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 Lake Sci.(湖泊科学), 2009, 21(3): 408-414
http://www.jlakes.org. E-mail: jlakes@niglas.ac.cn
©2009 by Journal of Lake Sciences

抚仙湖浮游甲壳动物群落结构与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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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云南抚仙湖是我国典型的高原深水湖泊, 为揭示湖中浮游甲壳动物对生态系统变化的响应, 研究了其群落结构与空

间分布特征. 2005 年 6-7 月在抚仙湖共采集浮游甲壳动物 8 种, 平均密度为 27.6ind./L, 优势类群为桡足类. 桡足类优势种为
舌状叶镖水蚤(Phyllodiaptomus tunguidus Shen et Tai), 枝角类优势种为角突网纹溞(Ceriodaphnia cornuta Sars)和象鼻溞
(Bosmina sp.). 浮游甲壳动物主要分布在 0-30m 水层, 密度随水深增加而下降; 0-10m 水层, 枝角类和无节幼体占优势, 大于
10m 水层, 桡足类占优势. 浮游甲壳动物密度南区大于北区(P<0.01), 而沿岸区与湖心区之间、沉水植物区与非沉水植物区之
间无显著性差异(P>0.05). 相关分析表明: 浮游甲壳动物密度的垂直分布与藻类密度和水体理化因子相关关系显著, 而水平
分布与藻类密度和水体理化因子相关关系不显著. 与 20 世纪 80 年代相比, 抚仙湖浮游甲壳动物优势种发生了演替, 西南荡镖
水 蚤 (Neutrodiaptomus mariadviagae mariadviagae (Brohm)) 消 失 , 被 舌 状 叶 镖 水 蚤 代 替 , 可 能 与 太 湖 新 银 鱼 (Neosalanx
taihuensi Chen)引入有关; 浮游甲壳动物密度表现出增加趋势, 但仍处于较低水平, 与水体营养水平的提高及太湖新银鱼的捕
食压力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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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ke Fuxian is a representative deep plateau lake located in Yunnan Province, China. To describe crustacean zooplankton’s
responses to ecological changes, we carried out studies on its community structure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Altogether 8 taxa of
crustacean zooplankton were founded in Lake Fuxian from June to July in 2005, and the average community density 27.6ind./L
dominated by Copepoda. Dominant species of Copepoda were Phyllodiaptomus tunguidus Shen et Tai, and dominant species of
cladoceran were Ceriodaphnia cornuta Sars and Bosmina sp. Crustacean zooplankton was mainly distributed from surface to 30m
vertically, and its density decreased with the depth increase. Cladocera and Nauplii had the dominance in 0-10m layer, but Copepoda
had the dominance when depth down to 10m. Average density of crustacean zooplankton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south lake than
north lake (P<0.01), while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average density between near shore region and open water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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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between macrophyte distributed region and no macrophyte distributed region (P>0.05). Correlation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there
was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vertical density of crustacean zooplankton and algae density or water physical-chemical
factors, bu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horizontal density and algae density or water physical-chemical factors.
Compared with the surveys in 1980s, Neutrodiaptomus mariadviagae mariadviagae (Brohm), one of the dominant species of
crustacean zooplankton, disappeared in the lake and was replaced by P. tunguidus, which was probably caused by introduction of
Neosalanx taihuensi Chen. The density of crustacean zooplankton showed an increasing tendency, but that was still rather low, likely
a result of increased nutrient levels and predation by N. taihuensi.
Keywords: Crustacean zooplankton; community structure; spatial distribution; Lake Fuxian

浮游甲壳动物主要包括桡足类和枝角类, 是水生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们既是细菌和浮游植
物的牧食者, 又是鱼类的捕食对象. 随着水污染加剧, 湖泊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富营养化防治面临着严峻
挑战, 浮游甲壳动物作为食物网中连接生产者和高级消费者的中间环节, 其群落生态学研究倍受关注.
目前对浮游甲壳动物的研究主要涉及群落结构[1]、
时空动态及影响因子 [2-3] 等多方面, 而群落长期演
替规律及其对环境变化和水体富营养化的响应是研
究焦点 [4-5]. 高原深水湖泊是我国一类特殊的湖泊
类群, 其浮游甲壳动物的生态研究还没有引起重视.
国外对深水湖泊浮游甲壳动物的研究较多[6-7], 而国
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富营养化严重的浅水湖泊[8-10].
抚 仙 湖 位 于 云 南 省 玉 溪 市 境 内 (24°21′28″
-24°38′00″N, 102°49′12″-102°57′26″E), 面积 211km2,
最大水深 155m, 是我国高原深水湖泊的典型代表,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高原生境, 孕育了许
多特有物种, 在生物多样性研究和保护方面具有
重要价值. 关于湖中的浮游甲壳动物, 黎尚豪等
[11]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12] 曾对其

种类组成和群落结构做过一些调查.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 抚仙湖浮游动物的研究基本是空
白. 而在这期间, 随着太湖新银鱼等外来物种的
引入, 入湖污染负荷的加剧, 抚仙湖水体营养水
平逐渐提高, 透明度下降趋势明显 [13], 生物类群
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14-16], 势必会引起浮游甲
壳动物群落发生变化. 本文对抚仙湖浮游甲壳动
物的群落结构、空间分布及其与环境因子的关系进
行了研究, 旨在揭示抚仙湖浮游甲壳动物的长期
演变趋势及其对环境变化的响应, 为高原深水湖
泊生态系统长期变化研究积累资料.

1 研究方法
1.1 样点设置
2005 年 6-7 月, 依托抚仙湖高原深水湖泊生态
系 统 研 究 站 的 水 上 工 作 平 台 , 使 用 NAVCOM
SF-2050 导航定位, 对湖中浮游甲壳动物、藻类及相

图 1 抚仙湖采样点分布

关环境因子进行了调查, 根据抚仙湖的形态特点,

Fig.1 Distribution of sampling sites in Lake Fux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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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湖共设 18 个断面, 累计 110 个样点(图 1). 断面 P1-P9 位于北区, P10-P18 位于南区; 岸距<1000m 的样
点 归 为 沿 岸 区 , 岸 距 ≥1000m 的 样 点 归 为 湖 心 区 . 在 北 部 湖 心 区 设 1 个 垂 向 剖 面 D(24°35′10″N,
102°54′2″E), 水深 154m, 每隔 5m 采样, 垂向采样进行 2 次, 取平均值.
1.2 采样与分析
用测绳和 RBR XR-620 深水水质剖面仪测量水深, 赛氏盘测量透明度(SD). 用 25L 柱状采水器采水,
水样为距表层 0.5-1.5m 的混和水样, 在水上工作平台上现场分样, 进行预处理. 取 0.5-2L 水样用于测定
叶绿素 a 浓度(Chl.a); 取 0.5-1L 水样经 0.45μm 微孔滤膜过滤, 用于分析悬浮物(SS); 取 1L 水样用于测定
总氮(TN)、总磷(TP)、溶解性总氮(DTN)、溶解性总磷(DTP); 取 1L 水样, 立即加 15ml 鲁哥氏液固定, 作
为藻类定量样品; 取 10L 水样, 用 64μm 浮游生物网过滤, 4%福尔马林固定, 作为浮游甲壳动物的定量样
品. 湖心剖面及其它部分样点由 RBR XR-620 水质剖面仪获取温度、有效光合辐照度、pH 值、溶解氧、
电导率、叶绿素 a 等垂向水质数据. 藻类和浮游甲壳动物种类的鉴定参考《淡水浮游生物研究方法》[17].
水质分析方法参考《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18]. 调查期间相关理化指标见表 1.
1.3 数据处理
数据的分析处理使用Excel和SPSS软件. 不同湖区之间密度比较使用t检验, 密度与环境理化因子的
关系分析使用Pearson相关分析. 由于桡足类无节幼体的数量较多, 在计数时将无节幼体作为一类单独统
计. 文中出现的密度平均值为样点的算术平均值.
表 1 2005 年 6-7 月抚仙湖表层水体水质指标
Tab.1 Water quality indices of surface water in Lake Fuxian during June to July in 2005
指标

SD

SS

TN

DTN

TP

DTP

Chl.a

藻类

(m)

(μg/L)

(μg/L)

(μg/L)

(μg/L)

(μg/L)

(μg/L)

(×104ind./L)

2.84±6.13

0.44±0.47

0.15±0.14

0.02±0.03

0.01±0.02

2.27±2.89

87.01±27.91

0.10-57.2

0.09-1.95

0.02-0.88

0-0.15

0-0.12

平均值 4.00±1.23
范围

0.50-6.20

0.22-25.71 50.25-228.00

2 研究结果
2.1 种类组成
经鉴定, 共见到浮游甲壳动物 8 种(表 2), 其中桡足类 2 种, 包括舌状叶镖水蚤(Phyllodiaptomus
tunguidus Shen et Tai)和剑水蚤(Cyclopoids); 枝角类 6 种, 包括角突网纹溞(Ceriodaphnia cornuta Sars)、象
鼻溞(Bosmina sp.)、长刺溞(Daphnia longispina (O. F. Müller))、矩形尖额溞(Alona rectangular Sars)、圆形
盘肠溞(Chydorus sphaericus (O. F. Müller))和秀体溞(Diaphanosoma sp.).
2.2 密度和优势种
浮游甲壳动物的出现率为 98.2%, 平均密度为 27.6±65.5ind./L, 范围为 0-449.5ind./L, 优势类群为桡
足类, 约占总密度的 87%, 其中无节幼体约占 44%. 各种类的密度和出现率见表 2. 桡足类(不含无节幼体)
优势种为舌状叶镖水蚤, 平均密度为 11.4ind./L, 占桡足类密度的 96.2%. 枝角类优势种为角突网纹溞和
象鼻溞, 平均密度分别为 2.3ind./L 和 1.3ind./L, 两者占总共枝角类密度的 99.2%.
2.3 空间分布
2.3.1 水平分布 抚仙湖不同断面浮游甲壳动物的密度分布见图 2. 在 18 个采样断面中, 抚仙湖最南端的
青鱼湾(P16 断面)浮游甲壳动物密度最高, 平均密度为 302.4ind./L, 范围为 227.0-449.5ind./L; 隔河口(P15)
次之, 平均密度为 75.4ind./L, 范围为 51.1-125.8ind./L; 北部湖区的路歧-东风度假村断面(P4)密度最低,
平均密度仅 1.08ind./L.
不同湖区浮游 甲壳动物的密 度比较见图 3. 南区平均密度为 47.6±88.3ind./L, 明显大于北区的
7.6±7.4ind./L(P<0.01), 南区的桡足类、无节幼体、枝角类密度分别为北区的 22.8 倍、4.9 倍和 1.9 倍(图
3a). 沿岸区和湖心区的平均密度分别为 29.7±70.1ind./L、20.1±45.8ind./L(图 3b), 但两者之间差异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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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 沉 水 植 物 区 和 非 沉 水 植 物 区 之 间 差 异 也 不 显 著 (P>0.05), 密 度 分 别 为 21.9±46.8ind./L 、
29.9±69.8ind./L; 枝角类密度在沉水植物区的密度略大, 而桡足类在非沉水植物区的密度偏大(图 3c).
表 2 抚仙湖浮游甲壳动物密度和出现率
Tab.2 Density and occurrence frequency of crustacean zooplankton in Lake Fuxian
出现率

密度范围

平均密度

(%)

(ind./L)

(ind./L)

全湖

98.2

0-289

11.9±36.9

全湖

85.5

0-285.5

11.4±36.4

全湖

74.5

0-4.5

0.4±0.7

无节幼体 Nauplii

全湖

91.8

0-148

12.0±25.6

枝角类 Cladocera

全湖

84.6

0-43

3.7±6.7

角突网纹溞 Ceriodaphnia cornuta Sars

全湖

69.1

0-39.5

2.3±5.6

象鼻溞 Bosmina sp.

全湖

72.7

0-26.3

1.3±3.3

圆形盘肠溞 Chydorus sphaericus (O. F. Müller) 隔河口附近

5.5

0-1.4

0.022±0.140

长刺溞 Daphnia longispina (O. F. Müller)

隔河附近

3.6

0-0.5

0.008±0.052

矩形尖额溞 Alona rectangular Sars

北岸西段

0.9

0.1

0.001±0.0095

隔河口附近

0.9

0.1

0.001±0095

种类

分布范围

桡足类 Copepoda
舌状叶镖水蚤
Phyllodiaptomus tunguidus Shen et Tai
剑水蚤 Cyclopoids

秀体溞 Diaphanosoma sp.

断面

图 2 抚仙湖不同断面浮游甲壳动物的密度
Fig.2 Distribution in density of crustacean zooplankton in the sampling sections of Lake Fuxian
2.3.2 垂直分布 抚仙湖深水区浮游甲壳动物密度随水深的增加呈下降趋势(图 4), 主要分布在 0-30m 水
层, 约占整个水柱总数量的 63.9%. 在 0-10m 水层, 枝角类和无节幼体占优势, 平均密度为 9.7ind./L; 当
水深大于 10m 时, 桡足类占优势. 水深大于 50m 时, 浮游甲壳动物密度较低, 小于 2ind./L.
不同类群的密度垂直分布情况不同. 枝角类主要分布在 0-10m 水层中, 10-50m 水层密度较小, 平均
为 0.59ind./L, 大于 50m 时, 基本无分布. 桡足类在 0-150m 的水层中均有分布, 主要分布在 10-30m 水层,
当水深大于 70m 时, 密度较低, 平均为 0.3ind./L. 无节幼体在整个水层中均有分布, 主要分布在 0-10m
水层, 随水深增加, 密度下降很快, 当水深大于 50m 时, 平均密度仅 0.27ind./L.

J. Lake Sci.(湖泊科学), 2009, 21(3)

412

图 3 抚仙湖不同湖区浮游甲壳动物密度比较
(a: 南区与北区; b: 沿岸区与湖心区; c: 沉水植物区与非沉水植物区)
Fig.3 Comparison of crustacean zooplankton density in different regions of Lake Fuxian

图 4 抚仙湖浮游甲壳动物密度的垂直分布
Fig.4 Vertical distribution in density of crustacean zooplankton in Lake Fuxian
2.4 密度与环境因子的关系
2.4.1 水平分布的影响因子 Pearson 相关分析表明, 在水平分布上, 浮游甲壳动物总密度、桡足类密度、
无节幼体密度与水深、总氮、溶解性总氮、总磷、溶解性总磷、叶绿素 a、悬浮物、藻类密度等因子相
关关系均不显著(P>0.05), 而枝角类密度与总磷、溶解性总磷显著正相关(P<0.05)、与叶绿素 a 极显著正
相关(P<0.01).
2.4.2 垂直分布的影响因子 在垂直分布上, 浮游甲壳动物密度与水深呈极显著负相关(P<0.01), 与藻类
密度、电导率、温度、pH 值、叶绿素 a、溶解氧、总氮、溶解性总氮、有效光合辐照等因子极显著正相
关(P<0.01), 而与总磷、溶解性总磷相关关系不显著(P>0.05). 枝角类、无节幼体与各环境因子的关系与
总密度的情况基本一致. 桡足类密度与电导率、温度、pH 值显著相关(P<0.05), 与有效光合辐照、溶解
氧的相关关系不显著(P>0.05), 其它情况与总密度的基本一致.

3 分析与讨论
3.1 群落结构与分布特征
抚仙湖所处纬度虽然较低, 但因位于高原, 气候并不炎热, 浮游动物组成中除角突网纹溞为嗜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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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外, 多数为广温性种类, 分布较广. 抚仙湖 6-7 月浮游甲壳动物群落以桡足类为优势类群, 桡足类及
其幼体约占浮游甲壳动物总量的 87%. 此外, 各类群优势种的优势度也很高, 如桡足类中舌状叶镖水蚤
占了 96.2%, 枝角类中角突网纹溞和象鼻溞占了 99.2%. 一般认为, 浮游甲壳动物密度与水体营养水平呈
正相关 [5,8]. 抚仙湖浮游甲壳动物平均密度为 27.6ind./L, 略高于大型深水水库, 如新丰江水库约为
10.6ind./L[1], 千岛湖为 13.85ind./L[19], 但远低于富营养化严重的浅水湖泊, 如广东星湖为 41.27ind./L[20],
太湖梅梁湾为 214ind./L[10]. 这种密度较低的特点一方面与抚仙湖所处贫营养状态有关, 另一方面可能与
浮游动物食性鱼类的摄食压力有关. 高密度的浮游动物食性鱼类往往造成浮游甲壳动物的贫乏[21-22]. 在
太湖, 鲚对浮游动物产生了巨大的摄食压力 [23]; 在洱海, 太湖新银鱼形成稳定优势种群后, 在长期的高
摄食压力下, 枝角类和桡足类密度分别由 1980 年的 80ind./L 和 155ind./L 减小到 1997 年的 5.4ind./L 和
8.7ind./L[24]. 抚仙湖鱼类优势种群—太湖新银鱼以桡足类和枝角类为主要食物[25], 1990-2004 年其平均
产量达 1554t[16], 对浮游甲壳动物的摄食压力显而易见.
抚仙湖浮游甲壳动物密度分布的显著特点是南区大于北区. 抚仙湖常年盛行西南风, 北部湖区比较
开敞, 风浪较大, 对浮游甲壳动物的栖息不利, 而南部湖区风浪相对较小, 特别是在南部湖湾, 水体平静,
适合浮游甲壳动物的栖息. 此外, 受富营养化湖泊星云湖来水影响, 抚仙湖滆河口一带水体营养水平较
高, 增加了浮游甲壳动物的种类和密度, 如盘肠溞、溞、秀体溞等主要在这一区域出现. 从垂直分布看,
抚仙湖深水区浮游甲壳动物主要分布在 0-30m 水层中, 这与其水温的垂直分布一致, 抚仙湖 7 月份增温
的水层在 45m 以内[12]. 但采样发现, 30m 以下的水层中, 浮游甲壳动物仍有一定的分布, 特别是深水层桡
足类较多, 在 150m 深处, 无节幼体的密度也能达到 2.5ind./L, 这可能与浮游甲壳动物的沉降有关系. 综
合 Pearson 相关分析的结果: 浮游甲壳动物密度的垂直分布与藻类密度和水体理化因子相关关系显著, 而
水平分布与藻类密度和水体理化因子相关关系不显著.
3.2 密度变化与优势种演替
1957-2005 年[11-12], 抚仙湖浮游甲壳动物数量表现出增加趋势(表 4). 2002-2003 年抚仙湖浮游甲壳动
物的周年样中 4 月密度为最大值, 7 月基本接近最小值[25], 本次调查结果为 2003 年同期的 11 倍多, 且高
于 2003 年 4 月的密度. 这种密度增加趋势与抚仙湖营养水平及藻类密度的增加有关.
表 4 1957-2005 年抚仙湖浮游甲壳动物的密度变化
Tab.4 Long-term changes in density of crustacean zooplankton of Lake Fuxian during 1957-2005
年

月

枝角类(ind./L)

桡足类(ind./L)

无节幼体(ind./L)

总密度(ind./L)

参考资料

1957

7-10

1.0

<20

－

－

[11]

1980

4

1.9

10.5

－

12.4

[12]

2003

4

8.69
－

3.64
－

[25]

7

9.83
－

24.81

2003

<2.50

2005

7

3.69

11.90

12.02

27.61

[25]
本研究

与 1980 年相比[12], 抚仙湖浮游甲壳动物群落结构的一个显著变化是桡足类优势种由西南荡镖水蚤
(Neutrodiaptomus mariadviagae mariadviagae (Brohm))演替为舌状叶镖水蚤, 且西南荡镖水蚤已经消失. 在
滇池, 太湖新银鱼主要捕食西南荡镖水蚤, 导致其密度明显下降[26]. 在洱海, 太湖新银鱼引入后西南荡镖
水蚤的优势地位丧失, 枝角类和桡足类没有明显的优势种[24]. 抚仙湖西南荡镖水蚤的消失很可能是基于太
湖新银鱼强大的捕食压力. 一般认为太湖新银鱼对浮游动物有选择性, 浮游动物个体越大, 选择系数越高,
对桡足类的选择性大于枝角类, 对枝角类中象鼻溞的选择性很小[27]. 而在抚仙湖中, 太湖新银鱼对小型枝
角类象鼻溞有较高的选择性, 而对桡足类的优势种舌状叶镖水蚤选择性并不高[25]. 鱼类捕食浮游动物的选
择性与浮游动物的种类和逃避能力有关, 浮游动物食性鱼类的捕食会促使具有较强逃避能力的种类占优势
[21]

. 可能舌状叶镖水蚤逃避捕食的能力要强于西南荡镖水蚤, 从而使其能够保持一定的种群密度, 成为优

势种. 枝角类的运动能力差于桡足类, 在食物缺乏的情况, 太湖新银鱼选择了枝角类. 20 世纪 80 年代初太

J. Lake Sci.(湖泊科学), 2009, 21(3)

414

湖新银鱼进入抚仙湖之前, 湖中并未有舌状叶镖水蚤的记录[11-12], 关于舌状叶镖水蚤的来源, 可能由与之
相通的星云湖进入. 对抚仙湖浮游甲壳动物的长期演变过程还需要深入研究和长期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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