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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环国家级海洋公园夏季潮间带大型

底栖生物群落结构研究

王航俊,　 邹　 清,　 郜钧璋,　 刘亚林,　 姚炜民

(国家海洋局温州海洋环境监测中心站,浙江 温州 325000)

摘　 要:通过 2017 年 8 月对玉环国家级海洋公园 5 条潮间带断面的调查分析,鉴定出潮间带大型底栖生

物 113 种,其中软体动物 38 种,甲壳类和多毛类各 25 种,大型藻类 11 种,刺胞动物 7 种,其他生物 7 种。
优势种为日本笠藤壶、条纹隔贻贝、鳞笠藤壶、俄勒冈外团水虱、火奴鲁玻璃钩虾、克氏旋鳃虫和豆形凯利

蛤。 平均栖息密度为 3772 ind / m2,平均生物量为 2853. 32 g / m2;各断面 Shannon-Wiener(H′)多样性指数、
Margalef 丰富度指数(d)和 Pielou 均匀度指数(J)的平均值分别为 1. 89、1. 30 和 0. 48。 与邻近其他海岛岩

相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比较,玉环国家海洋公园的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种类数和生物量均处于较高水平,
栖息密度处于中等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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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macrobenthic community structure of the intertidal zone
in the Yuhuan National Marine Park in summer

WANG Hang-jun,　 ZOU Qing,　 GAO Jun-zhang,　 LIU Ya-lin,　 YAO Wei-min
(Wenzhou Marine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Center Station,Wenzhou 325000,China)

Abstract:In this paper,the results of research on the benthos at rocky bottom in five sections of Yuhuan National Ma-
rine Park,in August 2017,have been reported. A total of 113 species including 38 spceies of Mollusca,25 species of
Crustacea,25 species of Polychaeta,11 species of Plantae,7 species of Cnidaria,and 7 other species were identified.
The dominant species were Tetraclita japonica, Septifer virgatus,Tetraclita squamosa squamosa,Exosphaeroma ore-
gonensis,Hyale honoluluensis,Spirobranchus kraussii and Kellia porculus. The average abundance and biomass for all
the sections were 3772 ind / m2 and 2853. 32 g / m2,respectively. Other calculated parameters are showed as follows:
Shannon-Wiener(H′) = 1. 89,Margalef index(d) = 1. 30,Pielou index (J) = 0. 48. Compared with the macrobenthos
in other sea islands which are adjacent to the rocky intertidal zone,the macrobenthos in the Yuhuan National Marine
Park had a high level of biodiversity and biomass a moderate habitat den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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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间带是沿岸位于最大高潮线与最小低潮线

之间的区域,是陆、海交汇处一个相当狭窄的生态

交错区。 潮间带生境复杂多样,且受到较大的物

理和化学因素的交替影响,形成的潮间带生态系

统也较复杂。 大型底栖生物作为潮间带生态系统

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较高的生物多样性以及复

杂的群落结构,一直受到潮间带生态学研究者的

重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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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环国家级海洋公园位于玉环市附近海域,
海洋公园内的东侧海岛受到江浙沿岸流和台湾暖

流的长期影响,其潮间带生物较邻近的沿岸海域

复杂,具有较强的暖水性成分,因此生物群落结构

多变[3]。 然而迄今为止该海域的潮间带生物群

落结构还未有详见的报道,仅有陈万东等[4] 对披

山海区的潮间带贝类开展了数量组成和生态特征

研究。 因此本研究利用玉环国家级海洋公园内 5
个海岛断面的潮间带调查资料分析其大型底栖生

物群落结构,以期为潮间带资源保护和合理开发

利用提供基础数据,并为海洋公园的科学管理提

供决策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区域概况

玉环国家级海洋公园是在玉环披山省级海洋

特别保护区的基础上扩建而来,于 2017 年获得国

家海洋局批复设立,以珍稀濒危海洋生物物种、经
济生物物种及其生态环境保护为重点,海洋生态

旅游开发为主的综合型海洋特别保护区。 本研究

以海洋公园内东侧的海岛为研究区域,该区域属

于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受台湾暖流和浙江

沿岸流的影响较大,气候温和。 潮汐类型为正规

半日潮,根据坎门海洋站观测资料统计,累年平均

潮位为 388 cm,月平均潮差小;累年平均水温为

18. 3℃,月平均水温差异大;累年平均盐度为

28. 68,月平均盐度差异小。
1. 2　 取样方法

2018 年 8 月 22 日—8 月 23 日大潮汛期间,
在玉环国家级海洋公园选择鸡山岛、大鹿岛、前山

岛、披山岛和上浪珰岛 5 个岩相断面开展潮间带

大型底栖生物调查采样(图 1)。 每个断面设置 3
个站位(即高潮带、中潮带和低潮带),每个站位

用 25 cm ×25 cm 的定量框随机取 4 个样方,采集

样方内的所有底栖生物;同时在定量样品站位附

近广泛收集定性样品。 采集样品于 5% 的福尔马

林海水溶液中固定,带回实验室用 0. 01 g 的扭力

天平称量。 对样品的处理、称重、鉴定和分析整理

等,均按照《海洋调查规范》 [5]进行。
1. 3　 数据处理

数据采用以下方法处理分析:

Shannon-Wiener 多样性指数 H′ = - ∑
s

i =1
(Pi)log2

(Pi),Margalef 丰富度指数 d = ( S - 1) / log2 N,
Pielou 均匀度指数 J = H′ / log2 S。 式中:Pi 为第 i
种的个体数(ni)与总个体数(N)之比值;S 为每

站位所包含的总物种数。

图 1　 潮间带大型底栖生物调查断面

Fig. 1 Sampling sections of intertidal macrob-
enthos in Yuhuan National Marine Park

优势度 IRI = (W + N) × F[6]。 式中:W 为相对

生物量,即该物种的生物量占大型底栖生物总生物

量的百分比;N 为相对丰度,即该物种的个体数占大

型底栖生物总个体数的百分比;F 为出现频率,即该

物种出现的样方数与总样方数之比的百分比。
利用 Primer V6. 0 软件对潮间带大型底栖动

物进行聚类:聚类分析的数据经过原始丰度的平

方根转换,利用群落的 Bray-Curtis 相似性系数矩

阵计算。

2　 结果与讨论

2. 1　 种类组成

本研究海岛 5 条潮间带共采集和鉴定到大型

底栖生物 113 种:其中软体动物为优势类群有 38
种,占比 33. 6% ;其次是多毛类和甲壳类分别有

25 种,各占比 22. 1% ;其它类群还有大型藻类 11
种,占比 9. 7% ;刺胞动物 7 种,占比 6. 2% ;纽形

动物、苔藓动物分别 2 种,各占比 1. 8% ;海绵动

物、棘皮动物和昆虫分别 1 种,各占比 0. 9% 。
潮间带大型底栖生物组成:上浪珰岛种类数

最多有 73 种,大鹿岛 58 种,披山岛 56 种,前山岛

50 种,鸡山岛最少,仅有 29 种。 各潮间带断面的

主要生物类群为软体动物(31. 5% ~ 44. 8% )、甲
壳类( 22. 4% ~ 28. 8% ) 和多毛类 ( 13. 8% ~
23. 2% ),其中上浪珰岛的生物类群最多有 8 大

类,海绵动物仅在该断面发现,鸡山岛的生物类群

最少仅有 5 大类(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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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潮间带大型底栖生物类群分布

Tab. 1 Distribution of macrobenthos groups in the intertidal zones

类群 上浪珰岛 披山岛 前山岛 大鹿岛 鸡山岛

软体动物 23 20 17 25 13

甲壳类 21 14 12 13 7

多毛类 12 13 11 10 4

大型藻类 10 5 5 3 2

刺胞动物 4 3 3 5 3

海绵动物 1

棘皮动物 1 1

纽形动物 1 1

昆虫 1

苔藓动物 1 1

总计 73 56 50 58 29

2. 2　 优势种

本文将优势度 IRI≥500 定为优势种[7-8],研
究海岛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共有 7 种优势种,其
中甲壳类 4 种,软体动物 2 种,多毛类 1 种。 不同

断面的优势种数量和种类有差异,其中上浪珰岛

和鸡山岛的优势种数量较少仅有 2 种,大鹿岛的

优势种数量最多有 5 种,日本笠藤壶为各断面的

共有优势种并且优势度均较高,条纹隔贻贝和鳞

笠藤壶至少在 3 条断面形成优势种,俄勒冈外团

水虱、豆形凯利蛤、火努鲁玻璃钩虾和克氏旋鳃虫

仅在单条断面形成优势种。
2. 3　 数量组成的水平分布

本研究海岛 5 条潮间带的大型底栖生物平栖

息密度为 3772 ind / m2,甲壳类和软体动物为优势

生物类群分别有 2016 ind / m2 和 1345 ind / m2,各
占总栖息密度的 53. 4% 和 35. 7% 。 大型底栖生

物平均生物量为 2853. 32 g / m2,甲壳类占绝对优

势有 2352. 44 g / m2,占总生物量的 82. 4% 。
各条潮间带断面高中低潮带的平均栖息密度

和平均生物量组成见图 2 所示。 平均栖息密度:
披山岛最高,为 5023 ind / m2,大鹿岛最低,为 2573
ind / m2。 上浪珰岛和大鹿岛的软体动物平均栖息

密度大于甲壳类的平均栖息密度,披山岛、前山岛

和鸡山岛的甲壳类平均栖息密度大于软体动物平

均栖 息 密 度。 平 均 生 物 量: 前 山 岛 最 高, 为

3607. 13 g / m2;大鹿岛最低,为 2290. 30 g / m2。
表 2　 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优势种及其 IRI 优势度

Tab. 2 Dominant species and its dominance of intertidal macrozoo-

benthic

优势种 上浪珰岛 披山岛 前山岛 大鹿岛 鸡山岛

日本笠藤壶

Tetraclita japonica
5322 3589 6241 1621 3744

条纹隔贻贝

Septifer virgatus
2552 4771 4411 2502

俄勒冈外团水虱

Exosphaeroma oregonensis
1472

鳞笠藤壶

Tetraclita squamosa squamosa
2667 2312 670

豆形凯利蛤

Kellia porculus
677

火奴鲁玻璃钩虾

Hyale honoluluensis
830

克氏旋鳃虫

Spirobranchus kraussii
766

图 2　 潮间带大型底栖生物平均栖息密度和平均生物量水平分布

Fig. 2 Horizontal distribution of average abundance and average biomass of macrobenthic in the intertidal zones

2. 4　 数量组成的垂直分布

本研究海岛 5 条潮间带大型底栖生物的平均

栖息密度为低潮(5956 ind / m2) >中潮(4374 ind /

m2) >高潮(986 ind / m2),栖息密度主要贡献种类

低潮区为鳞笠藤壶、克氏旋鳃虫、带偏顶蛤(Modi-
olus comptus )、 条 纹 隔 贻 贝 和 腔 齿 海 底 水 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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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oides dentisinus);中潮区为鳞笠藤壶、日本笠

藤壶、条纹隔贻贝、豆形凯利蛤和纵条肌海葵

(Haliplanella luciae ); 高 潮 区 为 粒 结 节 滨 螺

(Nodilittorina radiata)和短滨螺(Littorina brevicu-
la)。 栖息密度垂直分布略有差异,上浪珰岛为中

潮 >低潮 >高潮,披山岛、前山岛和鸡山岛为低潮

>中潮 >高潮,大鹿岛为高潮 >中潮 >低潮。
平均生物量为中潮(6630. 94 g / m2 ) > 低潮

(1861. 60 g / m2) > 高潮(67. 43 g / m2),生物量主

要贡献种类低潮区为鳞笠藤壶、日本笠藤壶和粗

珊藻(Calliarthron yessoense);中潮区为日本笠藤

壶、鳞笠藤壶和条纹隔贻贝;高潮区为龟足(Capit-
ulum mitella)和鳞笠藤壶。 除前山岛低潮区因日

本笠藤壶的生物量大导致低潮区略大于中潮区

外,其他断面的生物量垂直分布均为中潮 > 低潮

>高潮。
表 3　 潮间带大型底栖生物栖息密度( ind·m - 2)和生物量(g·m - 2)的垂直分布

Tab. 3 Vertical distribution of macrobenthic abundance and biomass in the intertidal zones

潮带 上浪珰岛 披山岛 前山岛 大鹿岛 鸡山岛

高 276 / 228. 84 332 / 21. 04 188 / 32. 44 3552 / 6. 56 584 / 48. 28

中 7480 / 7478. 43 6824 / 4300. 16 2672 / 5141. 84 2676 / 6644. 66 2220 / 9589. 6

低 6152 / 594. 32 7912 / 2626. 88 6336 / 5647. 12 1492 / 219. 68 7888 / 220. 00

平均 4636 / 2767. 20 5023 / 2316. 03 3065 / 3607. 13 2573 / 2290. 30 3564 / 3285. 96

注:“ / ”左边数值为栖息密度,右边数值为生物量

2. 5　 多样性指数

本研究海岛潮间带断面之间的大型底栖生物

群落生物多样性指数差异明显(表 4)。 Shanno-
Wiener 多样性指数(H′)平均为 1. 89,各断面表现

为上浪珰岛 > 前山岛 > 大鹿岛 > 披山岛 > 鸡山

岛;Margalef 丰富度指数(d)平均值为 1. 30,各断

面表现为上浪珰岛 >大鹿岛 >披山岛 =前山岛 >
鸡山岛;Pielou 均匀度指数(J)平均值为 0. 48,各
断面表现为前山岛 >上浪珰岛 >大鹿岛 >披山岛

>鸡山岛。
表 4　 潮间带大型底栖生物多样性指数

Tab. 4 The index of H′,d,J of macrobenthic in the intertidal zones

断面 多样性指数 丰富度指数 均匀度指数

上浪珰岛 2. 73 1. 65 0. 66

披山岛 1. 73 1. 42 0. 39

前山岛 2. 53 1. 42 0. 72

大鹿岛 1. 90 1. 45 0. 44

鸡山岛 0. 54 0. 55 0. 19

平均 1. 89 1. 30 0. 48

2. 6　 群落结构

依据大型底栖生物的生物量值,对研究海域

潮间带断面进行 Bray-Curtis 相似性聚类分析,结
果如图 3。 在 70%相似性水平左右可以将 5 条断

面划分为 3 个群落:上浪珰岛、前山岛和披山岛组

成群落 I,大鹿岛和鸡山岛分别单独组成群落 II
和群落 III。 群落 I、群落 II、群落 III 所在潮间带

断面的离岸距离依次缩短,人为活动的影响程度

依次增大。

图 3　 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的等级聚类

Fig. 3 The dendrogram of macrobenthic in the intertidal
zones

2. 7　 水平分布特征

海岛潮间带大型底栖生物的水平分布与底质

类型、底质空间异质性、开敞性程度、盐度、人为活

动等有密切的关系[9-15]。 开敞性低的海岛岩相海

岸一般位于沿岸带和近岸带,盐度低且变化大,透
明度小,生物种类组成简单。 随着开敞程度增大,
海水盐度高且稳定,透明度大,波浪作用强,生物

种类组成也较复杂[16]。 本研究的 5 个海岛潮间

带断面,上浪珰岛和披山岛离岸远、开敞性程度

大,鸡山岛离岸近、开敞性程度小,前山岛和大鹿

岛位于两者之间。 上浪珰岛的大型底栖生物种类

数最多有 73 种,鸡山岛最少仅 29 种不及上浪珰

岛的二分之一,符合大型底栖生物的地理分布特

征。 鸡山岛的大型底栖生物种类数明显偏少还可



第 1 期 王航俊,等:　 玉环国家级海洋公园夏季潮间带大型底栖生物群落结构研究 131　　

能与该岛为有居民岛,受到的人为活动影响较大

有关。 披山岛与上浪珰岛一衣带水相距很近,但
是大型底栖生物种类数明显少于上浪珰岛仅有

56 种,甚至少于近岸侧的大鹿岛,这与披山岛所

处的地理位置不相一致。 Shanno-Wiener 多样性

指数(H′)的统计结果显示(表 4),披山岛的多样

性指数仅高于离岸最近的鸡山岛而低于其他三个

海岛。 披山岛潮间带底栖生物的异常可能与其受

到人类活动影响较大有关,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渔

业采捕、非法采石、旅游活动等带来的影响,应及

时加强生态环境的保护力度。
2. 8　 与邻近其他岩相海岛的比较

生物群落中不同种群在群落的性质和功能上

的地位和作用均不同[17]。 优势种在群落中占有

较大的生境范围,具较高的生产力,其分布主导着

同一群落中其他生物的分布格局。 本研究海岛与

邻近海域其他岩相海岛的大型底栖动物主要优势

种比较发现(表 5),本研究海岛、温岭海岛和洞头

海岛的第一优势种相同,均为日本笠藤壶,而渔山

海岛和温州海岛的第一优势种分别为栗色拉沙蛤

(Lasaea nipponica) 和东方小藤壶 ( Chthamalus
challengeri)。 渔山海岛和温州海岛第一优势种有

别于其他三个海岛的主要原因是优势种计算公式

不同,其使用的计算公式[Y = (ni / N) × fi]考量的

是密度占比及出现频率,当小个体的 R-对策者大

量繁殖时就能成为优势种,而本研究海岛和温岭

海岛使用 IRI = (W + N) × F 优势种计算公式,不
仅考量了密度占比及出现频率还包含了生物量占

比,能更加充分反映优势种在群落中所处的地位。
本研究海岛的底栖动物种类数大于渔山海岛

和温岭海岛,等于温州海岛和洞头海岛。 其中渔

山海岛的调查断面数较少可能是导致种类数偏少

的主要原因,而温岭海岛的种类数偏少与其调查

断面离岸较近受人为活动影响较大直接相关。 本

研究海岛的调查断面数少于温州海岛和洞头海

岛,种类数却并没有少,说明本研究海岛的物种多

样性水平相对较高。 本研究海岛的生物量仅低于

渔山海岛,而栖息密度低于渔山海岛和温州海岛。
渔山海岛的地理位置较本研究海岛更加靠外海开

敞性程度更高,且比本研究海岛更早建立了海洋

生态特别保护区受到人为活动的影响相对较小,
因此优势物种如条纹隔贻贝、厚壳贻贝、日本笠藤

壶等的个体较大且密度也较大。 温州海岛的栖息

密度高于本研究海岛主要是由于其高潮带具有数

量庞大的东方小藤壶,短滨螺等小个体生物所导

致。 总体而言,与邻近其他海岛岩相潮间带大型

底栖动物比较,玉环国家海洋公园的潮间带大型

底栖生物多样性水平较高,栖息密度和生物量组

成也处于较高水平。

表 5　 与邻近其他岩相海岛的大型底栖动物比较

Tab. 5 Contradistinction of macrobenthic in adjacent rock islands

地点 调查时间 断面数量 种类数
栖息密度

/ ind·m - 2

生物量

/ g·m - 2
优势种计算 主要优势种 参考文献

玉环 2017 夏 5 102 3772 2794 IRI 日本笠藤壶、条纹隔贻贝 本文

渔山 2014 夏 4 70 6842 7983 Y 栗色拉沙蛤、条纹隔贻贝 [18]

温州 2013 春 6 102 5190 622 Y 东方小藤壶、短滨螺 [19]

温岭 2012 春、2011 秋 8 67 679 - IRI 日本笠藤壶、疣荔枝螺 [7]

洞头 2011 夏 7 102 1814 864 Y 日本笠藤壶、疣荔枝螺 [20]

3　 结　 论

(1)本研究 5 个海岛共有大型底栖生物 113
种,包括软体动物 38 种,甲壳类和多毛类各 25
种,大型藻类 11 种,刺胞动物 7 种,其他生物 7
种。 主要优势种为日本笠藤壶、条纹隔贻贝、鳞笠

藤壶、俄勒冈外团水虱、火奴鲁玻璃钩虾、克氏旋

鳃虫和豆形凯利蛤。

(2)本研究 5 个海岛栖息密度水平分布情况

为披山岛 > 上浪珰岛 > 鸡山岛 > 前山岛 > 大鹿

岛,生物量水平分布情况为前山岛 > 鸡山岛 > 上

浪珰岛 > 披山岛 > 大鹿岛,栖息密度垂直分布情

况为低潮 > 中潮 > 高潮,生物量垂直分布情况为

中潮 >低潮 >高潮。
(3)聚类结果显示,5 个海岛划分为 3 个群

落,群落 I 包含前山岛、上浪珰岛和披山岛;群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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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包含大鹿岛;群落 III 包含鸡山岛;3 个群落离

岸距离由近及远,人为活动的影响程度也依次

增大。
(4)鸡山岛离岸近开敞性程度小且为有居民

岛,受到的人为活动影响较大导致其大型底栖生

物种类数偏少。 披山岛离岸远开敞性程度大,底
栖生物种类数量以及多样指数偏低可能与其受到

人类活动影响较大有关,应及时加强生态环境的

保护力度。
(5)与邻近其他海岛岩相潮间带大型底栖动

物比较,玉环国家海洋公园的潮间带大型底栖动

物多样性水平较高,栖息密度和生物量组成也处

于较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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