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52 卷

海

第2期

2021 年

洋

与

湖

沼

Vol.52, No.2

OCEANOLOGIA ET LIMNOLOGIA SINICA

3 月

Mar., 2021

中国海洋浮游植物和赤潮物种的生物多样性
研究进展(二): 东海*
陈楠生1, 2, 3
(1.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生态与环境科学功能实验室

海洋生态与环境科学重点实验室
青岛

陈

阳1, 2, 3, 4

青岛

266071; 2. 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试点国家实验室

266237; 3. 中国科学院海洋大科学研究中心

青岛

266071; 4. 中国科学院大学

海洋
北京

100049)

摘要

东海海域是我国典型的赤潮频发区, 东海沿海的水产养殖业和生态系统等都受到很大影响。

本文分析了 1958—2019 年间东海海域内 67 个浮游植物调查数据, 通过比较东海海域浮游植物物种调
查获得的历史数据, 重点分析赤潮及赤潮物种的组成, 并对相关数据进行剖析和解读。共统计出东海
海域浮游植物 773 种(包括 65 个变种), 其中棕鞭藻门 470 种(包含 42 个变种), 甲藻门 253 种(包含 23
个变种)。这些浮游植物中包括了赤潮物种 135 个, 其中棕鞭藻门 73 个物种, 甲藻门 56 个物种, 定鞭
藻门和蓝藻门各 3 个物种。比较发现该海域硅藻和甲藻的相对物种丰富度并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本
文分析结果可为东海海域和其他海域浮游植物和赤潮物种生物多样性的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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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藻华(Harmful algal blooms, HABs)是指海洋

以上属于甲藻门(Lassus et al, 2016)。我国近岸海域中

和淡水环境中一些微微藻、微藻、大型藻类、海洋细

的赤潮生物物种也很多。郭皓(2004)列举了 101 种中

菌或原生动物(比如红色中缢虫)的暴发性增殖, 从而

国近海常见赤潮生物。黄海燕等(2016)汇总出 2001—

产生对生态环境和人类社会危害的现象(Berdalet et

2013 年在我国近海海域引发赤潮的生物 60 种。本文

al, 2017; 俞志明等, 2019)。在海洋生态环境中, 常见

综述东海海域浮游植物和赤潮物种的生物多样性研

的有害藻华包括“赤潮(red tide)”、“褐潮(brown tide)”、

究进展。

“ 绿 潮 (green tide)” 和 “ 金 潮 (golden tide)” 等 类 型
(Anderson et al, 2012; Smetacek et al, 2013; 于仁成等,

1

东海的基本环境特征

2020)。藻类的暴发性增殖本属于生态系统中一种正

东海是东中国海(East China Sea)的简称, 面积约

常的自我调节, 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水产养殖业和

为 77 万多 km2, 其中 2/3 的海区处在水深不到 200 m

海洋渔业。但是, 随着人类活动的加剧和气候变化对

的大陆架上, 位于中国、韩国和日本之间, 与中国的

海洋环境的影响加剧, 藻华暴发已经从一种正常的

沪、浙、闽、台 4 省市相邻, 东与西太平洋隔宫古海

自然现象逐渐演变为异常的生态灾害(梁松等, 2000;

峡相望, 南与中国南海相接, 北与中国黄海相汇, 并

俞志明等, 2019)。迄今全球已报道的赤潮物种有 300

经对马海峡与日本海相连(Chu et al, 2005; 叶林安等,

多种, 其中超过 173 种可产生强效藻毒素或其他有害

2017)。除了世界第三长河长江, 还有钱塘江、瓯江和

物质 (林森杰等, 2019)。在这 170 种赤潮物种中, 2/3

闽江等江河注入东海, 向东海输入了大量的营养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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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该海域成为世界上初级生产力最高的海区之一

种的分布和暴发创造了适宜的环境条件。台湾暖流是

(Milliman et al, 1984; 郭术津等, 2012)。

黑潮的一个分支, 台湾暖流从台湾海峡北上, 将高温

东海海域广阔, 洋流复杂(Zhao et al, 2019), 受

高盐的海水带向长江口外海域, 非常适合于东海原

长江冲淡水(Changjiang Diluted Water, CDW)、苏北沿

甲藻的生存和生长(Xu et al, 2010)。有学者认为台湾

岸流(Yellow Sea Coastal Current, YSCC)、闽浙沿岸流

暖流为东海原甲藻的暴发提供了必要的环境条件和

(Min Zhe Coastal Current, MZCC)、台湾暖流(Taiwan

藻种补充, 是东海原甲藻赤潮的“海上种子库”(Dai et

Warm Current, TWC)和黑潮(Kuroshio Current, KC)及

al, 2013)。此外, 上海、浙江和福建均是经济发达区

黑潮分支(Kuroshio Branch Current, KBC)的交互影响

域, 东海也是重要船运航线的交互区, 国际贸易往来

(图 1)。陆源的河流汇入和人类活动为东海带来了丰

繁多, 由此带来的各大洋的压舱水无疑会影响该海

富的营养盐, 同时, 复杂的洋流活动也为东海赤潮物

域浮游植物物种组成, 尤其是赤潮物种的组成。

图1
Fig.1

东海海域的地理位置以及洋流分布(修改自 Zhao et al, 2019)

The geographical location and ocean currents of the East China Sea (modified from Zhao et al, 2019)

注: YSCC: 苏北沿岸流; CDW: 长江冲淡水; MZCC: 闽浙沿岸流; KBC: 黑潮分支; TWC: 台湾暖流; KC: 黑潮

赤潮的暴发和消亡过程是生物、温度、盐度、营

月份温度整体最高, 温度分布特征呈现西北低东南

养盐和洋流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周名江等,

高的态势(邱欢, 2017)。长江口附近海域有一个明显

2006; 郭皓等, 2015)。通过分析 1981—2010 年 30 年

南向的低温区, 温度范围为 17—20°C, 冲绳海槽附

间东海平均表层水温数据, 发现东海大陆架表层海

近沿着陆架边缘有一个明显的高温区, 温度范围为

水温度范围为 17.0—25.5°C, 2 月份温度整体最低, 8

24—2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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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年间东海平均盐度值变化范围约为 26.25—

2017)。近几十年来, 长江口及邻近海域的营养盐输入

34.50, 盐度值在 1—4 月较高, 5—8 月较低(徐芬等,

比例发生显著改变, 表现为 N/P 和 N/Si 逐渐升高(Zhu

2019)。东海盐度分布与温度类似, 同样呈现西北低东

et al, 2014)。长江口及其邻近海域出现水体富营养化

南高的特征, 长江口附近海域出现最小盐度值, 冲绳

以及 Si 限制和 P 限制, 由此造成非硅藻类浮游植物异

岛及邻近海域的盐度较高, 盐度值由东海大陆架向

常繁殖, 大面积的赤潮连年暴发(Liu et al, 2013)。

西北太平洋呈现出递增的趋势(徐芬等, 2019)。
通 过 对 2004 — 2018 年 15 年 间 东 海 叶 绿 素

2

东海的赤潮和赤潮物种研究

(Chlorophyll a)浓度分布特征分析, 发现东海叶绿素

东海海域是赤潮事件频发地区之一(朱虹等,

浓度呈现从近岸至外海逐级降低的地域分布特征,

2009; Ou et al, 2015)。东海赤潮既有无毒藻华灾害包

说明近岸的浮游植物生产力明显高于外海(江杉等,

括东海原甲藻(Prorocentrum donghaiense)赤潮和中肋

2020)。此外, 东海叶绿素浓度的季节性波动特征也很

骨条藻(Skeletonema costatum)赤潮等, 也有有毒的包

3

明显, 春季中国沿岸浓度范围在 4—5 mg/m 之间, 长

括米氏凯伦藻(Karenia mikimotoi)赤潮和多种亚历山

江口近岸附近出现小范围的高叶绿素浓度区域。夏季

大藻(Alexandrium spp.)赤潮等(周名江等, 2006)。有毒

东海叶绿素浓度整体最低, 但由于长江径流等原因,

赤潮会对人类身体健康产生毒害作用。发生在东海的

长江口海域叶绿素浓度仍然高于其他区域。秋季时期

藻华中, 很多赤潮物种分泌的藻毒素可以通过食物

东海沿岸上升流减弱, 沿岸叶绿素浓度高于 5 mg/m3,

链传递给人类。国内外均有因误食含有藻毒素贝类而

由于温度降低和海水混合度较好, 东海海域在冬季

致死的报道(周名江等, 2006; 于仁成等, 2016; 林森

的整体叶绿素浓度最高(江杉等, 2020)。

杰等, 2019)。

东海海域的营养盐受复杂的洋流影响, 同时也

有关东海赤潮的报道最早可以追溯到 1933 年发

与 陆 源 输 入 密 不 可 分 ( 高 生 泉 等 , 2004; 米 铁 柱 等 ,

生在镇海至台州和石浦一带的夜光藻赤潮(费鸿年,

2012)。通过对 2015 年东海四季各水层磷酸盐、无机

1952), 而后周贞英报道了 1959 年在福建省平潭岛海

氮、硅酸盐的分布特征分析, 发现东海营养盐含量呈

域暴发的两次束毛藻赤潮(周贞英, 1962)。仅 2000—

现由表层至底层逐渐升高趋势, 且均值最高值都在

2019 的 20 年间就发生至少 748 次赤潮灾害, 累计面

底层, 营养盐浓度基本呈现由西向东递减的趋势(叶

积多达 117876.7 km2 (图 2)。其中 2001—2010 的十年

林安等, 2017)。2015 年东海区营养盐分布具有明显的

间东海区域赤潮灾害严重, 2003—2006 和 2008 年的

季节变化规律, 磷酸盐和无机氮的含量冬季最高, 春

累计灾害面积都在 12000 km2 以上。尽管最近 10 年

季最低, 硅酸盐的含量夏季最高, 春季最低(叶林安等,

赤潮暴发频次和面积有降低趋势(卓鑫, 2018), 但是

图2
Fig.2

东海近 20 年来赤潮暴发次数和面积(根据 2000—2019 年中国海洋灾害公报)

The number and area of red tides in the ECS in the past 20 years (from Bulletin of China Marine Disaster of 2000—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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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损失仍然很大。2012 年以米氏凯伦藻为主的赤潮

调查数据, 以及赤潮暴发研究, 全面汇总分析了东海

过程造成福建和浙江沿岸的直接经济损失达 20.15 亿元

赤潮物种, 为东海海域赤潮物种的研究提供参考。

(陈宝红等, 2015)。东海赤潮的暴发具有明显的季节特
征, 春季和夏季暴发频次和面积最高, 一般从 4 月份开
始, 并在 5—6 月份到达顶峰, 随后开始明显下降。

3

东海浮游植物调查研究概述
在对已发表文献的进行梳理的基础上, 本文总

针对东海海域赤潮的研究, 多集中在赤潮高发

结了 1958—2019 年东海海域针对浮游植物的 67 个调

海域, 对东海整体海域的普查研究较少。王金辉(2002)

查结果(附表 1)。这些调查结果多以海上航次调查为

总 结 出 长 江 口 邻 近 海 域 赤 潮 物 种 68 种 ( 王 金 辉 ,

主, 少数是在港口、岸边及岛礁附近通过人工采集海

2002)。朱虹等(2006)在针对浙江海域的航次调查中检

水的方式进行调查。对浮游植物物种的鉴定多采用传

测出赤潮生物 69 种(朱虹等, 2009)。姚炜民等(2006)

统的 Utermöhl 方法, 少数使用流式细胞仪和宏条形

汇总出 2002—2004 年浙江南部海域赤潮生物 47 种

码鉴定等方式进行鉴定。调查时间跨度达 62 年, 四

(姚炜民等, 2006)。许翠娅等(2010)总结了 1962—2008

季均有调查数据, 春季和夏季调查次数较多, 采样海

年间福建沿岸海域的潜在赤潮生物 124 种(许翠娅等,

域面积涉及广阔, 覆盖了长江口, 杭州湾, 浙江及福

2010)。以往的赤潮物种名单汇总多集中于近岸海域,

建沿岸赤潮高发区(图 3), 对研究东海海域浮游植物

东海海域的赤潮物种组成情况尚缺少较为全面的报

多样性, 尤其是赤潮物种的生物多样性具有很高的

道。因此, 本文通过综述针对东海海域浮游植物物种

参考价值。

图3
Fig.3

东海历史航次调查站位的分布范围

Sampling areas covered in all recorded expeditions in the E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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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 1958—2019 年间东海海域的 67 个浮游植物

(Pseudo-nitzschia delicatissima)、夜光藻、旋链角毛藻

调查, 以及费鸿年最早报道的 1933 年浙江沿岸的夜

(Chaetoceros curvisetus)、尖刺拟菱形藻(Pseudo-nitzschia

光藻(Noctiluca scintillans)赤潮和周贞英报道的 1959

pungens)、圆海链藻(Thalassiosira rotula) (图 4c)。值得

年福建沿岸的红海束毛藻(Trichodesmium erythraeum)

注意的是, 这 10 种最优势的浮游植物都是赤潮物种。

赤潮, 共汇鉴定到 773 种浮游植物物种(包括 65 个变

在进行浮游植物物种名单整理过程中, 我们也

种)和 60 个鉴定到属的未定物种(附表 2)。这些浮游

发现了一些问题并进行了修订, 包括使用不规范的

植物分属 7 个门, 其中棕鞭藻门(Ochrophyta)有 470

物种名称和拼写错误等。综合分析过去 62 年的东海

个物种(包含 42 个变种)和 41 个未定物种, 甲藻门

浮游植物调查结果, 发现不同调查航次的研究目的

(Dinoflagellata)有 253 个物种(包含 23 个变种)和 13

并非普查所有的浮游植物和赤潮物种, 而只针对某

个未定物种, 定鞭藻门(Haptophyta)有 41 个物种 2 个

些浮游植物, 比如只跟踪某 1—2 个赤潮物种(Ji et al,

未定物种, 绿藻门(Chlorophyta)有 3 个物种和 2 个未

2018; Zhang et al, 2019a)。为了获得较为客观的统计

定物种, 蓝藻门(Cyanophyta)有 3 个物种和 1 个未定

结果, 本文在比较分析时只选择了 67 个调查中鉴定

物种, 隐藻门(Cryptophyta)有 2 个物种和 1 个未定物

到 10 个或以上物种的调查。满足这些条件的调查航

种, 裸藻门(Euglenophyta)有 1 个物种。

次共有 36 个。本文分析了上述 36 个东海航次中浮游

在历史调查数据中, 棕鞭藻门的物种数最多, 占

植物物种的组成相似性(图 5a)。航次分析结果显示不

比高达 61.34%, 其次是甲藻门, 占比达 31.93% (图

同航次鉴定到的物种有很大的差异, 没有一个物种

4a)。在这 67 个调查结果中, 优势浮游植物的物种有

是所有 36 个航次调查都鉴定到的。造成这些差异的

93 个(图 4b), 其中出现频次较多的物种有东海原甲

原因很多, 除了每个航次调查的目的不同以外, 各航

藻 、 中 肋 骨 条 藻 、 菱 形 海 线 藻 (Thalassionema

次的采样站位不同, 航次时间长短不一, 航次的季节

nitzschioides)、具槽帕拉藻(Paralia sulcata)、洛氏角毛

变化, 物种鉴定人员的经验和鉴定方法等等都可能

藻 (Chaetoceros

是造成差异的原因。

lorenzianus) 、 柔 弱 拟 菱 形 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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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海域浮游植物物种组成

The composition of phytoplankton species in the ECS

注: a. 根据历年东海航次调查汇总的浮游植物物种组成情况; b. 东海历年调查结果中的优势浮游植物物种词云图(出现频次>1); c. 东海
历年调查结果中的优势浮游植物物种柱状图(出现频次>1)

有学者认为东海近岸海域的浮游植物优势种正
由过 去 的硅 藻向 甲 藻转 变(李云 等, 2007; Li et al,
2007; Zhou et al, 2017; 黄海燕等, 2018), 并认为这种

布与适应性研究等都将取得很大突破。

4

东海海域的赤潮物种

现象可能与该海域营养盐含量变化相关(Li et al, 2007;

东海海域 1958—2019 年间 67 个航次共鉴定出东

黄海燕等, 2018)。为了进一步探讨东海海域硅藻和甲

海海域赤潮物种 135 个(表 1), 分属于 4 个门, 其中棕

藻组成的变化趋势, 本文对上述 44 个航次的调查结果

鞭藻门 73 个物种, 甲藻门 56 个物种, 定鞭藻门 3 个

进行了硅藻和甲藻组成比例分析(图 5b), 除了 3 个航

物种, 蓝藻门 3 个物种。本文汇总得到的 135 个赤潮

次文献是专注于报道甲藻物种组成之外, 未发现有明

物种数多于以前关于东海赤潮物种报道的数目, 表

显的甲藻物种比例上升和|硅藻物种比例下降的情况。

明有些赤潮物种具有很强的时空偏好, 只在特定的

物种组成的比例变化是衡量浮游植物在东海海域内群

时空范围内出现。在历史航次调查中, 至少在 5 次或

落结构变化的一个重要参数, 但传统的技术手段很难

以上的航次调查中鉴定到的常见赤潮物种有 50 个(表

准确和定量的分析东海海域的浮游植物组成及演替,

1)。春季是东海海域赤潮频发季节, 有 130 个赤潮物

随着宏条形码分析和组学技术的广泛应用(陈楠生,

种在春季出现。一年四季都有发现的赤潮物种也多达

2020), 东海海域浮游植物的遗传多样性、生物地理分

113 个。在所有调查结果中, 这些赤潮物种形成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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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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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历史调查中浮游植物组成的比较分析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phytoplankton composition in historical voyages in the ECS

注: a. 东海各个航次鉴定到的浮游植物物种 Venn 图比较分析(每个调查至少记录 10 个物种); b. 东海各个航次鉴定到的浮游植物中硅藻
和甲藻的比例变化(只包括了硅藻和甲藻的物种数总和至少为 10 的调查)

种或者暴发形成灾害的有 61 个(图 6a), 出现频次较

rDNA 序列(>1600 bp)构建了系统进化树(图 6c), 发现

高的有东海原甲藻、中肋骨条藻、菱形海线藻、具槽

这 135 个赤潮物种中只有 100 个可以查到对应分子标

帕拉藻、柔弱拟菱形藻、洛氏角毛藻等(图 6b)。

记信息, 说明现有的数据库中赤潮物种的全长 18S

本文根据物种名查找 NCBI 库中对应的全长 18S

rDNA 序列数据还很有限。因此, 丰富浮游植物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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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1
中文名

洋

与

湖

52 卷

沼

东海历史航次常见赤潮物种名录

Common red tide species identified in expeditions in the ECS

拉丁名

门

航次出现次数

调查季节

血红阿卡藻

Akashiwo sanguinea

甲藻

4

四季

链状亚历山大藻

Alexandrium catenella

甲藻

5

四季

微小亚历山大藻

Alexandrium minutum

甲藻

1

四季

塔玛亚历山大藻

Alexandrium tamarense

甲藻

1

春, 夏, 秋

二齿双管藻

Amphisolenia bidentata

甲藻

3

四季

冰河拟星杆藻

Asterionellopsis glacialis

棕鞭藻

4

四季

派格棍形藻

Bacillaria paxillifera

棕鞭藻

5

四季

锤状中鼓藻

Bellerochea malleus

棕鞭藻

4

四季

双角角管藻

Cerataulina bicornis

棕鞭藻

1

四季

海洋角管藻

Cerataulina pelagica

棕鞭藻

2

四季

短角角藻

Ceratium breve

甲藻

4

四季

偏转角藻

Ceratium deflexum

甲藻

3

四季

叉状角藻

Ceratium furca

甲藻

10

四季

梭状角藻

Ceratium fusus

甲藻

12

四季

大角角藻

Ceratium macroceros

甲藻

5

四季

马西里亚角藻

Ceratium massiliense

甲藻

5

四季

三叉角藻

Ceratium trichoceros

甲藻

4

四季

三角角藻

Ceratium tripos

甲藻

11

四季

窄隙角毛藻

Chaetoceros affinis

棕鞭藻

7

四季

大西洋角毛藻

Chaetoceros atlanticus

棕鞭藻

3

四季

参考文献
(孙军等, 2009; 郭术津, 2012; 叶又
茵, 2013; 陈田田等, 2019)
(王朝晖等, 2003; 姚炜民等, 2006;
郭术津, 2012; 叶又茵, 2013; 陈田
田等, 2019)
(陈田田等, 2019)
(陈田田等, 2019)
(毛兴华等, 1984; 林金美, 1990; 郭
术津, 2012)
(孙军等, 2009; 郭术津, 2012; 周茜
茜等, 2015; Chai et al, 2020)
(何青等, 2007; 郭术津, 2012; 叶又
茵, 2013; 刘亚林等, 2016; Huo et
al, 2018)
(李雅琴等, 1990; 张志道等, 1996;
郭术津, 2012; 周茜茜等, 2015)
(郭术津, 2012)
(郭术津, 2012; Huo et al, 2018)
(林金美, 1990; 张志道等, 1996; 郭
术津, 2012; 王瑜等, 2016)
(毛兴华等, 1984; 张志道等, 1996;
郭术津, 2012)
(毛兴华等, 1984; 李雅琴等, 1990;
林金美, 1990; 张志道等, 1996; 姚
炜民等, 2006; 王雨等, 2009; 孙军
等, 2009; 栾青杉等, 2010a; 郭术
津, 2012; 周茜茜等, 2015; 王瑜等,
2016; 陈田田等, 2019)
(毛兴华等, 1984; 林金美, 1990; 张
志道等, 1996; 孙军等, 2009; 宋书
群, 2010;栾青杉等, 2010a; 郭术
津, 2012; 叶又茵, 2013; 赵其彪等,
2015; 王瑜等, 2016; 刘亚林等,
2016; 陈田田等, 2019)
(林金美, 1990; 张志道等, 1996; 孙
军等, 2009; 郭术津, 2012; 叶又茵,
2013)
(毛兴华等, 1984; 林金美, 1990; 张
志道等, 1996; 郭术津, 2012; 刘亚
林等, 2016)
(林金美, 1990; 毛兴华等, 1984; 张
志道等, 1996; 刘亚林等, 2016)
(毛兴华等, 1984; 林金美, 1990; 张
志道等, 1996; 蔡燕红等, 2002; 丁
昌玲等, 2009; 孙军等, 2009; 宋书
群, 2010; 郭术津, 2012; 叶又茵,
2013; 刘海娇等, 2015; 刘亚林等,
2016)
(李雅琴等, 1990; 张志道等, 1996;
郭术津, 2012; 叶又茵, 2013; 周茜
茜等, 2015; Chai et al, 2020)
(张志道等, 1996; 郭术津, 2012; 周
茜茜等,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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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中文名

拉丁名

门

航次出现次数

调查季节

参考文献

扭角毛藻

Chaetoceros convolutus

棕鞭藻

1

四季

(周茜茜等, 2015)
(张志道等, 1996; 王丹等, 2008a; 王
雨等, 2009; 朱虹等, 2009; 孙军等,
2009; 赵冉等, 2009, 2010; 宋书群,
2010; 郭术津, 2012; 叶又茵, 2013;
刘海娇等, 2015; 周茜茜等, 2015; 赵
其彪等, 2015; Zhang et al, 2015; 刘亚
林等, 2016; Chen et al, 2016; Chai et
al, 2020)
(张志道等, 1996; 郭术津, 2012; 叶又
茵, 2013; 周茜茜等, 2015; 曾宇兰等,
2020)
(王雨等, 2009; 郭术津, 2012; 叶又
茵, 2013; 周茜茜等, 2015; Chai et al,
2020)
(叶又茵, 2013; 刘海娇等, 2015; 周茜
茜等, 2015)

旋链角毛藻

Chaetoceros curvisetus

棕鞭藻

18

四季

丹麦角毛藻

Chaetoceros danicus

棕鞭藻

5

四季

柔弱角毛藻

Chaetoceros debilis

棕鞭藻

6

四季

齿角毛藻

Chaetoceros denticulatus

棕鞭藻

3

四季

冕孢角毛藻

Chaetoceros diadema

棕鞭藻

2

四季

(叶又茵, 2013; 周茜茜等, 2015)

双突角毛藻

Chaetoceros didymus

棕鞭藻

5

四季

(张志道等, 1996; 孙军等, 2009; 郭术
津, 2012; 叶又茵, 2013; 周茜茜等,
2015)

垂缘角毛藻

Chaetoceros laciniosus

棕鞭藻

1

四季

(郭术津, 2012)

罗氏角毛藻

Chaetoceros lauderi

棕鞭藻

2

四季

(叶又茵, 2013; 周茜茜等, 2015)

洛氏角毛藻

Chaetoceros lorenzianus

棕鞭藻

10

秋

(李雅琴等, 1990; 张志道等, 1996; 陈
长平等, 2005; 罗民波等, 2007; 栾青
杉等, 2010a; 郭术津, 2012; 叶又茵,
2013; 刘海娇等, 2015; 周茜茜等,
2015; Zhang et al, 2015)

奇异角毛藻

Chaetoceros paradoxus

棕鞭藻

2

四季

(郭术津, 2012; 叶又茵, 2013)

秘鲁角毛藻

Chaetoceros peruvianus

棕鞭藻

3

四季

拟旋链角毛藻

Chaetoceros
pseudocurvisetus

棕鞭藻

5

四季

暹罗角毛藻

Chaetoceros siamense

棕鞭藻

2

四季

(叶又茵, 2013; 周茜茜等, 2015)

聚生角毛藻

Chaetoceros socialis

棕鞭藻

4

四季

(张志道等, 1996; 罗民波等, 2007; 郭
术津, 2012; Zhang et al, 2015)

多环旋沟藻

Cochlodinium polykrikoides

甲藻

1

四季

(郭术津, 2012)

星脐圆筛藻

Coscinodiscus asteromphalus

棕鞭藻

6

四季

中心圆筛藻

Coscinodiscus centralis

棕鞭藻

8

四季

巨圆筛藻

Coscinodiscus gigas

棕鞭藻

3

四季

格氏圆筛藻

Coscinodiscus granii

棕鞭藻

3

四季

(郭术津, 2012; 叶又茵, 2013; 周茜茜
等, 2015)
(张志道等, 1996; 陈长平等, 2005; 罗
民波等, 2007; 郭术津, 2012; 周茜茜
等, 2015)

(李雅琴等, 1990; 林更铭等, 1994; 张
志道等, 1996; 郭术津, 2012; 周茜茜
等, 2015; 王瑜等, 2016)
(张志道等, 1996; 陈长平等, 2005; 姚
炜民等, 2006; 孙军等, 2009; 郭术津,
2012; 叶又茵, 2013; 周茜茜等, 2015;
Zhang et al, 2015)
(张志道等, 1996; 郭术津, 2012; 周茜
茜等, 2015)
(郭术津, 2012; 叶又茵, 2013; 周茜茜
等, 2015)

372

海

洋

与

湖

52 卷

沼

续表
中文名

拉丁名

门

航次出现次数

调查季节

琼氏圆筛藻

Coscinodiscus jonesianus

棕鞭藻

13

四季

辐射圆筛藻

Coscinodiscus radiatus

棕鞭藻

10

四季

威氏圆筛藻

Coscinodiscus wailesii

棕鞭藻

4

四季

新月柱鞘藻

Cylindrotheca closterium

棕鞭藻

9

冬

小等刺硅鞭藻

Dictyocha fibula

棕鞭藻

6

四季

六等刺硅鞭藻

Dictyocha speculum

棕鞭藻

2

四季

参考文献
(林更铭等, 1994; 张志道等, 1996; 姚
炜民等, 2006; 栾青杉等, 2008,
2010b; 丁昌玲等, 2009; 宋书群,
2010; 郭术津, 2012; 叶又茵, 2013;周
茜茜等, 2015; Zhang et al, 2015; 刘
亚林等, 2016; Abate et al, 2017)
(张志道等, 1996; 何青等, 2007, 2009;
栾青杉等, 2008, 2010b; 丁昌玲等,
2009; 宋书群, 2010; 郭术津, 2012;
叶又茵, 2013; 周茜茜等, 2015)
(张志道等, 1996; 姚炜民等, 2006; 周
茜茜等, 2015; Xu et al, 2016)
(陈长平等, 2005; 何青等, 2007; 孙军
等, 2009; 郭术津, 2012; 叶又茵,
2013; 周茜茜等, 2015; Xu et al, 2016;
Huo et al, 2018; 赵越等, 2019)
(孙军等, 2009; 郭术津, 2012; 叶又
茵, 2013; 周茜茜等, 2015; Xu et al,
2016; 赵越等, 2019)
(王雨等, 2009; 郭术津, 2012)
(孙军等, 2009; 郭术津, 2012; 叶又
茵, 2013)
(林金美, 1990; 张志道等, 1996; 王雨
等, 2009; 孙军等, 2009; 郭术津,
2012; 叶又茵, 2013; 刘海娇等, 2015;
周茜茜等, 2015; 岑竞仪等, 2017; 陈
田田等, 2019)

渐尖鳍藻

Dinophysis acuminata

甲藻

3

四季

具尾鳍藻

Dinophysis caudata

甲藻

12

四季

倒卵形鳍藻

Dinophysis fortii

甲藻

2

四季

(郭术津, 2012; Xu et al, 2016)

卵鳍藻

Dinophysis ovum

甲藻

1

四季

(郭术津, 2012)

布氏双尾藻

Ditylum brightwellii

棕鞭藻

15

四季

(李雅琴等, 1990; 林更铭等, 1994; 张
志道等, 1996; 丁昌玲等, 2009; 孙军
等, 2009; 王雨等, 2009; 宋书群,
2010; 郭术津, 2012; 叶又茵, 2013;
刘海娇等, 2015; 周茜茜等, 2015;
Zhang et al, 2015; Xu et al, 2016; Huo
et al, 2018; Chai et al, 2020)

三深碎裂藻

Ebria tripartita

棕鞭藻

2

四季

(孙军等, 2009; 郭术津, 2012)

海洋球石藻

Emiliania huxleyi

定鞭藻

1

夏季

(Kang et al, 2016)

角状弯角藻

Eucampia cornuta

棕鞭藻

4

四季

(李雅琴等, 1990; 郭术津, 2012; 叶又
茵, 2013; 周茜茜等, 2015)

大洋桥石藻

Gephyrocapsa oceanica

定鞭藻

1

夏季

(Kang et al, 2016)

多环膝沟藻

Gonyaulax polyedra

甲藻

2

春和秋

(林金美, 1990; 叶又茵, 2013)

多纹膝沟藻

Gonyaulax polygramma

甲藻

3

四季

具刺膝沟藻

Gonyaulax spinifera

甲藻

3

四季

柔弱几内亚藻

Guinardia delicatula

棕鞭藻

7

四季

萎软几内亚藻

Guinardia flaccida

棕鞭藻

5

四季

(林金美, 1990; 郭术津, 2012; 陈田田
等, 2019)
(王朝晖等, 2003; 郭术津, 2012; 陈田
田等, 2019)
(王丹等, 2008b; 宋书群, 2010; 栾青
杉等, 2010a; 郭术津, 2012; 叶又茵,
2013; 周茜茜等, 2015; Xu et al, 2016)
(王丹等, 2008a; 宋书群, 2010; 郭术
津, 2012; 叶又茵, 2013; 周茜茜等,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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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中文名

拉丁名

门

航次出现次数

调查季节

参考文献

斯氏几内亚藻

Guinardia striata

棕鞭藻

5

四季

(王丹等, 2008b; 孙军等, 2009; 宋书
群, 2010; 郭术津, 2012; 叶又茵,
2013)

链状裸甲藻

Gymnodinium catenatum

甲藻

2

四季

(王朝晖等, 2003; 周茜茜等, 2015)

美丽裸甲藻

Gymnodinium pulchellum

甲藻

1

四季

(周茜茜等, 2015)

简单裸甲藻

Gymnodinium simplex

甲藻

3

四季

螺旋环沟藻

Gyrodinium spirale

甲藻

6

四季

三角异抱藻

Heterocapsa triquetra

甲藻

1

四季

赤潮异湾藻

Heterosigma akashiwo

棕鞭藻

2

春

(Ji et al, 2018; Zhang et al, 2019a)

(孙军等, 2009; 郭术津, 2012; 陈田田
等, 2019)
(谭书杰等, 2009; 田伟等, 2010; 宋书
群, 2010; 郭术津, 2012; 陈田田等,
2019; 赵越等, 2019)
(郭术津, 2012)

米氏凯伦藻

Karenia mikimotoi

甲藻

6

四季

(王丹等, 2008a; 孙军等, 2009; 宋书
群, 2010; 郭术津, 2012; 陈田田等,
2019; 赵越等, 2019)

剧毒卡尔藻

Karlodinium veneficum

甲藻

1

夏

(王红霞等, 2011)

灰白下沟藻

Katodinium glaucum

甲藻

1

四季

(陈田田等, 2019)

环纹劳德藻

Lauderia annulata

棕鞭藻

6

四季

丹麦细柱藻

Leptocylindrus danicus

棕鞭藻

8

四季

微小细柱藻

Leptocylindrus minimus

棕鞭藻

2

四季

(孙军等, 2009; 周茜茜等, 2015)

多边舌甲藻

Lingulodinium polyedra

甲藻

1

春

(王朝晖等, 2003)

念珠直链藻

Melosira moniliformis

棕鞭藻

3

四季

(郭术津, 2012; 叶又茵, 2013; 周茜茜
等, 2015)

Melosira nummuloides

棕鞭藻

1

四季

新月菱形藻

Nitzschia closterium

棕鞭藻

4

四季

长菱形藻

Nitzschia longissima

棕鞭藻

8

四季

夜光藻

Noctiluca scintillans

甲藻

12

四季

长耳齿状藻

Odontella aurita

棕鞭藻

3

四季

长角齿状藻

Odontella longicruris

棕鞭藻

1

四季

活动盒形藻

Odontella mobiliensis

棕鞭藻

4

四季

高齿状藻

Odontella regia

棕鞭藻

4

四季

中华齿状藻

Odontella sinensis

棕鞭藻

7

四季

(王雨等, 2009; 宋书群, 2010; 郭术
津, 2012; 叶又茵, 2013; 周茜茜等,
2015)
(张志道等, 1996; 陈长平等, 2005; 王
丹等, 2008b; 孙军等, 2009; 宋书群,
2010; 叶又茵, 2013; 周茜茜等, 2015;
曾宇兰等, 2020)

(Xu et al, 2016)
(陈长平等, 2005; 郭术津, 2012; 叶又
茵, 2013; 周茜茜等, 2015)
(陈长平等, 2005; 姚炜民等, 2006; 郭
术津, 2012; 叶又茵, 2013; 周茜茜等,
2015; 赵越等, 2019; 曾宇兰等, 2020)
(林金美, 1990; 张志道等, 1996; 姚炜
民等, 2006; 罗民波等, 2007; 丁昌玲
等, 2009; 王雨等, 2009; 宋书群,
2010; 郭术津, 2012; 叶又茵, 2013;
周茜茜等, 2015; 王瑜等, 2016; 岑竞
仪等, 2017)
(郭术津, 2012; 叶又茵, 2013; 周茜茜
等, 2015)
(周茜茜等, 2015)
(孙军等, 2009; 郭术津, 2012; 叶又
茵, 2013; 周茜茜等, 2015)
(宋书群, 2010; 郭术津, 2012; 叶又
茵, 2013; 周茜茜等, 2015)
(罗民波等, 2007; 宋书群, 2010; 郭术
津, 2012; 叶又茵, 2013; 周茜茜等,
2015; 王瑜等, 2016; 刘亚林等,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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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中文名

拉丁名

门

航次出现次数

调查季节

参考文献
(何青等, 2007, 2009; 栾青杉等, 2008,
2010b; 王丹等, 2008a; 谭书杰等,
2009; 田伟等, 2010; 宋书群, 2010;
赵冉等, 2010; 郭术津等, 2012; 叶又
茵, 2013; 周茜茜等, 2015;赵其彪等,
2015; 王瑜等, 2016; 刘亚林等,
2016; Xu et al, 2016; Abate et al, 2017;
Huo et al, 2018; 曾宇兰等, 2020)

具槽帕拉藻

Paralia sulcata

棕鞭藻

21

四季

球型棕囊藻
勇士鳍藻
科夫多沟藻
翼鼻状藻
波罗的海原甲藻
扁压原甲藻
心形原甲藻

Phaeocystis globosa
Phalacroma mitra
Polykrikos kofoidii
Proboscia alata
Prorocentrum balticum
Prorocentrum compressum
Prorocentrum cordatum

定鞭藻
甲藻
甲藻
棕鞭藻
甲藻
甲藻
甲藻

1
1
1
2
2
1
1

四季
春
春
四季
四季
四季
春

东海原甲藻(具
齿原甲藻)

Prorocentrum
donghaiense/Prorocentrum
dentatum

甲藻

27

四季

纤细原甲藻

Prorocentrum gracile

甲藻

6

四季

利马原甲藻

Prorocentrum lima

甲藻

2

四季

海洋原甲藻

Prorocentrum micans

甲藻

15

四季

微小原甲藻

Prorocentrum minimum

甲藻

6

四季

反曲原甲藻

Prorocentrum sigmoides

甲藻

3

四季

尖叶原甲藻

Prorocentrum triestinum

甲藻

3

四季

双刺原多甲藻

Protoperidinium bipes

甲藻

2

四季

锥形原多甲藻

Protoperidinium conicum

甲藻

6

四季

扁平原多甲藻

Protoperidinium depressum

甲藻

4

四季

分枝原多甲藻

Protoperidinium divaricatum

甲藻

1

春

(王朝晖等, 2003)

叉分原多甲藻

Protoperidinium divergens

甲藻

2

四季

(叶又茵, 2013; 郭术津, 2012)

(Xu et al, 2016)
(岑竞仪等, 2017)
(王朝晖等, 2003)
(郭术津, 2012; 周茜茜等, 2015)
(郭术津, 2012; 周茜茜等, 2015)
(郭术津, 2012)
(曾宇兰等, 2020)
(蔡燕红等, 2002; 陈翰林等, 2006; 姚
炜民等, 2006; 王丹等, 2008a; 孙军
等, 2009; 谭书杰等, 2009; 田伟等,
2010; 宋书群, 2010; 李正华, 2012;
郭术津, 2012; 郭术津等, 2012; 叶又
茵, 2013; Dai et al, 2013; 刘海娇等,
2015; 周茜茜等, 2015; 赵其彪等,
2015; Ou et al, 2015; 岑竞仪等, 2017;
Zhou et al, 2017;陈田田等, 2019; 赵
越等, 2019; Zhang et al, 2019a,b; 曾
宇兰等, 2020; Cen et al, 2020; Chai et
al, 2020; Yu et al, 2020 )
(王丹等, 2008a; 孙军等, 2009; 谭书
杰等, 2009; 郭术津, 2012; Huo et al,
2018; 陈田田等, 2019)
(郭术津, 2012; 周茜茜等, 2015)
(林金美, 1990; 张志道等, 1996; 姚炜
民等, 2006; 王雨等, 2009; 孙军等,
2009; 谭书杰等, 2009; 田伟等, 2010;
栾青杉等, 2010a; 郭术津, 2012; 叶
又茵, 2013; 周茜茜等, 2015; Ou et al,
2015; 陈田田等, 2019)
(姚炜民等, 2006; 郭术津, 2012; 周
茜茜等, 2015; 赵其彪等, 2015;Ou et
al, 2015; 陈田田等, 2019)
(叶又茵, 2013; 周茜茜等, 2015; 陈田
田等, 2019)
(张志道等, 1996; 郭术津, 2012; 周茜
茜等, 2015)
(孙军等, 2009; 郭术津, 2012)
(王朝晖等, 2003; 孙军等, 2009; 郭术
津, 2012; 叶又茵, 2013; 周茜茜等,
2015; 陈田田等, 2019)
(孙军等, 2009; 郭术津, 2012; 叶又
茵, 2013; 周茜茜等,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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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中文名

拉丁名

门

航次出现次数

调查季节

参考文献

优美原多甲藻

Protoperidinium elegans

甲藻

1

四季

(周茜茜等, 2015)

里昂原多甲藻

Protoperidinium leonis

甲藻

2

四季

(王朝晖等, 2003; 周茜茜等, 2015)

椭圆原多甲藻

Protoperidinium oblongum

甲藻

4

四季

(王朝晖等, 2003; 孙军等, 2009; 郭术
津, 2012; 叶又茵, 2013)

海洋原多甲藻

Protoperidinium oceanicum

甲藻

4

四季

(郭术津, 2012; 叶又茵, 2013; 周茜茜
等, 2015; 岑竞仪等, 2017)

透明原多甲藻

Protoperidinium pellucidum

甲藻

3

四季

(叶又茵, 2013; 周茜茜等, 2015; 陈田
田等, 2019)

五角原多甲藻

Protoperidinium pentagonum

甲藻

1

春

(王朝晖等, 2003)

澳洲拟菱形藻

Pseudo-nitzschia australis

棕鞭藻

1

春

(Chai et al, 2020)

柔弱拟菱形藻

Pseudo-nitzschia
delicatissima

棕鞭藻

18

四季

(王丹等, 2008b; 王雨等, 2009; 孙军
等, 2009; 赵冉等, 2009; 谭书杰等,
2009; 田伟等, 2010; 宋书群, 2010;
赵冉等, 2010; 栾青杉等, 2010a; 郭
术津等, 2012; 叶又茵, 2013; 刘海娇
等, 2015; 周茜茜等, 2015; 赵其彪等,
2015; Huo et al, 2018)

伪柔弱拟菱形藻

Pseudo-nitzschia
pseudodelicatissima

棕鞭藻

1

春

(曾宇兰等, 2020)

尖刺拟菱形藻

Pseudo-nitzschia pungens

棕鞭藻

15

四季

(姚炜民等, 2006; 何青等, 2007; 王丹
等, 2008a, b; 朱虹等, 2009; 孙军
等, 2009; 赵冉等, 2009; 田伟等,
2010; 宋书群, 2010; 栾青杉等,
2010a; 郭术津, 2012; 叶又茵, 2013;
刘海娇等, 2015; 周茜茜等, 2015; 曾
宇兰等, 2020)

距端假管藻

Pseudosolenia calcar-avis

棕鞭藻

4

四季

(宋书群, 2010; 郭术津, 2012; 叶又
茵, 2013; 周茜茜等, 2015)

斯氏扁甲藻

Pyrophacus steinii

甲藻

4

四季

(郭术津, 2012; 刘海娇等, 2015; 周茜
茜等, 2015; 岑竞仪等, 2017)

细长翼根管藻

Rhizosolenia alata

棕鞭藻

6

四季

(张志道等, 1996; 陈长平等, 2005; 姚
炜民等, 2006; 罗民波等, 2007; 叶又
茵, 2013)

柔弱根管藻

Rhizosolenia delicatula

棕鞭藻

2

春和秋

(姚炜民等, 2006; 叶又茵, 2013)

脆根管藻

Rhizosolenia fragilissima

棕鞭藻

1

春和秋

(叶又茵, 2013)

刚毛根管藻

Rhizosolenia setigera

棕鞭藻

5

四季

笔尖根管藻

Rhizosolenia styliformis

棕鞭藻

8

四季

叶托马尾藻

Sargassum horneri

棕鞭藻

1

春

(Qi et al, 2017)

四季

(王朝晖等, 2003; 王丹等, 2008a; 孙
军等, 2009; 田伟等, 2010; 宋书群,
2010; 郭术津, 2012; 叶又茵, 2013;
陈田田等, 2019; 赵越等, 2019)

锥状施克里普藻

Scrippsiella trochoidea

甲藻

9

(张志道等, 1996; 孙军等, 2009; 叶又
茵, 2013; 周茜茜等, 2015; Huo et al,
2018)
(李雅琴等, 1990; 张志道等, 1996; 姚
炜民等, 2006; 王雨等, 2009; 孙军等,
2009; 宋书群, 2010; 叶又茵, 2013;
周茜茜等,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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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中文名

拉丁名

门

航次出现次数

调查季节

参考文献
(李雅琴等, 1990; 林更铭等, 1994; 张
志道等, 1996; 蔡燕红等, 2002; 陈长
平等, 2005; 何青等, 2007; 罗民波等,
2007; 姚炜民等, 2006; 王丹等,
2008a, b; 栾青杉等, 2008, 2010b; 丁
昌玲等, 2009; 王雨等, 2009; 朱虹等,
2009; 何青等, 2009; 赵冉等, 2009;
谭书杰等, 2009; 田伟等, 2010; 郭术
津, 2012; 叶又茵, 2013; 周茜茜等,
2015; 赵其彪等, 2015; Zhang et al,
2015; 刘亚林等, 2016; Chen et al,
2016; Xu et al, 2016; Zhou et al, 2017;
Huo et al, 2018; 曾宇兰等, 2020)

中肋骨条藻

Skeletonema costatum

棕鞭藻

30

四季

玛氏骨条藻

Skeletonema marinoi

棕鞭藻

1

春

掌状冠盖藻

Stephanopyxis palmeriana

棕鞭藻

5

四季

菱形海线藻

Thalassionema nitzschioides

棕鞭藻

30

四季

太平洋海链藻

Thalassiosira pacifica

棕鞭藻

6

四季

圆海链藻

Thalassiosira rotula

棕鞭藻

18

四季

细弱海链藻

Thalassiosira subtilis

棕鞭藻

6

四季

威氏海链藻

Thalassiosira weissflogii

棕鞭藻

3

四季

佛氏海毛藻

Thalassiothrix frauenfeldii

棕鞭藻

6

四季

红海束毛藻

Trichodesmium erythraeum

蓝藻

3

四季

汉氏束毛藻

Trichodesmium hildebrandtii

蓝藻

2

春, 夏, 秋

(王雨等, 2009; 叶又茵, 2013)

四季

(栾青杉等, 2008, 2010a, b; 王丹等,
2008a; 丁昌玲等, 2009; 王雨等,
2009; 朱虹等, 2009; 宋书群, 2010;
郭术津, 2012; 周茜茜等, 2015)

铁氏束毛藻

Trichodesmium thiebautii

蓝藻

10

(Chai et al, 2020)
(张志道等, 1996; 王雨等, 2009; 郭术
津, 2012; 叶又茵, 2013; 周茜茜等,
2015)
(李雅琴等, 1990; 林更铭等, 1994; 张
志道等, 1996; 陈长平等, 2005; 姚炜
民等, 2006; 何青等, 2007; 罗民波等,
2007; 王丹等, 2008a, b; 栾青杉等,
2008, 2010a, b; 王雨等, 2009; 朱虹
等, 2009; 孙军等, 2009; 赵冉等,
2009;田伟等, 2010; 宋书群, 2010; 郭
术津等, 2012; 叶又茵, 2013; 刘海娇
等, 2015; 周茜茜等, 2015; 赵其彪等,
2015; 刘亚林等, 2016; Abate et al,
2017; Huo et al, 2018; 赵越等, 2019;
曾宇兰等, 2020)
(王丹等, 2008a; 谭书杰等, 2009; 宋
书群, 2010; 郭术津, 2012; 叶又茵,
2013; 周茜茜等, 2015)
(陈长平等, 2005; 何青等, 2007, 2009;
栾青杉等, 2008, 2010a, b; 王丹等,
2008b; 孙军等, 2009; 谭书杰等,
2009; 田伟等, 2010; 宋书群, 2010;
赵冉等, 2010;郭术津, 2012; 叶又茵,
2013; 周茜茜等, 2015; 赵其彪等,
2015; Huo et al, 2018; Chai et al,
2020)
(张志道等, 1996; 罗民波等, 2007; 郭
术津等, 2012; 叶又茵, 2013; 周茜茜
等, 2015; 曾宇兰等, 2020)
(郭术津, 2012; 周茜茜等, 2015; Chai
et al, 2020)
(李雅琴等, 1990; 张志道等, 1996; 陈
长平等, 2005; 姚炜民等, 2006; 叶又
茵, 2013)
(周贞英, 1962; 叶又茵, 2013; 周茜茜
等,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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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海域赤潮物种组成

The composition of red tide species in the ECS

注: a. 东海历年调查结果中的优势赤潮物种词云图(出现频次>1); b. 东海历年调查结果中的赤潮物种柱状图(出现频次>1); c. 东海海域
赤潮物种 18S rDNA 序列(>1600 bp)系统进化树(ML), 其中蓝色代表棕鞭藻、橙色代表甲藻、红色代表定鞭藻

的分子标记信息, 构建更加完备的基因序列数据库,

赤潮, 并且常在每年 4—5 月份暴发, 其中 2004 年 5

将有利于推动东海海域赤潮物种的生物多样性研究

月, 在浙江沿岸海域发生了持续 20 多天的东海原甲

和监控藻华暴发过程中的物种动态变化规律。

藻赤潮, 累计面积接近 10000 km2 (陈翰林等, 2006)。

4.1

东海原甲藻
东海原甲藻属于甲藻门、原甲藻属, 是一种无毒

2019 年, 东海原甲藻作为优势生物引发赤潮的累计

的赤潮生物种, 细胞呈不对称梨形, 长 15—22 μm,

10 m 左右, 水体呈浅褐色至红褐色, 东海原甲藻赤潮

宽 9—14 μm, 主要营单细胞生活, 有时会形成 2—4

不仅对东南沿海的水产养殖业和捕捞业造成了巨大的

个细胞的短链, 主要生活在海水的表层和次表层, 有

经济损失, 对东海海域的生态系统也有较大影响(陆斗

鞭毛, 运动能力强, 有明显的昼夜垂直移动习性(Lu

定等, 2003; Li et al, 2010; Lu et al, 2014), 在本文汇总

et al, 2001; 陆斗定等, 2003)。东海原甲藻适宜温度范

的 67 个调查结果中有 24 次属于优势赤潮物种。

围为 14—22°C, 适宜盐度范围为 14—32。发生赤潮

4.2

面积超过 1000 km2。东海原甲藻赤潮水体的厚度可达

时, 海水温度一般为 17—20°C, 盐度为 19—28 (王金

中肋骨条藻
中肋骨条藻属于棕鞭藻门、骨条藻属, 是一种无

辉等, 2003; 陆斗定等, 2003; 许翠娅等, 2010)。东海

毒的赤潮物种, 细胞呈单细胞和链状两种生活形态,

原甲藻广泛分布于我国东南沿海, 在日本和韩国海

细胞呈圆柱形, 壳环面直径 6—22 μm, 最适水温 24

域 也有 分 布, 最 早 被 称为 具 齿原 甲 藻(Prorocentrum

—28°C, 最适盐度为 20—30。中肋骨条藻的生长受氮

dentatum), 也被称为 Prorocentrum shikokuense (Shin

磷比影响显著, 主要受氮限制, 由于东南沿岸陆源输

et al, 2019)。

入的营养盐很多, 以及长江等河流常年输入的硅和

自 2000 年以来, 东海原甲藻几乎每年都会形成

氮, 东海海域的中肋骨条藻赤潮的报道很多, 且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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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于近岸海域, 该物种暴发赤潮时海水呈现黄褐

毒的赤潮物种。细胞呈短圆柱形, 细胞直径 8—40 μm

色或棕褐色(王金辉, 2002; 许翠娅等, 2010)。中肋骨

之间, 硅壳表面平整, 通常形成 10—20 个细胞链状,

条藻属于广温广盐性硅藻, 在营养条件和环境因子

两细胞之间有凹纹(McQuoid et al, 2003; 郭皓, 2004;

均适宜的条件下, 该物种在春季, 夏季和秋季均能形

于倩, 2015)。该藻拥有较厚的细胞壁, 因此具有易沉

成大量繁殖成为优势种(郭皓等, 2015)。中肋骨条藻

降和难降解的特征, 能够在海洋沉积物中保存完好,

增殖速度快, 每天细胞可以分裂 6 次, 高生物量的藻

也是一种海洋环境的指示物种, 用于指示海水的富

华可以与养殖海带和紫菜争夺营养, 损伤鱼类鳃部,

营养化(McQuoid et al, 2003; 王艳娜, 2015)。具槽帕

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严重的生态灾害(Kent et al,

拉藻属于底栖硅藻, 但也会有浮游生活状态, 该藻广

1995; 陆斗定等, 2000)。据不完全统计, 在 1995—

泛分布在温带半咸水沿海区域, 最适盐度范围为 25

2015 年间, 中国近岸海域发生中肋骨条藻赤潮的面

—35, 最适温度为 6—8°C (王艳娜, 2015)。Di 等(2013)

2

积约 13824 km (郭皓等, 2015), 2001—2008 年福建沿

发现海洋表层沉积物中的具槽帕拉藻细胞丰度与上

岸海域发生 30 起中肋骨条藻为第一优势种的赤潮(许

层富营养化水体中溶解态无机氮和溶解态无机磷显

翠娅等, 2010), 2019 年浙江沿岸发生中肋骨条藻赤潮

著相关, 在本文汇总的 67 个调查结果中有 13 次属于

2

面积至少 350 km , 在本文汇总的 67 个调查结果中有

优势赤潮物种。

21 次属于优势赤潮物种。

4.5

有学者在我国海域骨条藻物种中鉴定出了 5 个

柔弱拟菱形藻
柔弱拟菱形藻属于棕鞭藻门, 拟菱形藻属, 是一

不同的骨条藻物种(Cheng et al, 2008)。此外, 本课题

种有毒的赤潮物种, 可以产生记忆缺失性贝毒(王金

组通过分离胶州湾骨条藻单细胞株系, 以及宏条形

辉等, 2006)。细胞呈线性至披针形, 壳面较窄, 末端

码手段分析水样中骨条藻的遗传多样性, 发现胶州

呈平截状, 细胞壳长 40—76 μm, 宽 1.2—1.5 μm, 通

湾 的 优 势 骨 条 藻 物 种 应 为 玛 氏 骨 条 藻 (Skeletonema

常细胞首尾相连呈链状(李扬, 2006)。尚未在文献中

marinoi), 而非以前报道里的中肋骨条藻(Liu et al,

发现该藻作为第一优势物种在东海发生赤潮灾害的

2020), 本文通过汇总 67 个调查数据结果, 也只得到

报道, 但是该藻在东海一年四季的调查中均有发现,

一条玛氏骨条藻在东海海域出现的报道(Chai et al,

相关记录多集中于最近十年。在本文汇总的 67 个调

2020), 远远低于中肋骨条藻的 28 次记录。由此可见,

查结果中, 柔弱拟菱形藻有 10 次位列优势赤潮物种

东海海域优势骨条藻物种的遗传多样性需要进一步

名单, 且该藻作为产毒物种, 对东南沿海的水产养殖

探究。

业和水产品消费者健康等均有较大威胁, 需要重点

4.3

监控和防范。

菱形海线藻
菱形海线藻属于棕鞭藻门、海线藻属, 是一种无

4.6

毒的赤潮物种。细胞呈短棒状, 藻体长 30—116 μm,

洛氏角毛藻
洛氏角毛藻属于棕鞭藻门、角毛藻属, 是一种无

宽 5—6 μm, 细胞群体呈现星状或锯齿状排列, 该藻

毒的赤潮物种。细胞壳面较平, 直径为 10—30 μm,

属于典型的世界沿岸性分布硅藻, 在中国近岸海域

壳套与环带相接处有凹沟, 角毛较粗硬, 有两种角毛

均有分布(刘腾飞, 2015)。菱形海线藻及其变种可以

形态, 链内角毛有 4 行小刺, 每行小刺之间生较大的

作为古温度研究中海水温度变化的指示种(沙龙滨等,

孔纹, 端角毛上生 6 行小刺, 每一行中间有一条凹沟,

2008)。菱形海线藻对环境的适应性强, 在东海海域一

细胞内部有较多的粒状色素体, 细胞生活状态多呈

年四季均可被观察到, 王金辉(2002)在长江口及邻近

链状且为直线形(李扬, 2006; 聂瑞, 2010)。

海域的盐度小于 5, 5—30 和大于 30 的水体中均观察到

长期以来, 洛氏角毛藻的物种信息较为混乱, 该

该物种的存在(王金辉, 2002)。在东海海域内, 以菱形

物种内有一定的生物多样性(翟梦怡等, 2017), “隐含

海链藻作为第一优势物种的赤潮事件报道较少, 但是

种 ” 不 断 被 发 现 , 洛 氏 角 毛 藻 复 合 群 (Chaetoceros

该物种在历史航次调查中出现频次颇高, 从 1980—

lorenzianus complex)是指与洛氏角毛藻具有相似形

2020 年的近 40 年间经常有相关报道, 并在本文汇总

态特征的物种集合, 陈作艺等(2019)从该复合群中共

的 67 个调查结果中有 16 次属于优势赤潮物种。

鉴 定 出 5 个 不 同 于 洛 氏 角 毛 藻 的 物 种 (陈 作 艺 等 ,

4.4

2019)。洛氏角毛藻属于暖水近岸种, 也是世界广布性

具槽帕拉藻
具槽帕拉藻属于棕鞭藻门、帕拉藻属, 是一种无

物种, 在我国近岸海域均有分布, 在东海的四季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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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均有发现。角毛藻属的物种虽然不产生毒素, 而且

门 3 个物种, 蓝藻门 3 个物种。有 130 个赤潮物种在

部分物种可以作为饵料生物, 但是角毛上有倒刺会

春季出现过, 一年四季都有发现的物种多达 113 个。

损伤鱼类鳃部, 高密度的生物量会严重影响鱼类养

本文统计的航次调查中, 对赤潮物种的鉴定多采用

殖业(王艳等, 2010)。在本文汇总的 67 个调查结果中,

Utermöhl 方法, 这 135 个赤潮物种在 NCBI 库中的

洛氏角毛藻有 10 次是优势赤潮物种。

18S rDNA 等基因信息并不完备, 严重限制了生信手

5

段和组学方法的使用, 较难开展定量分析, 因此需要

主要结论与展望

系统的丰富赤潮物种的相关分子标记信息。

本文通过对东海海域相关航次调查文献的整理
和汇总, 主要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根据过去几十年东海海域的调查结果, 本文汇
总出 135 种赤潮物种, 但这个数字可能低估了东海赤

(1) 东海海域是我国典型的赤潮高发区。该海域

潮物种的组成, 除了未能搜集到所有与东海相关的

是赤潮研究的热点区域, 中国沿海最早的赤潮报道

调查文献之外, 传统镜检方法的局限性, 调查采样的

也是 1933 年发生在东海的夜光藻赤潮, 几十年来针

时间和站位设置等都会影响最终的统计结果。随着人

对该海域赤潮的研究和报道从未间断。东海海域面积

类活动和气候环境等条件的改变, 东海赤潮的肇事

广阔, 洋流复杂, 适宜的环境因子和丰富的营养盐等

种可能会更加多样, 这需要及时和准确的监控有害

为赤潮的暴发提供了合适条件(周名江等, 2007; 刘宁

物种的组成和变化趋势, 以减少由赤潮造成的经济

宁, 2017)。东海海域的赤潮具有明显的季节特征, 在

损失。近年来, 国家和社会对赤潮研究的投入和关注

春季和夏季发生频次最高, 一般在 5—6 月份到达顶

度日益增多, 相关的航次调查和研究课题也越来越

峰。据《中国海洋灾害公报》(自然资源部, 1989—2019)

多, 传统的镜检手段和分析方法显然无法处理大规

公布的统计数据, 东海海域 2000—2019 年间发生至

模的数据和样本, 而结合宏条形码分析和生物信息

少 748 次赤潮灾害, 累计面积多达 117876.7 km , 由

学分析手段可以更加准确和定量的分析赤潮物种组

此也造成了东南沿海的水产养殖等行业的惨重损失。

成、分布和变化规律, 为东海赤潮灾害的防控和治理

2

(2) 东海海域浮游植物生物多样性高。本文整理
了东海海域 1958—2019 年的 67 个航次调查数据, 以
及东海 1933 年和 1959 年的两次赤潮事件, 本文共汇
总出东海海域 773 种浮游植物物种(包括 65 个变种)
和 60 个鉴定到属的未定物种。这些浮游植物分属 7
个门, 其中棕鞭藻门有 470 个物种(包含 42 个变种)
和 41 个未定物种, 甲藻门有 253 个物种(包含 23 个变
种)和 13 个未定物种, 定鞭藻门有 41 个物种 2 个未定
物种, 绿藻门有 3 个物种和 2 个未定物种, 蓝藻门有
3 个物种和 1 个未定物种, 隐藻门有 2 个物种和 1 个
未定物种, 裸藻门有 1 个物种。在深度解析这些调查
结果时, 发现不同航次调查结果往往差异较大, 没有
一个物种是在所有调查中都出现过的, 航次调查目
的、采样站位、时间、季节、鉴定方法等都可能是造
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有学者认为近年东海海域的硅藻
组成在逐步下降, 甲藻组成比例上升, 但是本文统计
结果并未发现硅藻和甲藻的组成发生显著变化。
(3) 东海海域具有丰富的赤潮物种多样性。通过
梳理东海海域 1958—2019 年的 67 个航次调查数据,
以及东海 1933 年和 1959 年的两次典型赤潮事件, 本
文汇总出赤潮物种 135 种。这些赤潮物种属于 4 个门,
其中棕鞭藻门 73 个物种, 甲藻门 56 个物种, 定鞭藻

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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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S IN THE STUDY OF BIODIVERSITY OF PHYTOPLANKTON AND RED
TIDE SPECIES IN CHINA (II): THE EAST CHINA SEA
CHEN Nan-Sheng1, 2, 3,

CHEN Yang1, 2, 3, 4

(1. CAS Key Laboratory of Marine E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Institute of Ocean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Qing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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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ast China Sea (ECS) is known for frequent harmful algal blooms (HABs), which have affected the
ecosystem and local aquaculture industry. In this review, we examined and compared the composition of phytoplankton
sampled in 67 reported expeditions from 1957 to 2019 in the ECS. In total, 773 species (65 varietas) were identified,
including 470 Ochrophyta species (42 varietas) and 253 Dinoflagellata species (23 varietas). Of the 773 phytoplankton
species described in these expeditions, 135 red tide species were identified, including 73 Ochrophyta species, 56
Dinoflagellata species, 3 Haptophyta species, and 3 Cyanophyta species. No obvious trend of variation was shown in the
relative proportion of diatoms and dinoflagellates in the ECS in recent years. Based on the dada collection of
phytoplankton species in the past in the ECS, this review focuses on analyzing the composition and diversity of red tide
and red tide species. This review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interpreting results future studies on biodiversity of
phytoplankton and red tides in the ECS and other regions.
Key words
East China Sea; biodiversity; expedition; red tide species; phytoplank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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