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51 卷

海

第3期

2020 年

洋

与

湖

沼

Vol.51, No.3

OCEANOLOGIA ET LIMNOLOGIA SINICA

5 月

May, 2020

中国海海葵目(刺胞动物门: 珊瑚虫纲)物种
多样性与区系特点*
李

阳1, 2

徐奎栋1, 2, 3

①

(1.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海洋生物分类与系统演化实验室
2. 中国科学院海洋大科学中心

摘要

青岛

青岛

266071; 3. 中国科学院大学

266071;

北京

100049)

基于对中国海域海葵目 700 余条采集记录的分类整理和分析, 对中国海域的海葵物种多样

性与区系特点进行了总结。迄今共记录并核实了 81 个海葵目物种, 其中黄渤海有 29 种, 东海有 23
种, 南海有 55 种, 物种多样性呈“南海最高、黄渤海次之、东海最低”的分布格局。中国海海葵目
这一分布模式既与中国大多数海洋生物类群由北向南递增的物种多样性格局不同, 也不同于其所隶
属的珊瑚虫纲与刺胞动物门从赤道向两极明显减少的纬度梯度分布模式, 亦与全球海葵目物种多样
性由南北纬 30º—40º向低纬度热带海域和高纬度逐步降低的分布格局不同。本文将我国海城分布的
海葵进行了区系划分并分析了各海域海葵的区系特点,探讨了驱动海葵物种多样性分布的环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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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葵 隶 属 刺 胞 动 物 门 (Cnidaria) 、 珊 瑚 虫 纲

识 , 描 述 较 为 简 单 。 进 入 20 世 纪 , Stephenson 和

(Anthozoa)、六放珊瑚亚纲(Hexacorallia)。广义的海

Carlgren对整个海葵目及相关类群进行了系统研究,

葵包 括 海 葵 目(Actiniaria)、群 体 海 葵 目(Zoanthidea)

为后来的海葵分类奠定了基础。其中, Stephenson于

和珊瑚葵目(Corallimorpharia); 狭义的海葵仅指海葵

1918— 1950年 从 事 英 国 及 世 界 各 海 域 海 葵 的 研 究 ,

目物种, 为本文讨论的对象。海葵是最原始的后生动

Stephenson (1920—1922)系统论述了海葵目32科124

物类群之一, 其基因组蕴含着破解生命进化谜团、重

属及各主要类群之间的演化关系, 建立了较为完备

构 生 命 演 化 历 程 所 需 的 重 要 信 息 (Putnam et al,

的海葵分类体系。Carlgren于1893—1956年以100余篇

2007)。海葵的适应能力很强, 在从潮间带到深渊海

文章论述了世界各海区的海葵, Carlgren (1949)重新

底、从热带水域到两极海域的各种海洋环境中都有分

建立了海葵目分类系统, 并列出了42科200余属的鉴

布, 且在一些海域生物量很大, 是重要的生态类群。

别 特 征 与 物 种 组 成 。 20 世 纪 中 后 叶 , Hand (1954,

此外, 海葵能产生具防御和捕食作用的刺细胞, 刺细

1956)、England (1987, 1992)等分别研究了世界不同海

胞内富含神经毒素、细胞毒素和多种活性分子, 目前

区的海葵, 报道了很多物种。目前, 全球已记录海葵

对这些物质的开发与利用已成为海洋药物与活性物

目约50科、400属、1100余种(Fautin et al, 2007; Fautin,

质研究领域的热点。

2013); 其分类系统仍以Carlgren (1949)为主, 并参考

自Linnaeus (1758)报道第一种海葵——等指海葵
Actinia equina以来, 很多科学家对海葵进行了分类研
究。早期虽然报道了一些海葵新种, 但限于当时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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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ly等(2008)、Rodríguez等(2014)等分子系统学研究
的最新结论。
对中国海域海葵的分类研究, 可追溯到19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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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后 期 , Stimpson (1855)、 Verrill (1865)、 Carlgren
(1931, 1934)、England (1992)、Den Hartog等(1993)等
国外研究人员在南海(主要是香港海域)累计报道了约
22种海葵。在国内, 直到裴祖南(1982)才开始对海葵
进行分类研究, 发表了1个新种, 此后于1993—1996
年先后发表了5个新种, 于1998年出版了《中国动物
志 腔肠动物门 海葵目/角海葵目/群体海葵目》, 首
次对中国海葵做了系统研究, 共记录75种海葵。但由
于引用文献不足, 该书并没有囊括当时已报道的全
部中国海葵物种, 而且关于部分种的鉴定存在争议
(Fautin et al, 2000; Li et al, 2013)。目前在我国台湾地
区也只有5种海葵被报道, 且多出自生态学的调查报
告 (Lin et al, 2001), 仅 有 一 个 新 种 的 分 类 描 述
(Ardelean et al, 2004)。
中国海域生境多样, 海葵种类丰富, 但对其研究
不足, 澄清中国海海葵的物种多样性、明确其区系特
点非常重要。为此, 本研究查阅了国内外相关文献,
统计分析了中国海域海葵的700余条采集信息, 共整
理并核实了81种中国海海葵目物种, 发现了中国海
海葵目物种多样性呈“南海最高、黄渤海次之、东海
最低”的分布格局, 初步分析了驱动这一分布格局的
主要环境因素。

1

材料与方法
图1

本研究所用材料为中国科学院海洋生物标本馆

Fig.1

收藏的海葵标本, 包括1957—1959年全国海洋综合

中国海域采获海葵的站位分布图

Distribution of sea anemones obtained in the sea areas of
China

普查、1959—1960年以及1962年中越北部湾联合调
查、1975—1976年黄海污染调查、1975—1981年东

2

结果

海大陆架综合考察、1992年中韩黄海调查和2007—

2.1

2012年中国科学院近海海洋科学调查开放共享航次

中国海海葵目的种类组成与分布格局
通过对中国海域海葵信息进行的综合分析, 并

采集的标本, 以及在中国各沿海潮间带采集的标本,

参考国内外研究人员对中国海域海葵的报道, 当前

同时参考了国外研究人员在中国海域的报道, 共整

共整理鉴定中国海海葵目的 700 余条采集记录, 分属

理了中国海海葵目的700余条采集记录(采集站位见

于 24 科 49 属 81 种(图 1、表 1)。在种类上, 海葵科

图1)。

的最多, 有 13 属 30 种, 主要分布于中国各沿海潮间

基于上述标本, 本文查明了中国海海葵目的物

带与浅潮下带, 通常附着在岩石上或埋于泥沙中; 链

种 名 录 与 分 布 海 域 (表 1), 参 照 刘 瑞 玉 (2008)与 Liu

索海葵科有 8 种, 主要见于潮下带, 常与螺、寄居蟹

(2013)对中国海洋生物区系的划分, 将中国海海葵

等共栖; 列指海葵科有 6 种, 个体通常较大, 习见于

目划分为冷水种、暖水种和广温种(表2)。为分析驱

南海珊瑚礁生境。其他各科种类较少, 每科 1—4 种

动中国海葵目多样性的环境因素, 本文将海葵栖居

不等。

环境划分为近岸种(含潮间带和浅潮下带)、远岸种和
深水种(200m以深)。

在个体数量与生物量上, 潮间带或浅潮下带数
量 较 多 的 有 绿 侧 花 海 葵 (栖 居 于 黄 海 潮 间 带 岩 礁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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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朴素侧花海葵(栖居于黄东海潮间带岩礁生境)、

录, 东海有 23 种 180 余条记录, 南海有 55 种 200 余

中华近瘤海葵(栖居于潮间带沙滩)和纵条矶海葵(中

条记录, 物种数分别占中国海域总种数的 35.8%、

国各沿海广分布, 常集群出现)。潮下带生物量较大有

28.4%和 67.9%, 呈“南海最高、黄渤海次之、东海最

格氏丽花海葵与须毛高龄细指海葵(北黄海冷水种)、

低”的分布格局(图 3a)。在上述 81 种海葵中, 冷水种

日本美丽海葵(栖居于南黄海与东海潮下带)和伸展蟹

为 18 种, 暖水种为 60 种, 广温种为 3 种, 分别占中

海葵(南海近岸种)(图 2)。

国海海葵目物种数的 22.2%、74.1%和 3.7%, 暖水种

在海域分布上, 黄渤海海葵有 29 种 350 余条记
表1
Tab.1

占优势(表 2)。

中国海海葵目物种名录、分布海域与分布类型

Species name, distribution area, and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actiniarians from the China seas

中文名

英文名

爱氏海葵科

Edwardsiidae

颈领爱氏海葵

Edwardsia collaris

日本爱氏海葵

E. japonica

红领爱氏海葵

E. rubricollum

从海葵科

Actinernidae

华丽共正海葵

Synhalcurias elegans

正海葵科

Halcuriidae

卡氏正海葵

Halcurias carlgreni

甲胄海葵科

Actinostolidae

卡氏甲胄海葵

Actinostola carlgreni

黄渤海

东海

南海

分布类型

参考文献

+

9

Stimpson, 1855; Verrill, 1865, 1868

5

*
Stimpson, 1855;
Verrill, 1865, 1868

+
+

9

+

10

*

+

10

Fautin, 2013

+

+

8

*

+

+

15

*

海葵科

Actiniidae

等指海葵

Actinia equina

中华海葵

A. sinensis

+

9

Andres, 1883

胆小海葵

A. timida

+

9

Verrill, 1868

亚洲侧花海葵

Anthopleura asiatica

+

13

*

中国侧花海葵

An. chinensis

+

9

England, 1992

+

+

+

叉侧花海葵

An. dixoniana

+

11

England, 1987, 1992; Lin et al, 1992

汉氏侧花海葵

An. handi

+

+

12

*

不定侧花海葵

+

10

England, 1992

+

10

*

+

10

*; England, 1992

+

An. incerta

+

朴素侧花海葵

An. inornata

+

日本侧花海葵

An. japonica

+

绿侧花海葵

An. fuscoviridis

+

莫顿侧花海葵

An. mortoni

+

+

6

*

9

England, 1992

黑侧花海葵

An. nigrescens

9

England, 1987

太平洋侧花海葵

An. pacifica

+

6

*

青岛侧花海葵

An. qingdaoensis

+

7

裴祖南, 1995

斯氏侧花海葵

An. stimpsonii

黄侧花海葵

An. xanthogrammica

中华管海葵

Aulactinia sinensis

盘状多角海葵

Boloceropsis cf. platei

伸展蟹海葵

Cancrisocia expansa

武装杜氏海葵

Dofleinia armata

四色内展海葵

Entacmaea quadricolor

日本皮上海葵

Epiactis japonica

+

3

Verrill, 1869;
England, 1992
*

+

7

Li et al, 2012

+

12

*

+

9

裴祖南, 1998; *

+

13

*

13

黄将修等, 2006;
黄晖等, 2013

5

*

+
+

+
+
+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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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中文名

英文名

华美中海葵

Mesactinia ganensis

新加坡新瘤海葵

Neocondylactis singaporensis

+

+

亨氏近瘤海葵

Paracondylactis hertwigi

+

+

+

中华近瘤海葵

P. sinensis

+

+

+

洞球海葵

Spheractis cheungae

原共侧花海葵

Synanthopleura primus

格氏丽花海葵

Urticina grebelnyi

葵树海葵科

Actinodendridae

蓬松巨瘤海葵

Megalactis comata

亨普巨瘤海葵

M. hemprichii

滨瘤海葵科

Haloclavidae

脉络适风海葵

Anemonactis clavus

黄渤海

东海

南海

分布类型

参考文献

13

黄意筑等, 2004

11

*

11

*

13

*

+

9

*; England, 1992

+

9

England, 1992

5

*

+

+
+
+

+
+

9

Ardelean et al, 2004

13

**

15

*

乳头适风海葵

A. mazelii

+

2

*

中华滨瘤海葵

Haloclava chinensis

+

9

Carlgren, 1931

短角滨瘤海葵

H. brevicornis

+

9

Stimpson, 1855

瘤海葵科

Phymanthidae

疣瘤海葵

Phymanthus loligo

+

13

林明墩, 1999

+

13

Lin et al, 2001

柱瘤海葵

P. strandesi

列指海葵科

Stichodactylidae

卷曲异海葵

Heteractis crispa

+

13

Tu et al, 2003; Zhu et al, 2008

巨型异海葵

H. magnifica

+

13

黄晖等, 2013

巨型列指海葵

Stichodactyla gigantea

+

13

**

汉氏列指海葵

S. haddoni

+

13

平展列指海葵

S. mertensii

+

13

*
Zhu et al, 2008;
黄晖等, 2013

绒毡列指海葵

S. tapetum

+

13

*

+

13

**

+

8

**

花海葵科

Thalassianthidae

花海葵

Thalassianthus sp.

捕蝇草海葵科

Actinoscyphiidae

捕蝇草海葵

Actinoscyphia sp.

固边海葵科

Aiptasiidae

美丽固边海葵

Aiptasia pulchella

12

Chen et al, 2008

放射拟边海葵

Paraiptasia radiata

+

11

England, 1992

武装帕拉海葵

Paranthea armata

+

9

Verrill, 1868

隐花海葵科

Amphianthidae

好望角隐花海葵

Amphianthus capensis

隐花海葵

Amphianthus sp.

山醒海葵科

Andvakiidae

山醒海葵

Andvakia sp.

+

13

裴祖南, 1998

+

13

**

+

9

*

+

似花海葵

Flosmaris sp.

7

**

哈氏裸石海葵

Gymnophellia hutchingsae

+

9

England, 1992

棍棒潮池海葵

Telmatactis clavata

+

10

Li et al, 2013

+

13

*

漂浮海葵科

Boloceroididae

马氏漂浮海葵

Boloceroides mcmurrichi

纵条矶海葵科

Diadumenida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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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中文名

英文名

黄渤海

东海

南海

分布类型

参考文献

纵条矶海葵

Diadumene lineata

+

+

+

15

*

9

Li et al, 2013

7

*

+

11

*

+

9

裴祖南, 1996

滨海葵科

Halcampactinidae

中华植形海葵

Phytocoetes sinensis

斯氏海葵

Stephensonactis sp.

蠕形海葵科

Halcampidae

大蠕形海葵

Halcampella maxima

+
+
+

链索海葵科

Hormathiidae

银色美丽海葵

Calliactis argentacoloratus

日本美丽海葵

C. japonica

10

*

螅形美丽海葵

C. polypus

+

14

*

中华美丽海葵

C. sinensis

+

9

Verrill, 1869

西沙美丽海葵

C. xishaensis

+

9

裴祖南, 1996

侧突链索海葵

Hormathianthus tuberculatus

+

9

**

中华近丽海葵

Paracalliactis sinica

9

裴祖南, 1982

+

8

**

+

8

**

+

3

*

+

13

*

+

7

*

+

7

裴祖南, 1993

+

13

Verrill, 1869

+

10

Stimpson, 1855; Fautin, 2013

拟石栖海葵

Paraphelliactis sp.

卡多海葵科

Kadosactinidae

艾尔文海葵

Alvinactis sp.

细指海葵科

Metridiidae

须毛高龄细指海葵

Metridium sensile fimbriatum

线形海葵科

Nemanthidae

闪烁线形海葵

Nemanthus nitidus

八育海葵科

Octineonidae

八育海葵 1

Octineonidae 1

绿海葵科

Sagartiidae

青岛敏捷海葵

Actinothoe qingdaoensis

寄居蟹维氏海葵

Verrillactis paguri

未定科

Family incertae sedis

多彩气囊海葵

Physactis multicolor

+

+

+

+

+

+

注: *引自李阳(2013), **为本研究新纪录种; 分布类型: 冷水种包括: 1. 北寒温带种, 2. 北温带两洋种, 3. 北太平洋温带种, 4. 北太平洋两
岸种, 5. 西北太平洋温带种, 6. 黄海–日本特有北温带种, 7. 黄海特有种, 8. 深水种; 暖水种包括: 9. 东海/南海特有种, 10. 中-日特有种, 11. 西
太平洋种, 12. 环太平洋种, 13. 印度–西太平洋种, 14. 环热带种; 广温种包括: 15. 全球广布种

2.2

各海域海葵的种类组成与区系特点
中国海被划分为黄渤海、东海和南海, 每个海域

有各自的物种组成与区系特点, 具体分析如下。

10.3%。在水深分布上, 18 种为黄渤海近岸种(潮间带
和浅潮下带), 11 种为远岸种(陆架海)。
东 海 共 有 23 种 海 葵 , 占 中 国 海 域 总 种 数 的

黄渤海共有 29 种海葵, 占中国海域海葵物种数

28.4%。东海海葵主要包括海葵科 10 种、瘤海葵科 2

的 35.8%。该比例明显高于黄渤海海洋生物占中国海

种和链索海葵科 2 种。此外, 甲胄海葵科、葵树海葵

生物总数 7.1%的比例(Liu, 2013)。主要包括海葵科 18

科、固边海葵科、隐花海葵科、纵条矶海葵科、滨海

种和链索海葵科 2 种。此外, 爱氏海葵科、滨瘤海葵

葵科、蠕形海葵科、卡多海葵科和未定科各有 1 种。

科、山醒海葵科、纵条矶海葵科、滨海葵科、细指海

东海海葵冷水种有 2 种(深水种), 占东海海葵物种数

葵科、线形海葵科、八育海葵科和绿海葵科各有 1 种。

的 8.7%; 暖水种 19 种, 占比 82.6%; 广温种 2 种, 占

黄 渤 海 海 葵 冷 水 种 13 种 , 占 黄 海 海 葵 物 种 数 的

比 8.7%。在水深分布上, 16 种为东海近岸种, 5 种为

44.8%; 暖水种 13 种, 占比 44.8%; 广温种 3 种, 占比

远岸种, 2 种为深水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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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Fi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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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常见的海葵

Common sea anemones in the sea areas of China

注: a: 等指海葵 Actinia equina; b: 朴素侧花海葵 Anthopleura inornata; c: 绿侧花海葵 Anthopleura fuscoviridis; d: 伸展蟹海葵 Cancrisocia
expansa; e: 中华近瘤海葵 Paracondylactis sinensis; f: 格氏丽花海葵 Urticina grebelnyi; g: 纵条矶海葵 Diadumene lineata; h: 日本美丽海
葵 Calliactis japonica; i: 须毛高龄细指海葵 Metridium sensile fimbriatum; 标尺=10mm(d, f, h), 标尺=30mm(e)

南海共有 55 种海葵, 占中国海域总种数的 67.9%。

葵科、隐花海葵科、漂浮海葵科、纵条矶海葵科、蠕形

南海海葵主要包括爱氏海葵科 2 种、海葵科 20 种、滨瘤

海葵科、卡多海葵科、绿海葵科和未定科各有 1 种。南海

海葵科 3 种、列指海葵科 6 种、固边海葵科 2 种、山醒

海葵冷水种 5 种, 占南海海葵物种数的 9.1%; 暖水种 48

海葵科 3 种和链索海葵科 6 种。此外, 从海葵科、正海

种, 占比 87.3%; 广温种 2 种, 占比 3.6%。在水深分布上,

葵科、甲胄海葵科、葵树海葵科、花海葵科、捕蝇草海

33 种为南海近岸种, 17 种为远岸种, 5 种为深水种。

图3
Fig.3

中国各海域海葵目(a)、珊瑚虫纲与刺胞动物门(b)的物种数

Species number of the order Actiniaria(a), the class Anthozoa and the phylum Cnidaria(b) recorded from
the different sea areas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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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由此可见, 中国海的冷水种主要分布在黄渤海,

湖

水深跨度大, 是海葵多样性的重要驱动因素。

占比 72.2%, 在东海与南海仅报道 5 个冷水种(占比
27.8%), 主要发现于 200m 以深的海底。与此相反, 暖

51 卷

沼

表2

中国海海葵目物种的分布类型

Tab.2 Distribution types of actiniarians in the sea areas of China

水种在中国海域由北向南逐渐增加, 在南海达到最

分布类型

物种数(种)

大, 占中国海暖水种的 80.0%。在深度分布上, 中国

冷水种

18

海海葵以近岸种为主(49 种), 远岸种次之(27 种), 深

1 北寒温带种

0

2 北温带两洋种

1

3 北太平洋温带种

2

4 北太平洋两岸种

0

5 西北太平洋温带种

3

水种较少(5 种)。
2.3

驱动海葵目分布的环境因素
中国海海葵目物种多样性分布格局是由各海域

的生境差异决定的, 主要包括水温、底质类型、深度
等因素。黄海由于冷水团的存在保存了一些海葵冷水

6 黄海–日本特有北温带种

2

7 黄海特有种

6

种, 贡献了近半数的黄渤海海葵物种多样性(44.8%)。

8 深水种

4

该比例略高于黄海冷水性大型底栖动物占黄海大型

暖水种

60

底栖动物物种数的比例(41.3%)。而且有些海葵的生

9 东海/南海特有种

22

物量非常大, 其中须毛高龄细指海葵与格氏丽花海

10 中–日特有种

9

葵是冷水团的优势种之一。水温对这些冷水性生物的

11 西太平洋种

5

作用非常明显, 限制了它们向低纬度的扩布。此外,

12 环太平洋种

3

黄渤海沿岸底质类型多样, 包含大量的岩礁底、泥滩

13 印度–西太平洋种

20

14 环热带种

1

广温种

3

15 全球广布种

3

总计

81

和沙滩, 生长有丰富的暖水种和广温种。
东海受黑潮暖流和台湾暖流的影响, 基本是温
暖海域。因此同其他类群一样, 海葵以暖水种为主
(82.6%), 冷水种很少(仅 2 种深水种)。同其他海域相
比, 东海既缺少黄海拥有的冷水海葵, 也缺少南海拥
有的热带种; 而且东海近半的暖水种(9 种)在黄海有

3

讨论

分布, 半数以上的物种(13 种)在南海有分布, 不同的

中国海域辽阔, 跨越从热带到温带的 38 个纬度

物种较少(仅 7 种)。东海潮下带多沙质和泥沙质, 泥

(3°30′— 40°50′N), 海 洋 生物 多 样 性 高 , 既 有 隶 属 印

质生境相对较少, 仅 5 种远岸种, 远低于黄海的 11 种,

度-西太平洋区系的南海和东海的暖水种, 又有隶属

是导致东海海葵物种多样性低的主要因素之一。

北太平洋温带区系的黄渤海的冷水种, 物种总数由

南海位于西太平洋热带, 地理环境复杂, 生境多

北向南显著增加(刘瑞玉, 2008; Liu, 2013)。目前, 在

样性高, 产生了南海海葵的高物种多样性。首先, 南

中国海域共记录刺胞动物 1557 种, 其中黄渤海、东

海属温暖的热带海域, 接受了海洋生物多样性最高

海、南海物种数分别为 192、565 和 1144 种, 各占刺

的珊瑚大三角海域扩布而来的暖水物种, 拥有丰富

胞动物物种总数的 12%、35.8%和 73%。中国海域共

的热带特有海葵物种。如列指海葵科 Stichodactylidae

记录珊瑚虫纲 898 种, 其中黄渤海、东海、南海物种

为热带类群, 在南海记录的 6 个物种全都分布于热带

数分别为 65、175 和 675 种, 分别占中国海珊瑚虫纲

印度-西太平洋近岸海域, 而不出现于东海和黄渤海。

总种数的 7%、19%和 75%。由此可见, 中国海域的

其他物种如伸展蟹海葵 Cancrisocia expansa、四色内

刺胞动物与珊瑚虫纲物种数同样是从高纬度向低纬

展 海 葵 Entacmaea quadricolor 、 棍 棒 潮 池 海 葵

度显著增加(图 3b)。

Telmatactis clavata 、 马 氏 漂 浮 海 葵 Boloceroides

然而, 中国海的海葵目物种多样性却呈“南海最

mcmurrichi、 螅形美丽海葵 Calliactis polypus 等也具

高、黄渤海次之、东海最低”的分布格局, 该格局既

有同样严格的分布界限。其次, 南海底质类型多样,

与其隶属的珊瑚虫纲与刺胞动物的多样性分布模式

拥有大量包括珊瑚礁在内的岩礁底以及泥滩和沙滩,

不同, 也不同于中国海大多海洋生物类群的多样性

适合各种附着类型海葵生活。而且, 珊瑚礁、红树林

分布模式, 同样与全球海洋生物的物种多样性从热

等生境也为海葵营造了独特的栖居环境。此外, 南海

带向两极减少的纬度梯度分布截然不同(Tittensor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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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2010)。从全球尺度上, 海葵目的物种多样性分布

性。同期, 在东海舟山群岛(4 种)与福建漳州(2 种)、

格局是南北纬 30º—40º最高, 向低纬度热带海域和高

东山岛潮间带(5 种)的调查结果也显示了很低的物种

纬度逐步降低, 在两极海域达到最低, 但驱动形成的

多样性。另外, 作者研究团队于 2007—2013 年搭乘

因素不详(Fautin et al, 2013)。我国 30º—40ºN 的海域

“中国近海海洋科学考察开放共享航次”对黄海和东

基本处于黄渤海和杭州湾以北的东海海域, 而该处

海潮下带调查中, 分别采到 7 种和 5 种海葵, 东海的

的海葵物种多样性显著低于南海。因此, 海葵目物种

物种多样性同样低于黄海; 其中, 2012 年秋季航次对

多样性分布格局无论是在中国海还是全球尺度上均

黄海和东海开展了近乎同等强度的采样调查, 在黄

十分独特。

海采到 4 种海葵, 而东海仅采到 2 种。因此, 对各海

海葵的这一分布模式说明, 海葵对温度的适应

域调查程度的差异虽然会影响对海葵多样性分布的

能力很强, 温度并非控制海葵分布的唯一决定因素。

分析, 但基本不会改变对中国海海葵目物种多样性

底质作为海葵的附着载体, 其异质性直接影响一个

“南海最高、黄海次之、东海最低”这一分布格局的

海域海葵的物种多样性。通常, 在中国近海, 栖居于

判定。综上, 基于长期历史资料的综合分析和针对性

岩礁等硬底的海葵物种多样性明显高于沙质生境,

调查所获得的结果, 可基本反映我国海域的海葵物

而泥质生境的多样性介于二者之间。以东海南麂列岛

种多样性与区系特点。

潮间带为例, 发现的四种海葵均生活于岩礁, 其中一
种可栖居于泥质中的石块上, 而在沙质中则并未发

4

结论

现。另外, 水深也是影响海葵分布的一个重要因素,

目前在中国海域共记录 81 个海葵目物种, 其中

深水海葵与浅水海葵的分布界限比较明显, 很少有

黄渤海有 29 种, 东海有 23 种, 南海有 55 种, 物种多

海葵物种同时栖居于浅水和深水环境, 而一些深水

样性呈“南海最高、黄渤海次之、东海最低”的分布

海葵却可以从两百米左右向下延伸至数千米。当然,

格局。海葵目这一分布模式既与中国大多数海洋生物

深度与温度和压力等是相关联的, 协同对生物的环

类群物种多样性由北向南递增的格局不同, 也与全

境适应及分布起作用。海葵对盐度的要求较为苛刻,

球海葵目物种多样性由南北纬 30º—40º向低纬度热

目前仅发现少数海葵生活在河口附近, 尚无海葵可

带海域和高纬度逐步降低的分布格局不同。中国海域

以在淡水存活; 国内对河口海葵调查很少, 未发现仅

的海葵物种中, 冷水种有 18 种, 暖水种 60 种, 广温

分布于半咸水的物种。

种 3 种, 分别占中国海海葵目物种数的 22.2%、74.1%

对各海域的海葵调查程度不同, 可能影响对海

和 3.7%, 暖水种占优势。驱动中国海海葵物种多样性

葵分布格局的分析。以香港及周边海域的海葵多样性

分布的最主要环境因素按其重要性依次为水温和底

研究为例, 自 19 世纪中叶以来, 多位国外研究人员

质类型。

在此开展过研究, 报道了 20 余种南海海葵, 包括许
多新物种, 而这些新物种在其他地方鲜有记录。国内
研究人员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对中国近海尤其是
黄海海域进行了大量调查, 报道了一些新物种和新

致谢 谨将此文献给已故的海洋生物学家刘瑞玉先
生(1922—2012 年), 以感谢其生前对第一作者学业的
指导。

纪录种, 极大地丰富了黄渤海海葵物种多样性。而对
东海与台湾周边海域海葵的报道与保存样品相对较
少, 且有少数物种(如武装杜氏海葵)在南黄海和南海
均有报道, 但在东海却尚未被记录。
那么, 东海海葵的物种多样性低于黄海是其多
样性格局的真实反映, 还是由于调查研究不足所
致？针对这一问题, 作者近年来对东海的潮间带和
潮下带进行了实地调查。于 2013—2014 年对东海南
麂列岛 20 个岛屿潮间带不同生境(岩礁、沙质和泥质
滩涂)的调查发现, 该海域仅存在 4 种海葵, 明显低于
黄海青岛(8 种常见海葵)或其他潮间带的物种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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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ES DIVERSITY AND FAU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ORDER
ACTINIARIA (CNIDARIA: ANTHOZOA) IN THE SEAS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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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more than 700 records of the order Actiniaria Hertwig, 1882 collected from the seas of China, the
species diversity and faunal characteristics of sea anemones are summarized. A total of 81 species are recognized, and the
highest diversity is found in the South China Sea (55 species), next in the Yellow Sea (29 species), and the least in the East
China Sea (23 species). The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actiniarians is different from the common pattern of marine species
diversity that increases from the north to the south in the sea areas of China, and different from the latitudinal gradient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Anthozoa and Cnidaria to which sea anemones belong. It is also different from the global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actiniarians that the greatest species richness is located in 30°—40°N and 30°—40°S, fewer in
tropical latitudes and the fewest species in polar areas. Furthermore, the faunal communities of the Chinese actiniarians
were analyzed, which include 18 cold water species, 60 warm water species and 3 eurythermal species. The faunal
characteristics of sea anemones and the environmental factors driving the species diversity in the seas of China are
reviewed additionally.
Key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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