站均种类数 丰度 / 104·m-3 硅藻门丰度 / (% ) 甲藻门丰度 / (% ) 多样性 均匀度

低盐区 24 14. 57 80. 6 19. 4 3. 11 0. 69

混合区 28 59559. 53 99. 7 0. 3 0. 41 0. 09

高盐区 23 11. 74 59. 0 40. 7 3. 21 0. 72

2. 2. 5摇 组群结构

网采浮游植物主要种类(表 3)可以聚类成 3
个组群(图 6)。 组群 1 种类组成简单,组群 2 和

组群 3 种类组成复杂。 组群 1 和组群 2 为高出现

频率种类,大多出现频率在 50. 0% ~ 100. 0% ,组

群 3 为 低 出 现 频 率 种 类, 大 多 出 现 频 率 低

于40. 0 % 。
组群 1 由丰度最高的中肋骨条藻和丰度次高

的热带骨条藻(S. tropicum)组成,它们在混合区的

丰度显著高于其他区域(p<0.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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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群 2 中的紧密角管藻(Cerataulina compac鄄
ta)、窄隙角毛藻(Chaetoceros affinis)、并基角毛藻

(C. decipiens)和洛氏角毛藻(C. lorenzianus)是万

山群岛海域丰度次重要的 4 个种类(表 3),在混

合区丰度较高,数值达到其他区域平均丰度的 10
倍以上。 组群 2 中其他种类均为万山群岛海域常

见广布种类,其丰度较低,且三个区域间丰度差异

变小(表 3)。
组群 3 的种类出现频率和丰度进一步降低,

在三个区域间丰度差异较小。 其中差异稍大的是

锤状中鼓藻(Bellerochea malleus)、巨圆筛藻(C.
gigas)、哈德半盘藻(Hemidiscus hardmannianus)和
美丽漂流藻(Planktoniella formosa),这 4 个种类

在低盐区丰度较高(表 3)。
表 3摇 网采浮游植物主要种类在不同分区的丰度分布图示

Tab. 3 The illustration of abundant of main net鄄phytoplankton species in three partitions

组群 编号 种类
分区

低盐区 混合区 高盐区

1

2

3

1 中肋骨条藻 Skeletonema costatum
2 热带骨条藻 S. tropicum
4 紧密角管藻 Cerataulina compacta
5 窄隙角毛藻 Chaetoceros affinis
7 绕孢角毛藻 C. cinctus
10 柔弱角毛藻 C. debilis
11 并基角毛藻 C. decipiens
12 洛氏角毛藻 C. lorenzianus
13 冕孢角毛藻 C. subsecundus
14 圆柱角毛藻 C. teres
17 琼氏圆筛藻 Coscinodiscus. jonesianus
18 威氏圆筛藻 C. wailesii
25 变异辐杆藻 Bacteriastrum varians
26 菱形海线藻 Thalassionema nitzschioides
27 伏氏海毛藻 Thalassiothrix frauenfeldii
28 短角角藻 Ceratium breve
31 纺锤角藻 C. fusus
32 大角角藻 C. macroceros
34 大角角藻原变种 C. macroceros var. macroceros
35 波状角藻 C. trichoceros
36 三角角藻 C. tripos
38 夜光藻 Noctiluca scintillans
3 锤状中鼓藻 Bellerochea malleus
16 巨圆筛藻 C. gigas
21 哈德半盘藻 Hemidiscus hardmannianus
23 美丽漂流藻 Planktoniella formosa
6 卡氏角毛藻 C. castracanei
8 密聚角毛藻 C. coarctatus
9 丹麦角毛藻 C. danicus
15 星脐圆筛藻 Coscinodiscusasteromphalus
19 布氏双尾藻 Ditylum brightwelli
20 太阳双尾藻 Ditylum sol
22 洛伦菱形藻 Nitzschia lorenziana
24 笔尖根管藻长棘变种 Rhizosolenia styliformis v. longispina
29 偏转角藻 C. deflexum
30 叉角藻 C. furca
33 大角角藻窄变种 C. macroceros var. gallicum
37 具尾鳍藻 Dinophysis caudata
39 夜光梨甲藻 Pyrocystis noctiluca

2. 2. 6摇 生态类型

万山群岛海域网采浮游植物生态类型适温性

大都是暖水种、暖温带种和广温种,3 个区域网采

浮游植物种类的适温性没有明显差异。 网采浮游

植物的适盐性以广盐种和近海种为主,分别占

43. 6%和 38. 5% ,另外大洋种占 17. 9% 。 在混合

区出现的广盐种、近海种和大洋种种类数均最多;
在低盐区大洋种出现频率较低;而在高盐区广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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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摇 网采浮游植物聚类图

Fig. 6 The cluster of net鄄phytoplankton

种和近海种的出现频率较低。 在网采浮游植物丰

度组成中,广盐种平均丰度占 65. 1% ~ 99. 9% ,
近海种平均丰度占 0. 04% ~ 31. 7% ,大洋种平均

丰度占 0. 004% ~ 4. 1% 。 其中广盐种在混合区

丰度占比最高,近海种在低盐区丰度占比最高,大
洋种在高盐区丰度占比最高(图 7)。

图 7摇 网采浮游植物和站位冗余分析排序图(1鄄39 代

表浮游植物主要种类,编号见表 3,S1鄄S27 代表

站位)
Fig. 7 Biplots of net鄄phytoplankton and stations by redun鄄

dancy analysis (1鄄39 represent the number of main
phytoplankton species in table 3,S1鄄S27 represent
the station)

2. 3摇 浮游植物与环境因子的关系

2. 3. 1摇 对浮游植物有显著影响的环境因子

网采浮游植物与环境冗余分析蒙特卡罗置换

检验显示:对网采浮游植物具有显著影响的环境

因子为水温、盐度、化学耗氧量、溶解氧、pH、叶绿

素 a 和 N 颐P。 结合环境因子主成分分析结果,在
混合区,水温、化学耗氧量、N 颐P 和叶绿素 a 含量

均最高,网采浮游植物丰度也最高,随着网采浮游

植物丰度增加,通过光合作用向水体的释氧率增

加,不仅水体溶解氧上升,而且产生的 OH-超过海

水 pH 缓冲容量,使海水的 pH 升高[4,7]。
2. 3. 2摇 盐度对网采浮游植物的影响

盐度会影响网采浮游植物的群落结构。 珠江

冲淡水自西北向南下泄至珠海鄄香港海域后,不断

与东南方向入侵的高盐外海水混合,在万山群岛

海域形成强大自北向南逐渐升高的盐度锋[4鄄5]。
并且受科氏力作用出现淡水偏于西、咸水流于东

的分布,形成自西向东逐渐升高的盐度梯度[3]。
垂直方向上高盐外海水潜于珠江冲淡水下方。 如

此复杂的盐度条件使万山群岛海域整体以广盐种

和近海种网采浮游植物为主,大洋种次之。 三个

分区的网采浮游植物种类又各有不同,在低盐区

大洋种出现频率最低,在高盐区广盐种和近海种

出现频率最低,在水团交汇的混合区广盐种、近海

种和大洋种出现的种类数均最多。 另一方面,广
盐种丰度也最占优势,在混合区其最高丰度占比

为 99. 9% 。 近海种在低盐区丰度占比最高为

31郾 7% ,大洋种在高盐区丰度占比最高为 4. 1% 。
上述两点说明,调查期间珠江冲淡水对网采浮游植

物的影响作用大于高盐外海水。 一方面,根据广东

省气象局统计数据显示 2014 年 5 月珠三角平均降

水量达到 400 mm 以上[18],调查期间的珠江冲淡

水较往年同期偏强,因此对网采浮游植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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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明显。 另一方面,由于外海水潜于珠江冲淡水

下方,而网采浮游植物需生长在真光层中进行光

合作用,因此上层低盐高营养盐的珠江冲淡水对

网采浮游植物的丰度影响更加凸显。
2. 3. 3摇 营养盐对网采浮游植物的影响

万山群岛海域硅酸盐、无机氮浓度和盐度显

著负相关,说明珠江冲淡水的携带作用和高盐水

的稀释作用使硅酸盐和无机氮浓度呈现从上流到

下流逐渐降低的保守行为。 在珠江冲淡水的携带

作用下,万山群岛海域表层硅酸盐和无机氮平均

含量分别达到 112. 75依33. 38 滋mol / L 和 55. 19依
16. 04 滋mol / L,Si 颐N 平均值为 2. 12,硅酸盐含量

尤其丰富,因此多年来硅藻门丰度占优势[6,11,13]。
混合区硅酸盐浓度最高,硅藻门平均丰度占比高

达 99. 7% ;低盐区硅酸盐浓度次之,硅藻门平均

丰度占比为 80. 6% ,高盐区硅酸盐浓度最低,硅
藻门平均丰度占比降至 59. 3% 。 硅藻门的丰度

占比与硅酸盐浓度显著正相关(p<0. 05)。
磷酸盐与盐度的相关性不显著。 由于磷酸盐

的缓冲机制,它能被悬浮物大量吸附,并在悬浮物

浓度较低的河口下流向水体释放出磷酸盐,使海

域的磷酸盐浓度变化较小[19]。 表层磷酸盐平均

浓度为 0. 81依0. 37 滋mol / L,89 % 的站位 N 颐P 在

30 以上,属于磷限制富营养化水平[20],网采浮游

植物生长受到磷酸盐的限制[6,20鄄21]。 N 颐P 增高将

有利于硅藻门种类的生长[22],混合区表层平均

N 颐P高值与硅藻门丰度高值区对应,并且万山群

岛海域的硅藻门丰度占比与 N 颐P 显著正相关(p<
0. 05)。 混合区高丰度的硅藻迅速生长,大量消

耗磷酸盐,导致其表层磷酸盐平均浓度降至最

低[23],然而死亡的网采浮游植物在降解过程中重

新释放出磷酸盐,使混合区底层磷酸盐平均浓度

又升至最高[20]。 此外,在表层磷酸盐匮乏条件下,
小个体浮游植物具有更强的生长优势[24],因此在

混合区丰度前六位的种类中肋骨条藻、热带骨条

藻、紧密角管藻、窄隙角毛藻、并基角毛藻和洛氏角

毛藻均为小个体种类。 尤其是中肋骨条藻最高丰

度达到 3. 86伊109 / m3,接近赤潮爆发基准丰度(>
1010 / m3) [25]。 中肋骨条藻在不利条件下有 5% ~
7. 8%的藻体形成休眠孢子[26]。 由于中肋骨条藻

营养细胞的高繁殖力结合休眠孢子的再萌发,万山

群岛海域反复出现中肋骨条藻高丰度优势群落的

可能性很高[13鄄15]。 这种由繁殖最快的单一种类占

据网采浮游植物丰度主体优势的生长模式,是海洋

初级生产中资源极大化利用的一种方式[27]。

3摇 结摇 论

万山群岛这一陆海相互作用的盐度锋海域,
珠江冲淡水和外海高盐水势力相互作用,网采浮

游植物种类丰富,硅藻门种类和丰度最占优势,尤
其是在混合区小个体硅藻门种类中肋骨条藻的丰

度占比达到 90. 2%以上,使混合区的网采浮游植

物的丰度高达其他区域的 4000 倍以上。 网采浮

游植物种类多样而且中肋骨条藻单一种类在混合

区丰度极高的群落特征,既能支撑万山海域的高

初级生产力,又有储备高繁殖力物种进行种类更

替的能力,这对附近产卵育肥的鱼类种群具有重

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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