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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东湖底栖藻类在不同基质上生长的比较

*

裴国凤, 刘梅芳
(中南民族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武汉 430074)
摘

要: 测定了富营养化武汉东湖中的底栖藻类在不同人工基质上建群发展为成熟群落的生物量(Chl.a), 定性分析了人工和

天然基质上成熟硅藻群落的种类组成和结构特征. 通过比较建群期间底栖藻类在花岗岩、玻璃、塑料(PVC)和木板 4 种不同
人工基质上的生物量变化, 发现底栖藻类在 PVC 上的生物量峰值(Chl.a, 71.0μg/cm2)明显高于其它人工基质, 说明 PVC 是最
适合底栖藻类生长的人工基质. 分析发现人工基质花岗岩上底栖硅藻群落的种类组成、主要优势种类、群落的相似性指数、
多样性指数都和天然基质上的硅藻群落是高度相似的, 显示该人工基质能够代表天然基质上的藻类群落, 表明花岗岩应该是
以底栖藻类作指示生物监测和评价水质的理想人工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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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of benthic algal composition developed on different substrata in Lake
Donghu, Wu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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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iomass (Chl.a) of benthic algae colonized and developed mature community on different artificial substrata was
determined in eutrophic lake Donghu, and species composed and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 of mature diatom communities on artificial
and natural substratum were analysed qualitatively. Biomass variance of benthic algae was compared on four different artificial
substratum, granite stone, glass, plastic (PVC) and pine wood during the colonization period, and the peak biomass of benthic algae
(Chl.a, 71.0μg/cm2) on PVC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other artificial substrata, which showed PVC was the most
suitable artificial substratum for benthic algae. Species composition, dominant species, similarity index and diversity index of benthic
diatom communities showed a relatively high degree of consistency between natural and granite artificial samplers, which suggested
granite should be the most favourable artificial substratum with benthic algae used as indicatory biology that monitored and evaluated
water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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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栖藻类是淡水湖泊中的重要初级生产者和水化学调节者, 其生境相对稳定, 处于生态系统食物链
的始端, 生活周期短, 对污染物反应灵敏, 其种类组成可以很好地指示水体的营养状况, 进而为水质变
化提供早期预警信息[1]. 由于缺少标准的方法, 天然基质上底栖藻类群落的研究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2],
而人工基质具有标准的表面积和时间的可知性, 为底栖藻类的研究提供了极为有效的方法, 其优点在于,
标准的采样面积和可控制的样点选择增加了采样的精确度, 减少了重复取样因生境差异所产生的误差,
有利于不同样点之间的比较, 也便于进行统计学分析[3]. 人工基质不仅用于研究水体中底栖藻类群落的
建群、演替、生产力动态、污染评价和有毒物质的测量等; 还用来转移水体中过多的营养物质, 降低水
体富营养化[4]. 底栖藻类群落在人工基质上的生长代表了一个小而简单的生态模式系统, 可以在较短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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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内迅速收集到最真实的底栖藻类实际生长状况的实验数据, 并且具有重复性好的优点. 此时研究者最关
心的问题是对不同种类的底栖藻类而言, 哪一种基质是最合适的呢？许多有关不同人工及天然基质上底
栖藻类群落的比较研究结果存在很大的差异, 如培育时间(2 周至 4 个月), 种类组成和生物量等, 大多数
研究结果表明若培养时间足够长, 人工基质上生长的底栖藻类群落能够代表天然基质上的群落[2,5]; 有关
不同人工基质上底栖藻类群落的生长情况的研究工作也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 [6-7], 这可能与他们的研究
目的、被研究的环境和基质的使用方法等不同有关, 研究较多的是玻璃片和粘土瓦片这两种典型的人工
基质, 综合这些文献的结果, 不难看出玻璃片一直被使用而且仍然是最受欢迎的人工基质[2,6], 石头往往
作为天然基质被用于附石藻类的研究[5], 而塑料、木头则研究较少或被低估[3]. 本研究目的在于通过不同
人工基质和天然基质的比较, 寻找能代表天然基质上底栖藻类群落的最适人工基质, 完善用底栖藻类作
为指示生物评价湖泊营养状况的方法; 同时比较在浅水富营养化湖泊中这些人工基质上的底栖藻类的生
长情况, 选择适用于藻类处理系统的人工基质. 因此, 本研究以浅水富营养化的武汉东湖为代表, 对四
种不同人工基质玻璃、松木板、PVC 管、花岗岩和天然基质上底栖藻类群落的生物量, 硅藻的种类组成、
相似性系数及硅藻群落主要优势种的相对丰富度进行了比较分析, 以期通过试验的初步研究探究在生物
监测中人工基质的应用潜能, 也为将合适的人工基质用于藻类处理系统, 转移富营养化水体中过剩的
氮、磷营养及有毒物质, 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人工基质的制备及样品的采集
用 15cm×8cm×1cm 大小的花岗岩、玻璃、PVC(聚氯乙烯)和松木板作为人工基质, 清洗后凉干, 在每
个基质块的一端粘贴尼龙绳, 在尼龙绳的自由端系上 eppendorf 管作为浮子, 在不同的绳长处打结, 以便
知道人工基质在水体中所处的深度. 本研究在 2006 年的春季(2-5 月), 在武汉大学工学部附近的东湖沿
岸带设立实验样点, 分别投入四种不同的人工基质各 80 块于沿岸带 30cm 深的水中, 每隔四天取一次样,
每次取样随机从水中取出四种人工基质各 3-5 块, 直到底栖藻类群落的生物量达到最高峰值并出现下降
趋势为止. 在人工基质上的底栖藻类群落成熟稳定后[8], 即实验的第 8 周, 在投放人工基质的区域同时随
机收集四种人工基质和天然基质(卵石)各 3-5 块, 放入样品收集袋, 贴好标签, 置于冰盒转移到实验室中.
1.2 样品的处理及各数量指标的测定
用硬毛牙刷将一定面积的人工或天然基质表面上的底栖藻类样品洗下, 定量到 200ml, 分成四份: 一
份用于测定底栖藻类的生物量或现存量, 约 20ml 的样品用 90%的丙酮溶液提取叶绿素, 方法参照
APHA[9], 测定 Chl.a 的含量; 另一份约 50ml 的样品保存于 5%的福尔马林溶液中, 用于底栖硅藻的种类
鉴定和定量分析. 硅藻的预处理参照胡鸿钧等[10], 在光学显微镜(1000×)下, 用视野法对硅藻的永久制片
进行计数, 每片计数不得少于 500 个. 藻类的鉴定参照 Krammer & Lange-Bertalot[11]、Hustedt[12]; 剩下的
样品用于测定无灰干质(Ash-Free Dry Mass, AFDM), 方法参照 APHA[9].
1.3 数据的处理及统计分析
SIMI(Similarity)指数的计算: 用 Sullivan[13]使用的 Stander 氏公式, 即相似性公式来比较不同基质上
底栖硅藻群落的结构差异. 统计学分析包括单因素方差分析、双因素方差分析、相关性分析及显著性检
验均在 SPSS 11.0 中完成.

2 结果与讨论
2.1 不同人工基质上底栖藻类生物量的变化
观察发现, 从不同人工基质上底栖藻类生物量(Chl.a)的变化来看, 底栖藻类的建群过程都可以明显
的分为 3 个阶段, 其变化特征具体表现为: 建群早期(延迟期), 生物量低, 增加缓慢; 指数生长期, 生物
量在短时间内快速增加, 并达到最高峰值(Peak Biomass, PB); 衰亡期, 生物量明显减少(图 1). 当然, 不
同基质, 底栖藻类生物量变化的各个阶段又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花岗岩、玻璃和 PVC 基质, 底栖藻类在
建群的第 28d 左右, 生物量达到最高峰值, 即 Chl.a 的浓度峰值分别为 59.7、56.8 和 71.0μg/cm2; 而木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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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质 上 底 栖 藻 类 生 物 量 达 到 峰 值 所 需 的 时 间 比 其 它 基 质 长 (32d 左 右 ), 生 物 量 峰 值 也 是 最 低 的
(48.7μg/cm2). 河流中的底栖藻类在人工基质上达到最高 PB 所需的时间变化很大, 在适宜的条件下, 可
以在两周内达到最高 PB[14], 其他条件下的建群可能会需要数周到 100d 的时间[15]. 然而, 在静水条件下,
生物量达到峰值所需的时间通常是 4-7 周[2]. 我们的实验结果表明在营养水平相对较高的富营养化东湖,
达到最高生物量峰值所需的时间相对较短. 所以就生物量的大小和生物量达到峰值所需的时间而言, 在
富营养湖泊中, 最适合底栖藻类生长的人工基质是 PVC. 若对底栖藻类群落具有固定生活在各种基质上形
成藻垫的习性加以利用, 可使水体自净能力得以强化. Cattaneo 等也发现塑料是最适合底栖藻类生长的人工
基质[6], 也有认为底栖藻类不生长在塑料上[3], 这些结
果的不同可能与基质的性质、环境因子(主要是营养物
质的浓度)有关. Craggs[16] 等将着生藻类处理系统应用
于城市三级废水处理. 该系统的设计非常简单, 让污水
以浅水溪流的方式流经合适的人工基质, 基质上是由
天然的底栖藻类群落组成的藻垫, 污水中的污染物可
通过藻垫的吸收、吸附、氧化分解、转化、过滤和沉淀
等过程而得以去除; 然后对藻类进行周期性地收获. 此
外, 也可以将人工基质 PVC 浸入富营养化浅水湖泊作
为底栖群落的生境, 使底栖群落在基质上建群和生长
的同时积累水体中的氮磷营养物, 再通过从湖泊中移

图 1 底栖藻类 Chl.a 的含量变化

走基质达到除去氮磷的目的, 从而为受损湖泊的恢复,

Fig.1 Chl.a concentration change of benthic algae

提供一条经济有效的途径.
2.2 不同基质上底栖藻类的种类组成
在人工基质投入湖水中培育到第 8 周时, 将人工基质和存在于同一区域的天然基质上的底栖藻类的
种类组成进行比较(表 1), 分析发现花岗岩、PVC 基质上丝状绿藻群落的种类组成和天然基质相同, 主要
是小毛枝藻(Stigeoclonium tenue Kütz.)、团集刚毛藻(Cladophora glomerata Kütz.)和一种鞘藻(Oedogonium
sp.); 此外, 这些基质上还生长有少量相同的丝状蓝藻. 比较发现硅藻群落的种类组成在各基质上的丰富
度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其中花岗岩基质上硅藻群落的种类组成和天然基质的差异不显著(P>0.05), 而玻
璃、PVC 和木板上硅藻群落的种类组成和天然基质(卵石)差异显著(P<0.05). Lane 等比较了澳大利亚的
Hiawatha 湖和 Minnie 湖的天然和人工基质上硅藻群落的结构, 发现培育 29-68d 的玻璃片和粘土瓦片上
的硅藻群落高度相似, 而且人工基质上硅藻群落的组成和天然基质一致[7].
表 1 不同基质上底栖藻类的种类数
Tab.1 List of benthic algae taxa found on different submerged substrata
种类
绿藻
Achnanthes spp.
Amphora spp.
Cocconeis spp.
Cymbells spp.
Gomphonema spp.
Melosira spp.
Navicula spp.
Nitzschia spp.
Synedra spp.
其它硅藻

不同基质
花岗岩

玻璃

PVC

木板

天然基质

3
5
1
3
5
4
2
10
3
5
5

2
4
0
3
5
8
1
7
2
4
2

3
6
1
2
4
4
1
9
2
5
1

2
3
0
2
5
3
2
6
2
6
1

3
6
2
3
6
3
3
12
3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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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基质之间底栖硅藻群落的相似性指数显示花岗岩、玻璃和天然基质之间的群落相似性指数值均
大于 95%, 其中花岗岩和天然基质的硅藻群落最相似(98.5%); 然而, PVC、木板和天然基质之间的群落相
似性指数值均小于 90%(表 2). 不同基质上底栖藻类的种类组成及其相似性比较的结果说明, 花岗岩、玻
璃均和天然基质上的群落组成都高度接近, 由于天然基质年龄的不可知性和不规则性, 不可避免的会给
实验结果带来误差, 所以在以底栖藻类为指示生物的水质监测中, 用适合的人工基质替代天然基质更为
方便有效. Danilov 和 Ekelund 的研究表明, 玻璃和木板的底栖藻类群落在不同营养状况的湖泊中明显不
同, 所以均能够用于评价湖泊的营养状况[3]; 本试验中的花岗岩和玻璃都可作为天然基质的代表.
表 2 不同基质之间底栖硅藻群落的相似性指数
Tab.2 Similarity index of benthic diatom communities

质
花岗岩
玻璃
PVC

花岗岩
1

玻璃

PVC

不同基质的硅藻群落中, 相对丰富度大于
5%的优势种类均包括 Gomphonema parvulum

among different substrata
不同基

2.3 不同基质底栖硅藻群落的主要优势种类

木板

天然基
质

Kütz.、Nitzschia amphibia Grun.、Synedra ulna
Kütz. 、 Melosira varians Ag. 、 Fragilaria
vaucheriae Kütz.等, 它们在不同基质群落中的

0.954

0.884

0.878

0.985

1

0.896

0.862

0.957

1

0.873

0.927

1

0.863

由靠胶垫松散附着的丝状 Melosira varians(主

1

要优势硅藻)和绿藻混生而成, 而团集刚毛藻

木板
天然基
质

相对丰富度之和均大于 65%, 其中 Melosira
varians 和 Gomphonema parvulum 是各基质群
落的绝对优势种(图 2). 底栖藻类的群落结构

和 鞘 藻 等 绿 藻 上 附 生 着 Synedra ulna 、
Gomphonema parvulum、Nitzschia amphibia、

Diatoma vulgare Bory 等优势种硅藻. 比较不同人工基质和天然基质的主要优势群落, 发现这些群落的优
势种类组成及相对丰富度十分相似, 说明在培养较长时间后(8 周), 人工基质上底栖硅藻优势群落的结构
已经和天然基质上的没有明显差别, 这与 Eulin 和 LeCohu[17]的报道是一致的.

图 2 人工基质和天然基质上底栖硅藻主要优势种的组成比较
Fig.2 Comparison of benthic diatom dominant species composition on artificial and natural substrata
2.4 不同基质底栖硅藻群落的比较
从底栖硅藻群落的种类丰富度、香农多样性指数及辛普森指数来看, 花岗岩和天然基质最接近, 但
是天然基质的相对丰富度>1%的种类却比人工基质少, 这是因为底栖藻类的生命周期相对较短, 对环境
的变化可以作出快速反应[18], 本研究中人工基质的培养时间为 8 周, 其上的群落代表了真正的时间和空间
生境中的生命有机体, 反映了环境的实际变化动态. 由于天然基质上的硅藻, 包括了死亡体和现存活体,
是长期积累的结果, 这是导致天然基质上的硅藻密度(2.63×106ind./cm2)略高于人工基质的主要原因(表 3).
所以接近天然群落的人工基质上的现存底栖藻类是当前环境状况的最好代表, 可以增加水质监测的准确
度. Hoagland 等[2]在一个浅水富营养化的水库中, 春季底栖藻类在第五周达到 2.53×107ind./cm2 的最大细
胞密度. 在河流中, 这个值可能会达到 1.3×107ind./cm2 或者更高[19]. 本研究只对底栖群落中的硅藻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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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定量, 但不同基质的硅藻密度值和这些报道中的接近, 这可能是水体富营养化的结果.
表 3 不同基质上底栖硅藻群落的比较
Tab.3 Comparison of benthic diatom community from different substrata
不同基质

参数

花岗岩

玻璃

PVC

木板

天然基质

种类丰富度

43

36

35

30

48

相对丰富度>1%的种类数

20

14

18

18

14

香农指数
辛普森指数
6

2

3.45

0.6

3.21

0.4

3.19

0.7

3.02

0.3

3.57

0.5

0.91

0.05

0.86

0.07

0.88

0.06

0.78

0.04

0.93

0.07

硅藻密度(10 ind./cm )
现存量(Chl.a) (µg/cm2)

2.46 0.01
67.8 3.5

2.08 0.05
63.9 2.6

2.36 0.04
68.6 4.3

1.91 0.02
64.2 5.1

2.63 0.06
68.5 5.2

AFDM(mg/cm2)

2.89

2.78

2.68

2.56

3.35

0.09

0.05

0.03

0.01

0.07

比较发现, 人工基质花岗岩、PVC 和天然基质上的底栖藻类的现存量(Chl.a)都约为 68µg/cm2; 而不
同基质的 AFDM 明显与底栖藻类叶绿素 a 的浓度不一致, 例如, 天然基质的 AFDM(3.35mg/cm2)明显高于
人工基质. 虽然 Chl.a 和 AFDM 这两个参数都能够反映底栖藻类群落的现存量, 但叶绿素 a 反映整个自养
生物—光合藻类, 而 AFDM 还包括其他底栖生物, 如细菌、底栖动物, 沉淀下来的有机碎屑等; 实验期
间, 我们发现实验样点群落中的沉淀碎屑和异养生物所占比例较大, 所以用 AFDM 表示现存量时存在较
大的偏差, 从而出现 Chl.a 和 AFDM 不一致的现象, 该结果表明, 对富营养化的东湖而言, AFDM 在反映
底栖藻类的现存量时没有 Chl.a 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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