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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冬季对西太平洋雅浦 Y3 海山区和从西太平洋暖池区到黑潮源区之间的大洋海域的

浮游动物进行了调查研究, 分析了海山区和大洋海域大型浮游动物群落的物种组成、丰度和分布, 并
比较了两个海域大型浮游动物群落的差异, 结合温度、盐度和叶绿素 a 浓度等环境因子数据, 分析了
海山对大型浮游动物群落的影响。结果表明, Y3 海山区和大洋海域的大型浮游动物群落物种组成存
在差异, 二者的群落相似度系数为 68.4%, 两个海域的优势种/类群也不尽相同, 海山区的优势种/类
群是磷虾各期幼体、尖额磷虾和蛮 , 而大洋海域的优势种/类群分别是磷虾后期幼体、手磷虾、蛮 、
尖额磷虾和莹虾。大型浮游动物群落在海山区的平均丰度和最大丰度都要高于大洋海域, 但海山区
的生物多样性指数、均匀度指数和生物量占比都低于大洋海域, 因而 Y3 海山对大型浮游动物群落的
海山效应不明显。通过相关性分析和主成分分析结果可以看出, 海山区的首要影响环境因子是盐度,
而大洋海域则是温度; 海山区和大洋海域的大型浮游动物丰度分别与 200m 层盐度和平均温度呈负
相关关系, 并且在两个调查海域均未发现大型浮游动物的丰度和生物量分布与叶绿素 a 浓度之间存
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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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海洋学研究的重点海域, 西太平洋海域被

为深海大洋中独特的生境, 海山有着特定的地理学

认为是全球海洋生物种源中心, 许多海洋生物类群

特征和水文条件, 影响着周边栖息的海洋生物, 也使

的最高物种多样性都出现于该海域(林茂等, 2011),

其成为海洋生物多样性研究的热点地区(Yesson et al,

并且该海域的浮游动物丰度、分布、群落结构等与海

2011; 汪品先, 2013; Rogers, 2018)。

流、温度、溶解氧等环境因子都密切相关(Tittensor et

浮游动物是海洋中生物量最大的生物类群, 在

al, 2010; 代鲁平等, 2014; 李学刚等, 2017)。海山一

海洋食物链中处于承上启下的中枢地位, 它们摄食

般是指深海大洋中位于水面以下且高度大于 1000m

浮游植物, 自身又是鱼类等高级摄食者的饵料, 它们

的隆起地形(Menard, 1964; Epp et al, 1989; Rogers,

还是海洋生物泵的主要组成部分, 在海洋食物网和

2018)。全球大洋中分布着超过 15 万座海山, 海山被

全球生物地球化学循环中起着至关重要的关键作用
(Beaugrand et al, 2003, 2010; Ware et al, 2005;

认为是“地球上人类最不了解的生物栖息地”之一, 作

* 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 2017FY100803 号;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2017YFC1404402 号; 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A
类), XDA11030202 号; “科学”号高端用户项目, KEXUE2018G17 号。陶振铖, 副研究员, E-mail: taozc@qdio.ac.cn
① 通信作者: 李超伦, 博士生导师, 研究员, E-mail: lcl@qdio.ac.cn
收稿日期: 2020-01-19, 收修改稿日期: 2020-04-15

920

海

洋

与

湖

沼

51 卷

Behrenfeld et al, 2006; Turner, 2015)。浮游动物群落结

囊类、多毛类、头足类、小型水母和仔稚鱼等, 通过

构、种群组成和数量的变化, 反映着整个生态系统的

分析 2014 年冬季大型浮游动物在西太平洋雅浦海山

动态, 尤其是浮游动物的关键种和功能群又起着控

区和大洋海域的物种组成、丰度和分布, 比较两个海

制生态系统全局的作用(Sun et al, 2010)。根据个体大

域浮游动物群落的差异, 进而分析海山对浮游动物

小一般将浮游动物划分为微型、小型、中型、大型和

群落的影响, 以期为系统研究西太平洋海洋生态系

巨型五类(Dussart, 1965; 郑重等, 1984; Harris, 2000)。

统提供支持。

Ware 等(2005)认为大型浮游动物是许多幼鱼和成年

1

材料与方法

1.1

型甲壳类浮游动物是浮游动物的主要贡献者, 可占

调查时间、海域及站位设置
2014 年 12 月 3 日—2015 年 1 月 7 日, 搭乘“科

到总生物量的 73%。关于大型浮游动物的生态作用和

学”号海洋科学综合考察船从山东青岛出发对西太平

地位, 早期研究主要集中在数量多且体格强壮的大

洋雅浦海山区进行了综合调查。在位于热带西太平洋

型桡足类等甲壳类动物, 而对体形更大的磷虾类、端

暖池区, 邻近雅浦岛弧和海沟的 Y3 海山设计两条走

足类等则研究相对较少。近些年, 关于海山区大型底

向分别为西北—东南和东北—西南的调查断面, 共

栖生物和生源要素方面的研究取得了较多进展

计 15 个调查站位, 其中 Y3-0 站水深最浅(295m), 位

(Yesson et al, 2011; Stocks et al, 2012; 张均龙等,

于海山山顶位置, 是两条断面的交汇站位; 返程途中

2013), 但针对海山区浮游生物方面的研究尚少(张武

设计一条从西太平洋暖池区到黑潮源区的横跨北赤

昌等, 2014)。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体长超过 2mm 的大

道流区的大洋生态大断面, 共计进行了 9 个定点站位

型浮游动物, 主要包括磷虾类、端足类、十足类、被

的综合调查, 具体调查海域及调查站位见图 1。

经济鱼类的重要食物。Sun 等(2010)将黄海生态系统
中的浮游动物分为 6 个功能群, 其中大型磷虾类等大

图1
Fig.1

1.2

西太平洋 Y3 海山区与大洋海域调查站位图

Sampling stations in the western Pacific Ocean and seamount Y3 area

环境数据和浮游动物样品现场采集
调查站位的温度、盐度和叶绿素荧光等环境参数

上, 然后立即保存在–20°C 冰箱内。叶绿素的测定先

的测定获取, 以及不同水层海水的采集均由
CTD(SBE-911 plus, SEA-BIRD ELECTRONICS INC.,
USA)现场完成。用于测定叶绿素 a 浓度的海水水样

Turner Designs 荧光计测定叶绿素 a 浓度(Parsons et al,
方法, 将各水层的叶绿素 a 浓度进行梯形积分, 得出

采自表层、30、75、100、150 和 200m。水样采集后,

每个站位的叶绿素 a 浓度。

将 2000mL 水样过滤到 Whatman GF/F 滤膜(0.70μm)

经 90%丙酮溶液在≤4°C 条件下萃取 24h, 然后用
1984; 张文静等, 2016)。根据 Satapoomin 等(2004)的

浮游动物样品的采集和室内处理均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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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12763.6-2007 海洋调查规范》完成。采样期间,
船舶排放等非自然因素影响轻微, 不影响样品和数据
的可靠性。考察过程中无特殊垃圾物质产生, 具有较高
的安全性和环保性。调查中采集大型浮游动物的网具
为 标 准 浮 游 动 物 大 网 ( 网 口 直 径 80cm, 网 目 孔 径
0.50mm)。取样时由水深 200m 垂直拖曳至表层, 浮游
动物网口悬挂数字流量计(HYDROBIOS, GERMANY)
以测量采样滤水体积。样品用 5%的中性甲醛溶液(最
终浓度)固定保存。将同步采集的另一个标准浮游动物
大网样品一次性通过 2000、1000 和 500μm 分样筛, 进
行分级过滤, 然后将每个粒级的浮游动物分别过滤到
已称重的 Whatman GF/C(直径 47mm, 孔径 2μm)滤膜
上, 滤膜放入离心管内, 保存于–20°C 冰箱内。由于恶
劣天气等现场调查中不可预见的原因, 海山区 Y3-5 站
的分级生物量未能完成。整个调查航次结束后, 回到实
验室内, 甲醛固定样品在体视显微镜(Nikon SMZ745,
JAPAN)下进行全样鉴定和计数; 浮游动物分级生物量
样品置于通风干燥箱, 在 60°C 下通风干燥 48h 以上至
恒重, 然后称量计算每个粒级浮游动物的干重生物量。
本研究所涉及的浮游动物丰度单位为 ind/m3, 生物量
单位为 mg/m3。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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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2.1

海山区和大洋海域的环境参数分布特征
2014 年冬季, 西太平洋雅浦 Y3 海山区和大洋海

域 0—200m 水层的表层温度、200m 层温度、表层盐
度、200m 层盐度、平均温度、平均盐度和叶绿素 a
浓度的水平分布情况见图 2。调查海域的温度、盐度
及叶绿素 a 浓度的垂直分布情况见张文静等(2016)。
海 山 区 调 查 海 域 的 表 层 温 度 范 围 为 28.95 —
29.27°C, 200m 层温度为 11.32—13.50°C, 表层盐度
和 200m 层盐度范围分别为 33.70—33.99 和 34.46—
34.58。受海山地形影响, 海山区的海水表层温度和
200m 层温度均呈现山顶高、周边低的趋势; 而海水
表 层 盐度 和 200m 层 盐 度 的 分布 趋势 则 不尽 相同,
表层盐度从海山西北侧向东南侧逐渐升高趋势,
200m 层盐度的分布则是南高北低。整个海山区调查
海域 0—200m 的平均温度和平均盐度均是在海山西
南部海域较低。海山区 0—200m 整个水柱的叶绿素
a 浓度呈现海山东西两侧高, 山顶和南北两侧低的
分布趋势, 叶绿素 a 浓度范围为 0.032—0.086mg/m3,
最高值出现在海山区最西面的 Y3-7 站, 整个海山区
的平均叶绿素 a 浓度为 0.054mg/m3 。大洋调查海域

数据统计分析
对调查海域的大型浮游动物群落结构的香农-威

的表层温度为 24.54—29.14°C, 呈现南高北低的趋

纳多样性指数(Shannon-wiener index, H′)、Pielou 均匀

势, 200m 层温度、表层盐度和 200m 层盐度的分布

度指数(Evenness index, J′)、各物种/类群的优势度指

趋势与表层温度正好相反, 总体上均呈南低北高的

数(Y)和 Sørensen 相似性系数(Coefficient of similarity,

趋势, 范围分别为 12.86—20.62°C、33.81—34.83 和

Sc) 进 行 计 算 分 析 。 多 样 性 指 数 利 用 公 式

34.43—34.92, 且表层盐度的变化幅度要大于 200m

H′=–SUM(Pi×ln(Pi))计算, 均匀度指数利用公式 J′ =

层盐度。大洋海域靠近海山区的站位 150m 以下有明

H′/ln(S)计算, 优势度指数利用公式 Y=ni/N×fi 计算,

显的底层冷水入侵现象, 但是, 从每个大洋站位

群 落 相 似 度 系 数 利 用 公 式 Sc=2C/(A+B)×100%计 算

0—200m 水 柱 的 平 均 温 度 和 平 均 盐 度 图 可 以 看 出 ,

(Sørensen, 1948)。上述公式中的 ni 为第 i 种在所有站

平均温度和平均盐度的高值都出现在大洋调查断面

位出现的丰度, N 为所有站位出现的总丰度, fi 为第 i 种

的中间站位海域。大洋调查海域的叶绿素 a 浓度范

在所有站位出现的频率, S 为调查海域采集到的所有物

围为 0.031—0.070mg/m3, 叶绿素 a 最高值出现在

种总数, A 为海山区物种数, B 为大洋海域物种数, C 为

DY10 站, 整个大洋调查断面的平均叶绿素 a 浓度为

两个海域共有物种数, Pi=ni/N。当 Y>0.02 时, 将该物

0.048mg/m3。

种/类群作为该海域的优势种/类群(徐兆礼等, 1989)。

比较两个海域的温度、盐度和叶绿素 a 浓度可以

调查海域的温度、盐度、叶绿素 a 浓度和浮游动

发现, 海山区的叶绿素 a 浓度要略高于大洋海域, 然

物分布图均采用 Ocean Data View 软件完成。利用

而, 两个海域的海水温度和盐度差异较大。虽然, 海

IBM SPSS Statistics 20 和 PAST 软件对浮游动物丰度

山区的表层水温要高于大洋调查海域, 但是, 受海山

与环境因子(温度、盐度和叶绿素 a 浓度)进行 Pearson

区地形和雅浦海沟深层低温高盐水的影响, 海山区

相 关 性 分 析 和 主 成 分 分 析 (Principal Component

200m 层水温和平均温度均低于大洋海域, 而 200m 层

Analysis, PCA)。

盐度则要高于大洋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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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冬季西太平洋 Y3 海山区与大洋海域温度(℃)、盐度和叶绿素 a 浓度(mg/m3)的水平分布

Horizontal distribution of seawater temperature (°C), salinity and chlorophyll a concentration (mg/m3) of the western Pacific
Ocean and seamount Y3 area in winter 2014

注: a: 表层温度(海山); b: 200m 层温度(海山); c: 平均温度(海山); d: 表层盐度(海山); e: 200m 层盐度(海山); f: 平均盐度(海山); g: 表层
温度(大洋); h: 200m 层温度(大洋); i: 平均温度(大洋); j: 表层盐度(大洋); k: 200m 层盐度(大洋); l: 平均盐度(大洋); m: 叶绿素 a 浓度(海
山); n: 叶绿素 a 浓度(大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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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存在差异, 群落相似度系数为 68.4%。海山区的大

海山区和大洋海域大型浮游动物群落物种组成
2014 年冬季, 利用标准浮游动物大网在西太平

型浮游动物优势种/类群依次为磷虾早期幼体、磷虾

洋雅浦 Y3 海山区和大洋海域采集到磷虾类、端足类、

中期幼体(F1—F3)、磷虾后期幼体(F4—未成体)、尖

十足类、被囊类、多毛类、头足类、小型水母和仔稚

额磷虾和蛮

鱼等大型浮游动物共计 25 种/类群(表 1), 其中磷虾类

0.025 和 0.023; 大洋海域的大型浮游动物优势种/类

9 种/类, 占种类组成的 36.0%, 端足类 7 种, 占种类

群依次为磷虾后期幼体、手磷虾、蛮

组成的 28.0%, 十足类 2 种。海山区和大洋区均采集

莹虾, 优势度分别是 0.411、0.077、0.067、0.064 和

到 19 个物种/类群, 两个海域的共有物种/类群共计

0.056。海山区大型浮游动物的物种多样性指数和均

13 个, 分别是磷虾的各期幼体、尖额磷虾、弯臂磷虾、

匀度指数分别是为 1.934 和 0.657, 大洋海域的物种多

手磷虾、蛮

、路

、莹虾、樱虾、被囊类、仔稚鱼

和小型水母等。两个海域的大型浮游动物群落物种组
表1
Tab.1

, 优势度分别是 0.266、0.212、0.212、
、尖额磷虾和

样性指数和均匀度指数都高于海山区, 分别为 2.032
和 0.690。

2014 年冬季西太平洋 Y3 海山区与大洋海域采集到的大型浮游动物物种/类群名录

Macrozooplankton species/groups in the western Pacific Ocean and seamount Y3 area in winter 2014

物种/类群的中文名

物种/类群的拉丁名/英文名

海山区

大洋海域

尖额磷虾

Euphausia diomedeae

++

++

弯臂磷虾

Nematobrachion flexipes

+

+

磷虾类

线脚磷虾

Nematoscelis sp.

-

+

手磷虾

Stylocheiron sp.

+

++

有刺樱磷虾

Thysanopoda aequalis

+

-

三刺樱磷虾

Thysanopoda tricuspidata

+

-

磷虾早期幼体

Euphausiid early lavae

++

+

磷虾中期幼体(F1—F3)

Euphausiid furcila 1—3

++

+

磷虾后期幼体(F4—未成体)

Euphausiid furcila 4—6 and juvenile

++

++

Leptocotis sp.

+

-

端足类
窄头
蛮

Lestrigonus spp.

++

++

慎

Paraphronima spp.

-

+

岷岛司氏

Streetsia mindanaonis

-

+

法

Themisto sp.

-

+

路

Vibilia sp.

+

+

Gammaridea

-

+

莹虾

Lucifer spp.

+

++

樱虾

Sergestes sp.

+

+

Alima larva

-

+

Brachyura larva

+

-

Polychaeta

+

-

被囊类

Tunicate

+

+

头足类

Cephalopoda

+

-

仔稚鱼

Fish lava

+

+

小型水母

Small jellyfish

+

+

钩虾
十足类

其他类群及幼虫
阿利玛幼虫
短尾类幼虫
多毛类

注: -: 未采集到该物种/类群; +: 采集到该物种, 但不是优势种/类群; + +: 采集到该物种, 且为优势种/类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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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山区和大洋海域大型浮游动物丰度、生物量

动物在大洋海域的平均丰度为 0.61ind/m3, 最大丰度

和分布
2014 年冬季, 在西太平洋雅浦 Y3 海山区采集到

(1.28ind/m3)出现在 DY 断面最南端的 DY12 站(图 3)。
海山区五个优势物种/类群的丰度总和占到海山区总

的大型浮游动物的平均丰度为 0.65ind/m3, 最大丰度

丰度的 86.6%, 大洋海域五个优势物种/类群的丰度

(1.64ind/m3)出现在海山最北面的 Y3-6 站; 大型浮游

总和占到大洋海域总丰度的 78.1%。

西太平洋 Y3 海山区(a)和大洋海域(b)大型浮游动物总丰度(ind/m3)的水平分布

图3

Horizontal distribution of macrozooplankton abundances (ind/m3) in the western Pacific Ocean and seamount Y3 area

Fig.3

在分级生物量方面, 雅浦 Y3 海山区 14 个站位的

磷虾后期幼体作为两个海域共有的优势类群,

浮游动物大网平均生物量为 0.86mg/m3, 最大生物量

在 海 山 区 的 平 均 丰 度 和 最 大 丰 度 分 别 为 0.16 和

(1.92mg/m3)出现在海山区最西面的 Y3-7 站; 其中体

0.68ind/m3, 主 要 分 布 在 海 山 区 的 山 顶 及 北 侧 海 域 ;

长 在 2mm 以 上 的 大 型 浮 游 动 物 生 物 量 平 均 值 为

在大洋海域, 磷虾后期幼体的平均丰度和最大丰度

3

3

0.28mg/m , 最大值(0.57mg/m )同样出现在 Y3-7 站。

分别为 0.25 和 0.85ind/m3, 高丰度磷虾后期幼体主要

在整个海山区所有调查站位中, 大型浮游动物生物

分布在南部海域及邻近海山区海域。尖额磷虾作为海

量在浮游动物总生物量中的平均占比为 34.25%。在

山区的主要磷虾优势种主要分布在海山区的东侧水

西太平洋大洋海域的 9 个站位中, 浮游动物大网平均

深小于 1800m 的 Y3-0、Y3-4-1、Y3-5、Y3-12 和 Y3-13

3

3

生物量为 1.10mg/m , 最大生物量(2.61mg/m )出现在

等 五 个 站 位 , 最 大 丰 度 (0.30ind/m3) 出 现 在 山 顶 的

DY3 站; 其中体长在 2mm 以上的大型浮游动物生物

Y3-0 站。在大洋海域, 尖额磷虾分布较为分散, 只在

3

3

量平均值为 0.52mg/m , 最大值(1.76mg/m )同样出现

DY1、DY3、DY8 和 DY10 等四个站位采集到, 最大

在 DY3 站; 大洋海域大型浮游动物生物量在浮游动

丰度为 0.34ind/m3, 出现在大洋调查海域最北面距离

物总生物量中的平均占比为 42.53%(图 4)。

陆地最近的 DY1 站。蛮

在海山区的分布情况则跟

虽然, 雅浦 Y3 海山区的大型浮游动物群落在丰

尖额磷虾形成了互补, 主要分布在海山山顶及其西

度和生物量都要高于西太平洋大洋海域, 但是, 大洋

侧海域, 东侧海域未采集到, 其在海山区的平均丰度

海域的大型浮游动物生物多样性指数、均匀度指数和

和最大丰度分别为 0.02 和 0.07ind/m3, 最大丰度出现

生物量占比都要高于海山区。

在海山西侧的 Y3-8 站(水深 2174m)。在大洋海域的 9

2.4

个站位中均采集到蛮

海山区和大洋海域大型浮游动物主要优势种/类

, 平均丰度和最大丰度分别

3

为 0.04 和 0.09ind/m , 最大丰度的分布情况跟尖额磷

群的丰度和分布
海山区和大洋海域的大型浮游动物优势种/类群

虾类似, 同样出现在 DY1 站。手磷虾是大洋海域的

不尽相同, 两个海域共有的优势物种/类群是磷虾后

第二优势种, 也是大洋区独有的优势种, 除 DY9 站

。海山区和大洋海域主要大

外, 其他 8 个站都有采集到, 平均丰度为 0.05ind/m3,

期幼体、尖额磷虾和蛮

型浮游动物优势种的丰度和分布情况见图 5。

最大丰度为 0.15ind/m3, 也出现在 DY1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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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Fig.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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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太平洋 Y3 海山区和大洋海域浮游动物生物量(mg/m3)的水平分布

Horizontal distribution of zooplankton biomass (mg/m3) in the western Pacific Ocean and seamount Y3 area

注: a: 大网浮游动物总生物量(海山); b: 大型浮游动物生物量(海山); c: 大网浮游动物总生物量(大洋); d: 大型浮游动物生物量(大洋)

图5
Fig.5

西太平洋 Y3 海山区和大洋海域大型浮游动物主要优势种/类群丰度(ind/m3)的水平分布

Horizontal distribution of dominant macrozooplankton species/groups abundances (ind/m3) in the western Pacific Ocean and
seamount Y3 area

注: a: 磷虾幼体总和(海山); b: 尖额磷虾(海山); c: 蛮

(海山); d: 磷虾后期幼体(大洋); e: 尖额磷虾(大洋); f: 蛮
(大洋)

(大洋); g: 手磷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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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山区和大洋海域大型浮游动物分布与环境因

尖额磷虾的主成分载荷(绝对值)最低(–0.121), 其他成

子的关系
通过对大型浮游动物丰度与环境因子(温度、盐

分的载荷分别是表层盐度为–0.839、表层温度为 0.633、
平均温度为–0.413、平均盐度为 0.350、200m 层温度

度和叶绿素 a 浓度)的相关性分析可以看出, 2014 年

为–0.167、叶绿素 a 浓度为–0.258, 第二、三和四主成

冬 季 雅 浦 Y3 海 山 区 的 大 型 浮 游 动 物 总 丰 度 仅 与

分矩阵中主成分载荷(绝对值)最高的依次为平均盐度

200m 层盐度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P<0.05, n=15),

(0.745)、200m 层温度(0.906)和表层温度(–0.580)。此

与表层温度、表层盐度、200m 层温度和叶绿素 a 浓度

外, 海山区的表层温度与表层盐度呈极显著的负相关

等环境因子均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磷虾各期幼体

关系(P<0.01, n=15), 表层盐度与 200m 层盐度呈极显

的总丰度亦与 200m 层盐度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著的正相关关系(P<0.01, n=15)。

的丰度与表层盐度和 200m 层盐度

大洋海域的主成分分析结果表明, 前 3 个主成分

均呈极显著的负相关关系(P<0.01, n=15)。在大洋海域

的初始特征值的累积方差占到 12 个成分(磷虾后期幼

各参数的相关性分析方面, 只发现大型浮游动物总丰

体、手磷虾、蛮

度与平均温度存在极显著的负相关关系(P<0.01, n=9)。

层温度、表层盐度、200m 层盐度、平均温度、平均

(P<0.05, n=15); 蛮

、尖额磷虾、莹虾、表层温度、200m

鉴于海山区主要优势种/类群丰度总和在大型浮

盐度和叶绿素 a 浓度)解释的总方差的 86.5%。在第一

游动物中占比超过了 80%, 将海山区大型浮游动物群

主成分矩阵中, 200m 层温度的主成分载荷(绝对值)最

落五个优势种/类群的丰度及主要环境因子进行主成

高 (0.965), 蛮

分分析(图 6a)。结果表明, 前 4 个主成分的初始特征值

表层盐度、平均盐度、200m 层盐度、表层温度、平

的累积方差占到 12 个成分(磷虾早期幼体、中期幼体、

均温度和叶绿素 a 浓度的载荷分别为 0.962、0.936、

、表层温度、200m 层温度、

0.911、–0.809、0.698 和–0.341(图 6b)。大洋海域的平

后期幼体、尖额磷虾、蛮

的 主 成 分 载荷 (绝 对 值)最 低 (0.044),

表层盐度、200m 层盐度、平均温度、平均盐度和叶绿

均温度与平均盐度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P<0.05, n=9),

素 a 浓度)解释的总方差的 75.5%。在第一主成分矩阵

表层温度与 200m 层温度、表层盐度、200m 层盐度

中, 200m 层盐度的主成分载荷(绝对值)最高(–0.891),

都呈极显著的负相关关系(P<0.01, n=9)。

图6
Fig.6

西太平洋 Y3 海山区(a)和大洋海域(b)大型浮游动物优势种/类群丰度及主要环境因子的主成分分析图

PCA scatter diagrams of macrozooplankton species/groups abundances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in the western Pacific Ocean
and seamount Y3 area

3

讨论

3.1

两个海域大型浮游动物群落生物多样性对比
鉴于海山的特殊地形、水文特征和特有的“泰勒

柱”现象造就了“海山效应”, 使其具有较高的生物量、
生物多样性和物种独特性(Kvile et al, 2014)。海山还
被认为是研究物理和生物过程相互作用造成物种隔
离、分化和扩散的天然实验室(Shank, 2010)。虽然,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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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以来, 国际海洋生物普查计划针对全球海山

较结果相反的现象主要是由两方面造成的, 首先是

已获得了大量新发现和研究成果, 但是到目前为止

浮游动物群落组成结构的差异, 其次, 可能与两个调

已被详细调查研究过的海山数量仍然不足 300 个, 且

查海域范围的差异有关, 毕竟海山区调查海域相对

其中 只有 7 座海 山 的浮 游动 物 被详 尽调 查 研究 过

于大洋海域要小很多。

(Stocks et al, 2012; 张武昌等; 2014)。Denda 等(2014)

尽管海山区的叶绿素 a 浓度没有明显高于大洋

通过调查研究发现, 东北大西洋的两座海山的浮游

海域(张文静等, 2016), 但是, 由于 Y3 海山区的营养

动物生物量存在较大差异, 他们认为造成这种差异

盐等生源要素要高于大洋调查海域(马骏等, 2020),

的主要原因是控制生产力状况的大规模水文特征,

较高的营养盐能够促进初级生产, 进而提高微型和

而不是海山效应。通过本研究发现, 2014 年冬季西太

小型浮游动物的丰度和生物量, 故而在优势种方面,

平洋雅浦 Y3 海山区和大洋海域大型浮游动物群落的

磷虾类的早期和中期幼体在海山区成为优势类群,

物种相似度为 68.4%, 且海山区的大型浮游动物丰度

而在大洋海域却只有磷虾类后期幼体成为优势类群

要高于大洋海域, 但是, 海山区的大型浮游动物的生

(表 2)。这也就造就了海山区浮游动物群落中的中小

物多样性指数和物种均匀度指数却都低于大洋海域

型浮游动物占比要高于大洋海域, 因而, 海山区大型

(表 2), 在大型浮游动物群落组成结构方面, 并没有

浮游动物在浮游动物群落生物量中的占比要低于大

发现显著的“海山效应”。两个海域的多样性与丰度比

洋海域。

表2
Tab.2

2014 年冬季 Y3 海山区和大洋海域大型浮游动物的丰度、生物量和物种多样性对比

Abundance, biomass, and species diversity of macrozooplankton species/groups in the western Pacific Ocean and seamount Y3
area in winter 2014
雅浦 Y3 海山区

大洋海域

最大丰度(ind/m )

1.64

1.28

平均丰度(ind/m3)

0.65

0.61

3

3

最大生物量(mg/m )

0.57

1.76

平均生物量(mg/m3)

0.28

0.52

占总生物量的百分比

34.25%

42.53%

物种数

19

19

多样性

1.934

2.032

均匀度

0.657

优势种/类群

磷虾早期幼体、磷虾中期幼体、磷虾后期幼体、
尖额磷虾和蛮

0.690
磷虾后期幼体、手磷虾、蛮
尖额磷虾和莹虾

、

注：加粗字体表示两个海域的共有优势种/类群

海山对大型浮游动物群落分布的影响
经典观点认为, 海山周围的上升流和泰勒柱会

往往不会显著降低其丰度或生物量(Haury et al, 2000;

将底层的营养物质带到上层海域, 从而提高表层的

海盆和 Anaximenes 海山的浮游动物物种组成、生物

初级生产力, 进而促进浮游生物和高营养级生物的

量、丰度和稳定同位素特征进行了研究分析, 研究发

丰度和生物量。例如, Papiol 等(2019)通过对加那利群

现两个海域的浮游动物的生物量和丰度都较低, 但

岛东部三个海山区浮游动物的调查研究发现, 浮游

浮游动物现存量在海盆开放海域要高于海山海域;

动物总生物量和主要类群的最高值都出现在水深小

另外, 稳定同位素特征表明两个调查海域在食物网

于 200m 的海山山顶海域, 他们认为升高的叶绿素和

结构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3.2

Genin et al, 2007)。Denda 等(2011)对地中海的 Rhodes

溶解氧浓度增强了浮游动物的聚集。但是, 也有大量

2014 年冬季调查的 Y3 海山区的水深均超过了

研究发现, 海山海域浮游动物的数量明显减少

200m, 山顶最浅海域的水深为 295m, 本次调查大型

(Dower et al, 1996; Martin et al, 2009), 这种现象大多

浮游动物网的采样水深均为 200m, 因而, 海山地形

被认为是由于浮游动物的昼夜迁移行为受到海山地

对大型浮游动物的采样效率影响不大。虽然, 大型浮

形影响, 而被海山海域的捕食者摄食造成的。同样地,

游动物的最大丰度出现在海山北面的 Y3-6 站, 但是,

这种捕食效应可能会改变浮游动物的群落组成, 但

大型浮游动物的最大生物量却出现在海山区最西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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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Y3-7 站, 这说明 Y3-6 站的大型浮游动物群落物种

海域等温线变化较缓, 整条大洋调查断面从北往南

组成中含水量较多的种类(例如胶质类生物)要多于

等温线逐步抬升(张文静等, 2014), 鉴于浮游动物在

Y3-7 站, 因而, 海山地形对浮游动物群落结构还是

高纬度低温海域个体更大、能够储备更多物质能量的

造成了一定影响。从海山区大型浮游动物总丰度和生

现象, 因而大型浮游动物在大洋海域更偏爱于稳定

物量分布图上可以看出, 海山区山顶以北海域的丰

的较低温度环境。

度和生物量要高于山顶以南海域, 这与海山区中上

Cartes 等(2014)通过对东北大西洋 Galicia Bank

层的海流走向密切相关。Y3 海山区 0—200m 的上层

海山区的十足类大型浮游动物的调查研究发现, 十

海 域 主 要 受 流 速 较 强 的 北 赤 道 流 (North Equatorial

足类浮游动物的丰度分布与叶绿素 a 浓度相关性不

Current)影响, 该海流的流向为由东向西, 流速可达

显著。Denda 等(2017)对东太平洋两座浅海山及其邻

200mm/s (Toole et al, 1988; Hu et al, 2015), 海流遇到

近海域的浮游动物和小型游泳生物进行了调查研究,

海山地形会形成上升流, 并导致海山顶部洋流增强

他们通过稳定同位素的方法证实了这两座海山对浮

(Eriksen, 1991; 马骏等, 2020), 或将在海山背流面形

游动物群落营养结构影响较弱, 这个结果也支持了

成浮游动物的聚集。在优势种/类群分布方面, 磷虾幼

海山浮游动物群落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海洋水平洋流

的分布基本重叠, 主要分布在海山山顶以

食物来源。本研究也得类似的分析结果, 2014 年冬季

西海域, 但是成体磷虾的分布则跟磷虾幼体分布正

Y3 海山区大型浮游动物丰度与叶绿素 a 浓度不存在

体和蛮

好互补, 尖额磷虾主要分布在山顶的东南部海域, 这

显著的相关关系。但是, 结合王超锋等(2016)的纤毛

种分布格局更利于磷虾种群的生长和繁殖。

虫数据, Y3 海山区的磷虾早期幼体丰度与纤毛虫丰

3.3

海山区和大洋海域大型浮游动物丰度分布与环

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P<0.05, n=15), 这也在一

境因子相关性的差异分析
海山区的浮游动物群落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

定程度上说明了海山区大型浮游动物的食物来源具

由水团、中尺度和季节过程决定的周围海洋的群落组
成(Valle-Levinson et al, 2004; Hosia et al, 2008; Carmo

有多样性。

4

结论

et al, 2013)。雅浦 Y3 海山区叶绿素 a 浓度最大层较

西太平洋雅浦 Y3 海山区和大洋海域的大型浮游

浅(75—100m), 且未发现叶绿素 a 浓度比周围海区明

动物群落存在一定差异, 两个海域的群落相似度系数

显升高的现象(张文静等, 2016), 通过微型浮游动物

为 68.4%。海山区的大型浮游动物丰度要高于大洋海

数据(王超锋等, 2016), 均未在 Y3 海山发现泰勒柱和

域, 但生物多样性指数、均匀度指数和生物量占比都

海山效应。此外, 王珍岩等(2017)认为可能是海山隆

要低于大洋海域。通过比较两个海域的大型浮游动物

起的缘故, 导致了 Y3 海山上方水深 60—120m 处的

群落, 并未在 Y3 海山区发现明显的海山效应。对于大

温度和叶绿素等值线出现很大的波动。通过主成分分

型浮游动物群落而言, 海山区和大洋海域首要环境因

析可以看出, 海山区的首要影响环境因子是盐度, 而

子分别是盐度和温度。两个海域的大型浮游动物丰度

大洋海域则是温度, 这也使得海山区和大洋海域的

和生物量分布与叶绿素 a 浓度都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

大型浮游动物的总丰度分别与 200m 层盐度和平均温

系。海山区和大洋海域的大型浮游动物丰度分别与

度呈负相关关系。海山区和大洋海域大型浮游动物群

200m 层盐度和平均温度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目前,

落组成结构的差异造成了二者主要影响环境因子的

针对海山区浮游动物方面的研究还太少, 还需要更多

不同。Y3 海山区的盐度在从表层到 200m 层呈先升

海山调查数据进行进一步的验证。此外, 浮游动物群

后降的趋势, 且在 50—125m 的水层出现高盐区, 真

落结构、物种组成、季节变化和空间分布模式的长期

光层下部的盐度高于上部(马骏等, 2020), 200m 层盐

变化, 也已成为大洋生态系统研究的重点。

度则在海山水平分布上呈现南高北低的趋势, 大型
浮游动物群落在海山西北部的丰度要高于迎流面的
东南部, 主要是由于海山隆起导致底层高盐度的海
水向上层移动, 这也证实了 Y3 海山能够影响环境因
子分布, 同时也影响了大型浮游动物群落的分布。大
洋海域在 0—200m 温度的垂向分布上, 相对于海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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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Zooplankton communities in Yap seamount Y3 area (the seamount area) and the western Pacific Ocean from
the warm pool to the Kuroshio area (the ocean area) in winter 2014 were investigated. The species composition, abundance,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macrozooplankton communities in the seamount area and the ocean area were studie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macrozooplankton communities of the two areas were compared. Combined with the environmental factors
such as seawater temperature, salinity, and chlorophyll a concentration, the effects of seamount on macrozooplankton
community were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pecies composition and dominant species/groups of
macrozooplankton communities in the seamount area and the ocean area were different. The Sørensen coefficient of
similarity between the two communities was 68.4%. The dominant macrozooplankton species/groups in the two areas were
also different. Euphausiid lavae, Euphausia diomedeae and Lestrigonus spp. were the dominant species/groups in seamount
Y3 sea area, while euphausiid post-lavae, Stylocheiron sp., Lestrigonus spp., Euphausia diomedeae, and Lucifer spp. were
the dominant species/groups in the ocean area. The average and maximum abundance of macrozooplankton community in
the seamount area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ocean area, but the Shannon-wiener index, Pielou evenness index and the
proportion of biomass in the seamount sea area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ocean area. The “seamount effect” of
seamount Y3 on macrozooplankton community was not obvious. Results of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show the principal environmental factor in the seamount sea area was seawater salinity, while that in the ocean
area was seawater temperature. The abundances of macrozooplankton in the two areas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seawater salinity of 200 m layer and average seawater temperature, respectively. Furthermore,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abundance-biomass of macrozooplankton and the chlorophyll a concentration in the two sea areas.
Key words
macrozooplankton; abundance; biomass; environmental factors; Yap seamount; western Pacific Oce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