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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研究青岛近海浮游动物的群落特征，利用 2015－2016 年在青岛近海海域采集的浮游动物样

品，分析了浮游动物的种类组成、丰度、优势种、生物多样性以及季节变化。研究海域共记录浮游动物

成体 44 种，浮游幼虫 17 类，浮游动物主要以近岸暖温及广温、广盐种类为主，优势种季节变化明显。小

拟哲水蚤 (Paracalanus parvus)、中华哲水蚤 (Calanus sinicus) 和近缘大眼剑水蚤 (Corycaeus affinis) 全年

都是研究海域的优势种。浮游动物丰度 6 月最高 [(8662.0±8890.0) ind./m3]，12 月最低 [(426.9±148.5)

ind./m3]，年平均丰度为 (3059.2±3012.4) ind./m3。香农-威纳多样性指数 12 月最高，6 月最低。研究海区

浮游动物可划分为胶州湾群落、南黄海沿岸群落和南黄海中部群落。浮游动物的群落组成季节变化明

显，可分为冬季组 (12 月和 1 月)、春-夏初组 (4 月和 6 月) 和秋季组 (9 月)。环境因子温度、盐度、深度以

及 Chl a 中影响浮游动物群落结构的最佳环境因子组合为底层盐度和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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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oplankton community structures of Qingdao coastal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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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mmunity structures of zooplankton in the coastal waters of Qingdao and their adjacent waters
were characterized based on the samples collected in December 2015, January 2016, April 2016, June 2016 and

September 2016. The species composition, abundance, dominant species, biodiversity and the seasonal variation

of  the  zooplankon  were  analyzed.  A  total  of  44  species  and  17  taxa  of  zooplankton  larvae  were  ident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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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ly  consisting  of  warm  temperate  species,  eurythermal  speices  and  euryhaline  species.  The  seasonal
variation of  dominant  species  was  obvious. Paracalanus  parvus, Calanus  sinicus  and Corycaeus  affinis were
the  dominant  species  in  the  study  area  throughout  the  year.  The  abundance  of  zooplankton  peaked  in  June
(8662.0±8890.0) ind./m3 while the lowest of that  showed in December (426.9±148.5) ind./m3 with the annual
average of (3059.2±3012.4) ind./m3. In contrast, the Shannon-Weiner diversity index of December samples was
the highest  one among seasons while  that  of  June was the lowest.  Cluster  analyses  grouped zooplankton into
three  communities,  including  the  Jiaozhou  bay  community,  the  South  Yellow  Sea  coast  community  and  the
South Yellow Sea central community. The zooplankton community showed a signifcant seasonality, and it was
clusterd to three gourps: the winter group (December-January), the spring-early summer group (April-June) and
the  autumn  group  (September).  The  primary  environmental  factors  affecting  zooplankton  community  were
bottom salinity and dep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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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海海洋水体环境易受到人为扰动，引起海

洋生物群落变化，进而影响海洋生态系统的结构

与功能。浮游动物是海洋生态系统中重要的生

物类群，种类组成繁杂，数量大，分布广 [1]，在海

洋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能量流动等过程中具

有重要作用，是承上启下的环节。浮游动物啃食

浮游植物，又是鱼类等高营养级生物的饵料，其

数量变化直接影响鱼类等的资源量 [2]。研究浮

游动物的群落结构能够有效地反映海洋环境质

量和生态特征。

青岛近海及其邻近海域位于南黄海西北部，

是我国重要的养殖和港口海域。以往对青岛邻

近海域浮游动物群落特征的研究多集中于胶州

湾 [3-4]。黄凤鹏等 [3] 对 2003年 1月至 12月胶州

湾浮游动物的分布﹑时空变化及其与生态环境因

子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孙松等[4] 发现 1977－2008
年近 30年时间，胶州湾浮游动物生物量呈现明

显的上升趋势，种类组成和季节变化特征也发生

了变化。而胶州湾外青岛近海浮游动物的研究

则相对较少[5]，目前缺乏对该海域浮游动物群落

现状和季节变化特征的系统了解。为进一步了

解青岛近海及其邻近海域浮游动物的群落结

构和季节变化特征，本研究于 2015年 12月至

2016年 9月在青岛沿岸至潮连岛外海方向 100海

里能反映人类活动影响梯度的断面 (35.06 °N－

36.09 °N，120.27 °E－121.97 °E)采集浮游动物样

品，分析浮游动物的种类组成、分布、优势种、生

物多样性及其季节变化。本研究可为黄海浮游

动物生态学研究提供基础资料，并为生物资源开

发和环境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调查海区与采样方法

分别于2015年12月28日，2016年1月26日、

4月 24日、6月 26日和 9月 24日乘中国海洋大

学“天使 1号”考察船进行了 5个航次海洋调

查 (图 1)。调查共设 10个站位，其中 1月和 6月

航次设 1号至 9号共 9个站位，9月航次设 2号

至 9号共 8个站位。浮游动物样品采用 WP2型

浮游生物网 (网口内径 57 cm，筛绢孔径 202 μm)
底表垂直拖网采集，保存于体积分数为 5%的福

尔马林海水溶液中。实验室使用体视显微镜

(S8APO, LEICA)鉴定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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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研究海区及站位

Fig. 1    Survey area and sampling stations
 

此外，本研究还测定了对浮游动物群落有重

要影响的环境因子，包括温度、盐度、水深和叶

绿素等。采用考察船配置的温盐深仪 (Seabird
911 CTD)测定海水垂直剖面的温度、盐度和水

深。在各调查站位，分 2～4层采集 Chl a 样品

(采水层为 0、10、20 m和底层，层次视各站位水

深而定)，采集海水 300～500 mL，加入 3～5滴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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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MgCO3 溶液后经 GF/F滤膜 (Whatman)过滤，

抽滤压力小于 200 mmHg。滤膜用铝箔包裹，液

氮保存。实验室内，4 ℃ 条件下 90%丙酮溶液

避光萃取 24 h，使用荧光分光光度计 (F-4500,
HITACHI)测定 Chl a 浓度 (μg/L)。 

1.2    数据分析方法

浮游动物丰度 (abundance)以每立方米水体

浮游动物个体数表示 (ind./m3)。丰度的平面分

布图采用 surfer  8.0软件绘制。考虑到夜光虫

(Noctiluca scintillans)的特殊性，浮游动物丰度、

优势种、香农-威纳指数等参数计算时，不包含夜

光虫。

浮游动物优势种根据每个种的优势度值 (Y)
来确定，计算公式为：

Y = (ni/N)× fi (1)

式中：ni 为第 i 种的个体数；N 为所有种类总

个体数；fi 为该种在各站位中的出现频率；Y 值大

于 0.02的种类为优势种。

香农-威纳指数主要用来表示物种个体出现

的紊乱度和不确定性，公式为：

H′ = −
S∑

i=1

Pilog2Pi (2)

式中：H′代表香农-威纳指数；Pi 为样品中第

i 种类个体数 ni 占样品总数 N 的比重。

运用 PRIMER6.0软件，进行多样性指数的

计算以及累积优势度曲线 (K-dominance curve)
绘制、相似性聚类和生物-环境匹配分析 (biota-
environment matching, BIOENV)[6]。为降低数据

的极化程度，将丰度对数转化后，计算样品间

的 Bray-Curtis相似性指数，进行组间平均聚类

(group average cluster)。采用单因素相似性分析

(One-Way ANOSIM)检验聚类组的结构差异显

著性，通过 SIMPER程序鉴定群落组内相似性和

组间差异以及对样品分组起主要作用的种类。

环境数据的多变量排序采用主成分分析 (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 PCA)，确定调查海域的环境

时空变化梯度；与浮游动物群落的丰度相似性矩

阵作 BIOENV分析，通过 BVSTEP程序选择解

释群落结构的最佳环境因子组合。空间聚类分

析时，丰度和环境因子数据取同一站位 5个航次

的平均值。 

2   结果与讨论
 

2.1    调查水域环境因子分布特征

研究海域海水表层和底层温度季节变化显

著 (P<0.01)，最高值和最低值分别出现在 9月和

1月。表层和底层盐度的季节变化不大。水柱

Chl a 浓度季节变化显著 (P<0.01)，最高值在 4
月，为 (1.78±1.11) μg/L，最低值在 9月，为 (0.37±
0.22) μg/L(表 1)。

 
 

表 1       调查海域环境因子

Tab.1    Investigation of marine environmental factors

时间 统计值
环境因子

表层温度/℃ 底层温度/℃ 表层盐度 底层盐度 水深/m Chl a浓度/μg·L−1

2015-12
范围 6.7～12.0 6.7～12.0 31.3～31.9 31.3～31.9 8.0～45.0 0.17～0.70

平均值 10.2±1.7 10.2±1.8 31.7±0.2 31.7±0.2 30.4±10.6 0.41±0.15

2016-01
范围 1.2～7.4 2.7～7.4 31.2～32.0 31.4～32.0 7.0～42.0 0.71～3.40

平均值 5.2±1.9 5.5±1.5 31.7±0.2 31.8±0.2 25.3±10.2 1.57±0.90

2016-04
范围 9.9～12.5 8.4～10.7 31.5～32.5 31.6～32.4 16.0～44.0 0.89～4.45

平均值 10.8±0.8 9.3±0.6 32.0±0.3 32.1±0.2 34.3±8.5 1.78±1.11

2016-06
范围 19.6～23.8 9.6～19.4 30.3～32.5 31.6～32.3 7.0～44.0 0.46～2.16

平均值 21.9±1.7 13.6±3.3 31.6±0.6 32.0±0.3 28.0±10.5 1.07±0.60

2016-09
范围 23.7～24.2 13.5～24.1 31.3～31.8 31.6～31.9 18.0～44.0 0.19～0.72

平均值 23.9±0.1 20.1±4.2 31.6±0.2 31.8±0.1 29.9±7.6 0.37±0.22
 
 
 

2.2    种类组成

本研究共记录浮游动物成体 44种，其中桡

足类 13种、水螅水母类 10种、糠虾 4种、十足

类 3种，栉水母、端足类、涟虫和磷虾各 2种，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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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动物、钵水母、枝角类、等足类、被囊类和毛

颚类各 1种。另外，记录浮游幼虫 17类 (表 2)。
各航次种类数为 24～31，种类数依次为：9月 (31)>
6月、1月 (30)>4月 (29)>12月 (24)。5个月份均

出现的浮游动物成体共 6种 (不含夜光虫 )：

小拟哲水蚤 (Paracalanus  parvus)、中华哲水蚤

(Calanus  sinicus)、近缘大眼剑水蚤 (Corycaeus
affinis)、拟长腹剑水蚤 (Oithona similis)、强壮箭

虫 (Sagitta  crassa)和 异 体 住 囊 虫 (Oikopleura
dioica)。

 
 

表 2       浮游动物的种类组成和丰度

Tab.2    Zooplankton species composition and abundance

类群
2015-12 2016-01 2016-04 2016-06 2016-09 合计

种类数
平均丰度/
ind.·m−3 种类数

平均丰度/
ind.·m−3 种类数

平均丰度/
ind.·m−3 种类数

平均丰度/
ind.·m−3 种类数

平均丰度/
ind.·m−3 种类数

平均丰度/
ind.·m−3

原生

动物
1 5.8 1 8.5 1 2089.8 1 259.9 1 217.1 1 516.2

水螅

水母
1 1.5 2 4.8 3 6.3 2 5.7 4 2.9 10 4.2

钵水母 − − − − − − 1 0.4 − − 1 <0.1

栉水母 1 <0.1 1 0.5 1 1.8 − − 1 9.0 2 2.3

枝角类 − − − − − − − − 1 0.2 1 <0.1

桡足类 7 338.5 9 1451.2 9 3473.7 10 8415.5 7 688.7 13 2873.5

端足类 1 0.1 2 1.6 2 7.7 2 15.0 1 0.5 2 5.0

等足类 1 0.7 1 0.5 − − − − − − 1 0.2

糠虾 2 0.6 2 1.4 1 0.2 − − − − 4 0.4

磷虾 1 0.1 1 0.3 1 0.5 1 1.9 − − 2 0.6

十足类 − − 1 0.3 1 0.2 1 0.9 2 1.0 3 0.5

毛颚类 1 66.2 1 132.7 1 49.6 1 103.4 1 132.4 1 96.9

涟虫类 − − 1 <0.1 1 0.2 − − − − 2 <0.1

被囊类 1 9.7 1 42.6 1 23.5 1 24.9 1 7.5 1 21.7
浮游

幼虫
7 9.5 7 21.4 7 99.9 10 94.1 12 44.0 17 53.8

合计 23 426.9 29 1657.3 28 3663.6 29 8662.0 30 886.2 60 3059.2

注：−表示该类物种未发现，合计项不包括夜光虫
 
 
 

2.3    丰度

青岛近海位于南黄海西北部，受季风气候影

响，海水温度有明显的季节变化 (表 1)。对水温

敏感的浮游动物分布也呈现显著的季节性差

异。周克等 [7] 和陈学超等 [8] 分别在胶州湾和南

黄海研究中发现浮游动物的丰度有春、夏高，

秋、冬低的特点。本研究中浮游动物丰度的季

节变化也有类似规律，丰度值为 6月>4月>1月>
9月>12月 (图 2)。

黄海浮游动物的丰度存在年际变化。李雨

苑等[9] 研究显示，2012年春季和秋季黄海浮游动

物丰度分别为 8111.4  ind./m3 和 4331.0  ind./m3，

高于本研究的结果。本研究 5个航次浮游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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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浮游动物平均丰度与 Chl a 浓度关系

Fig. 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verage  abundance  of

zooplankton and chlorophyll a concen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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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均丰度为 (3059.2±3012.4) ind./m3，12月平均

丰度为 (426.9±148.5) ind./m3，高值区出现在断面

中部，丰度为 500～1000 ind./m3，湾内和远岸海

域丰度低，小于500 ind./m3；1月平均丰度为 (1657.3±
567.1) ind./m3，丰度最大值出现在 6号站 (2998.0
ind./m3)，其余站位丰度为 1000～ 2500  ind./m3；

4月平均丰度为 (3663.6±1919.5) ind./m3，丰度最

高值出现在调查海域东南部的 9号站 (8158.5
ind./m3)，最低值出现在 3号站 (1046.4  ind./m3)；
6月，浮游动物丰度的站位间差异很大，平均丰

度为（8662.0±8890.0) ind./m3，丰度最高值出现在

2号站 (32668.8 ind./m3)，主要种类为小拟哲水蚤

(27000.0  ind./m3)，最小值出现在 6号站 (1621.9
ind./m3)；9月平均丰度为 (886.2±280.2) ind./m3，各

站位丰度为 500～1500 ind./m3，丰度在站位间差

异不大 (图 3)。饵料是影响浮游动物生长的关键

因素，浮游动物丰度的变化与 Chl a 浓度关系密

切 (图 2)。Spearman相关性分析也表明，浮游动

物丰度与 Chl a 浓度极显著正相关 (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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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浮游动物丰度的平面分布

Fig. 3    Horizontal distribution of zooplankton abundance in surveyed area
 
 

表 3       浮游动物群落特征与环境因子的 Spearman 相关性分析

Tab.3    Spearman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zooplankton community and environmental variables

环境因子 浮游动物总丰度 中华哲水蚤 小拟哲水蚤 拟长腹剑水蚤 近缘大眼剑水蚤

表层温度 0.131 −0.036 0.095 −0.232 0.211

底层温度 0.016 −0.196 −0.014 −0.372* 0.307

表层盐度 0.242 0.169 0.095 0.169 0.411**

底层盐度 0.479** 0.584** 0.358* 0.415** 0.108

水深 −0.036 0.411* −0.100 0.084 −0.073

Chl a 0.636** 0.325* 0.538** 0.388* 0.380*

注：**表示P<0.01时呈极显著相关；*表示P<0.05时呈显著相关
 
 

夜光虫的丰度和分布波动剧烈，在 12月航

次仅出现在 8号站，丰度为 57.8 ind./m3；在其余

的 4个航次，夜光虫则仅在胶州湾和青岛近岸水

域有分布。1月夜光虫仅出现在 1、2号站，丰度

分别为 48.0  ind./m3 和 28.6  ind./m3；4月出现在

1、2、3号站，丰度为 3000～10000 ind./m3；6月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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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在 1、2号站，丰度分别为 1808.0 ind./m3 和

531.3  ind./m3； 9月 仅 出 现 在 1号 站 ， 丰 度 为

1736.5 ind./m3。 

2.4    优势种

研究海域浮游动物优势种包括小拟哲水蚤、

中华哲水蚤、近缘大眼剑水蚤、拟长腹剑水蚤和

强壮箭虫等。浮游动物优势种丰度的季节变化

明显 (表 4)。小拟哲水蚤丰度剧烈的季节变化对

浮游动物总丰度季节差异的贡献巨大。小拟哲

水蚤为广温广盐暖温种，广泛分布于渤、黄、东

海及许多河口和海湾，且在数量上常占优势。

Liang等[10] 对日本福山港的研究发现，小拟哲水

蚤终年存在，且丰度分布有显著的季节性，6、
7月达到峰值，9－10月和 11－12月还有次峰

值。本研究小拟哲水蚤丰度的季节变化模式与

Liang等的报道[10] 类似。本研究显示，小拟哲水

蚤在青岛近海全年都是优势种 (表 4)，其丰度季

节波动范围为 165.1～7341.1 ind./m3，全年平均

值为 2028.9 ind./m3。周克等 [7] 利用浅水 II型浮

游生物网在胶州湾的观测显示，小拟哲水蚤丰度

的周年波动范围为 83.0～7514.0 ind./m3。朱丽

岩等[11] 在青岛南部近海的浅水 I型网采结果显

示，小拟哲水蚤仅为 0.1～22.7 ind./m3。与上述

观测结果相比，本研究小拟哲水蚤丰度与周克等[7]

的研究相近，但远大于浅水 I型网采结果。小拟

哲水蚤体长 0.8～1 mm，属于个体较小的桡足

类，使用浅水 I型浮游生物网会严重低估小型浮

游动物的实际数量[12]。
 
 

表 4       浮游动物优势种组成、优势度及平均丰度

Tab.4    Composition of dominant species, dominance and average abundance of zooplankton

中文名
2015-12 2016-01 2016-04 2016-06 2016-09

平均丰度/
ind.·m−3 优势度

平均丰度/
ind.·m−3 优势度

平均丰度/
ind.·m−3 优势度

平均丰度/
ind.·m−3 优势度

平均丰度/
ind.·m−3 优势度

中华哲水蚤 84.6 0.198 52.3 0.032 644.9 0.176 214.3 0.025 20.6 0.020

小拟哲水蚤 165.1 0.387 1194.4 0.721 1009.7 0.276 7341.1 0.848 433.9 0.490

克氏纺锤水蚤 16.3 0.027 53.7 0.032 66.9 0.016 4.9 <0.001 − −

拟长腹剑水蚤 39.3 0.083 78.2 0.047 1465.2 0.400 112.7 0.012 1.6 <0.001

近缘大眼剑水蚤 30.7 0.072 65.5 0.040 97.4 0.027 712.4 0.082 63.5 0.072

强壮箭虫 66.2 0.124 132.7 0.080 49.6 0.014 103.4 0.012 132.4 0.149

异体住囊虫 9.7 0.018 42.6 0.026 23.5 0.006 24.9 0.004 7.5 0.003

腹针胸刺水蚤 − − − − 170.0 0.046 9.8 <0.001 − −

太平洋纺锤水蚤 − − 1.3 <0.001 13.3 <0.001 3.1 <0.001 165.7 0.140

桡足类无节幼虫 6.9 0.015 12.7 0.007 77.4 0.021 27.7 0.003 16.2 0.011

夜光虫 5.8 − 8.5 − 2089.8 − 259.9 − 217.1 −

注：粗体数字表示对应浮游动物种类为优势种；“−”表示该种类未发现
 
 

中华哲水蚤是南黄海常见的浮游动物优势

种[11,13]，本研究中全年均为优势种。温度是限制

中华哲水蚤分布的重要因素之一[14-16]，10 ℃～20 ℃
是中华哲水蚤最适的生活温度[15]，23 ℃ 以上会

导致成体死亡率剧增[16]。本研究中，中华哲水蚤

丰度的季节变化明显 (表 4)，这与水温的变化密

切相关。4月，表层和底层温度都处于中华哲水

蚤的最适温度范围；6月，受黄海冷水团的影响，

断面外海站位的底层温度较低 (表 1)，适宜中华

哲水蚤生长。相关性分析表明，中华哲水蚤丰度

与底层盐度极显著正相关，与水深和 Chl a 浓度

显著正相关 (表 3)。中华哲水蚤主要分布在盐度

较高，并受黄海冷水团影响的外海深水站位，且

丰度受饵料浓度的影响；而 9月海水温度过高，

不利于中华哲水蚤的生存。根据李超伦等 [17]

的报道，夏季南黄海大型浮游生物网采中华哲水

蚤的平均丰度为 244 ind./m3。本研究 6月航次

WP2型浮游生物网采值为 214.3 ind./m3，两者差

异不大。中华哲水蚤体长为 2～3 mm，使用不同

筛绢孔径的网具对其丰度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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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记录的浮游动物优势种组成与胶州

湾及其邻近海域的观测结果[4,18] 类似，但克氏纺

锤水蚤（Acartia clausi)成为浮游动物优势种在此

前并不多见。广温低盐种克氏纺锤水蚤仅在冬

季 (2015年 12月和 2016年 1月 )成为优势种，

其他航次则丰度较低。以往的大型浮游生物网

数据中，小型桡足类克氏纺锤水蚤 (1  mm左

右)的丰度可能被低估。本研究采用 WP2型浮

游生物网对小型桡足类的采集可以较真实地反

映其分布状况。 

2.5    生物多样性

研究海域浮游动物的香农-威纳指数 H′呈现

显著的季节变化，全年平均值为 1.76。2011年[19]

黄海 WP2型浮游生物网采浮游动物的香农-威

纳指数为夏季 1.52，秋季 1.78；2012年 [9] 为春季

2.09，秋季 2.21；Liu等[20] 利用大型浮游生物网在

南黄海的研究显示，浮游动物香农-威纳指数为

1.88；段妍等[21] 利用浅水Ⅱ型浮游生物网在黄海

北部的调查结果为春季 2.46，夏季 2.51。本研究

与上述黄海调查结果相比，香农 -威纳指数偏

低。香农-威纳指数 12月最高，4月和 9月次之，

6月最低 (表 5)。这与海州湾海域的生物多样性

夏季最高、冬春季较低的研究结果 [22] 存在差

异。结合累积优势度结果 (图 4)，6月青岛近海

浮游动物种类丰度值极化程度高，小拟哲水蚤占

浮游动物丰度的 82.3%，降低了浮游动物群落的

均匀度，生物多样性降低，导致了与海州湾海域

生物多样性季节变化模式的差异。
 
 

表 5       浮游动物群落的多样性 (H′) 周年变化

Tab.5    Annual variation of zooplankton community diversity (H')

香农-威纳

指数H′ 2015-12 2016-01 2016-04 2016-06 2016-09

平均值 2.24 1.54 2.18 0.96 1.89

范围 1.79～2.61 0.92～2.29 1.35～2.89 0.67～2.17 0.82～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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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浮游动物 K-优势度曲线

Fig. 4    K-dominance curve of zooplankton abundance
  

2.6    浮游动物群落聚类分析

浮游动物群落空间聚类分析结果表明，青岛

近海浮游动物可划分为胶州湾群落 (Ⅰ)、南黄海

沿岸群落 (Ⅱ)和南黄海中部群落 (Ⅲ)(图 5a)；站
位 -季节聚类分析结果显示，浮游动物群落结

构有明显的季节变化（图 5b）。ANOSIM差异性

检验表明，不同群落的种类组成差异显著 (R=
0.908，P<0.05)。RELATE分析表明浮游动物与

环境因子的相关性极显著 (R=0.704，P<0.01)。影

响浮游动物群落结构的最佳环境因子为水深

(ρ=0.903)；最佳环境因子组合为底层盐度和水深

（ρ=0.892)。环境因子 PCA分析显示，3个聚类组

的环境特点对应为：浅水、低盐的 1—2号站，深

水、高盐的 8—10号站，两者之间的 3—7号站

(图 6a)。
研究海区 5个航次可分为冬季组 (12月和

1月)、春-夏初组 (4月和 6月)和秋季组 (9月)，
这与不同月份环境因子划分结果相似 (图 6b)。
3组的组内相似性都较高 (60%以上)，且各聚类

组间差异 (One-Way ANOSIM)均达极显著水平

(P<0.01)。
胶州湾是典型的温带半封闭海湾，湾口狭

窄，水体交换能力弱，湾内的浮游生物群落与湾

外存在显著区别。历史资料表明南黄海的浮游

动物可划分为南黄海沿岸低盐群落和南黄海中

部群落[13, 23-24]。本研究的群落划分结果也显示，

胶州湾外的浮游动物分为沿岸群落和黄海中部

群落。郑执中等 [24] 曾提出以 31等盐线作为黄

海沿岸群落与中部群落的界限，且黄海中部群落

的水深显著高于沿岸群落。本研究 BIOENV分

析结果显示，单因子“水深”和环境因子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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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层盐度/水深”能够最好地解释浮游动物群

落结构的变化。从胶州湾内到黄海中部，底层盐

度和水深的不断增加是导致浮游动物群落结构

差异的主要原因。

研究海域浮游动物生态类群以近岸暖温类

(中华哲水蚤、强壮箭虫等)、近岸低盐类 (腹针胸

刺水蚤 Centropages abdominalis)及广温、广盐种

类 (小拟哲水蚤、拟长腹剑水蚤等)为主，并存在

少量的低温高盐种 (太平洋磷虾   Euphausia
pacifica)，符合中纬度海域浮游动物的一般规

律。SIMPER分析结果显示，引起胶州湾群落和

南黄海沿岸群落差异的主要种类为短尾类溞状

幼 虫 (Brachyura  zoea)和 阿 利 玛 幼 虫 (Alima
larva)；引起南黄海沿岸群落和南黄海中部群落

差异的主要种类为太平洋纺锤水蚤 (A.pacifica)
和磷虾节胸幼虫 (Calyptopis)。浮游幼虫在胶州

湾内的丰度较湾外更高；太平洋纺锤水蚤作为近

岸低盐种，在南黄海近岸群落的丰度更高；而磷

虾节胸幼虫则多出现在南黄海中部群落，太平洋

磷虾成体的最高丰度出现在 6月最外海的 8号

(底层温度 10.6 ℃)和 9号站 (底层温度 9.6 ℃)，
低温高盐的冷水团更适宜其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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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浮游动物群落空间和时间的聚类分析结果

Fig. 5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cluster analysis of zooplankton on sampling s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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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　论

青岛近海研究海域共记录浮游动物成体

44种、浮游幼虫 17类，浮游动物以近岸暖温及

广温、广盐种类为主，优势种存在明显季节变

化。浮游动物丰度有春夏高、秋冬低的特点。

研究海区浮游动物可划分为胶州湾群落、南黄

海沿岸群落和南黄海中部群落，浮游动物的群落

组成季节变化明显，可分为冬季组 (12月和

1月)、春-夏初组 (4月和 6月)和秋季组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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