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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 世纪 90 年代末起, 沙海蜇频繁暴发于东亚海域, 特别是 8、9 月份为黄海沙海蜇生物

量的高峰期/大量暴发期。研究沙海蜇的大量出现对所在生态系统的影响十分必要, 最直接的影响表
现在对饵料生物浮游动物的影响。本文研究了黄海 2006 和 2007 年 8、9 月份沙海蜇的呼吸率、摄食
率, 估算了沙海蜇的食物需求量及其在黄海的分布格局, 获得了其每天对中、大型浮游动物现存量及
生产力的潜在摄食压力。结果表明沙海蜇的食物需求量的分布格局与其生物量的分布格局一致。在
沙海蜇的捕获率为最大时, 2006 年 9 月上旬沙海蜇的摄食率为 47.84 (0.7—215.05)mgC/(m2d)。假设
中、大型浮游动物都可以作为沙海蜇的摄食对象, 那么每天对中、大型浮游动物现存量及生产力的
摄食压力平均分别为 6.4% (0.09%—28.79%)和 76.61% (1.12%—344.28%)。2006 年 9 月下旬及 2007
年 8 月沙海蜇的食物需求比 2009 年 9 月上旬有所降低。因此, 沙海蜇在暴发期间对中、大型浮游动
物潜在的消耗非常大, 甚至是毁灭性的。尤其是沙海蜇在高生物量站位对浮游动物的食物需求非常
高, 沙海蜇对浮游动物的摄食压力远超过了浮游动物本身的生产力(大于 100%), 这时的浮游动物远
远不能满足沙海蜇的食物需求。本文的研究结果为探讨沙海蜇暴发对黄海浮游生态系统的影响程度
提供了基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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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murai (Cnidaria: Scyphozoa: Rhizostomeae 频繁暴

1992; Schneider et al, 1994; Olesen, 1995; Riisgård et
al, 1995; Nielsen et al, 1997), 因此当沙海蜇大量存在

发于东亚海域, 包括渤海、黄海、东海北部、日本海

时对黄海浮游生态系统的影响问题有必要进行研究。

及 韩 国 海 域 ( 丁 峰 元 等 , 2005; 程 家 骅 等 , 2005;
Kawahara et al, 2006; Uye, 2008; Yoon et al, 2008;
Zhang et al, 2012; Sun et al, 2015)。在 2003—2013 十

这些主要影响包括: (1) 沙海蜇以浮游动物, 鱼卵,

年间, 水母除 2008、2010、2011、2013 年没有大量

或仔、稚鱼数量进行调控。(2) 鲳鱼类以水母为食, 黄

暴发外, 其余年份均为暴发年或中度暴发年(Sun et al,

海沙海蜇的暴发对鲳鱼类的生长影响。(3) 通过自身

2015)。在黄东海的一周年中, 8、9 月份为沙海蜇生物

代谢的营养盐, 通过上行控制机制或营养级级联效

量的高峰时期。以往研究表明当水母类数量很大时,

应对浮游植物的种群数量的影响。(4) 其在暴发后向

它们集体的摄食率非常大, 这种捕食压力会直接或

海底沉降, 造成的碳通量的增加。在研究这些影响之

间 接 的 控 制 其 他 浮 游 动 物 或 鱼 类 的 数 量 (Purcell,

前, 首先要研究沙海蜇现场的摄食率、消化率及排泄

自 20 世纪 90 年代末起, 沙海蜇 Nemopilema

仔稚鱼等为食, 其与鱼类形成捕食和摄食竞争, 大量
暴发的沙海蜇可通过下行控制机制对其他浮游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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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等生物生态学参数。但是以往有关黄东海沙海蜇对

32—36.5N, 120.5—124E, 调查站位见图 1)共三个

浮游动物的摄食率、呼吸率的研究未见报道。本文通

航次的调查结果。所有调查航次均利用中国水产科学

过计算沙海蜇的代谢率(以氧为指标的呼吸率)来反估

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的“北斗”号科学调查船, 所有

算其摄食率, 估算沙海蜇的食物需求量, 为探讨沙海

的调查均不分白天和黑夜, 在 24h 内连续进行。水母

蜇暴发对黄海生态系统的影响程度提供理论依据。

样品采集均用“北斗号”调查船装配的渔业资源底层
拖网采集。该渔网网具主尺寸 836 目×20cm, 囊网

1

材料与方法

1.1

采样站位、时间、方法
利用沙海蜇生物量最高的月份 2006 年 9 月 2—

般变动在 6.1—7.1m, 网口宽度一般随着水深的不同

12 日南黄海大面调查航次, 2006 年 9 月 18—27 日,

速度约 3 节。各站拖网时间为 0.3—1h(大部分站位为

2007 年 8 月 3—9 日两个断面调查航次(调查范围为

1h)。采样方法详见(Zhang et al, 2012)。

10cm, 衬网 2.4cm。网口高度根据水深和曳纲长度一

图1
Fig.1

而不同, 网口周长 167.2m, 网具总长度 83.2m。拖网

三个航次站位图

Stations of the study area

注: a. 2006 年 9 月上旬; b. 2006 年 9 月下旬; c. 2007 年 8 月

现场沙海蜇摄食率的估算方法
沙海蜇的摄食率 F(单位水柱的沙海蜇每天需要

F = (KRRQ24 + gCW) WW / Ae
其中, K 为转换常数 0.375mgC/mgO2, R 代表单位湿重

消耗的碳量, mgC/(m2d))由下公式计算得到, 摄食率

的 呼 吸 率 (mgO2/(kg h), 根 据 Uye(2008), R 由

包括两个部分: 一部分为代谢所需要的碳量, 一部分

12mLO2/(kg h), 转换为 17.15mgO2/(kg h)得到。RQ 为

为生长所需要的碳量(Uye, 2008, 2011)。

呼吸商, 这里取 0.8; g 为生长率(d-1), 由于沙海蜇不

1.2

6期

张

芳等: 黄海夏季沙海蜇食物需求的估算方法及应用

同生长时期的生长率不同(张芳等, 未发表), 本文取

1.4

8 月至 9 月份生长率的平均值 0.02, CW 为碳重, 以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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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浮游动物现存量及生产力的潜在摄食压力的

重占湿重的 0.28%计算, 由干重占湿重的 4.2%, 碳重

估算
获得沙海蜇的摄食率后, 假设网采浮游动物均

占干重的 6.6%计算得到(Iguchi, unpublished)。WW 代

为沙海蜇的摄食对象, 那么其摄食率(即: 单位水柱

2

表沙海蜇的湿重生物量(mg/m )。Ae 为同化效率, 这里

的水母所需的碳量)除以浮游动物的碳量现存量及生

取 0.8 (0.80, Schneider, 1989)。

产力(根据黄东海的经验参数, 碳量为干重的 40%),

1.3

就可得到对浮游动物现存量及生产力的摄食压力。

中、大型浮游动物生物量(干重)和生产力的测定
对于两个断面调查航次, 中大型浮游动物(下面

简称浮游动物)的干重生物量数据用同步调查的浮游
动物样品测得的干重(g/m2)。采用标准的浮游生物大

2
2.1

结果
沙海蜇摄食率(单位时间单位水柱内的沙海蜇的

(网口直径 0.5m, 网孔直径 160µm)在每个站位从底到

需碳量)的分布
根据 2006 年 9 月上旬的大面调查的估算结果(图

表垂直拖网取样, 将分不同粒级过滤获得的样品到

2A, 表 1), 如果取捕获率为 0.1, 这时沙海蜇的摄食

事 先 称 重 和 煅 烧 (450ºC) 过 的 玻 璃 纤 维 滤 膜 上

率 为 (47.84±60.52)mgC/(m2d) (mean±STDEV), 摄 食

(Whatman GF/C), 再将滤获物快速的用去离子水进

率范围为 0.70—215.03mgC/(m2d)。如果生物量以捕

行冲洗后, 置于烘箱内, 60°C 烘干 24—36h, 干燥器

获率 0.4 估算, 那么摄食率(11.96±15.13)mgC/(m2d)为

干燥, 用感量为 0.01mg 的电子天平称重, 减去膜的

上 述 摄 食 率 的 四 分 之 一 , 范 围 为 0.18—53.76mgC/

初始重量, 即得到浮游动物干重。考虑到标准大型浮

(m2d)。沙海蜇摄食率的分布格局与生物量的分布一

游生物网对个体较大的浮游动物捕获效率要高于中

致, 均在锋区为最高值。2006 年 9 月下旬的断面捕获

型浮游生物网, 相反, 中型浮游生物网对小型浮游动

率取 0.1 的情况下沙海蜇的摄食率范围为: 0.09—

物的捕获效率要远高于大型浮游生物网(王荣等,

23.32mgC/(m2d), 平均为 5.59±6.03(图 2B, 表 1)。摄

2003), 因 此 用 大 网 获 得 浮 游 动 物 样 品 用 于 测 定 ≥

食率高值仍然出现在锋区附近, 其次之外南黄海中

1mm 粒径的浮游动物干重, 小于 1mm 的浮游动物生

心海域摄食率也较高。2007 年 8 月断面调查在捕获

物量用中网获得的样品测定, 浮游动物总干重等于

率为 0.1 的情况下, 沙海蜇的摄食率范围为: 0.11—

两个粒级浮游动物干重之和(Huo et al, 2012)。对于大

59.27mgC/(m2d), 9.83±14.95mgC/(m2d), 高值的分布

面调查航次, 由于没有同步的浮游动物干重数据, 这

仍然在锋区附近(图 2C, 表 1)。

网(网口直径 0.8m, 网孔直径 500µm)和浮游生物中网

2

里取相同月份浮游动物干重的平均值代替(1.87g/m ,

2.2

2

相当于 746.98mgC/m )。

浮游动物的生物量及生产力
2006 年 9 月大面调查航次, 由于没有同步的浮游

浮游动物的生产力估算用浮游动物的呼吸率

动物干重数据, 这里取相同月份浮游动物干重的平

R(µL O2/(animal h))是干重(W)和栖息环境的水体温度

均 值 代 替 (1.87g/m2, 换 算 成 碳 重 为 746.98mgC/m2),

(T, ºC) 的 函 数 , 可 以 表 示 成 如 下 的 关 系 式 (Ikeda,

平均生产力为 62.46mgC/m2, 生产力占碳重生物量的

1985):

8.4% 。 2006 年 9 月 下 旬 浮 游 动 物 的 碳 生 物 量 为

lnR = –0.2512 + 0.7886 lnW + 0.0490T
式中, R 为呼吸率(µL O2/(animal h)), W 为个体干重

(565.71±509.61)mgC/m2, 生 物 量 范 围 为 207.35—

(mg/animal)。

范围为 23.13—135.20mgC/(m2d); 平均生产力占碳重

1490.27mgC/m2; 生 产 力 为 (62.46±29.08)mgC/(m2d),

根据 RQ=0.97 (Gnaiger, 1983), 我们将呼吸率转

生物量的 30%。2007 年 8 月浮游动物的碳生物量为

化成以碳含量表示的单位。总生长效率和吸收效率以

(468.77±202.70)mgC/m2, 生 物 量 范 围 为 168.648—

0.3 和 0.7 计算(Ikeda, 1985), 那么浮游动物的生产力

942.36mgC/m2; 生产力为(39.23±7.64)mgC/(m2d), 范

就可以表示为下面的公式(Ikeda et al, 1978):

围为 26.06—59.32mgC/(m2d); 平均生产力占碳重生

P = 0.75R
式中, P 为生产力(mgC/(animal h))。

物量的 8.3%。

不同粒径浮游动物每天的生产力就等于 P 乘以
不同粒径组内浮游动物的丰度(animal/m2)和 24h。

2.3

沙海蜇对浮游动物现存量及生产力的潜在摄食
压力
2006 年 9 月上旬, 当沙海蜇的生物量最高时, 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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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获率为 0.1 时, 如果假设文中所用的网采工具采集

力 0.02—4.07%, 平均为 1.2%, 对生产力的摄食压力

的浮游动物都是沙海蜇可以摄食的对象, 那么沙海

为 0.26%—58.5%, 平均为 20.8%。2007 年 8 月, 沙海

蜇 每 天 对 浮 游 动 物 现 存 量 的 摄 食 压 力 为 0.09—

蜇每天对浮游动物的现存量的摄食压力为 0.02%—

2

28.79% mgC/(m d), 平均为 6.4%, 对浮游动物生产力

16.69%, 平 均 为 3.35%, 对 生 产 力 的 摄 食 压 力 为

的摄食压力为 1.12%—344.28%, 平均为 76.6%。到 9

0.28%—135.32%, 平均为 26.57%。渔网的捕获率为

月下旬时, 沙海蜇每天对浮游动物现存量的摄食压

0.4 时, 不同航次的各项值是上述值的四分之一。

表1

南黄海沙海蜇暴发时期的摄食率(mgC/(m2d)), 每天对浮游动物现存量及生产力的摄食压力(%)

The feeding rate (mgC/(m2d)) and feeding pressure per day (%) of N. nomurai on standing stock and production rate of
zooplankton during booming period in the southern Yellow Sea

Tab.1

项目

摄食率(mgC(m2d))
对浮游动物现存量的摄
食压力(%)
对浮游动物生产力的摄
食压力(%)

3

网捕获率

2006 年 9 月上旬

2006 年 9 月下旬

2007 年 8 月

平均值

范围

平均值

范围

平均值

范围

0.1

47.84

0.70—215.03

5.59

0.09—23.33

9.83

0.11—59.27

0.4

11.96

0.18—53.76

1.40

0.02—5.83

2.46

0.03—14.82

0.1

6.40

0.09—28.79

1.20

0.02—4.07

3.35

0.02—16.69

0.4

1.60

0.02—7.20

0.30

0.005—1.02

0.84

0.005—4.17

0.1

76.60

1.12—344.28

11.63

0.13—33.27

26.57

0.28—135.32

0.4

19.15

0.28—86.07

2.91

0.03—8.32

6.64

0.07—33.83

讨论

沙海蜇在对马海峡 2005 年 7 月底对浮游动物现存量的
摄食压力可以达到 24%, 表示出很高的数值。

目前国际上对大型水母的摄食率的测定尚没有

本文采用底拖网扫海面积的方法对大型水母的

统一的研究方法, 比如利用现场围格实验, 小容器直

生物量进行定量的方法通常应用于渔业资源评估。用

接培养等方法, 这些方法被认为会对大型水母摄食

该方法对大型水母生物量的估算有几个导致生物量

率的估计不准, 不能真实反映自然状况下大型水母

估计不准的可能性原因, 比如 Barz 等(2007)报道北海

的摄食状况(Hansson, 2006)。现场潜水跟踪的方法对

南部的水母主要分布在 5—25m, Brodeur 等(2002)报

摄食率的估计相对较准确, 但对于我国研究大型水

道在白令海水母主要分布在跃层, 在垂直方向上并

母来讲, 该方法可操作性差, 几乎不能实现。鉴于对

非均匀分布, 在本文的调查期间我们也发现在许多

水母呼吸率的测定较容易, 可通过对沙海蜇个体呼

站位的表层或次表层出现大量的水母个体。考虑到渔

吸率的测定间接推算摄食率。根据本文中推算摄食率

网为底拖网, 是绝对不能完全把上层的水母体收入

的公式可知, 除了呼吸率之外, 生物量和生长率是影

囊中, 大大低估了水母真实的生物量, 因此这里需要

响现场水母摄食率估算的重要影响因素, 生长率的

对捕捉效率进行估计。但遗憾的是以往并没有相应的

大小很大程度上也是由生物量决定的, 因此沙海蜇

水母的捕获系数作为参考用来估计生物量。如果用底

的生物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沙海蜇的野外摄食率,

拖渔网具对上层鱼的捕获率的选值作为参考, 比如,

因此本文的研究结果体现出摄食率的分布格局与生

对于中上层鱼类, 鉴于它们在中上层分布, 有较强的

物量分布格局一致是容易理解的。而水母的重量及滤

活动能力, 拖网所过的地方只有小部分被捕获, 通常

水量是决定准确定量生物量的关键, 虽然大型水母

选 0.1—0.4 作为捕获率(金显仕等, 2005)。鉴于大型

的重量可以由不同伞径的水母数量来计算获得

水母有一定的游泳能力而且个体大, 不易捕获, 仍然

(Zhang et al, 2012), 但是由于捕获沙海蜇的水体体积

参考 0.1—0.4 为大型水母的捕获率, 把 0.4 作为最小

/滤水量的估计存在误差, 因此野外现场大型水母生

生物量估计, 0.1 作为最大生物量的估计。事实上, 采

物量的定量比较困难, 因此很多时候这种方法只能

用扫海面积法得到的大型水母的生物量/丰度值与日

对单个大型水母的摄食率进行研究和估计, 而无法对

本广岛大学的 Uye 教授采用目测计数海水表层可见

现场原位大型水母种群的摄食率进行估计。Uye(2011)

的大型水母所获得的丰度相比, 前者大约是后者的

在对马海峡的沙海蜇的生物量有初步估计后, 进而对

十分之一, 因此本文有理由选用 0.4—0.1 作为网具对

沙海蜇的食物需求及浮游动物的摄食压力进行了估计,

水母的捕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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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潜水对个体水母摄食率现场估测的危险性及用于
大范围海域代表性不足的缺点。另外, 本文间接估算
摄食率关键参数的定量和参数化过程明确, 参数化
相对准确, 可操作性强, 可以真实反映广阔海域大型
水母摄食率的情况, 因此在我国近海计算大型水母
的摄食率方面有很强的应用性。唯一的缺点是必须要
求对海域大型水母的生物量进行准确估计, 随着今
后对水母生物量监测和定量方法的不断改进, 对大
型生物量定量的准确性不断提高, 本文所述方法将
会成为很好的测定大型水母摄食率的方法。在对白令
海海域的水母生物量进行估计时, Brodeur 等(2002)比
较了底拖网和中层拖网的效率, 发现在整个调查海
域的生物量中中层拖网对生物量的估计是底层拖网
的 300 倍。本文选底拖网的最大捕获效率为 0.1, 具
有可能的现实性。在白令海, 据估计数量增多的水母
Chrysaora melanaster 平均消耗各季节浮游动物现存
量的三分之 一, 每年消耗浮游动物 生产力的 4.7%,
认 为 对 浮 游 动 物 的 消 耗 是 较 适 中 的 (Brodeur et al,
2002)。Pitt 等(2007)对围格实验的研究表明存在的水
母 Catostylus mosaicus 会把实验中的中型浮游动物消
耗殆尽。本文在 2006 年 9 月上旬水母大量暴发时, 沙
海蜇每天对浮游动物的平均摄食压力 6.4%, 对浮游
动物生产力的平均摄食压力为 76.6%, 属于高水平的
摄食率, 对浮游动物的摄食几乎是毁灭性的。特别在
黄海南部和东海北部通常容易暴发水母的海域(33—
34N, 122—125E)中最高的生物量站位, 每天对浮
游动物的摄食率达到了 50%以上, 对生产力的摄食
压力(>100%)远远超过了每天浮游动物的生产力。即
使用 0.4 作为渔网的捕获率计算的沙海蜇生物量, 每
天对浮游动物的现存量及生产力的消耗也是非常高
的。因此 2006 年沙海蜇暴发后对食物的需求的升高
图2
Fig.2

南黄海沙海蜇在生物量高值时期的摄食率
(mgC/(m2d))
2

The feeding rate (mgC/(m d)) of N. nomurai during
blooming period in the southern Yellow Sea

注: a. 2006 年 9 月上旬; b. 2006 年 9 月下旬; c. 2007 年 8 月

本文利用摄食率的方法对黄东海的沙海蜇的食

应该会对与食物竞争的鱼类造成很严重的影响。相比
之下, 2006 年 9 月下旬, 随着沙海蜇生物量的减少,
摄食压力也随之减小。2007 年 8 月, 在锋区的两个高
生物量站位, 沙海蜇每天对浮游动物的摄食压力约
>20%, 对其生产力的摄食约为 200%。2006 年 9 月上

物需求进行估算, 尽管在估算过程中对于生物量的

旬、下旬和 2007 年 8 月份, 不同时期沙海蜇摄食率

估计存在一定程度的误差, 但是仍然可以在很大程

的差异主要取决于不同时期的平均生物量的大小不

度上说明了海蜇在暴发期间的食物需求。相比较现场

同, 以及水母的平均伞径大小。

潜水跟踪大型水母对摄食率的进行估计以及用实验

从本文估算的沙海蜇在暴发期 2006 年 9 月上旬

室直接测定沙海蜇摄食率的方法, 本文描述的以呼

的食物需求及其对浮游动物的摄食压力来看, 沙海

吸率间接估算摄食率的方法, 弥补了只在室内测量

蜇的摄食率为 47.84±60.52mgC/(m2d), 摄食率范围为

而无法代表现场实际摄食率的缺点, 也弥补了在野

0.70—215.03mgC/(m2d)。沙海蜇每天对浮游动物现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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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摄食压力为 0.09%—28.79% mgC/(m2d), 平均为

了浮游动物本身的生产力(大于 100%), 因此这时的

6.4%, 对 浮 游 动 物 生 产 力 的 摄 食 压 力 为 1.12%—

浮游动物远远不能满足沙海蜇的食物需求。

344.28%, 平均为 76.6%。可见沙海蜇在暴发期的食物
需求是很大的, 尽管平均值看来浮游动物的生产力
可以基本满足沙海蜇对浮游动物的摄食, 但是在很
多沙海蜇暴发的高生物量站位, 沙海蜇对浮游动物
的 摄 食 压 力 远 超 过 了 浮 游 动 物 本 身 的 生 产 力 (大 于
100%), 因此这时的浮游动物远远不能满足沙海蜇的
食物需求。那么这就需要其他的饵料来源来补充其食
物需求。李洁等(2016)、Wang 等(2013)、丁军军等(2012)
研究了沙海蜇暴发期间微小型浮游动物的组成及生
物量变化, 研究认为纤毛虫、鞭毛虫等其他微小型浮
游动物也是沙海蜇暴发时的重要的食物来源。但是到
目前为止, 大、中型浮游生物和微小型浮游动物对沙
海蜇食物需求的贡献率仍然不清楚, 需要进一步的
室内实验和现场实验的验证才能得到全面的量化。
水母大量存在时, 它们对浮游动物的大量摄食
不仅对鱼类形成了食物竞争, 同样通过营养级级联
效应使浮游植物的数量增加, 在富营养化的海域造
成可能的赤潮暴发。Hansson 等(2005)和 Møller 等
(2007)对丹麦的 Limfjorden 海域的研究表明海月水母
对桡足类的摄食造成桡足类很高的死亡率的海域,
正好与当时的叶绿素的高值(40μg/L)相对应。Pitt 等
(2007)在实验上也证明了在富营养化的水体中发生的
水母暴发可能会增加赤潮的形成。在本文调查的两个
航次中, 沙海蜇虽然达到数量的高峰, 在高峰区的叶
绿素 a 值并不高, 因此该海域此时营养盐的水平也是
水母数量较高时并不一定与赤潮相伴而生的原因。

4

小结
本文对黄海 2006 年 9 月份和 2007 年 8 月份沙海

蜇生物量的最高峰或暴发时期的呼吸率, 摄食率进
行了估算, 获得其每天对浮游动物现存量及生产力
的潜在摄食压力, 结果表明: 沙海蜇大量暴发的
2006 年 9 月上旬, 在对沙海蜇最大捕获率的情况下,
沙海蜇的摄食率最高, 摄食率在黄海的分布格局与
沙海蜇的生物量一致, 沙海蜇每天对浮游动物现存
量的摄食压力为 0.09%—28.79% mgC/(m2d), 平均为
6.4%, 对 浮 游 动 物 生 产 力 的 摄 食 压 力 为 1.12%—
344.28%, 平均为 76.6%。可看出在沙海蜇暴发期间对
浮游动物的潜在消耗是非常大的, 甚至为毁灭性的,
尤其沙海蜇在高生物量站位对浮游动物的食物需求
是非常高的, 沙海蜇对浮游动物的摄食压力远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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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emopilema nomurai blooms frequently in the East Asia waters since the end of 1990s. N. nomurai often
blooms in August and September. It is necessary to study the impact of jellyfish N. nomurai bloom on ecosystem,
especially on zooplankton biomass in the Yellow Sea. To study the potential feeding pressure of collective N. nomurai on
the standing stock and production of zooplankton, we estimated the respiration rate and feeding rate of this species during
blooming period.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pattern of distribution of the food requirement is consistent to that of the biomass.
The feeding rate was 47.84 (ranging 0.7—215.05) mgC/(m2d) in early September, 2006 (the blooming time), assuming the
capture rate of the bottom trawl is 0.1. The feeding pressure of collective N. nomurai on standing stock and production of
zooplankton was 6.4% (ranging 0.09%—28.79%), 76.61% (ranging 1.12%—344.28%), respectively, assuming food
requirement are all zooplankton. The food requirement was relatively lower in late September 2006 and August 2007 than
that of the early September. Therefore, the potential consumption of zooplankton by blooming N. nomurai was huge, which
is even destructive to the zooplankton community. This understanding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to evaluate the impact of
jellyfish bloom on local ecosystem in the Yellow Sea.
Key words
large jellyfish; feeding pressure; feeding rate; respiration rate; jellyfish blo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