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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对转基因(CAgcGH)鲤的生态风险评估提供参考资料, 于 2002年构建人工试验湖泊。研究分析了

该人工湖泊浮游藻类群落的结构特征、季节动态、年际变化及其与水体各环境因子的关系。2006年至 2010

年间, 每季度采样, 共鉴定出浮游藻类 7 门 47 属 66 种, 其中绿藻种类最多。双向指示种分析(TWINSPAN)

和除趋势对应分析(DCA)结果显示采样点数据可分为春夏秋冬 4组, 说明该群落季节性明显。冬季群落结构

简单, 多样性最低, 主要由小环藻(Cyclotella sp.)和分歧锥囊藻(Dinobryon divergens)组成; 春季, 小环藻、针

杆藻(Synedra sp.)、颗粒直链藻(Melosira granulata)等几种硅藻占优势; 夏季群落结构复杂, 占优势的是银灰

平裂藻(Merismopedia glauca)和螺旋鞘丝藻(Lyngbya contarta), 多样性最高; 秋季没有明显占优势的种类。5

年间, 群落细胞密度上升了 33.1%, 平均值为(1.43±0.75)×106 cells/L; 硅藻在群落中所占比例从 48.2%下降至

16.2%, 而蓝藻从 9.3%上升至 42.2%。典范对应分析(CCA)的结果显示对浮游藻类影响最大的环境因子是温

度和溶氧, 总氮浓度和总磷浓度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 而 pH 在试验中对浮游藻类群落结构的影响有限。

不同藻类在 CCA 排序图上有不同的分布格局, 一些硅藻主要分布在中低温采样点, 蓝藻集中分布在高温的

采样点, 鼓藻主要出现在高透明度和高总磷浓度的采样点, 金藻主要分布在高溶氧浓度和低温的采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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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游藻类(Phytoplankton)是存在于江河湖海等
各种水体中重要的初级生产者, 是水体食物网的初
始环节[1]。相对于理化参数, 浮游藻类能更直观的反
映水体营养状态, 而且只有全面了解浮游藻类群落
动态才能研究影响其变化的因素[2]。试验湖泊所在

的长江中游地区属亚热带湿润性季风气候, 湖泊星
罗棋布, 鱼类养殖场众多。如今, 该地区大部分天然
湖泊已经呈现中营养或中富营养化以上水平 [3], 有
些湖泊已经严重富营养化[4, 5]。富营养化的水体环境

对浮游藻类群落存在多方面的影响[6, 7]。为了尽量排

除各种外源污染的影响, 本研究设立了半封闭的人
工试验湖泊, 系统分析投放有转草鱼生长激素重组
基因鲤鱼的人工试验湖泊的浮游藻类群落的结构特

征、季节动态和年度变化, 及其与环境因子的关系, 
以期为转基因鲤的生态风险评估提供背景资料。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湖泊概况 
试验湖泊于 2002年 5月设计并构建, 位于湖北

省武汉市江夏区境内梁子湖畔(114°24′E, 30°08′N), 
水面面积 6.67 hm2, 为人工隔离的半封闭水体, 具
有防洪、防逃、防盗等安全设施。依据当地湖泊背

景资料在试验湖泊种植大型水生植物, 投放无脊椎
动物和鱼类, 引入梁子湖湖水模拟自然湖泊生境及
生物群落。经过 3 年的过渡适应后, 人工移植的沉
水植物生长良好, 软体动物、虾类和鱼类形成了稳
定种群, 表明人工设置的生物群落在试验湖泊生态
系统中已经趋于稳定。根据 2004—2006 年的调查, 
试验湖泊挺水植物主要有野菰、水蓼、水葱, 浮叶

莕植物主要有莲、菱和 菜, 沉水植物有轮叶黑藻、
苦草、穗花狐尾藻、金鱼藻。试验湖泊有鱼类 23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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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属 12 科 23 属。鱼类区系组成的最大特点是鲤科
鲫鱼占优势, 底栖动物以摇蚊科、腹足类和寡毛类
为主。试验湖泊大型水生植物、鱼类和底栖动物区

系组成与长江中游地区湖泊非常相似 [8], 因此 , 构
建的人工试验湖泊具有该地区湖泊的代表性。 

2005年 8月, 将转“全鱼”转基因(CAgcGH)鲤鱼
1800尾释放到该人工试验湖泊。本次试验投放的转
基因鲤是转植有鲤鱼 β 肌动蛋白基因启动调控顺序
(CA)驱动的 gcGH“全鱼”重组基因鱼。释放的转基因
鲤鱼平均体长为 94.1 mm。2006年 5月其平均体长
增长为 250.0 mm。 

从 2002年 5月一次性灌水后, 试验湖泊未再灌
水, 也未排水。试验期间, 湖泊水位变化的最大落差
在 50 cm以内。湖水补充主要依靠降水。从试验期
间的各项生物和水化学指标来看, 根据况琪君等 [9]

和王明翠等[10]的标准, 该水体处在贫中营养状态。 

1.2  样品采集、处理与分析 
在湖面上均匀设置 7 个采样点(图 1)。从 2006

年到 2010 年, 每季度采样。用 25#浮游生物网捞取
浮游藻类定性样品, 部分用福尔马林固定。在光学
显微镜下观察浮游藻类活体及固定样品, 依照胡鸿
钧等[11]、Wehr, et al.[12]和 Robert[13]等文献进行鉴定。

另用容量为 600 mL 的塑料水瓶采集浮游藻类定量
样品, 立即用终浓度为 1%的鲁哥氏液(Lugol’s solu-

tion)固定。水样经沉淀、浓缩至 30 mL。依照章宗
涉等[14]用视野法对藻类样品进行定量分析。 

 

 
 

图 1  人工试验湖泊位置及采样点设置 
Fig. 1  Location of the man-made lake and sampling sites 

 
在采集生物样品的同时, 现场用水银温度计测

定水温(T), 用便携式 pH计测定水体酸碱度(pH), 用
黑白透明度盘测定水体透明度(SD), 用便携式溶氧
仪测定水体溶解氧浓度(DO), 另用有机玻璃采水器
采集水样, 回到实验室用过硫酸钾氧化-紫外分光光

度法测定水体总氮浓度(TN)、用钼锑抗分光光度法
测定总磷浓度(TP)等水化学指标。以上测定均参照
国标相关方法[15]。由于天气问题, 少数几次采样的
某些采样点未采集生物样品。 

1.3  数据统计与分析 
Shannon-Weaver 多样性指数(H′): H′=−∑Pilog2Pi, 

(Pi = Ni /N)。Pielou物种均匀度指数(J): J = H′/ lnS。
式中, N为同一样品中的个体总数, Ni为第 i种的个
体数。S为样品中种类总数[16]。使用软件 WinTWINS 
(version 2.3)进行双向指示种分析(Two-Way Indicator 
Species Analysis, TWINSPAN); 使用软件 Canoco 
(version 4.5)进行除趋势对应分析(Detrended Corres-
pondence Analysis, DCA )和典范对应分析(Canonical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CCA)。在统计分析过程中, 
降低了偶见种的权重, 提高了具有生态学指示意义
的物种的权重。 

2  结果 

2.1  人工试验湖泊的浮游藻类物种组成与优势种 
在为期 5 年的采样中, 共发现浮游藻类 66 种, 

分属 47个属, 7个门。其中, 蓝藻门 6属 9种, 绿藻
门 19 属 25 种, 硅藻门 10 属 17 种, 隐藻门 5 属 7
种, 甲藻门 3属 4种, 金藻门 2属 2种, 裸藻门 2属
2 种。虽然绿藻门的种类最多, 占种类数的 37.9%, 
但是在各个季节细胞密度并不是最大。在冬季硅藻

门小环藻 (Cyclotella sp.)为优势种 , 分歧锥囊藻
(Dinobryon divergens)为亚优势种; 春季, 几种硅藻
如针杆藻 (Synedra sp.)、颗粒直链藻 (Melosira 
granulata)和小环藻等交替占优势; 在夏季, 蓝藻门
的银灰平裂藻(Merismopedia glauca)或螺旋鞘丝藻
(Lyngbya contarta)占优势; 在秋季, 没有明显的优
势种。全年来看, 人工试验湖泊的浮游藻类群落为
硅藻-蓝藻型。 

2.2  浮游藻类群落结构的排序和聚类分析 
对 5 年每季节采样所得的 7 个采样点平均值的

17 组数据进行 TWINSPAN 排序分析的结果显示, 
这些数据首先被划分为主要以夏季和冬季数据为主

的两个类群, 然后再从中划分出春秋两季的数据。
这表明试验湖泊浮游藻类群落结构季节性较为明

显。冬夏两季差异大, 而春秋两季处在冬夏两季的
过渡状态。 

对这些数据进行 DCA 聚类分析的结果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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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INSPAN 排序结果相似(图 2)。数据被较好的区
分为 4 个类群, 分别代表春夏秋冬四季, 显示该水
体浮游藻类群落结构的季节性明显。夏季和冬季的

浮游藻类群落结构存在较大差异, 而春季和秋季的
浮游藻类群落结构介于两者之间。夏季的各数据点

聚集紧密, 冬季的数据点较分散, 春秋两季的数据
点之间距离也较大, 有些数据更靠近夏季数据点集, 
有些更靠近冬季数据点集。 

 

 
 

图 2  17组采样点数据浮游藻类群落结构的 DCA聚类分析散点图 
Fig. 2  Detrended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ordination diagram of 
17 samples based on phytoplankton community structure 
 
2.3 浮游藻类群落的季节动态 

依据 TWINSPAN 分析和 DCA 分析的结果, 将
试验湖泊浮游藻类群落各次采样的数据划分为春夏

秋冬四组。浮游藻类的细胞密度在夏季最高, 5年平
均值为(2.15±1.26)×106 cells/L; 冬季最低, 为(0.89± 
0.40)×106 cells/L; 春季为(1.18±0.12)×106 cells/L; 秋
季比春季略低, 为(1.01±0.39)×106 cells/L。  

Shannon-Weaver多样性指数H′的最低值出现在
2006年 1月, 为 0.76; 最高值出现在 2008年 8月, 为
4.62; 试验期间平均值为
3.01±0.87。分季节来看, 冬
季的多样性指数平均值最低, 
为 1.52±0.58; 夏季最高, 为
3.74±0.65; 春秋两季分别为
2.86±0.69和 3.74±0.10。 

Pielou 物种均匀度指
数 J的季节变化与 Shannon- 
Weaver 多样性指数 H′的季
节变化趋势相似。冬季的均

匀度指数平均值最低 , 为
0.58±0.22; 夏季最高 , 为

1.16±0.18; 春季为 0.91±0.21; 秋季为 1.09±0.04。 
浮游藻类群落结构的季节动态(图 3)。在冬季, 

硅藻占绝对优势, 占浮游藻类总细胞密度的 70.0%, 
主要是小环藻(Cyclotella sp.); 其次为金藻门的分歧
锥囊藻(Dinobryon divergens), 占 16.6%, 其他藻类
的细胞密度很低。春季, 小环藻大量减少, 但是其他
一些硅藻 , 如针杆藻 (Synedra sp.)、颗粒直链藻
(Melosira granulata)、舟形藻(Navicula sp.)、桥弯藻
(Cymbella sp.)等增多, 硅藻仍然占有 55.4%的细胞
密度; 绿藻门的几种栅藻(Scenedesmus spp.)、衣藻
(Chlamydomonas sp.)和小球藻(Chlorella sp.)有所增
多, 占浮游藻类细胞密度的 17.5%。夏季, 蓝藻大量
增殖, 占浮游藻类细胞密度的 43.5%, 主要是银灰
平裂藻(Merismopedia glauca)和螺旋鞘丝藻(Lyngb-
ya contarta)。绿藻门和隐藻门的藻类也有所增加 , 
分别占细胞密度的 20.9%和 16.9%, 而硅藻只占
11.5%。秋季, 没有明显占优势的门类, 硅藻门、绿
藻门、隐藻门和金藻门在浮游藻类细胞密度中所占

比例均在 22%左右。细胞密度最大的是小环藻和锥
囊藻。甲藻较集中出现在春秋两季, 而裸藻全年偶
见。 

2.4  浮游藻类群落的年际变化 
从 2006 年至 2010 年, 人工试验湖浮游藻类的

年平均细胞密度(图 4)。5年的平均值为(1.43±0.75)× 
106 cells/L。在 2007年最低, 为(0.89±0.02)×106 cells/L, 
2010年最高, 为(1.77±1.40)×106 cells/L。2010年浮游藻
类细胞密度比 2006年上升了 33.1%。人工试验湖浮游
藻类细胞密度呈现出先降后升的趋势。 

浮游藻类的年平均群落结构 (图 5, 由于 2007
年缺乏数据, 未纳入统计)。5年期间, 硅藻在群落细

 

 
 

图 3  浮游藻类群落结构季节动态 
Fig. 3  Seasonal variation of phytoplankton community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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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密度中的比例大幅降低, 从 48.2%下降至 16.2%。
蓝藻在群落细胞密度中的比例显著增加, 从 9.3%上
升至 42.2%。其他各门藻类所占比例无明显上升或
下降趋势。 
 

 
 

图 4  浮游藻类细胞密度的年际变化 
Fig. 4  Annual variation of cell density of phytoplankton 

 
人工试验湖泊浮游藻类群落的年平均 Shannon- 

Weaver多样性指数H′和 Pielou物种均匀度指数 J(图
6)。两种指数的年际变化趋势基本相同。Shannon- 
Weaver 多样性指数 H′的最低值为 2009 年的 2.59± 
1.16, 最高值为 2010 年的 3.14±0.71; Pielou 物种均
匀度指数 J的最低值为 2009年的 0.86±0.19, 最高值
为 2010年的 1.03±0.71。 

2.5  浮游藻类群落与水体理化环境因子 
试验湖泊各项水化学指标的变化    试验期间, 

试验湖泊的水温(T)的变化为 5.4—34.7℃, 平均值为
(20.0±7.8)℃ ; 溶解氧 (DO)的变化范围是 5.38— 
11.67 mg/L, 平均值为(8.61±1.75) mg/L; 透明度(SD)
的变化范围是 60 —210 cm, 平均值为(104±27) cm; 
pH 的变化范围为 6.36—8.26, 平均值为 7.01±0.31; 
总磷浓度(TP)变化范围是 0.006—0.150 mg/L, 平均

值为(0.041±0.016) mg/L; 总氮浓度(TN)的变化范围
是 0.079—2.094 mg/L, 平均值为(0.600±0.270) mg/L。
总磷浓度和总氮浓度的年际变化(图 7)。总磷浓度呈
现先降后升的趋势, 而总氮浓度呈现先升后降的趋
势。注意到试验湖泊总磷浓度和浮游藻类细胞密度

都有先降后升的变化, 对两者进行相关性分析。结
果显示, 两者高度相关(R2=66.0%)。 

 

 
 
图 6  浮游藻类群落 Shannon-Weaver 多样性指数(H′)和 Pielou
物种均匀度指数(J)的年度变化 
Fig. 6  Annual variation of Shannon-Weaver index (H′) and Pielou 
index (J) of phytoplankton community 
 

 
 

图 7  人工湖泊总磷浓度和总氮浓度的年际变化 
Fig.7  Annual variation of densities of TP and TN in the 
man-made lake 

 
试验湖泊浮游藻类群

落与水体理化环境因子的

典范对应分析(CCA)  对 5
年间浮游藻类群落与环境

因子数据做 CCA(图 8), 该
分析中的物种与相应编号

(表  1), 各项统计信息 (表 
2)。排序图反映了不同种类
的浮游藻类对环境条件的

不同适应特点。对于环境因

子, 轴 1和轴 2的相关系数

 
 

图 5  浮游藻类群落结构年际变化 
Fig. 5  Annual variation of phytoplankton community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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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0, 说明排序结果是可信的[17, 18]。 
从图 8 中箭头的连线长度可看出, 所选取的 6

种不同环境因子对浮游藻类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

CCA第一轴与水温(T)(0.7761)、透明度(SD)(0.7251)
和总磷浓度(TP)(0.6162)正相关 , 而与溶解氧(DO)-
(–0.7714)负相关 ; 第二轴与总氮浓度 (TN)正相关
(0.5821)。 

根据 CCA 分析, 可以将浮游藻类大体分为 4
组。组 I中主要为小环藻、直链藻、针杆藻等硅藻, 主
要分布在中温或低温的采样点, 而与其他各环境因
子相关性不明显; 组 II 中主要为一些少见的裸藻、
囊裸藻和隐藻, 其分布格局与温度有较弱的相关性; 
组 III中为色球藻、颤藻、平裂藻等蓝藻和纤维藻、
衣藻等绿藻, 其分布格局与温度具有很密切的正相
关; 组 IV中为一些鼓藻, 其分布格局与透明度和总
磷正相关。另外, 锥囊藻的分布格局与溶解氧正相

关, 与温度负相关。 
总体来看, 对浮游藻类影响最大的环境因子是

温度和溶氧, 总氮浓度和总磷浓度的影响也是不可
忽视的, 而 pH 在本试验中对浮游藻类分布格局的
影响有限。 

3  讨论 

3.1  人工试验湖泊浮游藻类群落的结构特征 
从 DCA聚类分析和 TWINSPAN排序分析的结

果可见, 该水体浮游藻类群落结构的季节性明显。
夏季和冬季的浮游藻类群落结构存在较大差异。夏

季的各数据点聚集紧密 , 其群落结构相似性最高 , 
表明该水体的浮游藻类群落在夏季稳定, 这可能是
由于长江中游地区夏季持续时间长 ,  气候条件稳
定。冬季的数据点较分散, 显示了浮游藻类群落在
冬季存在较大变化, 可能原因是该地区冬季在寒潮  

 
表 1  CCA 分析中的物种与相应编号 

Tab. 1  Species and their codes used in CCA 

编号 Code 物种 Species 编号 Code 物种 Species 

sp1 小环藻 Cyclotella sp. sp19 新月藻 Closterium sp. 

sp2 桥弯藻 Cymbella sp. sp20 逗隐藻 Komma caudata 

sp3 颗粒直链藻 Melosira granulata sp21 倒卵隐藻 Cryptomonas obovata 

sp4 异极藻 Gomphonema sp. sp22 蛋白核隐藻 Cryptomonas pyrenoidifera 

sp5 舟形藻 Navicula sp. sp23 蓝隐藻 Chroomonas sp. 

sp6 针杆藻 Synedra sp. sp24 反曲弯隐藻 Campylomonas reflexa 

sp7 纤维藻 Ankistrodesmus sp. sp25 斜结隐藻 Plagioselmis nanoplanctia 

sp8 衣藻 Chlamydomonas sp. sp26 马索隐藻 Cryptomonas marssonii 

sp9 卵囊藻 Oocystis sp. sp27 分歧锥囊藻 Dinobryon divergens 

sp10 多芒藻 Golenkinia radiata sp28 裸甲藻 Gymnodinium sp. 

sp11 四足十字藻 Crucigenia tetrapedia sp29 多甲藻 Peridinium sp. 

sp12 丰富栅藻 Scenedesmus abundans sp30 裸藻 Euglena sp. 

sp13 四尾栅藻 Scenedesmus quadricauda sp31 囊裸藻 Trachelomonas sp. 

sp14 小球藻 Chlorella sp. sp32 色球藻 Chroococcus sp. 

sp15 弓形藻 Schroederia sp. sp33 螺旋鞘丝藻 Lyngbya contarta 

sp16 双眼鼓藻 Cosmarium bioculatum sp34 颤藻 Oscillatoria sp. 

sp17 项圈顶接鼓藻 Spondylosium moniliforme sp35 鱼腥藻 Anabaena sp. 

sp18 角星鼓藻 Staurastrum sp. sp36 银灰平裂藻 Merismopedia glauca 
 

表 2  人工试验湖泊浮游藻类群落 CCA 分析的统计信息 
Tab. 2  Statistics for the CCA performed on phytoplankton of the man-made lake 

相关系数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排序轴 

Axis 温度 
T 

酸碱度 
pH 

透明度
SD 

溶解氧
DO 

总磷浓度
TP 

总氮浓度
TN 

特征值 
Eigenvalue

累积贡献率 
Accumulative 
contribution 

rate(%) 

种类—环境 
因子相关系数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feature-environment

1 0.7761 –0.0774 0.7251 –0.7714 0.6162 –0.2331 0.563 40.8 0.949 

2 –0.4507 0.1137 0.4652 0.3959 0.2341 0.5821 0.373 67.7 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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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人工试验湖泊浮游藻类物种与环境因子的 CCA分析排序图 

Fig. 8  CCA biplot of phytoplankton species and environmental 
variables of the man-made lake 

 
的影响下, 气候变化快, 增加了试验湖泊小环境的
异质性。而由于该地区春秋两个季节持续时间短 , 
温度等气候条件变化迅速, 这两个季节的数据点分
散, 群落结构相似性都不高, 有时更接近于夏季的
群落结构, 有时更接近冬季的。 

人工试验湖泊浮游藻类群落结构的季节性同样

明显。硅藻、蓝藻等藻类分别在不同季节占优势。人

工试验湖泊的浮游藻类的群落结构特征和季节动态符

合该地区浅水湖泊的浮游藻类群落的一般规律[19, 20]。 
从 Shannon-Weaver多样性指数和 Pielou物种均

匀度指数来看, 人工试验湖泊浮游藻类群落的多样
性和均匀度在夏季最高, 其次是秋季, 而冬季最低。
这可能是由该地区的气候条件的季节性变化造成

的。冬季水温很低, 只有少数耐低温的藻类能生存, 
也容易形成几个物种占绝对优势的情况; 而夏季水
温高, 适合多种藻类的生长, 因此多样性和均匀度
最高。虽然春秋两季的浮游藻类平均细胞密度很相

近, 但是秋季的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指数均显著高
于春季, 可能是由于春秋两季的浮游藻类群落分别
在较大程度上受到冬夏两季的影响。在 5 年内, 两
种指数的年平均值没有明显的上升或下降的趋势 , 
说明人工试验湖泊浮游藻类群落的多样性处在相对

稳定的状态。 
试验期间, 人工试验湖泊的浮游藻类种类数为

66 种, 其中绿藻门 25 种, 硅藻门 17 种, 蓝藻门 9
种。人工试验湖泊的浮游藻类群落与报道中的梁子

湖的浮游藻类群落种类组成很相似[21, 22], 但是种类

数略少一些。这可能是由于人工试验湖泊比梁子湖

的水面面积小, 空间异质性不如梁子湖, 因而虽然
是从梁子湖引水, 人工试验湖泊浮游藻类的物种数
略少。 

3.2  影响人工试验湖泊浮游藻类群落的环境因子 
人工试验湖泊浮游藻类群落结构的季节性明显, 

可能主要受到水温等气候条件的影响。银灰平裂藻、

螺旋鞘丝藻、颤藻等蓝藻集中出现在 28°C以上的采
样点, 分歧锥囊藻集中出现在 12°C 以下的采样点, 
小环藻、直链藻、针杆藻等硅藻主要出现在 5—20°C
的采样点。溶解氧与水温呈高度负相关, 也与浮游
藻类的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存在相互影响。透明度

反映了真光层的深度, 也就是浮游藻类能利用阳光
进行光合作用的水体深度范围, 也会对浮游藻类群
落结构产生影响。同时, 浮游藻类的细胞体本身也
能影响水体的透明度。在营养物质方面, 总磷浓度
对浮游藻类的影响比总氮浓度的影响更大一些。而

在本试验中, pH与浮游藻类群落结构的相关性有限, 
可能是由于试验期间, pH变化范围小。  

在本研究的 5 年期间, 蓝藻在群落细胞密度中
的比例增加, 而硅藻的比例降低。造成浮游藻类群
落结构年际变化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 一, 各种
藻类对营养盐的需求量和获取策略不同 [23, 24],  一
些蓝藻, 如平裂藻, 具有个体小和相对较大的表面
积 , 可能具有更高的吸收效率 , 因而占竞争优势 , 
在浮游藻类群落中的比例缓慢增加。二, 试验湖泊
为半封闭人工湖泊, 营养盐通过地表径流或土壤渗
透进入水体的量很有限。周广杰曾报道了中强降雨

可以带入营养盐、改变水体理化参数, 从而引起浮
游植物群落的变化[25]。本研究中的人工试验湖泊容

量较小, 稀释作用弱, 因而降雨带入的营养盐和改
变的水文状况也可能引起浮游藻类群落的变化。三, 
底泥中的各种营养盐, 如多种含磷化合物、含氮化
合物和无机碳化合物会缓慢的释放入水体, 从而影
响浮游藻类的生长繁殖[26—28]。在本试验中, 人工试
验湖泊底泥中营养盐的释放也可能是浮游藻类群落

结构年际变化的原因之一。 
观测 5 年期间, 浮游藻类群落的多样性基本保

持稳定、群落外观未发生明显改变。群落结构与其

引水源梁子湖很相似。季节动态和年际变化受到气

候条件和营养盐的影响较为明显。今后我们将在已

有工作的基础上, 在空间尺度上严格设置空白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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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实验组和混养组等一系列实验梯度, 并结
合转基因鱼和对照鱼食性选择分析、食物的竞争关

系研究等, 系统研究转基因鲤鱼对浮游藻类群落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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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LOGICAL INFLUENCES OF PHYTOPLANKTON COMMUNITY  
IN AN EXPERIMENTAL MAN-MADE LAKE 

XIA Shuang1, 2, ZHANG Qi1, 2, LIU Guo-Xiang1and HU Zheng-Yu1 
(1. Institute of Hydrobi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Wuhan 430072, China;  

2.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Abstract: To evaluate the possible ecological risks of transgenic (CAgcGH) common carp, an experimental man-made 
lake was set up in 2002. We investigated the phytoplankton community structure, seasonal dynamics, annual variations 
of phytoplankton, as well as its relationships with environmental factors. Samples of phytoplankton were collected sea-
sonally from 2006 to 2010. Sixty-six species belonging to seven phyla and forty-seven genera were identified, among 
which Chlorophyta was the most. The results of two-way indicators species analysis (TWINSPAN) and detrended cor-
respondence analysis (DCA) showed that the samples were congregated into four groups, which indicated obvious sea-
sonal character. In winter, the community structure was simple.The biodiversity was the lowest. The community was 
mainly composed of Cyclotella sp. and Dinobryon divergens; in spring, several diatoms, such as Cyclotella sp., Synedra 
sp. and Melosira granulata became dominant species; in summer, community structure was the most complex, with the 
highest biodiversity, and Merismopedia glauca and Lyngbya contarta were dominant. In our five-year-experiment, the 
cell density rose by 33.1%, and mean annual cell density was (1.43±0.75) ×106 cells/L; the percentage of diatoms in the 
phytoplankton community dropped from 48.2% to 16.2%, while the percentage of Cyanobacteria in the phytoplankton 
community rose from 9.3% to 42.2%. The results of canonical correlation analysis (CCA) demonstrated that the com-
munity structure was mainly influenced by temperature and dissolved oxygen. The influence of the density of total 
phosphorus and nitrogen was non-negligitible, and the influence of pH was small. Diatoms mainly appeared in samples 
from middle and low temperature sites, blue-green algae mainly appeared in samples from high temperature sites, Des-
midiales mainly appeared in samples from sites with high transparency and total phosphorus, and Chrysomonadales 
mainly appeared in samples from sites with high dissolved oxygen and low temp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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