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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 口九段沙潮 间带底栖 动物 的功能群 

朱晓君，陆健健 
(华东师范大学 河口海岸国家重点实验室 ，上海 200062) 

摘要 ：采用 《全国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简明规程》(1986)中 “岸带生物调查方法”，于 2001年 5月 
一 2002年 1O月对长江 口九段沙 (上沙、中沙和下沙 )潮 间带 4个潮区底栖动物做了调查。根据食性类型将底 

栖动物划分为浮游生物食者 (P1)、植食者 (Ph)、肉食者 (C)、杂食者 (0)和碎屑食者 (D)5个功能群；用 

经典的多样性特征指数对其测度和分析。共获底栖动物38种，其中甲壳动物 20种，软体动物 12种，多毛类4 

种 ，其他 2种 。各功能群数量 占总数的百分 比依次是 Ph>P1>0>D>C，而种类占全部种类的百分比依次又是 

Ph>0>P1>C>D。功能群的物种多样性指数和种类丰度：中沙 >上沙 >下沙，中潮区>高潮区 A (芦苇)和 
低潮区>高潮区 B(互花米草)。但功能群种类组成，上、中、下沙无显著差异，各潮区有显著差异。证实了底 

栖动物功能群结构是潮间带生境梯度及环境 因子变化的综合反映 (Engle＆Snmmel~，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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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al Groups of Zoobenthos in the Intertidal 

Zone of Jiuduansha，the Yangtze River Estuary 

ZHU Xiao—iun．LU Jian—iian 

(State研  ∞ Coastal Research，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200062，Ch／na) 

Abstract：From May 2001 to October 2002，the benthos were surveyed in 4 tidal zones at the intertidal zone of Ji． 

uduansha(Shangsha，Zhongsha and Xiasha)，the Yangtze River Estuary，by“Biological Survey Methods of Coastal 

Zone”of“Concise Re~dation of National Coastal Zone and Coastal Resources Comprehensive Survey”(1986)．Accord． 

ingto their food preferences，the zoobenthos were classified into 5 ecological functional groups：planktophagous group 

(P1)，phytophagous group(Ph)，camivogOLL~group(C)，omnivorous group(0)and detritivomns group(D)．And they 

were measured and analyzed by classic diversity characteristic indxos ．Among the total 38 species，we found CI'U$IaC~t 

witlI 20 species，moll118ca with 12 species，polychaeta 4 species and other be nthos 2 species．The numbers of each func． 

tional groups constituted the percentages oftotal be nthos in proper order is Ph>P1>0 >D >C．and numbers of species 

constituted the percentages oftotal in proper order is Ph>0 >P1>C>D．The species diversity and species richness of 

eachbenthicfunctional groups were Zhongsha>Shangsha>Xiasha，Middle tidal zone>HiSh tidal zone A (Phrogm~  

austra／／s)and Low tidal zone>HiSh tidal zone B(Spartina alterniflora)． The species composition of benthic functional 
groups had insignifican t differences in Shangsha，Zhongsha an d Xiasha， but tlIey had distinct differences in each tidal 

zone．It verified  that the structure ofbe nthic functional groups is synthetical reflection ofhabitat gradient in the intertidal 

zone and fluctuation of natural environmental factors(Engle＆ Snmmel~，1999)． 

Key words：Jiuduansha of Yangtze River Estuary；Intertidal zone；Zoobenthos；Functional group；Diversity 

潮间带是河 口湿地生态系统 的一种重要类型。 

由于地处陆海过渡地带 ，在海陆理化因子的交替作 

用下，物质交换过程复杂多变 ，因而潮间带生态学 

的研究一直倍受国际同行关注。底栖动物是长江口 

湿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食物链中发挥着 

承上启下的作用。近年来 ，对潮间带湿地底栖动物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群落结构及其 多样性特征等方 

面 ，如 Zhou et al(20o1)对福建主要海岛的潮间 

带生物群落进行 了研究 ，并认为群落种类组成与海 

岛所在地理位置及其生境密切相关 ，而影响群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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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的主要 因子是盐度和水扰动程度；Cong(1998) 

研究和分析了烟台潮间带不同生境中各底栖无脊椎 

动物群落的差异水平、年际变化动态等 ，认为无脊 

椎动物群落的多样性及个体数量的急剧下降，是由 

于沿海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的污染、滩涂的不合理 

开发以及人为过度采集造成的。已有国外学者把功 

能群方 法运用 于 底栖 动 物群 落 结构 分 析 中，如 

Douglas&Mitsch(20o3)以功能群方法为基础 ，运 

用模型来分析初级生产力、外来有机物质等对大型 

无脊椎动物群落的影响，认为初级生产力、外来养 

分补充是影响群落结构变化的主要因素。 

九段沙是长江口继崇明岛、长兴岛和横沙岛之 

后又一新生的成陆冲积沙洲 (Lu&He，1998)，目 

前尚无人居住 ，受人类干扰较少 ，生物资源基本上 

处于天然状态 ，是长江口自然湿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Yuan et al，20o2)。其潮间带湿地底栖动物状况与 

福建主要海岛、烟台相比是否具有相同或相近的规 

律?为此 ，我们于 2001年 5月 ～2002年 10月对该 

地做了实地调研 ，采用 功能群 (functional group) 

分析方法 ，对其潮间带湿地底栖动物进行 了研究 ， 

以期为长江河口湿地生态的进一步研究积累科学资 

料，也为长江河 口生物资源的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1 研究区域 

九段沙位于北纬 31。06 20"～31。14 00" ，东经 

121~53 06”～122~04 33”；东向东海 ，西接长江，西 

南、西北分别与浦东、横沙岛隔水相望。东西长约 

18 km，南北宽约 13 km；据 2000年测算 ，吴淞 0 

米线以上面积约 115 km ， 一5米线以上面积约 315 

km 。九段沙受东亚季风影响 ，四季分 明。最高月 

平均气温为 27．8 (7月)，最低月平均气温 3．5 

cI=(1月)。平均年降水量约 1 100 mm，其 中雨季 

(5～9月)的降水量占全年降水量 的 6o％左右。夏 

季盛行东南风，冬季多西北风 ，年平均风速为 3．1 m／ 

s，最大风速可达 30．0 m／s。年平均 日照长度 2 100 

h，年太阳辐射总量约 472．9 kJ／cm ，年平均无霜期 

245 d(Li et al，1997)。 

九段 沙 由上沙、中沙与下沙三部分组成 (图 

1)。上沙形成时间最早 ，潮滩发育时间较长 ，但临 

近排污口且受长江径流扰动影响较大；下沙形成时 

间较晚 ，草滩面积较小 ，并且受到盐度和潮汐扰动 

影响较大 ；中沙生境相对较为稳定 ，受上述环境 因 

子的影响较小。 

2 研究方法 

根据 《全国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简明规 

程》编写组 (1986) “岸带生物调查方法”及其相 

关的技术细则，我们于 2001年 5月 ～2002年 10月 

4次在九段沙上沙 、中沙和下沙的潮间带各设置采 

样断面 2个 (图 1)，每个断面分别根据潮滩高程梯 

度，设置低潮区 (小潮高潮位至大潮低潮位 ，藻类 

盐渍带)、中潮区 [小潮高潮位至大潮高潮位 ，海 

三棱藤草 (Scirpus m~r／queter)带]、高潮区 A [大 

潮高潮位以上，芦苇 (Phragmites australis)带]和 

高潮区 B [互花米草 (Spartina alternO~ora)带 ]4 

个采样站位。每个站位采 5个样方 ，用取样器进行 

定量取样 ，样方大小为 25 cm×25 cm×20 cm。所 

采泥样用 1 mm孔径 的网筛进行淘洗 ，获取底栖动 

物标本 ，并用 10％的福尔马林溶液 固定，带 回实 

验室鉴定及分析处理。调查同时用手持式 GPS接 

收机 (GARMIN，12XL，Garmin Inc．，USA)定位 

调查样地。 

底栖动物功能群是具有相同生态功能的底栖动 

物 的组合 (Fauchald& Jumars，1979；Anderson， 

1995；Tong&Lu，20o2)。本文主要根据河 口底栖 

动物的食性类型划分功能群 ，所鉴别的各种底栖动 

物可归纳为：浮游生物食者、植食者、肉食者、杂 

食者和碎屑食者 (Yuan，2001；Lai&He，1998)。 

采用 Shannon—Winner多 样 性 指 数 (H =一 

∑ Pilog2Pi)，Pielou均匀度指数(-，=H ／H )， 

Margalef种类丰度 [D =(S一1)／log2N]进行数据 

及结果的处理和分析(见 Ma，1994)。其中 S为总种 

数 ，Ⅳ 为总个体数 ， 为第 i个物种 出现 的概率。 

此外，还对底栖动物功能群的分布与生境类型进行 

卡方分析和显著性检验。 

3 结果与分析 

3．1 底栖动物的种类组成 

在九段沙上沙、中沙和下沙的潮间带共获取底 

栖动物 38种 ，分属 4 f-I 6纲 15目 (亚 目)25科。 

其中甲壳动物 20种 ，占 52．6％；软体动物 12种 ， 

占 31．6％；多毛类 4种 ，占 10．5％；其他 2种， 

占5．3％。 

九段沙上沙、中沙和下沙潮问带的底栖动物种 

类分别为 22、27和 19种。上沙的优势种为中国绿 

螂 (Glaucomya chinensis)、麂 眼螺 (Rissoina 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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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长江口九段沙的地理位置及采样点分布 

Fig．1 Geographical location of Jiuduansha of the Yangtze River Estuary and sampling sites 

光滑狭 口螺 (Stenothyra glabra)、天津厚蟹 (胁一 

lice tridens tientsinensis)、谭 氏泥 蟹 (1lyrplax de— 

schampsi)、小头虫 (CapiteUa capitata)等；中沙的 

优势种为河蚬 (Corbicular fluminea)、泥螺 (Bul— 

lacta exarata)、麂眼螺、谭氏泥蟹等；下沙优势种 

为焦河蓝蛤 (Potamocorbula ustulata)、弧边招潮蟹 

(Uca arcuata)等。 

3．2 底栖动物的功能群组成 

5种功能群的组成及数量见表 1。各功能群的 

种类数和该功能群中数量较多的种类数分别是：浮 

游生物食者 ，8和 4种；植食者 ，13和 8种 ；肉食 

者 ，6和 2种 ；杂食 者，9和 3种；碎 屑食者 ，2 

和 1种。各功能群数量 占总数的百分比从高到低的 

顺序依次是植食者 >浮游生物食者 >杂食者 >碎屑 

食者 >肉食者 ；而种类占全部种类的百分 比从高到 

低的顺序依次又是植食者 >杂食者 >浮游生物食者 

>肉食者 >碎屑食者 (图 2)。 

3．3 底栖动物功能群的多样性特征 

3．3．1 上沙 、中沙和下沙底栖动物功能群的多样 

性 由表 2可以看出，中沙的底栖动物功能群的物 

种多样性指数 (H )和种类 丰度 (D)最 高，上 

沙次之，下沙最低。中沙功能群物种多样性指数由 

高到低为植食者 >杂食者 >肉食者 >浮游生物食者 

>碎屑食者 ；上沙为植食者 >浮游生物食者 >肉食 

者 >杂食者；下沙为植食者 >浮游生物食者 >杂食 

者。其中上沙碎屑食者只有 1个物种 ，下沙 肉食者 

和碎屑食者也只各有 1个物种 ，故 日 皆为 0。 

3．3．2 5个潮位 区底栖动物功能群的多样性 底 

栖动物功能群的物种多样性和种类丰度 ，中潮区最 

高，高潮区 A和低潮区其次 ，高潮区 B最低。物 

种多样性指数：中潮区和高潮区 A中，植食者最 

高 ；低潮区，杂食者最高 ；高潮区 B，碎屑食者最 

高 (表 3)。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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棚  

足 

嚣 

功能群类型 
Type offunctional groups 

图 2 长江 口九段沙潮间带底栖动物功能群物种组成 

Fig．2 Species composition of benthos as 5 functional 

groups in the intertidal zone of Jiuduansha，the 

Yan gtze River Estuary 

A：浮游 生物食者 (Planktophagous group)；B：植 食者 (Play— 

tophagous group)；C：肉食 者 (Carnivorous group)；D：杂食者 

(Omnivorous group)；E：碎屑食者 (Detritivorous DIIp)。 

∞ ∞ 柏 如 加 m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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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长江 口九段沙潮间带底栖动物的功能群及其种类组成 

Table 1 Functional groups and species of benthos in the intertidal zone of Jiudnansha,the Yangtze 

River E! lary 

麂眼螺 RLssoir~ sp． 

光滑狭 口螺 Stenothyraglabra 

梨形环棱螺 Bellamyapurificata 

中华拟蟹守螺 Cerithidea largiUierli 

宽身大眼蟹 Macrophthalmus dilatatus 

隆线拟闭口蟹 Paracleistostoma cristatum 

弧边招潮蟹 Uca arcuata 

谭氏泥蟹 Ilyrplax deschampsi 

无齿相手蟹 Sesarma denaani 

红螯相手蟹 S．hae~ heir 

天津厚蟹 Helice dem t／ents／nens／s 

沈氏厚蟹 H．t／-／de／t$shen／ 

双翅 目幼虫 Larva ofDiptera + 

47．7 34．2 

+：物种个体数 <总个体数的 l％；++：占总个体数的 l％ ～10％； +++：>总个体数的 10％。 
+ ：I1Um~ ofindividuals <1％ ofthe number of total benthos； ++ ：between I％ 一10％ ； +++ ： >10％ 

lfi 蕊 —一  

一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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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长江口九段沙 3地潮间带底栖动物 5个功能群 的多样性特征 

Table 2 Diversity of benthos as 5 functional groups at the intertidal zone in 3 sites of Jiuduansim- 

the Yangtze River Estuary 

表 3 长江口九段沙潮间带 4个潮位区底栖动物 5个功能群的多样性特征 

Table 3 Diversity of be nthos够 5 functional groups in 4 tidal zoIIleS at the intertidal zone of Jiuduansha- 

the Yangtze Ri ver Estuary 

A B C D E A B C D E A B C D E 

上沙 Shangsha 中沙 Zhongsha 下沙 Xiasha 

功能群组成 Functional groups composition 

图 3 长江 口九段沙 3地潮间带底栖动物功能群组成 

Fig．3 Functional groups composition of benthos in the 

intertidal zone i11 3 sites of Jiuduansha． 

the Yangtze RiverEstuary 

A—E：见图 2(Forthe A—E，see Fig．2)。 

3．4 底栖动物功能群分布格局及其变化 

5种底栖动物功能群类型在九段沙上沙、中沙 、 

下沙都有分布 (图 3)，但种类组成无差异 ( ： 

5．186，df=8，P>0．05)。而优势功能群也稍有不 

同。上沙、中沙、下 沙的优势功能群 分别是植食 

者、植食者和杂食者、植食者和浮游生物食者。优 

势功 能群 占全部 物种种类 和数量 分别是 ：上沙， 

45．5％和 56．1％；中沙 ，55．6％和 71．2％；下沙 ， 

63．2％和 69．4％。 

低潮区、中潮区、高潮区 A和 B，功能群的种 

类组成 (表 4)具有显著差异 (x =45．399，df= 

12，P<0．01)。低潮 区、中潮 区、高潮区 A的优 

势功能群分别是杂食者、植食者和浮游生物食者、 

植食者。各区优势功能群 占全部物种种类和数量分 

别是：低潮区 ，50％和 46．1％；中潮区，85．7％和 

97．3％；高潮区 A，58．3％和 62．5％。低潮区未发 

现碎屑食者 ；中潮区杂食者只发现一种 ，未发现碎 

屑食者 ；高潮区 A未发现杂食者 ，肉食者只发现一 

种 ；高潮区 B仅含有两种功能群 ，物种的种类和数 

量均较少。 

在九段沙三地的潮 间带 中，每一功能群内所含 

■厂  

2  0  8  6  4  2  0  

Q丑昌j口们QI。 们 

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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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长江口九段沙潮间带 4个潮位区底栖动物 5个功能群的种类组成 

Table 4 species composition ofbenthos as 5 functional gr‘mps in 4 tidal zone$at the intertidal zone ofJiuduan,~ha- 

the Yangtze River Estuary 

的物种数量也不相同。如植食者，上沙有 1O个种 ， 

中沙有 8个种，下沙有 6个种；杂食者 ，上沙仅 3 

个种，中沙 7个种 ，下沙 6个种。由此可见，随着 

潮问带生境梯度的改变 ，功能群的物种组成也随之 

变化 。 

4 讨 论 

底栖动物功能群结构是潮问带生境梯度及环境 

因子变化的综合 反映 (Engle& Summers，1999)； 

潮问带湿地底栖动物的功能群分布主要取决于 自然 

生境 的性质 ，如环境污染 (Cong，1998)、水 动力 

条件 (Zhou et al，2001)、盐度 (Zhou et al，2001； 

Engle&Summers，1999)等。我们的研究结果也进 
一 步证实了这一点。由于上沙紧靠长江 口南岸，临 

近排污口，水体质量较差，滩面受一定程度污染， 

因而功能群的物种多样性指数低于中沙。尤其在上 

沙南面，功能群类型仅有 3种 ，且物种数量少 ，仅 

占到上沙底栖动物总数 的 6．7％。此外，受长江上 

游径流来水扰动作用的影响，上沙潮滩生境的稳定 

性降低 ，营养源及食物分布不均 ，也使多样性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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