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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研究北部湾典型海域关键环境因子的时空分布及其影响因素, 2016 年 9 月至 2017 年 8 月

对该海域 29 个站位进行了多学科月度综合调查, 分析了该海域主要理化因子的时空分布特征, 探讨
了水文及生物因素对关键环境因子分布的影响。结果表明: 硝氮( NO3 -N )、活性磷酸盐(SRP)的时空
分布具有一致性, 高值区主要出现在近岸钦州湾海域, 海峡口临近海域及 30m 等深线以深海域, 各
月份总有机碳(TOC)、溶解有机碳(DOC)的表底浓度无明显差异(P<0.05), 高温季节溶解氧(DO)、pH
的低值区主要位于 30m 等深线以深的底层海域。DO、pH、 NO3 -N 、SRP、溶解硅酸盐(DSi)为影响
该海域浮游植物生长的关键理化因子。近岸 10m 等深线以浅的区域 I 中, NO3 -N 浓度主要受地表径
流带来的陆源污染影响, 区域 II 中 NO3 -N 、SRP 在秋季受到南海水向北入侵影响, 春、冬季受来自
琼州海峡的混合水影响, 30m 等深线以深的区域 III 中, NO3 -N 、SRP 全年受到南海高盐水的影响。
在球形棕囊藻囊体丰度较高的 2017 年 2 月至 3 月, 有囊体站位表层的 NO3 -N /SRP 显著低于底层
(P<0.01), 无囊体站位表底层的 NO3 -N /SRP 之间无显著性差异(P>0.05), 棕囊藻赤潮的生消可能是
导致春季 NO3 -N 、SRP 表底分布出现差异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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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湾作为中国南海大陆架的天然半封闭浅海
湾, 有其特定的生境特点。20世纪初广西沿海地区开

赤潮的暴发, 对防城港核电冷源安全构成威胁, 引起
了业内学者和公众的广泛关注。

始进行开发, 进入21世纪后, 北部湾经济区开发上升

球形棕囊藻属于定鞭藻纲(Prymnesiophyceae)棕

为国家战略, 广西的产业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随

囊藻属, 是近几年我国南方近海常见的赤潮藻种。不

着北部湾的快速发展其海洋环境面临的压力逐渐增

同于一般的藻华生物, 其具有特殊的异型生活史, 包

大。近年来北部湾海域形成的赤潮频率和影响范围均

括游离单细胞和囊体两种形态(Baumann et al, 1994;

呈现逐年扩大的态势, 该海域的生态安全问题成为

Rousseau et al, 2007)。游离单细胞直径一般为3—8μm,

社会关注的热点(Liu et al, 2011; Meng et al, 2013)。

囊体大约几百微米, 而我国沿海发现的棕囊藻囊体

2014年12月该海域球形棕囊藻(Phaeocystis globosa)

直径甚至达到了3cm (Chen et al, 2002; Qi et al,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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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大于其他海域中发现的囊体(Larson et al, 1992)。

逆时针环流控制, 因此海峡流进入湾内后会沿雷州

囊体像一个“装满水的球”, 外被为一层薄而有弹性的

半岛西侧到达湾底, 并影响近岸的水体的理化条件。

半透膜, 细胞分布于外被的内表层, 内部含有一些液

夏季北部湾底层存在冷水团, 呈现低温高盐的特点,

体(Hamm et al, 1999)。形成藻华时, 球形棕囊藻多以

其生长周期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成长期(3 月至 5

囊体形态存在, 除了产生溶血毒素和温室气体外

月), 强盛期(6 月至 8 月), 消衰期(9 月至 11 月), 受季

(Baudoux et al, 2005; Tan et al, 2016), 大至数厘米的

风气候影响, 形成时间有所变化, 但基本规律不变

囊体还会堵塞滨海核电冷源用水系统, 从而威胁核

(徐振华等, 2010; 赵昌等, 2010; 陈振华, 2013)。北部

电冷源安全(曹西华等, 2017)。近些年, 东南亚的大部

沿岸海域拥有众多港湾, 素有“港群”之称。湾内海底

分地区, 包括中国(Qi et al, 2004; Chen et al, 2011)、越

地形较为平坦, 等深线分布趋势与海岸线大致平行,

南(Tang et al, 2004; Hai et al, 2010)、泰国、巴基斯坦、

平均水深约为 38m, 近湾口附近, 水深变化较大, 属

缅甸和阿拉伯海(Madhupratap et al, 2000)均有大囊体

于浅海半封闭性大陆海域。

出现的报道, 球形棕囊藻赤潮对核电的潜在威胁不

1.2 样品采集与分析方法
1.2.1 采样站位
2016 年 9 月至 2017 年 8 月于北

容忽视。
营养盐中的氮(N)和磷(P)是赤潮生物细胞中蛋白

部湾进行了共计 9 个航次的调查。共布设 29 个调查

质、核苷酸等代谢过程中的必需元素, 其在水体中的

站位, 详见图 1。根据调查站位的水深设置采样水层,

浓度会直接影响浮游植物的生长, 是控制大部分赤

一般按照标准层进行采样(0、10、20、30、50m 和底

潮生物生长的关键因子。由于不同的藻类对于N和P

层)。调查参数包括: 温度(T)、盐度(S)、pH、DO、

的需求比例不同, 因此其含量组成可以直接影响海

溶 解 有 机 碳 (DOC) 、 总 有 机 碳 (TOC) 、 亚 硝 氮

洋初级生产力与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Hodgkiss et

( NO 2 -N )、硝氮( NO3 -N )、铵氮( NH 4 -N )、活性磷酸

al, 1997; Flynn, 2002), 国外学者早在1963年就提出

盐(SRP)、溶解硅酸盐(DSi), 共 11 个环境要素。

浮 游 植 物 按 照 N ︰ P=16 ︰ 1 吸 收 海 水 中 营 养 盐
(Redfield et al, 1963), 且两者的比例是限制藻类生长
的重要因素(Baird et al, 2004), 因此营养盐的含量和
结构变化可反映海域潜在的生态安全。赤潮形成的本
质是赤潮生物细胞分裂增殖的过程, 必然高度依赖
营养盐、微量元素、溶解氧(DO)、pH等理化因子, 因
此对该海域进行关键环境因子的调查, 了解其时空
分布及影响因素, 对海区的合理开发及球形棕囊藻
的藻华防控其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材料方法

1.1

研究区域
本 研 究 海 域 范 围 为 20°9'55″—21°39′55″N 、

图1
Fig.1

1.2.2
1.2.2.1

北部湾北部海域采样站位图

Sampling stations in the northern Beibu Gulf

采样和分析方法
样品的采集和保存

在调査 站位利用温盐

108°19'39"—110°11'45"E, 覆盖北部湾大部分区域。

深剖面仪(CTD)(SEB911 plus, Sea-Bird, 美国)配备的

潮流是研究海域环流的主控因素之一。除此之外,

Niskin 瓶采集各层水样。溶解氧样品采集后立即加入

春、夏季表层风生流弱的时候, 底层密度流加强, 从

MnCl2 和 KI-NaOH 固定。营养盐样品采集后立即用

南海涌入的底部上升流影响程度高; 秋、冬季北风控

GF/F 滤膜(Whatman)过滤, 滤液分装 60、20mL 各一份,

制风生流加强, 底层密度流减弱, 上升流影响程度减

未经过滤的水样 20mL 一份。60mL 样品加入氯仿和两

弱。琼州海峡流对研究海域的影响较大, 风场对海峡

份 20mL 样品加入氯化汞后, 同滤膜一起置于20°C 冷

流的强弱和流向改变起重要作用, 冬季受大陆冷空

冻 保 存 。 60mL 滤 液 用 于 测 定 各 项 营 养 盐 浓 度

气的影响, 多东北风, 夏季风从热带海洋上来, 多西

( NH 4 -N 、 NO3 -N 、 NO 2 -N 、SRP、DSi); 过滤与未

南风, 因此秋、冬季节海峡流涌入湾内的流量会季节

过滤的 20mL 滤液分别用于测定 DOC、TOC。冷冻保

性的加大; 由于北部湾四季整体被一个大的不闭合

存的各项样品均带回至实验室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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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CTD 获得现场温盐

有较高浓度的 NO3 -N 出现, 但均未超过 8.00μmol/L。高

数据, pH 在水样采集后立即用 pH 计 (PHS-3C, 雷磁,

温季节(6、9 月)调查区域西南侧浓度超过 8.00μmol/L 的

中国)测定, 精确度为±0.01; DO 测定通过 Winkler 碘

高值区主要覆盖 20°—21°N、108°—109°E, 这可能与低

1.2.2.2

样品分析方法

量法现场完成; 借助连续流动分析仪(San

++

system,

Skalar, 荷 兰 ) 测 定 样 品 中 各 项 营 养 盐 浓 度 , 对
NO3 -N 、SRP、 NO 2 -N 、 NH 4 -N 、DSi 的检出限分

温高盐水的季节性上涌有关。个别月份, NO3 -N 在空间
分布上存在反常现象, 如在海峡流加强、水体表底混合
较为均匀的 2 月至 4 月, NO3 -N 浓度的表底分布出现了

别为 0.05、0.03、0.05、0.07、0.03μmol/L; TOC 和

明显差异。以 2 月为例, 与底层相比, 表层 6.00μmol/L

DOC 样品采用高温催化氧化法, 利用总有机碳分析

的 NO3 -N 等浓度线向海峡口附近出现了内缩, 3、4 月的

仪(Multi N/C 2100S, Analytik jena, 德国)测定, 检出
限为 4.00μg/L。
1.2.2.3

文中数据主要采用 Suffer

数据分析方法

13.0 (Golden Software, 美 国 )进 行 图 例 绘 制 , 利 用
Excel 2016(Microsoft Company, 美国)进行表格制作,
利用 SPSS v19 (IBM Company, 美国)进行各项参数
的显著性分析及主成分分析。

2
2.1

情况与 2 月类似。
调查期间 SRP 浓度介于 0.40—1.30μmol/L(图 3),
高值区在不同月份的分布规律与 NO3 -N 类似, 浓度
最 高 值 出 现 在 11 月 份 底 层 的 ZN3-2 站 位 , 可达
1.22μmol/L。表层仅茅尾海海域在 2016 年 11 月和
2017 年 1 月, 出现了浓度高于 1.00μmol/L 的站位, 其
余月份的 SRP 浓度均处于较低水平, 最低值出现于

结果

2017 年 8 月, 平均浓度为 0.34μmol/L。受海峡流和低
温高盐水的共同影响, 底层 SRP 的浓度整体高于表

主要 N、P 营养盐的时空分布特征
调查期间 NO3 -N 浓度普遍介于 0—13.00μmol/L

层, 且浓度高于 0.60μmol/L 的海域面积较表层更广。
2016 年 9 月至 12 月, 底层浓度高于 1.00μmol/L 的高

(图 2), 近岸 NO3 -N 浓度高值区主要位于钦州湾海域

值区逐渐向东移动, 12 月移至 109°13′E。2017 年 1 月

和琼州海峡邻近海域, 在水温较高的 6、9 月, 调查海

至 3 月表底层 SRP 的平均浓度逐渐降低, 最低值出现

域的西南侧底层出现了浓度高于 8.00μmol/L 的高值

于 3 月份的表层, 为 0.55μmol/L, 4 月表底层浓度均有

NO3 -N

浓度的最高值出现在 11 月份

所回升。6 月底层浓度高于 1.0μmol/L 的高值区覆盖

的钦州湾海域表层, 可达 17.25μmol/L。2016 年 12 月

海域最广, 主要位于 30m 等深线以深, 这可能与冷水

区。调查期间,

NO3 -N

浓度

团的出现有关。2 月至 4 月, 表层 SRP 浓度与 NO3 -N

均高于 8.00μmol/L, 且 2016 年 12 月与 2017 年 1 月

类似, 异常低于底层; 以 2 月为例、与底层相比,

NO3 -N

0.60μmol/L 的 SRP 等浓度线向海峡口附近出现了内

至 2017 年 2 月海峡口附近海域的表底层

的 6.00μmol/L 与 8.00μmol/L 等浓度线基本与

32 等盐线吻合; 2017 年 3 月至 4 月, 虽然海峡口附近

图2
Fig.2

缩, 3、4 月的情况与 2 月类似。

北部湾北部海域硝酸盐的表底分布

The distribution of nitrate at surface and bottom in the northern Beibu Gulf
注: S 为表层, B 为底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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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湾北部海域磷酸盐的表底分布

The distribution of phosphate at surface and bottom in the northern Beibu Gulf

底层的 TOC 平均浓度分别达到了 2.20、3.14mg/L, 显

有机营养盐的时空分布特征
调查期间 TOC 浓度(以 C 计, 下同)普遍介于

著 高 于 2 月 (1.37mg/L) 、 4 月 (1.44mg/L)平 均 浓 度

0—4.00mg/L 之间(图 4), 整体呈近岸高、远岸低的分

(P<0.05)。调查过程中 3 月份在 109°E 以东海域的大

布态势, 最高值出现于 2017 年 3 月的英罗港附近海

部分站位, 囊体密度高于 100ind./m3, 这与底层高值

域, 浓度可达 11.21mg/L。调查期间钦州湾海域始终

区的位置较为吻合, 底层浓度的升高可能与囊体衰

存在浓度大于 2.00mg/L 的站位, 其中夏秋季节浓度

亡期的沉降有关。除 3 月和 9 月外, 其他月份平均

可达 3.00mg/L, 这可能与该季节降水增多带来的陆

TOC 浓度介于 1.20—1.90mg/L, 最低值出现于 1 月份,

源污染有关。2017 年 3 月在表底层均出现了浓度高

为 1.27mg/L。调查期间各月份表底均值之间均无显著

于 7.00mg/L 的高值区, 均值可达 2.92mg/L; 当月表

性差异(P>0.05)。

图4

北部湾北部海域 TOC 的表底分布

Fig.4

The distribution of TOC at surface and bottom in the northern Beibu Gulf

Fig.5

The distribution of DOC at surface and bottom in the northern Beibu Gulf

图5

北部湾北部海域 DOC 的表底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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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50mg/L (图 5), 最高值出现于 2016 年 9 月的钦

DO、pH 的时空分布特征
调查期间 DO 浓度介于 2.00—10.00mg/L (图 6),

州湾附近海域, 浓度可达 3.51mg/L。与 TOC 分布类

整体呈表层高、底层低, 低温季节高、高温季节低的

似, 秋季的 9、11 月的 DOC 浓度较高, 均值大于

分 布 趋 势 。 DO 低 值 区 主 要 位 于 20°—21°N 、

1.70mg/L, 高于其他月份。2016 年 12 月 DOC 浓度有

108°—109°E 的底层海域, 最低值出现于 2016 年 9 月

所下降, 均值浓度为 1.64mg/L, 1 月份浓度进一步降

的底层, 为 1.98mg/L。月度分布上, DO 浓度小于

低, 均值浓度为 0.95mg/L。2 月至 4 月浓度有所升高,

5mg/L 的低值区影响范围自 2016 年 9 月至 2017 年 1

均 值 浓 度 均 超 过 了 1.14mg/L, 8 月 浓 度 又 降 至

月不断缩小, 2016 年 9 月底层 DO 均值低于 5.20mg/L,

1.10mg/L 以下。2 月至 4 月为囊体丰度较高(贺成等,

而 2017 年 1 月底层 DO 均值高于 7.70mg/L。2017 年

2019）, DOC 浓度的回升可能与囊体的出现有关。各

2 月至 3 月在雷州半岛西侧的部分站位, 表层 DO 浓

月份的表底 DOC 平均浓度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

度高于 9.50mg/L, 且表层 DO 浓度均值分别达到了

且表底分布较为一致, 平均浓度介于 0.94—1.80mg/L,

8.38、8.54mg/L, 其他月份表层 DO 浓度均值均不超

与渤海、黄海相比, 调查海域的 DOC 浓度普遍偏低

过 7.80mg/L。4 月至 8 月调查海域西南侧的底层出现

(丁雁雁等, 2012)。

了浓度低于 4.00mg/L 的低值区。

图6

北部湾北部海域 DO 的表底分布

Fig.6

The distribution of DO at surface and bottom in the northern Beibu Gulf

Fig.7

The distribution of pH at surface and bottom in the northern Beibu Gulf

图7

北部湾北部海域 pH 的表底分布

注: 3 月因仪器故障, 未获得 pH 数据

调查海域 pH 介于 7.80—8.40, 整体呈表层高、

仅为 7.83。自 2016 年 9 月至 2017 年 12 月 pH 低值

底层低的分布态势(图 7)。pH 低于 8.10 的站位主要

区影响范围不断缩小。2017 年 1 月至 2 月, pH 的表

位于 20°—21°N、108°—109°E 的底层海域, 该低值

底分布较为一致, 且高于其他月份, 表底层的 pH 均

区与 2016 年 9 月至 12 月 DO 浓度小于 5.50mg/L 的

值均大于 8.17。2017 年 4 月表底层的 pH 均值低于

低值区相对应, 2016 年 9 月 ZN4-1 站位 pH 值最低、

8.12, 表层均值略高于底层; 同期 DO 浓度也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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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值均高于 8.15。

对各月份第一主成份的方差贡献率进行统计后发现,
不 同 月 份 的 第 一 主 成 分 方 差 贡 献 率 介 于 30.88%—
45.18%之间, 这表明第一主成分能较为全面地反映
原来 11 个环境因子的信息。对不同月份得分系数矩
阵中的第一主成分进行统计后(表 1), 可以看出物理

3

在各个月份中均有较高得分(各月份得分系数的绝对

不高, 未产生层化现象, 因此推测 4 月 pH 与 DO 浓
度的整体下降及表底差异可能与生物活动有关。 4
月至 8 月调查海域的 pH 逐渐升高, 8 月表底层的 pH

因子中的 DO、pH, 化学因子中的 NO3 -N 、SRP、DSi

讨论
影响研究海域浮游植物生长的主要环境因子主

值均值均高于 0.16), 因此可以认为 NO3 -N 、SRP、DSi

成分分析
海洋中各生态因子之间的相互关系较为复杂,
因此常采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从诸多参数中找到获

为影响该海域浮游植物生长的主要化学因子, 其分布
和月度变化能够较为客观的反映该海域的生物活动。
进一步对 9 个航次中叶绿素和五项营养盐

取一定的规律。其中, 主成分分析可以去掉冗余信息

( NO3 -N 、SRP、 NO 2 -N 、 NH 4 -N 、DSi)的水柱平均

因子以提高分析的准确性, 是目前进行环境因子综

值进行相关性分析后发现, NO3 -N 、SRP、DSi 与叶

合分析的常用方法。为此, 本文选择 T、S、DO、pH、

绿素均呈极显著负相关(P<0.01)(表 2), 相关系数也高

TOC、DOC、 NO3 -N

、DSi

于 NO 2 -N 和 NH 4 -N 。这表明相比 NO 2 -N 和 NH 4 -N ,

等可能影响该海区浮游植物生长的环境因子进行主

浮游植物的生长会大量消耗 NO3 -N 、SRP、DSi, 同

成分分析, 根据特征值大于 1 的原则, 提取主成分。

时也印证了主成分分析的结果。

3.1

、SRP、 NO 2 -N

表1
Tab.1

、 NH 4 -N

不同环境因子在不同月份第一主成分中的得分系数

The scoring coefficient of different environmental factors in the first principal component of different months
不同月份第一主成分中的得分系数

环境因子
2016.09

2016.11

2016.12

2017.01

2017.02

2017.03

2017.04

2017.06

2017.08

T

–0.17

–0.05

0.14

–0.21

0.01

–0.13

–0.17

–0.18

–0.06

S

0.10

0.04

0.10

–0.23

0.01

–0.10

0.19

0.08

–0.10

DO

–0.20

–0.23

–0.20

0.16

–0.14

–0.17

–0.10

–0.20

–0.08

pH

–0.19

–0.06

–0.19

–0.11

–0.18

-

–0.15

–0.19

–0.18

TOC

–0.04

–0.02

–0.08

0.07

–0.12

0.00

–0.15

0.01

0.00

DOC

–0.03

0.00

0.05

0.13

0.04

0.01

–0.03

0.03

0.04

NO3 -N

0.14

0.27

0.17

0.05

0.20

0.23

0.16

0.17

0.18

SRP

0.21

0.29

0.21

0.16

0.20

0.24

0.21

0.20

0.16

NO 2 -N

0.07

0.00

0.06

–0.06

0.20

0.12

0.06

0.05

0.18

NH 4 -N

0.01

0.07

–0.02

0.18

–0.02

0.15

–0.03

–0.03

0.16

DSi

0.19

0.28

0.19

0.17

0.18

0.23

0.21

0.15

0.18

注: T: 温度; S: 盐度; DO: 溶解氧; DOC: 溶解有机碳; TOC: 总有机碳; NO 2 -N : 亚硝氮; NO3 -N : 硝氮; NH 4 -N : 铵氮; SRP: 活性磷
酸盐; DSi: 溶解硅酸盐; 2016.09 表示采样时间为 2016 年 9 月, 余同; “-”代表数据缺失

场温度、盐度资料, 将研究海域被划分为 3 个区域(图

3.2 研究海域 N, P 营养盐的主要影响因素
3.2.1 水文条件对 N、P 营养盐的影响
北部湾海

8), 分别为区域 I: 10m 以浅站位所处海域、主要受陆

域的水团组成主要受季风和入海河流、琼州海峡流、

源输入影响, 区域 Ⅱ: 除区域 I 和Ⅲ外, 剩余站位所

外海底层上升流等主要流系影响(徐振华等, 2010; 赵

处海域, 受海峡流、外海高盐水输入影响的混合水体,

昌等, 2010; 陈振华, 2013)。为了解不同海域影 响

区域 Ⅲ: 109ºE 以西, 30m 等深线以深站位所处海域,

NO3 -N

底层受外海高盐水输入影响; 在不同调查时期对不

和 SRP 分布的水文条件, 依据调查期间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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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区域内的 NO3 -N 、SRP 与盐度进行了相关性分析,

主要来自于地表径流。本研究结果与我国其他近岸海

结果如表 2 所示。

域 的 研 究 结 果 类 似 ( 郑 丙 辉 等 , 2008; 周 毅 频 等 ,

表2
Tab.2

2012)。

叶绿素与五项营养盐的相关性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chl a and five nutrients

指标

NO3 -N

SRP

NO 2 -N

NH 4 -N

DSi

相关系数

0.25**

0.45**

0.17*

0.01

0.22**

置信度

0.00

0.00

0.03

0.88

0.00

样本数

172

172

172

172

172

注: *表示在置信度(双测)为 0.05 时, 相关性显著; **表示在置
信度(双测)为 0.01 时, 相关性显著

–

表3

北部湾北部海域盐度与 NO3-N, SRP 的 Pearson 相
关性分析

Tab.3

Pearson correlation of salinity to nitrate and phosphate
in the northern Beibu Gulf

区域

区域 Ⅰ

区域 Ⅱ

区域 Ⅲ

NO3 -N

调查月份

样本数
(ind.)

(µmol/L)

SRP
(µmol/L)

2016.09— 2016.12

52

0.59**

0.53**

2017.01—2017.04

72

0.68**

0.65**

2017.06—2017.08

35

0.76**

0.06

2016.09—2016.12

112

0.23*

0.55**

2017.01—2017.04

147

0.22**

0.12

2017.06—2017.08

69

0.39**

0.31**

2016.09—2016.12

94

0.33**

0.57**

2017.01—2017.04

113

0.02

0.31**

2017.06—2017.08

51

0.42**

0.46**

注: **表示 P<0.01 水平下极显著相关; *表示 P<0.05 水平下显著
相关; 其他均为 P>0.05, 相关性不显著。

据苏纪兰(2005)对北部湾的水团划分, 区域Ⅱ主
要为琼州海峡流和外海高盐水组成的混合水团。该水
调查站位区域划分

团影响范围随季节而异: 8 月至 9 月最小, 12 月至翌年

The division of sampling stations

3 月最大, 10 月后沿岸水范围逐渐缩小, 混合水团逐

图8
Fig.8

注 : 区域Ⅰ : 10m 以浅站位所处海域 ; 区域Ⅱ : 除区域Ⅰ和Ⅲ外 ,
剩余站位所处海域 ; 区域 Ⅲ : 109ºE 以西 , 30m 等深线以深站位所
处海域。

如表 3 所示, 区域 I 中 NO3 -N 与盐度在不同时期
呈 显 著 负 相 关 (P<0.01), 表 明 地 表 径 流 为 该 区 域 中
NO3 -N 的主要来源。SRP 在 2016 年 9 月至 2017 年 4

月与盐度呈显著负相关(P<0.01), 在 2017 年 6 月至 8

步扩大, 4 月至 6 月因沿岸水势力的扩展, 混合水团的
范围也逐步退缩。2016 年 9 月至 12 月, NO3 -N , SRP
与 盐 度 均 呈 显 著 正 相 关 (P<0.01), 此时 的 NO3 -N 、
SRP 主要来自于盐度较高的南海水。2017 年 1 月至 4
月, NO3 -N 、SRP 与盐度均呈负相关, 这是由于琼州
海峡流的季节性加强, 低盐的沿岸水带来了高浓度

月与盐度的相关性较弱(P>0.05)。SRP 作为重要的非

的 NO3 -N 和 SRP 所致; 但 NO3 -N 与盐度的相关系数

保守性营养要素, 一方面受到浮游植物的吸收消耗

却低于 6 月至 8 月, 表明区域 II 在 1 月至 4 月可能发

所转移, 另一方面受到泥沙吸附和释放的影响(徐明

生了 NO3 -N 的大量消耗。

德等, 2006)。由于北部湾的降水集中在 7 月至 9 月(苏

在调查期间, 区域 III 中 NO3 -N 、SRP 与盐度均

志等, 2009), 因此 6 月至 8 月受降水影响, 靠近河口

呈 显 著 正 相 关 , 且 SRP 与 盐 度 均 呈 显 著 正 相 关

的浑浊带海域蕴含的泥沙会对 SRP 的浓度产生一定

(P<0.01), 这表明该海域的 NO3 -N 、SRP 主要来自于

的影响, 这可能是导致 SRP 与盐度相关性较弱的原

高盐度的南海水, 在 1 月至 4 月 NO3 -N 、SRP 与盐度

因。国内学者于 2014 年对广西北部湾的主要入海河

相关系数的减小可能是由于琼州海峡流的季节性加

流防城江、茅岭江、钦江、大风江、南流江的污染物

强, 深层南海水向南衰退所致。

的入海量进行监测, 结果表明主要河流的污染物入

3.2.2

海通量约为 175596.02 吨, 其中总氮约占 37.8%, 总

在海峡流加强、水体表底混合较为均匀的 2 月至 4 月,

磷约占 2.0%(李斌等, 2018)。本文的分析与前人的研

表层的 NO3 -N 、SRP 浓度低于底层。同期囊体丰度

究结果类似, 均表明近岸以 NO3 -N 为主的氮源污染

生物活动对 N、P 营养盐的影响

如前所述,

最 高 ( 图 9 ) , 因 此 可 能 是 囊 体 对 表 层 的 NO3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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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北部湾球形棕囊藻囊体丰度平面分布

The horizontal distribution in abundance of Phaeocystis globosa colony in Beibu Gulf, Guangxi
注 : 引自贺成等 , 2019 中的囊体数据

SRP 进行了同步吸收, 导致了表底差异。已有研究发

值区主要出现在近岸钦州湾海域、海峡口附近海域及

现球形棕囊藻囊体具有正向的浮力, 暴发季节多位

30m 等深线以深海域, 各月份 TOC、DOC 的表底浓

于水体上层(Skreslet, 1988; Peperzak et al, 2003)。由

度无明显差异(P<0.05), 高温季节 DO、pH 的低值区

于 囊 体 能 够 大 量 利 用 硝 酸 盐 (Riegman et al, 1996;

主要位于 30m 等深线以深的底层海域;

Smith et al, 2014), 喜好较高的氮磷比(王艳等, 2007),
且 Arrigo 等(2002)对南极棕囊藻的研究也表明其吸收
NO3 -N

–

表4

2 月至 3 月不同站位表底层的 NO3-N/SRP 均值

Tab. 4

The average of NO3 -N /SRP in surface and bottom
layers of different stations from February to April

与 SRP 的比例高于 16, 因此推测在囊体大规

模出现的月份, 调查海域表层的氮磷比( NO3 -N /SRP)
会有所降低。为此在囊体丰度较高的 2 月至 3 月, 对

调查月份

NO3 -N

/SRP

表底层站位的 NO3 -N /SRP 进行了均值统计(图 9), 其
中站位分为两类, 包含有囊体且表底层 NO3 -N 浓度
差值大于 1.00μmol/L 的站位和无囊体站位。结果如
表 4 所示, 在 2017 年 2 月至 3 月, 有囊体站位表层的
NO3 -N /SRP 显著低于底层(P<0.01), 底层与表层之

差 均 大 于 4.5μmol/L, 无 囊 体 站 位 表 底 层 的

2017.02
(有囊体
站位 )

2017.02
(无囊体
站位 )

2017.03
(有囊体
站位 )

2017.03
(无囊体
站位 )

表层

1.07 ± 0.50 5.23 ± 4.52 1.46 ± 0.94

4.49 ± 4.60

底层

9.06 ± 1.65 5.21 ± 4.50 6.36 ± 1.71

6.29 ± 3.98

表层 -底层 7.98 ± 1.16 0.02 ± 0.79 4.90 ± 1.70 1.80 ± 2.08

(2) DO、pH、 NO3 -N 、SRP、DSi 为影响该海域
浮游植物生长的主要理化因子;

/SRP 之差不超过 2μmol/L, 表底之间无显著

(3) 10m 以浅站位所处海域中 NO3 -N 浓度主要受

性差异(P>0.05)。通过进一步分析 2 月和 3 月 NO3 -N

地表径流带来的陆源污染影响; 109ºE 以西, 30m 等深

和 SRP 表底层差值与囊体丰度的相关性, 发现两者

线以深站位所处海域中 NO3 -N 、SRP 全年受到南海

均与囊体丰度呈正相关(图 10), 但 NO3 -N 表底层差

高盐水的影响; 剩余站位所处海域中 NO3 -N 、SRP

值与囊体丰度之间的相关性强于 SRP, 且两个月份

在秋季受到南海水向北入侵影响, 春冬季受来自琼

NO3 -N

州海峡的混合水影响;

NO3 -N

拟合方程的斜率均高于 SRP, 这验证了我们

的猜想。

4

结论
(1) NO3 -N 、SRP 的时空分布具有一致性, 高

(4) 在囊体丰度较高的 2017 年 2 月至 3 月, 有囊
体站位表层的 NO3 -N /SRP 显著低于底层(P<0.01),
无囊体站位表底层的 NO3 -N /SRP 之间无显著性差异
(P>0.05), 这表明春季 NO3 -N 与 SRP 的表底分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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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Fig.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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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a)和 3 月(b) NO3 -N /SRP 表底层差值与囊体丰度的相关性

Correlation of NO3 -N/SRP difference in surface and bottom layer to the colony abundance in February (a) and March

异及月度变化可能与该海域内球形棕囊藻囊体的生
消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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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field monthly investigation was conducted in the Beibu Gulf, Guangxi, South China during Sep. 2016 to

August 2017 to understand the distributions of different environmental factors, and to analyze various situations affecting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changes of these environmental factors. We sampled the water in 29 stations, and described the
distribution of main environmental factors, including NO3 -N , SRP (soluble reactive phosphorus), DSi (dissolved silicate),
pH, dissolved oxygen (DO), etc. Moreover, the influence of hydrological and biological situation on the distribution was
further analyzed. Results show that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temporal changes of NO3 -N was similar to that of SRP and
peaked in 3 areas: Qinzhou and Beihai coast, the adjacent waters to the western mouth of Qiongzhou Strait, and the deep
water area over 30m isobath. The TOC (total organic carbon) and DOC (dissolved organic carbon) concentrations were
largely stable at all water depth in every station during the investigation (P<0.05). In the summer, DO and pH were low in
the bottom area over 30m isobath. Furthermore, DO, pH, NO3 -N , SRP, and DSi were recognized as the main
environmental factors in the gulf as indicated in PCA analysis. In Zone I that defined within 10m isobaths, NO3 -N
concentration was mainly influenced by territorial discharge. In Zone II representing the area from 10 to 30m isobath, the
concentrations of NO3 -N and SRP were influenced by mixing water derived from the Qiongzhou Strait current in spring,
and by invasive water from South China Sea in autumn. In Zone III that was defined as the area over 30m isobath, the
concentrations of NO3 -N and SRP were influenced by invasive water from the South China Sea in the whole year. In
February and March, 2017, when the abundance of Pheaocystis globosa peaked in the Beibu Gulf, the NO3 -N /SRP ratio
at surface was much smaller than that at bottom (P<0.01) in the stations where colonies of P. globosa distributed. However,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NO3 -N /SRP ratio between the surface and bottom in the stations having no P.
globosa colonies (P>0.05). Therefore, the outbreak of P. globosa bloom in spring could be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difference in NO3 -N /SRP ratio between the surface and bott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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