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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青岛及温州野生鼠尾藻种群生态调查

褚瑶瑶,摇 刘摇 岩,摇 任兰英,摇 宫庆礼

(中国海洋大学 海水养殖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山东 青岛 266003)

摘摇 要:采用随机设立样方法,于 2016 年至 2017 年的四个月份对大连、青岛和温州鼠尾藻(Sargassum
thunbergii)的生长情况进行了生态学调查。 结果表明鼠尾藻的形态和生化组成存在明显的地区和时间差

异:大连地区的长度级个数分布最多;三个地区中,10 月青岛的生物量最高(429 g / m2 ),2 月、5 月和 7 月

大连的生物量最高,分别为 931. 3 g / m2,1453. 1 g / m2和 2047. 7 g / m2;10 月、2 月和 5 月时三个地区中青岛

地区的主枝数均为最高,分别为 4572 株 / m2,5707 株 / m2,3659 株 / m2,7 月最低,为 2199 株 / m2;大连地区

的鼠尾藻优先监测到侧枝,且三个地区具侧枝的主枝比例均在 7 月最高,其中大连地区的侧枝数最多(123
依63 个 / 株)且长度最长(13. 1 cm);大连地区的色素含量与另外两个地区的含量相比相对较高,而青岛和

温州地区的褐藻多酚含量则高于大连地区。 通过对不同海区的鼠尾藻种群进行采样调查研究,结果表明

鼠尾藻的种群结构和形态特征在显示出明显的时间变化的同时,也表现出了显著的地区差异,这些结果可

能是受到三个海区的环境因子和人为干扰因素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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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logical investigation of wild Sargassum thunbergii populations in
Dalian,Qingdao and Wenzhou

CHU Yao鄄yao,摇 LIU Yan,摇 REN Lan鄄ying,摇 GONG Qing鄄li
(The Key Laboratory of Mariculture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Ministry of Education,Qingdao 266003,China)

Abstract:Based on four surveys carried out during 2016 and 2017,weanalyzed the distribution and variation of re鄄
sources of Sargassum thunbergii with random sampling method in three regions of Dalian,Qingdao and Wenzhou,Chi鄄
na.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morphology and biochemical composition of Sargassum thunbergii had obvious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time variations. The number of size distribution of Dalian was much more than Qingdao and Wenzhou.
In October,the biomass of Qingdao(429 g / m2 )was the largest in three regions. The biomass of Dalian in October,
February and May were 931. 3 g / m2,1453. 1 g / m2 and 2047. 7 g / m2,respectively. And,the number of primary bran鄄
ches of Qingdao were the largest in October,February and May,which were 4572 / m2,5707 / m2,3659 / m2 . But,it
appeared the lowest number(2199 / m2) in July. Lateral branches were first found in Dalian,and the percentages of
lateral branches withing lateral branches in three regions were highest in July. The number of lateral branches in
Dalian was the highest (123依63 / plant) and the longest (13. 1 cm). The contents of Chlorophyll were higher in
Dalian than others. However,the contents of phlorotannin of Qingdao and Wenzhou were higher than Dalian. The high鄄
est contents of phlorotannins appeared in May in Dalian and Wenzhou while it appeared in July in Qingdao. The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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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our investigation showed that the population structure and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argassum thunbergii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regions and times,which may depended on anthropogenic and environmental fac鄄
tors.
Key words:Sargassum thunbergii;morphological investigation;chlorophyll;phlorotannin

摇 摇 鼠尾藻( Sargassum thunbergii)为褐藻门、马
尾藻科、马尾藻属中重要的海洋经济藻类[1],是
我国沿海地区广泛分布的一种大型底栖褐藻,通
常生长在潮间带以及潮下带的岩礁上。 鼠尾藻除

了在海洋生态系统占有重要地位外,在医药、保
健、水产养殖及化工等方面具有许多重要的发展

潜力[2鄄5]。
目前有关鼠尾藻生态学研究已有大量报

道[6鄄9]。 如 Umezaki[8] 调查了日本舞鹤湾鼠尾藻

的形态学和生物量,Koh[9] 对朝鲜西海岸鼠尾藻

的种群结构进行了研究。 王志芳等人[10] 对烟台

芦洋湾鼠尾藻生长的季节变化以及影响生物量的

生境因子进行了分析,宋广军等人[11]对大连野生

鼠尾藻种群的生长发育情况进行了生态学调查。
根据以往的报道[11],由于环境条件的差异,不同

地区鼠尾藻的形态特征有一定的差异,生长和成

熟的季节也有所不同,且同一地区不同季节鼠尾

藻的藻体形态和生长状态也明显不同。
目前关于鼠尾藻生态调查的研究已经有很

多,但是对不同地区和不同时间的种群结构及形

态特征进行比较的相关研究还未见报道。 本文通

过大连、青岛和温州设置的三个采样地点,分析三

个地区及不同时间鼠尾藻的形态及生理指标的差

异,为鼠尾藻的资源分布和人工开发利用提供科

学依据。

1摇 材料与方法

1. 1摇 取样方法

定点调查采样地位于辽宁省大连市龙王塘、
山东省青岛市太平角和浙江省温州市竹屿岛。 三

个采样地均以岩礁为主,其中大连龙王塘的坡度

较缓,且为养殖区,受人为干扰的程度较低,青岛

太平角多以大型岩礁石块为主,且常年有游客及

市民的活动,鼠尾藻较易受到踩踏,温州竹屿岛为

远离陆地的无人岛,且地势较陡,海浪冲击较大,
受到人为干扰的几率较低。 三个地区的水质较

好,均无河流注入。 调查期间大连的表层水温在

5益 ~25益之间变化,青岛的表层水温在 7益 ~26益
之间变化,温州的表层水温在 11益 ~ 27益之间变

化。 三个地区的盐度均在 30 ~35 之间变化。 因为

大连和青岛地区的采样点地势较缓,鼠尾藻分布面

积较大;而温州地区采样地势较陡,鼠尾藻分布在

同一水平线,故在大连和青岛采样地分 3 个潮位设

立 15 个固定样方(同一潮位设立 5 个样方),在温

州采样地设立了 7 个固定样方,于 2016 年 10 月,
2017 年 2 月、5 月和 7 月间在各采样地的大潮期间

取样,用 30 cm伊30 cm 的方框随机选取小样方,小
样方内鼠尾藻带固着器完全铲下,样品装进塑料袋

带回实验室,去除杂藻及附属物,并用过滤海水清

洗干净。 每次取样同时测量海区表层水温及盐度。
表 1摇 样品采集海域自然条件

Tab. 1 Natural condition of sample collection sea area

采集地点 经纬度 所属海域 盐度 潮间带类型 其他海藻 人为因素

大连龙王塘 38毅49忆N

121毅22忆E

渤海

(采样点冬季常出现海冰)
30 ~ 34 平坦礁石 种类丰富 无影响

青岛太平角 36毅03忆N

120毅21忆E

黄海

(采样点冬季较少出现海冰)
32 ~ 34 大型礁石 少数分布 极大影响

温州竹屿岛
27毅49忆N

121毅13忆E

东海

(采样点冬季无海冰出现)
30 ~ 35 潮间带短,陡峭岩石 少数几种 无影响

1. 2摇 测定方法

1. 2. 1摇 大小级

测量每个样方内的所有鼠尾藻的分株长度,将
长度分为 13 个长度级(cm):0 ~ 9. 9、10. 0 ~ 19. 9、
20. 0 ~29. 9、30. 0 ~39. 9、40. 0 ~ 49. 9、50. 0 ~ 59. 9、

60. 0 ~69. 9、70. 0 ~ 79. 9、80. 0 ~ 89. 9、90. 0 ~ 99. 9、
100. 0 ~ 109. 9、110. 0 ~ 119. 9、120. 0 ~ 129. 9,绘制

大小级结构图。
1. 2. 2摇 主枝数和生物量

对每次采样每个样方内的鼠尾藻所有主枝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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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摇 样品采集地表层海水温度

Fig. 1 Temperature of surface temperature of sample
collection regions

进行计数,计算 15 个样方内单位平方米内的主枝

数的平均数作为每个地区每个采样时间的主枝

数,单位主枝数 / m2。
将固着器切除,将藻体放入烘箱,在 104益下烘

至恒重,在分析天平上称其质量,记为每次采集的所

有样方内单位面积的生物量的平均值,单位 g / m2。
1. 2. 3摇 侧枝数和侧枝长,具侧枝、具气囊及具生

殖托的鼠尾藻的比例

从每次采集的鼠尾藻中取 10 株鼠尾藻,对每

株鼠尾藻上所有长度逸0. 5 cm 的侧枝进行计数,
计算每株鼠尾藻的平均侧枝数,并记录最长和最

短的侧枝长度。
对每个样方内的所有主枝数计数,并记录每

个样方内具侧枝、具气囊、具生殖托的主枝数。 每

次采集的所有样方内具侧枝、具气囊、具生殖托的

主枝数占据样方内所有主枝数的比例的平均值即

为具侧枝、具气囊、具生殖托的鼠尾藻的比例。
1. 2. 4摇 色素含量及褐藻多酚的含量

参考 Seely(1972) [12]的方法检测三个地区鼠

尾藻的色素含量(Chl a、Chl c 和岩藻黄素)。 褐

藻多酚含量的测定用 Wang 等人描述的 Folin鄄Cio鄄
calteu 法[13鄄14]并进行一定的修改。
1. 3摇 数据统计

采用 SPSS 统计软件分析,多因素方差分析用

来分析地区及时间分别对各监测指标的影响。
Scheffe 分析检验各因素的影响作用。 以 p<0. 05
作为显著性判别标准。 分析同月份采样地水温与

鼠尾藻各项指标的相关性。

2摇 结果与讨论

2. 1摇 长度级分布

图 2 显示大连、青岛和温州地区鼠尾藻的 4
个月份的大小级分布。 从中可以看出,三个地区

的小长度级(0 ~ 9. 9 cm)藻体全年都有分布且占

据的比例始终最高。 三个地区鼠尾藻的长度分布

存在差异:大连地区的最大长度级及长度级个数

在 5 月达到最大,且最大长度级为 120. 0 ~ 129. 9
cm;青岛地区的最大长度级和长度级个数在 7 月

达到最大,且最大长度级为 50. 0 ~ 59. 9 cm;温州

地区的最大长度级和长度级个数在 5 月达到最

大,最大长度级为 60. 0 ~ 69. 9 cm,且 7 月的最大

长度级及长度级个数与 5 月相同。

图 2摇 鼠尾藻的大小级结构图

Fig. 2 Size distribution of S. thunbergii

2. 2摇 主枝数和生物量

多因素方差分析显示鼠尾藻主枝数受时间(F
=30. 388,p<0. 01)和地区(F=7. 521,p<0. 01)显著

影响(图 3)。 其中,大连和温州地区 7 月的主枝数

显著高于其他三个月份(Scheffe,p<0. 05)。 青岛地

区四个月份的主枝数无显著差异(Scheffe,p>0.
05),2 月主枝数最高,7 月最低。 地区间比较,10
月、2 月和 5 月均是青岛地区显著高于大连和温州

地区(Scheffe,p<0. 05),7 月时青岛地区显著低于

大连和温州地区(Scheffe,p<0.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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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摇 三个地区主枝数的时间变化。 大写字母代表同一

地区各月份的显著差异性(p <0. 05)。 小写字母

代表不同地区同一月份的显著差异性(p<0. 05)
Fig. 3 Time variation of primary laterals numbers in three re鄄

gions. Capital letters represen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each time of the same region ( p< 0. 05) . Lowercase
letter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different
region at each time (p<0. 05)

多因素方差分析显示鼠尾藻生物量受地区

(F = 30. 115, p < 0. 01)和时间 (F = 29. 836, p <
0. 01)显著影响(图 4)。

图 4摇 三个地区生物量的时间变化。 大写字母代表同一

地区各月份的显著差异性( p<0. 05)。 小写字母

代表不同地区同一月份的显著差异性(p<0. 05)
Fig. 4 Time variation of biomass in three regions. Capital let鄄

ters represen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each time of
the same region ( p< 0. 05) . Lowercase letters indi鄄
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different region at
each time (p< 0. 05)

不同 地 区 间 的 鼠 尾 藻 生 物 量 存 在 差 异

(Scheffe,p<0. 05)。 其中,2 月、5 月和 7 月大连地

区的生物量显著高于青岛和温州地区(Scheffe,p
<0. 05)。 10 月青岛地区的生物量最高,其次为大

连,温州地区最低。
不同时间的生物量也存在显著差异(Scheffe,p<

0. 05)。 三个地区的生物量随时间表现出升高的趋

势。 7 月生物量最大,显著高于其他三个月份的生物

量(Scheffe,p<0. 05)。 5 月三个地区的鼠尾藻均处于

快速生长期,生物量均在 7 月达到峰值。

2. 3摇 具侧枝、具气囊、具生殖托的鼠尾藻主枝数

比例

从图 5 中可以看出,大连地区的鼠尾藻在 2 月

监测到侧枝,青岛和温州地区 5 月监测到侧枝。 三

个地区的鼠尾藻具侧枝的比例均为 7 月最高,且不

同地区具侧枝的鼠尾藻占据的比例存在明显差异:
7 月大连和青岛地区占据的比例分别达到 21. 7%和

28. 7%,而温州地区在 7 月份的比例仅为 5. 6%。
比较三个地区单株鼠尾藻侧枝数达到最大值的

结果,从表 2 中可以看出,同时期大连地区的侧枝数

最多且长度最长。 大连和青岛地区的侧枝数量和长

度均在 7 月达到最大值,且两个地区的侧枝数最大

值分别为 123依63 个 /株和 85依36 个 /株,两个地区的

最大侧枝长分别为 13. 1 cm 和10. 5 cm;温州地区

的鼠尾藻的侧枝数和侧枝长则均是在 5 月达到最

大值,分别为 32依17 个 /株和 2. 7 cm。

图 5摇 三个地区具侧枝的个体的百分比

Fig. 5 Percentages of individuals with lateral branches
in three regions

表 2摇 侧枝数及侧枝长

Tab. 2 Number of lateral branches and length of lateral branches

地区 时间
单株鼠尾藻上的

侧枝数 / 个·株-1

最大侧枝

长 / cm

最小侧枝

长 / cm

大连 10 月 — — —

2 月 21依13 3. 0 0. 5

5 月 56依35 5. 5 0. 5

7 月 123依63 13. 1 0. 5

青岛 10 月 — — —

2 月 — — —

5 月 26依14 1. 8 0. 5

7 月 85依36 10. 5 0. 5

温州 10 月 — — —

2 月 — — —

5 月 32依17 2. 7 0. 5

7 月 31依15 1. 5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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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从图 6 中可以看出,大连和温州地区的鼠尾藻

在 2 月出现气囊,青岛地区的鼠尾藻在 5 月出现气

囊。 2 月大连海区具气囊的比例为 13. 1%,而温州

地区具气囊的鼠尾藻的比例为 6. 0%;5 月大连和

青岛地区具气囊鼠尾藻的比例分别为 13. 2% 和

14. 8%,而温州地区具气囊的鼠尾藻的比例为

4. 8%。在 7 月时大连和青岛地区还存在具气囊的

主枝,而在温州地区未检测到具气囊的主枝。

图 6摇 三个地区具气囊的个体的百分比

Fig. 6 Percentages of individuals with pneumathode
in three regions

摇 摇 从图 7 中可以看出,三个地区的鼠尾藻均在

7 月出现生殖托,其中大连和青岛地区出现具生

殖托的主枝占据的比例较高,分别为 21. 7% 和

34. 0% ,而温州地区的鼠尾藻具生殖托的主枝比

例仅占据 0. 1% 。 大连和青岛地区具生殖托的主

枝比例明显高于温州地区。

图 7摇 三个地区具生殖托的个体的百分比

Fig. 7 Percentages of individuals with receptacles in
three regions

2. 6摇 色素和褐藻多酚

多因素方差分析显示鼠尾藻 Chl a 含量受地

区(F=85. 523,p<0. 01)和时间(F = 24. 649,p<0.
01)显著影响(图 8)。 Chl a 含量存在地区和时间

差异(Scheffe,p<0. 05),10 月和 2 月的大连地区

的 Chl a 显著高于青岛和温州地区,5 月大连和温

州地区的 Chl a 显著高于青岛地区,7 月大连地区

的含量显著高于青岛地区。 大连地区的含量 2 月

明显高于其他三个时间的含量。 青岛和温州地区

的含量均是 10 月最低且显著低于其他三个时间

的含量,2 月、5 月和 7 月间的含量差异不显著。

图 8摇 三个地区 Chl a 含量的时间变化

(大写字母代表不同地区同一月份的显著差异性(p<
0. 05),小写字母代表同一地区各月份的显著差异性

(p<0. 05))
Fig. 8 Time variation of contents of Chl a in three regions
(Capital letter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dif鄄
ferent region at each time ( p< 0. 05), lowercase letters
represen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each time of the same
region (p<0. 05))

多因素方差分析显示鼠尾藻 Chl c 含量受时

间(F= 131. 683,p<0. 01)和地区(F = 66. 466,p<
0. 01)显著影响(图 9)。

三个地区的 Chl c 含量均表现出了显著的时

间变化(Scheffe,p<0. 05),均为 2 月含量最高,且
2 月和 7 月的含量显著高于 10 月和 5 月的含量。
地区间的含量也存在差异( Scheffe,p<0. 05),10
月三个地区的含量均差异显著,2 月、5 月和 7 月

均为大连和温州地区的含量显著高于青岛地区。

图 9摇 三个地区 Chl c 含量的时间变化

(大写字母代表不同地区同一月份的显著差异性( p<
0. 05),小写字母代表同一地区各月份的显著差异性

(p<0. 05))
Fig. 9 Time variation of contents of Chl c in three regions
(Capital letter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dif鄄
ferent region at each time ( p<0. 05), lowercase letters
represen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each time of the same
region (p<0.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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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因素方差分析显示鼠尾藻岩藻黄素含量受

时间(F = 14. 37,p<0. 01)和地区(F = 27. 249,p<
0. 01)显著影响(图 10)。

三个地区的岩藻黄素含量均表现出了显著的

时间变化(Scheffe,p<0. 05),青岛和温州地区的

岩藻黄素含量均随着生长时间的进行色素含量逐

渐升高,7 月时含量最高;而大连地区的含量在 2
月时最高,10 月最低。 地区间的含量也存在差异

(Scheffe,p<0. 05),同月份中大连的含量始终最

高,而青岛和温州的含量接近。

图 10摇 三个地区岩藻黄素含量的时间变化

(大写字母代表不同地区同一月份的显著差异性(p
<0. 05),小写字母代表同一地区各月份的显著差异

性(p<0. 05))
Fig. 10 Time variation of contents of fucoxanthin in

three regions
(Capital letter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different region at each time (p< 0. 05), lowercase let鄄
ters represen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each time of the
same region (p< 0. 05))

多因素方差分析显示鼠尾藻褐藻多酚含量受

时间(F=56. 611,p<0. 01)和地区(F = 31. 493,p<
0. 01)的显著影响(图 11)。

不同 地 区 间 的 褐 藻 多 酚 含 量 存 在 差 异

(Scheffe,p<0. 05)。 10 月和 2 月温州地区的含量

显著高于大连和青岛地区的含量,大连和青岛之

间差异不显著。 5 月温州地区的含量最高,其次

为青岛,大连地区的含量最低,温州地区的含量显

著高于大连地区的含量。 7 月青岛地区的含量最

高,显著高于大连和温州地区,大连和温州地区间

的含量差异不显著。
时间对褐藻多酚的含量影响显著。 大连地区

5 月含量最高,10 月含量最低,5 月含量显著高于

另外 3 个月份的含量。 青岛地区的含量随时间的

进行表现出上升的趋势,且 5 月和 7 月的含量差

异不显著,10 月和 2 月的含量差异不显著,5 月和

7 月的含量显著高于 10 月和 2 月的含量。 温州

地区 5 月含量最高且显著高于其他三个月份,其
次为 2 月的含量较高,7 月和 10 月的含量较低,
显著低于 2 月和 5 月的含量。

图 11摇 三个地区褐藻多酚含量的时间变化

(大写字母代表不同地区同一月份的显著差异性(p<
0. 05),小写字母代表同一地区各月份的显著差异性

(p<0. 05))
Fig. 11 Time variation of contents of phlorotannins in

three regions
(Capital letter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dif鄄
ferent region at each time (p< 0. 05), lowercase letters
represen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each time of the same
region (p<0. 05)

2. 7摇 讨论

2. 7. 1摇 水温与鼠尾藻生物量分布及形态学的时

间变化

因鼠尾藻在进行营养繁殖时,藻体依靠固着

器再生新的藻体,而营养繁殖贯穿全年[10],故全

年中均存在小长度级藻体。 有性繁殖期过后,大
量出现的小长度级藻体主要由三方面产生:有性

繁殖的新个体补充、通过固着器再生的新个体补

充(营养繁殖)、大藻体衰退[10]。 本调查发现,三
个地区小长度级(0 ~ 9. 9 cm)的鼠尾藻在全年均

有分布,这与王志芳等人[10]对烟台芦洋湾鼠尾藻

种群生物量结构的调查结果一致。
不同地区的鼠尾藻因为环境条件的差异,其

形态特征有一定的差异,生长和成熟的时间也有

所不同[6]。 海水的积温效应也可能是诱导鼠尾

藻成熟的重要因素[6],鼠尾藻性成熟后,较多营

养被分配于生殖,限制了鼠尾藻的长度生长[15]。
在本调查中发现,三个地区的水温与具生殖托的

主枝数占据的百分比呈负相关(表 3)。 大连地区

位于渤海海域,采样地人为干扰较低,且渤海海域

冬季常出现海冰,同时期水温在三个地区中最低,
达到诱导鼠尾藻性成熟的积温所需的时间较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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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的营养生长时间就较长,从而表现出相同生

长阶段中大连地区的鼠尾藻最大长度级最大的现

象,青岛地区水温高于大连地区,且采样地因为常

年有游客及市民的活动,可能也会限制了鼠尾藻

最大长度级的增长,所以青岛地区鼠尾藻的最大

长度级表现出比大连地区小的现象,而温州地区

的水温在三个地区中最高,达到性成熟的有效积

温时间短,限制了鼠尾藻长度的增长,表现出最大

长度级较大连地区小的结果。
根据相关研究[6,11],温度在鼠尾藻生长发育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冬季之后海水温度上升,鼠
尾藻长度和生物量急剧增加,长度先达到最高值,
此时侧枝继续增多,生物量在七月份达到最高值,
在本文中大连、青岛和温州地区的生物量均在 7
月达到最高值,该结果与这一结论相符。 而温州

地区水温较大连和青岛地区的水温高,在 7 月时

鼠尾藻已进入衰退期,所以 7 月的侧枝数和侧枝

长与 5 月相比均降低。 温州地区鼠尾藻的侧枝数

较少且长度较短,这可能与温州竹屿岛的地势有

关,因竹屿岛地势较陡,海浪对鼠尾藻的冲击力较

大,可能会造成对鼠尾藻形态上的选择,即侧枝较

少及侧枝较短的个体更有利于在这种环境下生存

下来。
在本调查中发现,三个地区的水温与具生殖

托的主枝数占据的百分比呈负相关(表 3)。 三个

地区鼠尾藻的生殖托均在 7 月被观察到,青岛和

大连地区的鼠尾藻具生殖托的主枝数比例明显高

于温州地区。 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温州地

区的鼠尾藻成熟较早[16],7 月份时生殖托已经开

始脱落。 鼠尾藻成熟前都伴随着海水温度的积累

和上升,海水的积温效应也可能是诱导鼠尾藻成

熟的重要因素[6]。
表 3摇 水温与鼠尾藻形态学和生理指标的相关性系数

Tab. 3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water temperature and morphology or physiological indicator of Sargassum thunbergii

指标
水温

10 月 2 月 5 月 7 月

生物量 -0. 268 -0. 726** -0. 573** -0. 616**

主枝数 0. 236 -0. 080 0. 172 -0. 183

具侧枝主枝百分比 — -0. 255 -0. 449** -0. 301

具气囊主枝百分比 — -0. 243 -0. 183 0. 154

具生殖托主枝百分比 — -0. 255 -0. 543** -0. 188

侧枝数 / 株 — -0. 647 -0. 300** -0. 584**

Chl a 0. 260** -0. 295** -0. 079 -0. 157*

Chl c 0. 280** -0. 113 -0. 272** -0. 366**

岩藻黄素 -0. 310** -0. 463** -0. 147 0. 039

褐藻多酚 0. 628** 0. 774** 0. 632** 0. 488**

注:*显著水平为 0. 05,**显著水平为 0. 01

2. 7. 2摇 采样地水温与鼠尾藻的生理指标

根据马兴宇等人[17]的研究,温度与色素之间

的含量呈现出负相关性,Chl a 含量受环境因子的

影响较大,而 Chl c 则相对稳定。 本文中,我们分

析了三个地区温度与色素之间的相关性,除 10 月

外,Chl a 与温度间呈现出负相关关系(表 3),同
时期大连地区的温度低于青岛与温州地区,大连

地区的鼠尾藻 Chl a 含量显著高于青岛和温州地

区,这与马兴宇等人的结论相一致。 根据臧正蓉

等人[18]的研究,温度为 35益时三角褐指藻的盐藻

黄素含量低于温度为 25益时的含量。 本文研究

中,鼠尾藻中的岩藻黄素含量在除 7 月以外均与

温度表现出负相关的关系,且 10 月与 2 月时为极

显著的关系。
温度和紫外辐射对褐藻多酚的含量存在影

响,褐藻多酚在抵御不良环境时发挥作用[19],温
度较高和紫外辐射较大,可能诱导鼠尾藻体内生

成较多的褐藻多酚。 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三个

地区的温度与褐藻多酚含量之间呈显著正相关

(表 3)。 温州地区温度全年最高,且青岛比大连

地区温度高,从而表现出在 10 月、2 月和 5 月时

温州地区的褐藻多酚含量最高,青岛居中,大连地

区含量最低的形式。 7 月温州鼠尾藻已明显进入

衰退期,叶片脱落,褐藻多酚含量显著下降。 青岛

地区的鼠尾藻在 7 月时还呈现出褐藻多酚含量增

高的现象,这与严小军等人[20]对青岛鼠尾藻的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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藻多酚含量的研究结果相一致,即在夏季鼠尾藻

褐藻多酚的含量显著升高,并在 8 月份达到最高

值,而这可能与夏季辐照度增强、生物种类增多有

关,因为褐藻多酚有防御植食性动物摄食的作

用[21],夏季植食性海洋动物的出现可能也会诱导

海藻体内产生较多的褐藻多酚抵御植食性动物,
观察发现,9 月时青岛鼠尾藻并未衰退,反而表现

出叶片增大的现象,所以 7 月份青岛地区鼠尾藻

生长状态良好,从而产生褐藻多酚的含量并未像

另外两个地区出现降低的趋势。 而大连地区在 7
月份褐藻多酚的含量降低,可能也与此时鼠尾藻

处于衰退期有关。

3摇 结摇 论

大连,青岛和温州地区的鼠尾藻生物量和形

态均表现出了明显的地区和时间变化特征。 在形

态上,不同地区鼠尾藻的形态存在差异,大连地区

和青岛地区的鼠尾藻个体较大,分枝数多且长度

较长,而温州地区的鼠尾藻个体则较细小,侧枝数

少且长度较短。 三个地区的生物量均随生长时间

的进行呈现逐渐升高的趋势。 不同地区的鼠尾藻

出现气囊和侧枝的时间不同,大连地区的鼠尾藻

中优先监测到侧枝和气囊。 在本次调查中三个地

区的个体出现生殖托的时间一致。 大连地区的鼠

尾藻色素含量最高,温州居中,青岛地区的含量最

低。 三个地区的个体中色素含量时间变化一致。
褐藻多酚的含量在地区间存在明显差异,温州地

区和青岛地区的含量较高,但温州地区和大连地

区鼠尾藻褐藻多酚含量在时间上变化一致,青岛

地区一直呈现出上升的趋势。
本文通过对不同地区及其四个月份的鼠尾藻

的生物量结构和形态学进行调查研究,分析了不

同海区和季节鼠尾藻种群的生理生态学特征,为
鼠尾藻的生态保护和人工开发利用提供了科学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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