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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于 2008 － 2009 年按照季节调查西藏地区尼洋河浮游动物群落的组成、丰度和多样性，并运用多元统计方法定量

分析浮游动物的空间和季节变化特征及其与主要环境因子之间的关系 . 结果显示，尼洋河浮游动物包括原生动物、轮虫、
枝角类和桡足类，其中原生动物 9 目 13 科 14 属，轮虫 1 目 7 科 17 属，枝角类仅 1 目 1 科 1 属，桡足类 2 目 2 科 2 属． 原生
动物以砂壳虫和瞬目虫属为主，轮虫则以橘轮虫属和单趾轮虫属为主 . 尼洋河浮游动物的物种丰富度和生物量随尼洋河
海拔高度不断提升呈现递减的趋势，夏季浮游动物生物量、物种丰富度、总丰度较低，其中夏季浮游动物物种丰富度最
低，而浮游动物生物量和总丰度则仅高于冬季 . 受到水体稳定性的影响，尼洋河浮游动物 Shannon-Wiener 多样性指数和
均匀度指数在交汇处较低；季节方面，夏季最低，冬季次之 . 尼洋河原生动物和轮虫总丰度在季节方面存在相似的演替规
2 次高峰分别出现在春季和秋季，
2 次低谷分别出现在夏季和冬季 . 尼洋河浮游动物沿
律，即出现 2 次高峰和 2 次低谷，
程变化方面，浮游动物群落 4 个指标不存在显著差异 . 尼洋河浮游动物季节变化方面，仅总丰度秋季和冬季之间存在显
著差异，其他 3 个指标在各个季节之间均不存在显著差异 . 典范对应分析表明，原生动物类群里，砂壳虫属丰度受水体溶
解氧浓度的影响较大，前管虫、袋座虫、肾形虫、瞬目虫和斜口虫属丰度受水体矿化度的影响较大，鳞壳虫属丰度则主要
与水体中氨氮浓度关联较大；轮虫类群里，单趾轮虫、无柄轮虫、枝胃轮虫、囊足轮虫属丰度与水体的矿化度关联较大，龟
甲轮虫属丰度则与总磷浓度有着较大的关联 . 分类回归树模型预测了尼洋河浮游动物时空分布与主要环境因子之间的
定量关系，结果表明尼洋河浮游动物总丰度受到硬度、季节、海拔以及河道底质等因素的影响，Shannon-Wiener 多样性指
数受到总碱度、季节、硬度和水温的影响，均匀度指数受到总碱度、总磷浓度和水温的影响 . 这些关键环境因子对尼洋河
水域浮游动物的时空变化有着重要的指示作用，建议加强对浮游动物及这些环境因子的关注，推动尼洋河水域生态环境
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西藏；尼洋河；浮游动物；时空动态；主成分分析；典范对应分析；分类回归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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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e investigated the constitution，abundance and diversity of zooplankton in Niyang River，the branch of the Yarlung
Zangbo River，Tibet，based on season from 2008 to 2009，and taken quantitative analysis to study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zooplankton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to environment using multivariate statistics method. The results were as follows. Firstly，zooplankton community in Niyang River included protozoa，rotifera，cladocera and copepoda，and there are 9 orders 13 family 14 genus for protozoa，1 order 7 families 17 genus for rotifera，1 order 1 family 1 genu for cladocera，and 2 orders 2 families 2 genus for
copepoda. Among them， protozoa is mainly based on Difflugia and Glaucoma， rotifera is mainly based on Rotaria and
Monostyla. Secondly，specie richness and biomass for zooplankton in Niyang River are descending with the elevation. Meanwhile，
biomass，the specie richness and total abundance of zooplankton in summer are low，especially for specie richness in summer，
which is lower than that in other seasons，although biomass and total abundance are a bit higher than that in winter. Influenced by
the stability of water in Niyang River，Shannon-Wiener diversity index and Pielou evenness index，which are lowest in summer followed by winter，are lower at the interchange of river. Total abundance of seasonal succession for protozoa and rotifera in Niyang
River are similar，that is，there are two climaxes which appear in spring and autumn respectively and two troughs which appear in
summer and winter respectively. Thirdly，using Duncan comparison method to judge the difference among sampling sites and seasons for specie richness，total abundance，Shannon-Wiener diversity index and Pielou evenness index，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four sampling sites for four indices mentioned above. As for seasons，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ly exist between autumn
and winter for total abundance，and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seasons for the rest three indices. Fourthly，based on
the CCA method，as for protozoa community，dissolved oxygen has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density of Difflugia，total dissolved solids has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density of Prorodon，Bursellopsis，Colpoda，Glaucoma，Enchelys，ammoniacal nitrogen has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density of Euglypha，as for rotifera community，dissolved oxygen has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density of Monostyla，Ascomorpha，Enteroplea，Asplanchnopus，total phosphorus has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density of keratella. Last but not least，we
predict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 of zooplankton in Niyang River and environment factors based on CART method，the results show
that，total abundance of zooplankton is influenced by hardness，season，elevation and substrate of watercourse，Shannon-Wiener
diversity index is influenced by alkalinity，season，hardness and water temperature，and Pielou evenness index is influenced by alkalinity，total phosphorus and water temperature. The paper also suggests paying close attention to zooplankton and the environment
factors mentioned above owing to their important indication function，in order to warrante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Niyang
River aquatoriumecology．
Keywords： Tibet； Niyang River； zooplankton； spatio-temporal dynamic； PCA； CCA； CART

浮游动物是一个生态学范畴的概念，是依据其生活方式而划分的一类生物类群，包括原生动物、轮虫、
［1］

枝角类和桡足类

. 因其独特的生活方式，在水域生态系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 一方面浮游动物以食物
［2］

链为纽带，发挥着上行效应和下行效应，如以浮游植物为食的浮游动物可降低浮游植物的生物量
［3］

生动物的捕食作用调节水细菌的数量，推动水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

，通过原

，因此将原生动物称为水中“清道夫”

也在情理之中，同时水体中滤食杂食性鱼类能够显著影响浮游动物群落结构，导致浮游动物群落的小型
［4］

化

，多元营养捕食和被捕食模型（ multi-nutrient predator-prey model） 指出，有害蓝藻水华会以牺牲藻类物种
［5］

丰富度为代价来获取自身的生长，以对抗浮游动物的捕食作用，这一点也需引起注意

. 另一方面由于原生

［6］

动物在不同的污染带指示种有所不同，因此在水质监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 同时在全球变暖背景下，温

带海域北黄海浮游动物暖水种种类增加、分布北移，暖温种丰度升高，与之不同的是，亚热带海域东海浮游
动物暖水种丰度增加、暖温种丰度降低，这种差异反映了不同生态类群浮游动物对气候变化的响应不同，从
［7］

而不同温度区系浮游动物对气候变化的响应也不同
［8］

这 2 种浮游动物的生产力和丰度显著提高

；由于气候的变暖，Aleknagik 湖的 Daphnia 和 Bosmina

，气候变暖也会缩小浮游植物和食藻性浮游动物生物量高峰之

［9］

间的时间间隔

. 在全球气候变暖和人类活动对自然影响的框架之下，高原水域生态安全屏障愈发突出，通

过有效监测浮游动物群落，积极推动高原水域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则显得尤为重要．

1 实验设计和数据处理
关于研究区域概况、采站设置、采样时间、环境因子的采集和分析、数据统计和分析等内容参考同系列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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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 25 浮游生物网过滤 200 L 水样，加入鲁哥氏剂，带回实验室，静置 48 h 后浓缩 . 原生动物计数时，将

浓缩样充分摇匀后吸取 0. 1 ml 置于计数框内，在 10 × 20 倍显微镜下全片观察，每个样品计数 2 次 . 2 次计
数结果与其平均数之差小于 10% 的结果有效，否则需计数第 3 片 . 轮虫类、枝角类、桡足类需对采集样品瓶
［6，
13-14］

全瓶观察并计数，根据相关参考文献，将浮游动物鉴定到种或属

．

对原生动物进行定量分析，公式为：
浓缩样品体积
（1）
分析样品体积 × 取样样品体积
使用 Shannon-Wiener 多样性指数（ H'） 、Pielou 均匀度指数（ J'） 、物种丰富度（ SR） 、总丰度（ TA） 和浮游
原生动物 = 2 片计数框某种原生动物的个数 ×

［15］
动物生物量来判别尼洋河浮游动物的多样性 . H'和 J'计算公式分别为 ：
S

H' = －

∑p ·ln p
i

i

（2）

i =1

J' = H' / H' max = H' / ln S

（3）

式中，S 为浮游动物种类数，p i 为浮游动物 i 占所有浮游动物的比例（ % ）. H' max 为理论上最大多样性指数．
物种丰富度：指某一采样点或者季节出现的物种个数．
总丰度：指某一采样点或者季节单位体积出现的浮游动物个体数量，单位为 ind. / L．
浮游动物生物量：指某一区域浮游动物的重量，单位为 mg / L．
出现频率：指某一浮游动物出现的次数占所有调查样点数的百分比．
相对丰度：指某一浮游动物个体数占所有物种个体数的百分比．

2 结果分析
2. 1 尼洋河浮游动物种类以及优势种
尼洋河原生动物 9 目 13 科 14 属，轮虫 1 目 7 科 17 属，枝角类仅 1 目 1 科 1 属，桡足类 2 目 2 科 2 属 .
原生动物以 砂 壳 虫 和 瞬 目 虫 为 主，出 现 频 率 分 别 为 43. 75% 和 43. 75% ，相 对 丰 度 分 别 为 21. 70% 和
23. 80% ，合计超过了 45% ；轮虫则以橘轮虫和单趾轮虫为主，出现频率分别为 37. 50% 和 25. 00% ，但相对
丰度均未超过 1% （ 表 1）.
2. 2 尼洋河浮游动物时空变化特征
尼洋河浮游动物以原生动物和轮虫为主（ 表 1） ，尼洋河原生动物与轮虫总丰度在季节方面存在相似的
2 次高峰分别出现在春、秋季，
2 次低谷分别出现在夏季和冬
演替规律（ 图 1） ，即出现 2 次高峰和 2 次低谷，
季，尼洋河原生动物与轮虫生物量在季节方面演替则有所不同，原生动物生物量只有 1 个低谷，出现在夏
季，而轮虫生物量则有 2 个低谷，分别出现在夏季和冬季 . 在尼洋河沿程方面，随着海拔的升高，原生动物总
丰度和生物量基本呈现下降趋势，轮虫的总丰度和生物量均在秋季出现高峰．
用 PCA 方法探究尼洋河浮游动物时空特征（ 图 2） ，结果表明，尼洋河下游较其它河段浮游动物丰富，
夏、秋季与冬、春季浮游动物有较大的不同，底质为砂石的河段浮游动物较底质为粘土的河段丰富，可见底
质为砂石的河道对浮游动物群落结构有着很重要的影响．
为了更进一步反映尼洋河浮游动物群落的时空特征，本文选择物种丰富度、总丰度、Shannon-Wiener 多
样性指数、均匀度指数以及生物量，分析以上 5 个指标在尼洋河沿程及季节浮游动物群落变化情况，结果如
图 3 所示．
尼洋河浮游动物沿程变化方面，
浮游动物群落 5 个指标不存在显著差异（ P ＞ 0. 05）. 随着海拔的升高，尼
洋河浮游动物丰富度和生物量呈现减小的趋势，丰富度最大值为 7，最小值也超过了 2，生物量最大值超过了
0. 20 mg / L，
最小值则维持在 0. 02 mg / L 左右 . Shannon-Wiener 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指数呈现相似的变化规
2 个波峰分别出现在尼洋河中上游和中下游，
2 个低谷则分别出现在尼
律，即：均出现 2 个波峰和 2 个低谷，
洋河中游和下游；Shannon-Wiener 多样性指数介于 0. 5 ～ 1. 0 之间，均匀度指数则介于 0. 4 ～ 0. 9 之间 . 尼洋河
浮游动物总丰度波峰出现在尼洋河中下游，
高于 600 ind. / L，
最小值则出现在尼洋河下游，
在 200 ind. / L 以上．
尼洋河浮游动物季节变化方面，
仅总丰度秋季和冬季之间存在显著差异（P ＜ 0. 05），
其他 4 个指标在各个
季节之间均不存在显著差异（P ＞ 0. 05）. 浮游动物总丰度和生物量变化趋势相似，均表现为秋季 ＞ 春季 ＞ 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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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尼洋河浮游动物种类出现频率和相对丰度
Tab. 1 Occurrence frequency and relative abundance of zooplankton species in Niyang River
类

目

科

属

编号

出现频率

相对丰度

原生动物

表壳目

砂壳科 Difflugiidae
隐砂壳科 Cryptodifflugiidae

砂壳虫 Difflugia
法帽虫 Phryganella

ZP1

43. 75%

21. 70%

ZP2

12. 50%

7. 00%

鳞壳科 Euglyphidae
裸口科 Holophryidae

鳞壳虫 Euglypha
裸口虫 Holophrya

ZP3

6. 25%

3. 50%

ZP4

12. 50%

7. 00%

前管科 Prorodontidae

前管虫 Prorodon
袋座虫 Bursellopsis

ZP5

6. 25%

2. 80%

ZP7

6. 25%

6. 30%

板壳科 Colepidae
肾形科 Colpodidae

板壳虫 Coleps
肾形虫 Colpoda

ZP6

6. 25%

3. 50%

ZP8

6. 25%

3. 50%

斜管科 Chillodonellidae
篮口科 Nassulidae

斜管虫 Chilodonella
篮口虫 Nassula

ZP9

6. 25%

3. 50%

ZP10

6. 25%

3. 50%

瞬目虫 Glaucoma
纤袋虫 Genus

ZP11

43. 75%

23. 80%

盾纤毛目

瞬目科 Glaucomidae
纤袋虫科 Histiobalantiidae

ZP12

6. 25%

3. 50%

发袋虫 Cristigera
斜口虫 Enchelys

ZP13

6. 25%

3. 50%

刺钩目

膜袋虫科 Cyclidiidae
斜口科 Enchelyidae

ZP14

12. 50%

5. 25%

旋轮科 Philodinidae
腔轮科 Lecanidae

橘轮虫 Rotaria
单趾轮虫 Monostyla

ZR1

37. 50%

0. 43%

ZR2

25. 00%

0. 16%

ZR3

12. 50%

0. 17%

臂尾轮科 Brachionidae

腔轮虫 Lecane
臂尾轮虫 Brachionus

ZR4

25. 00%

0. 21%

龟甲轮虫 keratella
无柄轮虫 Ascomorpha

ZR5

6. 25%

0. 03%

ZR6

6. 25%

0. 03%

枝胃轮虫 Enteroplea
囊足轮虫 Asplanchnopus

ZR7

12. 50%

0. 10%

ZR8

12. 50%

0. 07%

粗颈轮虫 Macrotrachela
同尾轮虫 Diurella

ZR9

6. 25%

0. 03%

ZR10

6. 25%

0. 03%

须足轮虫 Euchlanis
前翼轮虫 Proales

ZR11

6. 25%

0. 03%

ZR12

6. 25%

0. 03%

巨头轮虫 Cephalodella
猪吻轮虫 Dicranophoridae

ZR13

12. 50%

0. 07%

ZR14

6. 25%

0. 03%

叶轮虫 Notholca
晶囊轮虫 Asplanchna

ZR15

6. 25%

0. 03%

ZR16

6. 25%

0. 03%

水轮虫 Epiphanes
尖额溞 Alona

ZR17

6. 25%

0. 03%

ZCA

6. 25%

0. 03%

美丽猛水蚤 Nitocra
中剑水蚤 Mesocyclops

ZCN

12. 50%

0. 07%

ZCM

6. 25%

0. 03%

有壳丝足目
前口目

肾形目
管口目
篮口目
全毛目

轮虫

单巢目

腹尾轮科 Gastropodidae
椎轮科 Notommatidae
晶囊轮科 Asplanchnidae
旋轮科 Philodinidae
腹尾轮科 Gastropodidae
臂尾轮科 Brachionidae
椎轮科 Notommatidae
猪吻轮科 Dicranchnidae
臂尾轮科 Brachionidae
晶囊轮科 Asplanchnidae
臂尾轮科 Brachionidae
枝角类

双甲目

桡足类

猛水蚤目

盘肠溞科 Chydoridae
阿玛猛水蚤科 Ameiridae

剑水蚤目

剑水蚤科 Cyclopidae

季 ＞ 冬季，总丰度最大值超过 600 ind. / L，最小值则低于 200 ind. / L，生物量最大值超过 0. 20 mg / L，最小值
则低于 0. 02 mg / L. 浮游动物 Shannon-Wiener 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指数表现为相似的变化趋势，即：均在夏
季出现 1 个低谷，最大值出现在秋季；Shannon-Wiener 多样性指数介于 0. 4 ～ 1. 2 之间，均匀度指数介于 0. 3
～ 0. 9 之间 . 浮游动物物种丰富度最大值出现在春季，在 7 左右，最小值出现在夏季，在 2 左右．
2. 3 尼洋河浮游动物与环境因子关系及关键预测因子
为了更加清晰地阐释尼洋河浮游动物与环境因子之间的关系，我们将浮游动物主要的 2 个类群（ 原生
9 项环境指标包括表层水温、表层 pH 值、硬度、矿化度、表层溶
动物和轮虫） 与 9 项环境指标进行 CCA 分析，
解氧、总氮、氨氮、总磷、总碱度，详见图 4. 结果显示，原生动物类群里，砂壳虫属丰度受水体溶解氧浓度的
影响较大，前管虫、袋座虫、肾形虫、瞬目虫和斜口虫属丰度受水体矿化度的影响较大，鳞壳虫属丰度则主要
与水体中氨氮浓度关联较大． 轮虫类群里，单趾轮虫、无柄轮虫、枝胃轮虫、囊足轮虫丰度与水体矿化度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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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尼洋河原生动物、轮虫丰度和生物量的时空演替特征
Fig． 1 Spatio-temporal succession characteristics of abundance and biomass for protozoa and rotifera in Niyang River

图 2 基于 PCA 分析尼洋河浮游动物时空特征
（ 图中数字为样点标记，其中 1、
2、
3、
4 分别为采样点Ⅰ的春、夏、秋、冬季；5、
6、
7、
8 分别为采样点Ⅱ的春、
10、
11、
12 分别为采样点Ⅲ的春、夏、秋、冬；13、
14、
15、
16 分别为采样点Ⅳ的春、夏、秋、冬季 .
夏、秋、冬季；9、
S1 ～ S4 分别指采样点Ⅰ ～ Ⅳ； 浮游动物编号同表 1. 第 1 主成分解释率为 25. 4% （ 图中左上图第 1 条黑色
柱所示） ，第 2 主成分解释率为 15. 8% （ 图中左上图第 2 条黑色柱所示） ，前两个主成分解释率和达 41. 2% ）
Fig． 2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 for zooplankton in Niyang River based on PCA
较大，龟甲轮虫丰度则与总磷浓度有着较大的关联．
选择浮游动物总丰度、Shannon-Wiener 多样性指数、均匀度指数 3 项指标，采用 CART 模型预测浮游动
物群落与环境因子的相互作用关系（ 图 5） ，结果显示，尼洋河浮游动物总丰度受到硬度、季节、海拔以及河道
底质等因素的影响 . 具体来讲，在春、冬季，在硬度≥2. 305°DH 的水体中，浮游动物总丰度为 1. 67 ind.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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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尼洋河浮游动物时空变化特征
（ “·”表示尼洋河浮游动物评价参数的平均值，用 Duncan 法检验各采样点以及季节之间
浮游动物参数差异性，不同字母表示处理间差异达显著水平（ P ＜ 0. 05） ）
Fig． 3 Spatio-temporal dynamic character for zooplankton in Niyang River

图 4 基于 CCA 方法分析尼洋河原生动物（ a） 以及轮虫（ b） 与环境因子、采样点的关系
Fig． 4 Relationships among protozoa （ a） or rotifera （ b） ，
environment factors and sampling sites in Niyang River based on CCA
在夏、秋季，在硬度 ≥ 2. 305°DH 的水体中，浮游动物总丰度为 256 ind. / L；在海拔高于 3086 m 的水域里，当
硬度 ＜ 2. 305°DH 时，浮游动物总丰度为 0 ind. / L；冬季，在海拔低于 3086 m 的水域中，当硬度 ＜ 2. 305° DH
时，浮游动物总丰度为 16. 68 ind. / L；在春、夏和秋季，在海拔低于 3086 m 的水域中，当硬度 ＜ 2. 305°DH，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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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底质为砂石时，浮游动物总丰度为 125 ind. / L；在春、夏和秋季，在海拔低于 3086 m 的水域中，当硬度 ＜
2. 305°DH，同时底质为黏土时，浮游动物总丰度为 500 ind. / L. 综上所述，CART 模型显示，冬季浮游动物总
丰度较低，高海拔时，浮游动物总丰度也比较低．
尼洋河浮游动物 Shannon-Wiener 多样性指数受到总碱度、季节、硬度和水温的影响较大 . 具体来讲，当
总碱度 ＜ 25. 69 mg / L 时，浮游动物 Shannon-Wiener 多样性指数为 1. 099；在冬、夏季，在总碱度≥ 25. 69 mg /
L 的水体中，同时硬度≥1. 72° DH 时，浮游动物 Shannon-Wiener 多样性指数为 0；在冬、夏季，当总碱度 ≥
25. 69 mg / L 的水体中，同时硬度 ＜ 1. 72°DH 时，浮游动物 Shannon-Wiener 多样性指数为 0. 562；在春、秋季，
水温≥7. 75℃ 的水体中，当总碱度≥25. 69 mg / L 时，浮游动物 Shannon-Wiener 多样性指数为 0. 693；在春、
季，水温 ＜ 7. 75℃ 的水体中，当总碱度≥25. 69 mg / L 时，浮游动物 Shannon-Wiener 多样性指数为 0. 740. 综
上所述，CART 模型显示，低总碱度、低硬度的水体，浮游动物 Shannon-Wiener 多样性指数较高，春、秋季的浮
游动物 Shannon-Wiener 多样性指数也较高．
尼洋河浮游动物均匀度指数受总碱度、总磷浓度和水温的影响较大 . 具体来讲，当总碱度 ＜ 29. 08 mg / L
时，浮游动物均匀度指数为 1；当总碱度≥29. 08 mg / L 且总磷浓度 ＜ 0. 05 mg / L 时，浮游动物均匀度指数为
0；在水温 ＜ 6. 96℃ 的水体中，同时总碱度≥29. 08 mg / L 和总磷浓度 ＜ 0. 05 mg / L 时，浮游动物均匀度指数为
0. 36；在水温≥6. 96℃ 的水体中，同时总碱度≥29. 08 mg / L 和总磷浓度 ＜ 0. 05 mg / L 时，浮游动物均匀度指
数为 0. 55. 综上所述，CART 模型显示，低碱度的水体浮游动物均匀度指数较高，高总碱度、低总磷浓度的水
体浮游动物均匀度指数较低，水温较高的水体浮游动物均匀度指数也较高．

图 5 基于分类回归树分析尼洋河浮游动物总丰度（ a） 、Shannon-Wiener 多样性指数（ b） 、
均匀度指数（ c） 与环境因子之间的关系
Fig． 5 Relationships between total abundance（ a） ，Shannon-Wiener diversity index（ b） ，
Pielou evenness index（ c） of zooplankton and environment factors in Niyang River based on CART

3 讨论
海拔决定一个地区的温度和光照等环境因素的变化，属于宏观尺度的环境因子，通常情况下，由于海拔
［18-19］

的升高，水域温度降低，冰冻期延长

，物种的丰富度也随之降低［20］ . 由此可见，海拔通过对水温的直接

影响，从而间接影响水生生物的群落结构． 研究表明随着温度的升高，枝角类较桡足类更易适应温度的变
［21］

化，意味着气候变暖将改变浮游动物群落结构

［22］

浮游动物群落现存量与水温呈显著正相关

，水温对浮游动物群落结构的影响不容忽视 . 小江回水区

；上海崇明明珠湖原生动物密度和生物量均与水温呈正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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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瑞塘河的水温是影响浮游动物密度变化最主要的因素［24］ ；乐清湾海域浮游动物物种数与水温呈极

［25］
显著正相关，丰度与水温呈极显著正相关，生物量与水温呈极显著正相关 . 这些资料一致显示，水温与浮
游动物密度和生物量存在正相关 . 回顾本实验结果，随着尼洋河海拔高度不断提升（ 自采样点Ⅳ到采样点

Ⅰ） ，浮游动物的物种丰富度和生物量呈现递减的趋势，关于浮游动物总丰度，以尼洋河下游（ 采样点Ⅲ） 为
转折点，这个河段以上，总丰度与海拔呈负相关，尼洋河与雅鲁藏布江交汇处浮游动物总丰度回落幅度较
大，原因有待进一步探讨．
另外，浮游动物群落结构对营养盐的响应也值得关注，营养盐（ C） 来源有：流域内岩石风化产物（ C w ） 、
人为因素贡献（ C anth ） 、大气降水（ C dry ） 、大气干沉降（ C wet ） 、生物圈贡献（ C bio ） 和物质再循环过程中的净迁移
［26］

量（ C exch ）

，可表示为：
（4）

C = C w + C anth + C dry + C wet + C exch
［27］

研究表明，由于营养盐的输入，丰水季的原生动物多样性指数与种类数大于枯水季 ，同时，营养盐能
够积极推动浮游动物群落结构组成和演变 . 如：上海崇明明珠湖浮游动物的密度和生物量与总氮、总磷、叶
［23］
绿素 a 浓度呈正相关 . 温瑞塘河的高锰酸盐指数、总氮和氨氮浓度对浮游动物的密度分布也有重要影
［24］
响，但总氮浓度的变化趋势由氨氮浓度大小决定 . 乐清湾海域浮游动物物种数与盐度、叶绿素 a 浓度、浮

游植物细胞密度均呈极显著正相关；丰度与叶绿素 a 浓度、浮游植物细胞密度呈极显著正相关；生物量与叶
［25］
. 需要强调的是，不同的季节，浮游动物群落结构的相关环境因子有可能发

绿素 a 浓度呈极显著正相关

生变化，如：崇明东滩潮沟盐度是影响冬、春季涨潮时浮游动物总丰度分布的主要因子，水温则是影响夏、秋
［28］

. 回顾我们的实验结果，尼洋河是以融水为主的河流［10］ ，融水量的多少
直接影响到营养盐大小，从而对浮游生物群落结构产生影响 . 在夏季，尼洋河开始有大量的雪融水和天然

季涨潮时总丰度分布的主要因子

降水源源不断输入，虽然有营养盐的补给，但是此时水流较急，不适宜大量浮游动物生长和繁殖，导致尼洋
河夏季浮游动物生物量、物种丰富度、总丰度较低，其中夏季浮游动物物种丰富度最低，而浮游动物生物量
和总丰度则仅高于冬季（ 归咎于低温） ．
［1］
由于浮游动物是一类完全没有游泳能力，或者游泳能力微弱，不足以抵抗水体流动的生物群体 ，水流
对浮游动物群落结构的作用不容忽视 . 尼洋河浮游动物 Shannon-Wiener 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指数更多地受

到水体稳定性的影响，这种稳定性是营养盐的输入、水流流速大小以及水温的综合反映 . 回顾我们的实验
［10］
结果，沿程方面，采样点Ⅱ为巴河和尼洋河的交汇处，采样点Ⅳ为尼洋河与雅鲁藏布江的交汇处 ，河水的
交汇导致水体不稳定，尼洋河浮游动物 Shannon-Wiener 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指数在这 2 个河段处于低谷位
置 . 季节方面，由于夏季水流较急，水体不稳定，尼洋河浮游动物 Shannon-Wiener 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指数
最低，另外，受到低温的影响，尼洋河冬季的浮游动物 Shannon-Wiener 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指数则处于次之
的位置．
但是随着人为干扰因素的不断加大，如水库、水坝、水电站的建设，特别强调的是，水电站的建设改变了
［29］
自然河流的水文节律，导致河流的流量特征发生改变，引起河流中各类物种发生演替 ，成为影响河流流量
［30］
［31］
的三大原因之一 ，同时还会减少淡水生态系统服务和产品价值 ，改变天然水体的水流和水质理化状
况，导致浮游动物群落结构也随之改变，如：长江上游随着水库水文情势的变化，原生动物种类组成也由以
［32］

有壳肉足虫为主的河流型逐渐转变为以纤毛虫占优势的静水型种类

，加强对尼洋河浮游动物连续性动态

监测则显得尤为重要，从而为尼洋河水域生态可持续发展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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