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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桡足类是水域生态系统的关键类群，在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信息传递中起着重要
作用．休眠卵是桡足类的重要生存策略，在抵抗不利环境、维持种群延续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本文综述了河口近海桡足类休眠卵种类组成及其分布、休眠卵存活时间、休眠卵萌发率和沉
积物中休眠卵丰度以及对水体的潜在补充量及其影响因素等．对河口近海桡足类休眠卵生态
学研究提出了展望，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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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眠是海洋甲壳动物和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度

水生态系统中物种的种群密度和种类组成受环

． 休眠的桡足类主要

境因素的影响会有短期变化，但从长期时间序列来

现在淡水种类，主要是在桡足幼体的第 ４ 和第 ５ 阶

积物中存在卵、孢子、孢囊形成的“ 储藏效应” （ ｓｔｏｒ⁃

过不良环境的重要生存策略

［１］

有 ３ 类：哲水蚤、剑水蚤和猛水蚤． 剑水蚤休眠仅发
段；猛水蚤的休眠阶段只在少数几种淡水和海水种

类中发现．哲水蚤的休眠种类主要有两种方式： 只
在海水中生活的巨哲水蚤总科（ Ｍｅｇａｃａｌａｎｏｉｄｅａ） 种

类以桡足幼体 Ｃ４ 或 Ｃ５ 的方式在深水中休眠越冬，
由于其主要生活在真光层牧食浮游植物，因此其休
眠伴随着垂直移动；胸刺水蚤总科（ Ｃｅｎｔｒｏｐａｇｏｉｄｅａ）

种类产休眠卵（ ｒｅｓｔｉｎｇ ｅｇｇ） ，沉降到沉积物中，形成
卵库（ ｅｇｇ ｂａｎｋ） ， 环境适宜时， 对浮游 种 群 进 行 补
充

［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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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生态系统具有明显的稳定性，这很可能归功于沉
ａｇｅ ｅｆｆｅｃｔ） ［３］ ．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开始， 对桡足类休
眠卵开展了许多研究， 发现桡足类通过产休眠卵在
沉积物中累积形成卵库， 以度过不良环境，从而维
持种群稳定 ［１，３－４］ ．沉积物中卵库的平衡受到卵的输
入与输出影响，卵库中桡足类产生休眠卵、暴露萌
发、退化、被捕食和死亡都会打破卵库平衡． 沉积物
中休眠卵的累积量为休眠卵的沉积量减去因萌发、
退化、被捕食和死亡的净增量 ［５］ ．
１

休眠卵的类型
休眠卵是桡足类度过不良环境的重要进化策

略

［１］

．早期发现有两类，涉及不同的休眠方式： 静止

卵（ ｑｕｉｅｓｃｅｎｃｅ ｅｇｇ） 和滞育卵（ ｄｉａｐａｕｓｅ ｅｇｇ） ［６－８］ ．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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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卵是即孵卵（ ｓｕｂｉｔａｎｅｏｕｓ ｅｇｇ） 在产出后受到外界

动比大洋区剧烈，绝大部分为近海种类，亚热带海域

接孵化的休眠卵， 其外型与即孵卵无差别， 一旦条

图 １） ．纺锤水蚤科种类作为近海的重要类群，已发

不良环境的刺激而产生的发育停滞现象， 是不能直
件合适，就可进行孵化，存活能力为数星期、数月，
其孵化一般仅对短期内桡足类浮游种群动力学产生
影响．滞育卵是产出后不能直接孵化的休眠卵，即发

的研究报道较少，没有源自热带水域的报道 （ 表 １、
现 １９ 种产休眠卵．

在我国，桡足类休眠卵的研究在厦门湾报道较

多

［３１－３２］

．对厦门九龙江口海区的研究发现，该水域

育至一定阶段后发育停滞，滞育卵是雌体在可预见

分布 ３ 种歪水蚤，即右突歪水蚤（ Ｔｏｒｔａｎｕｓ ｄｅｘｔｒｉｌｏｂａ⁃

ｐｈａｓｅ） ，需要经过冷藏或加热刺激

ｆｏｒｃｉｐａｔｕｓ） ，后两种产生滞育卵 ［２９］ ． 胶州湾海域产休

的不 利 条 件 下 产 生， 包 括 一 段 不 应 期 （ ｒｅｆｒａｃｔｏｒｙ
［７］

， 没有这种刺

激，即使环境条件适宜也不进行萌发．通常认为是由
母体决定着滞育的发生，许多滞育卵在外型上与即
孵卵有所区别． 滞育卵由于有较为特殊的结构， 其

ｔｕｓ） 、特 氏 歪 水 蚤 （ Ｔ． ｄｅｒｊｕｇｉｎｉ） 和 钳 形 歪 水 蚤 （ Ｔ．

眠卵的桡足类主要为双刺纺锤水蚤 （ Ａｃａｒｔｉａ ｂｉｆｉｌｏ⁃

ｓａ） 和太平洋纺锤水蚤（ Ａ． ｐａｃｉｆｉｃａ） ［１３］ ． 对粤东海域
和珠江口的研究发现， 产休眠卵的种类为刺尾纺锤

存活时间较长， 可达几十年， 甚至上百年．随着研究

水蚤（ Ａ． ｓｐｉｎｉｃａｕｄａ） 、瘦尾胸刺水蚤（ Ｃｅｎｔｒｏｐａｇｅｓ ｔｅ⁃

ｌａｙｅｄ⁃ｈａｔｃｈｉｎｇ ｅｇｇｓ） ， 其孵化需经历不应期，但不应

ｌｕｓ） ［２０－２１］ ．

的深入， 又 发 现 了 第 三 类 休 眠 卵———迟 育 卵 （ ｄｅ⁃
期比滞育卵短，比静止卵长，研究较多的是 Ｌａｂｉｄｏ⁃

ｃｅｒａ ｓｃｏｔｔｉ 和 Ｐｏｎｔｅｌｌａ ｍｅａｄｉ，被认为是对亚热带四季
不分明水环境的一种适应性反应 ［７］ ． 汤式纺锤水蚤

ｎｕｉｒｅｍｉｓ） 和 细 巧 华 哲 水 蚤 （ Ｓｉｎｏｃａｌａｎｕｓ ｔｅｎｅｌ⁃
３

休眠卵的形态结构与种类鉴定
休眠卵卵型可以分为两种，表面具刺或鞘等修

（ Ａｃａｒｔｉａ ｔｏｎｓａ） 也有产迟育卵的报道，并且作为分散

饰物的滞育卵和表面光滑的静止卵 ［３３］ ．纺锤水蚤科

迟育卵由于不应期较短，可以减少被埋入沉积物深

外观形态可用于区分即孵卵和滞育卵． Ｐ． ｌａｔｉｓｅｔｏｓａ

层的风险，这也是深层沉积物休眠卵较少的原因之

所产光滑和带短刺的卵被认为是即孵卵，而带长刺

风险的生存策略，可以同时产生即孵卵和迟育卵 ［９］ ．

一
２

［９］

．

休眠卵的种类及分布区域
目前，已发现 ５１ 种海洋和河口桡足类产休眠

卵，大部分位于北半球存在季节变化的温带近海海

域（３０°—６０° Ｎ，水深小于 ８０ ｍ） ，由于近海环境波

有些种类滞育卵形态与即孵卵不同，大多数带刺，其

的则是滞育卵 ［３４］ ，Ｐ． ｇｒａｎｉ 的休眠卵与此相似 ［２３，３５］ ．

已报道的具刺纺锤水蚤科休眠卵种类还包括 Ａ． ｊｏ⁃

ｓｅｐｈｉｎａｅ、双刺纺锤水蚤和汤式纺锤水蚤 ［１１］ ． 特氏歪
水蚤即孵卵与滞育卵的外鞘形态不同， 前者较窄且
褶皱均 匀， 后 者 多 宽 而 褶 皱 不 均 匀， 随 其 外 鞘
加 宽，活力明显提高 ［３６］ ．与即孵卵相比，滞育卵外壳

图 １ 河口近海桡足类休眠卵的全球分布
Ｆｉｇ．１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ｐｅｐｏｄ ｒｅｓｔｉｎｇ ｅｇｇｓ ｉｎ ｅｓｔｕａｒｉｎｅ ａｎｄ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ｗａｔｅｒｓ．

图例表示在咸水环境和海洋沉积物中发现休眠卵的地点，颜色代表不同的哲水蚤科 Ｆｌａｇ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ｓｉｔｅｓ ｗｈｅｒｅ ｒｅｓｔｉｎｇ ｅｇｇｓ ｗｅｒｅ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ｄｉ⁃
ｍｅｎｔ ｉｎ ｍａｒｉｎｅ ａｎｄ ｂｒａｃｋｉｓｈ ｗａｔｅ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ｌｏｒ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ａｌａｎｏｉｄ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ａ） 纺锤水蚤科 Ａｃａｒｔｉｉｄａｅ； ｂ） 胸刺水蚤科 Ｃｅｎｔｒｏｐａｇｉ⁃
ｄａｅ； ｃ） 角水蚤科 Ｐｏｎｔｅｌｌｉｄａｅ； ｄ） 宽水蚤科 Ｔｅｍｏｒｉｄａｅ； ｅ） 歪水蚤科 Ｔｏｒｔａｎｉｄａ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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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已发现在沉积物中产休眠卵或在实验室内产休眠卵的河口海洋桡足类
Ｔａｂｌｅ １ Ｍａｒｉｎｅ ｃａｌａｎｏｉｄ ｃｏｐｅｐｏ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ｆｏｒ ｗｈｉｃｈ ｒｅｓｔｉｎｇ ｅｇｇ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ｆｏｕｎｄ ｉｎ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ｏｒ ｓｐａｗｎ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科
Ｆａｍｉｌｙ

种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ｃａｒｔｉｉｄａｅ

双刺纺锤水蚤 Ａｃａｒｔｉａ ｂｉｆｉｌｏｓａ

纺锤水蚤科

Ａｃａｒｔｉａ ａｄｒｉａｔｉｃａ

地理区域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ａｒｅａ

意大利伊奥尼亚海波尔托切萨雷奥港 Ｐｏｒｔｏ Ｃｅｓａｒｅｏ， Ｉｏｎｉｃ Ｓｅａ， Ｉｔａｌｙ

加州纺锤水蚤
Ａｃａｒｔｉａ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ｅｎｓｉｓ
克氏纺锤水蚤 Ａｃａｒｔｉａ ｃｌａｕｓｉ

［１０］

芬兰波罗的海 Ｓｔｏｒｆｊäｒｄｅｎ Ｂａｌｔｉｃ Ｓｅａ， Ｆｉｎｌａｎｄ

［１２］

英国南安普敦水域 Ｓｏｕｔｈａｍｐｔｏｎ ｗａｔｅｒ， ＵＫ

西班牙乌尔代百河口 Ｕｒｄａｉｂａｉ Ｅｓｔｕａｒｙ， Ｓｐａｉｎ

中国台湾咸水养殖池 Ａｑｕａｃｕｌｔｕｒｅ ｐｏｎｄ， Ｔａｉｗａｎ， Ｃｈｉｎａ
美国加州米慎湾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Ｂａｙ，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ＵＳＡ

美国俄勒冈州亚奎纳湾 Ｙａｑｕｉｎａ Ｂａｙ， Ｏｒｅｇｏｎ， ＵＳＡ

Ａｃａｒｔｉａ ｊｏｓｅｐｈｉｎａｅ
太平洋纺锤水蚤 Ａｃａｒｔｉａ ｐａｃｉｆｉｃａ

Ａｃａｒｔｉａ ｐｕｌｍｏｓａ

挪威北部水产养殖场 Ａｑｕａｃｕｌｔｕｒｅ ｅｎｃｌｏｓｕｒｅｓ， Ｎ⁃Ｎｏｒｗａｙ
法国南部托湖 Ｔｈａｕ ｌａｇｏｏｎ， ｓｏｕｔｈ ｏｆ Ｆｒａｎｃｅ
日本内海 Ｉｎｌａｎｄ Ｓｅａ， Ｊａｐａｎ

美国罗得岛州纳拉甘西特湾 Ｎａｒｒａｇａｎｓｅｔｔ Ｂａｙ， Ｒｈｏｄｅ Ｉｓｌａｎｄ， ＵＳＡ

汤式纺锤水蚤 Ａｃａｒｔｉａ ｔｏｎｓａ

日本内海 Ｉｎｌａｎｄ Ｓｅａ， Ｊａｐａｎ

［６］
［２］
［２］
［２］

［１７］
［１６］
［２］
［２］
［２］
［２］

中国胶州湾 Ｊｉａｏｚｈｏｕ Ｂａｙ， Ｃｈｉｎａ

［１３］

日本内海 Ｉｎｌａｎｄ Ｓｅａ， Ｊａｐａｎ

［２］

中国厦门 Ｘｉａｍｅｎ， Ｃｈｉｎａ

［６］
［２］

中国珠江口桂山岛海域 Ｇｕｉｓｈａｎ Ｉｓｌａｎｄ ａｒｅａ， Ｐｅａｒｌ Ｒｉｖｅｒ Ｅｓｔｕ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

［１９］

中国广东柘林湾海域 Ｚｈｅｌｉｎ Ｂａｙ，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Ｃｈｉｎａ

［２１］

日本女川湾 Ｏｎａｇａｗａ Ｂａｙ， Ｊａｐａｎ

挪威西部水产养殖场 Ａｑｕａｃｕｌｔｕｒｅ ｅｎｃｌｏｓｕｒｅｓ， Ｗ⁃Ｎｏｒｗａｙ
美国东北部海域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美国加州拉霍亚海域 Ｌａ Ｊｏｌｌａ，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ＵＳＡ

美国墨西哥湾鳄鱼港 Ａｌｌｉｇａｔｏｒ Ｈａｒｂｏｒ， Ｇｕｌｆ ｏｆ Ｍｅｘｉｃｏ， ＵＳＡ
美国加州北部海域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ＵＳＡ

美国墨西哥湾北部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Ｇｕｌｆ ｏｆ Ｍｅｘｉｃｏ， ＵＳＡ

［２０］
［２］
［２］
［６］
［２］
［６］
［２］
［２］
［２］
［６］

德国波罗的海施莱峡湾 Ｓｃｈｌｅｉ Ｆｊｏｒｄ， Ｂａｌｔｉｃ Ｓｅａ， Ｇｅｒｍａｎｙ

［２２］

芬兰波罗的海 Ｓｔｏｒｆｊäｒｄｅｎ， Ｂａｌｔｉｃ Ｓｅａ， Ｆｉｎｌａｎｄ

［１２］

美国墨西哥湾坦帕湾 Ｔａｍｐａ Ｂａｙ， Ｇｕｌｆ ｏｆ Ｍｅｘｉｃｏ， ＵＳＡ

［２］

美国墨西哥湾 Ｇｕｌｆ ｏｆ Ｍｅｘｉｃｏ， ＬＡ， ＵＳＡ

英国南安普敦水域 Ｓｏｕｔｈａｍｐｔｏｎ ｗａｔｅｒ， ＵＫ

Ｐａｒａｃａｒｔｉａ （ Ａｃａｒｔｉａ） ｌａｔｉｓｅｔｏｓａ

［６］

［２］

意大利亚得里亚海奥特朗托 Ｏｔｒａｎｔｏ， Ａｄｒｉａｔｉｃ Ｓｅａ， Ｉｔａｌｙ

美国罗得岛州纳拉甘西特湾 Ｎａｒｒａｇａｎｓｅｔｔ Ｂａｙ， Ｒｈｏｄｅ Ｉｓｌａｎｄ， ＵＳＡ

Ｐａｒａｃａｒｔｉａ ｇｒａｎｉ

［６］

意大利伊奥尼亚海波尔托切萨雷奥港 Ｐｏｒｔｏ Ｃｅｓａｒｅｏ， Ｌｏｎｉｃ Ｓｅａ， Ｉｔａｌｙ

意大利伊奥尼亚海波尔托切萨雷奥港 Ｐｏｒｔｏ Ｃｅｓａｒｅｏ， Ｌｏｎｉｃ Ｓｅａ， Ｉｔａｌｙ

美国俄勒冈州亚奎纳湾 Ｙａｑｕｉｎａ Ｂａｙ， Ｏｒｅｇｏｎ， ＵＳＡ

对马纺锤水蚤 Ａｃａｒｔｉａ ｔｓｕｅｎｓｉｓ

［２］

［１８］

中国广东南澳岛海域 Ｎａｎ’ ａｏ Ｉｓｌａｎｄ，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Ａｃａｒｔｉａ ｔｅｃｌａｅ

［６］

美国河口 Ｐｅｔｔａｑｕａｍｓｃｕｔｔ Ｅｓｔｕａｒｙ， ＵＳＡ

刺尾纺锤水蚤 Ａｃａｒｔｉａ ｓｐｉｎｉｃａｕｄａ 中国厦门 Ｘｉａｍｅｎ， Ｃｈｉｎａ

斯氏纺锤水蚤 Ａｃａｒｔｉａ ｓｔｅｕｅｒｉ

［１５］

［２］

挪威西部水产养殖场 Ａｑｕａｃｕｌｔｕｒｅ ｅｎｃｌｏｓｕｒｅｓ， Ｗ⁃Ｎｏｒｗａｙ

Ａｃａｒｔｉａ ｉｔａｌｉｃａ

［１４］

美国加州米慎湾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Ｂａｙ，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ＵＳＡ

日本女川湾 Ｏｎａｇａｗａ Ｂａｙ， Ｊａｐａｎ

美国加州北部海域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ＵＳＡ

Ａｃａｒｔｉａ ｈｕｄｓｏｎｉｃａ

［１３］

［１６］

美国马萨诸塞州巴泽兹湾 Ｂｕｚｚａｒｄｓ Ｂａｙ， 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 ＵＳＡ

红纺锤水蚤 Ａｃａｒｔｉａ ｅｒｙｔｈｒａｅａ

［１１］

日本内海 Ｉｎｌａｎｄ Ｓｅａ， Ｊａｐａｎ

美国华盛顿杰克尔泻湖 Ｊａｋｌｅ’ ｓ Ｌａｇｏｏｎ，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ＵＳＡ

Ａｃａｒｔｉａ ｄｉｓｃａｕｄａｔａ

［２］

波罗的海 Ｂａｌｔｉｃ Ｓｅａ

中国胶州湾 Ｊｉａｏｚｈｏｕ Ｂａｙ， Ｃｈｉｎａ
Ａｃａｒｔｉａ ｂｉｌｏｂａｔａ

文献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日本内海 Ｉｎｌａｎｄ Ｓｅａ， Ｊａｐａｎ

［７］

［１１］
［２］

中国胶州湾 Ｊｉａｏｚｈｏｕ Ｂａｙ， Ｃｈｉｎａ

［１３］

地中海西班牙南部马拉加港 Ｍáｌａｇａ Ｈａｒｂｏｕｒ，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Ｓｏｕｔｈ Ｓｐａｉｎ

［２３］

英国南安普敦水域 Ｓｏｕｔｈａｍｐｔｏｎ ｗａｔｅｒ， ＵＫ

法国南部托湖 Ｔｈａｕ ｌａｇｏｏｎ， ｓｏｕｔｈ ｏｆ Ｆｒａｎｃｅ

意大利亚得里亚海近海水域 Ａｄｒｉａｔｉｃ Ｓｅａ ｃｏａｓｔ， Ｉｔａｌｙ

［１１］
［２４］
［２］

２２１６
续表 １
Ｔａｂｌｅ １

应

用

生

态

学

报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科
Ｆａｍｉｌｙ

种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ｅｎｔｒｏｐａｇｉｄａｅ

Ｃｅｎｔｒｏｐａｇｅｓ 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ｉｓ
中国厦门 Ｘｉａｍｅｎ， Ｃｈｉｎａ
叉胸 刺 水 蚤 Ｃｅｎｔｒｏｐａｇｅｓ ｆｕｒｃａｔｕｓ
美国墨西哥湾北部鳄鱼港 Ａｌｌｉｇａｔｏｒ Ｈａｒｂｏｒ，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Ｇｕｌｆ ｏｆ Ｍｅｘｉｃｏ， ＵＳＡ
（ ｖｅｌｉｆｉｃａｔｕｓ）
钩胸刺水蚤 Ｃｅｎｔｒｏｐａｇｅｓ ｈａｍａｔｕｓ 俄罗斯白海 Ｗｈｉｔｅ Ｓｅａ， Ｒｕｓｓｉａ

胸刺水蚤科

腹针胸刺水蚤

地理区域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ａｒｅａ

日本内海 Ｉｎｌａｎｄ Ｓｅａ， Ｊａｐａｎ

美国马萨诸塞州巴泽兹湾 Ｂｕｚｚａｒｄｓ Ｂａｙ， 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 ＵＳＡ
英吉利海峡北海 Ｎｏｒｔｈ Ｓｅａ，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Ｃｈａｎｎｅｌ

美国墨西哥湾北部鳄鱼港 Ａｌｌｉｇａｔｏｒ Ｈａｒｂｏｒ，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Ｇｕｌｆ ｏｆ Ｍｅｘｉｃｏ， ＵＳＡ

Ｇｉｐｐｓｌａｎｄｉａ ｅｓｔｕａｒｉｎａ
Ｇｌａｄｉｏｆｅｒｅｎｓ ｐｅｃｔｉｎａｔｕｓ
细巧华哲水蚤
Ｓｉｎｏｃａｌａｎｕｓ ｔｅｎｅｌｌｕｓ

Ｐｏｎｔｅｌｌｉｄａｅ

Ａｎｏｍａｌｏｃｅｒａ ｐａｔｅｒｓｏｎｉ
Ａｎｏｍａｌｏｃｅｒａ ｏｒｎａｔａ
Ｃａｌａｎｏｐｉａ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
汤氏长足水蚤
Ｃａｌａｎｏｐｉａ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ｉ
Ｅｐｉｌａｂｉｄｏｃｅｒａ ｌｏｎｇｉｐｅｄａｔａ
（ ａｍｐｈｉｔｒｉｔｅｓ）
双刺唇角水蚤
Ｌａｂｉｄｏｃｅｒａ ｂｉｐｉｎｎａｔａ
Ｌａｂｉｄｏｃｅｒａ ｔｒｉｓｐｉｎｏｓａ

夏眠唇角水蚤 Ｌａｂｉｄｏｃｅｒａ ａｅｓｔｉｖａ

Ｌａｂｉｄｏｃｅｒａ ｓｃｏｔｔｉ
Ｐｏｎｔｅｌｌａ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

Ｐｏｎｔｅｌｌａ ｍｅａｄｉ
Ｓｕｌｃａｎｉｄａｅ
宽水蚤科

Ｔｅｍｏｒｉｄａｅ

Ｓｕｌｃａｎｕｓ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ｕｓ
近缘真宽水蚤 Ｅｕｒｙｔｅｍｏｒａ ａｆｆｉｎｉｓ

［６］
［６］
［２］

［２５］
［６］

［２２］

美国墨西哥湾 Ｇｕｌｆ ｏｆ Ｍｅｘｉｃｏ， ＬＡ， ＵＳＡ

［７］

黑海 Ｂｌａｃｋ Ｓｅａ

日本内海 Ｉｎｌａｎｄ Ｓｅａ， Ｊａｐａｎ

［２］
［２］

［１６］
［６］
［２］

中国珠江口桂山岛海域 Ｇｕｉｓｈａｎ Ｉｓｌａｎｄ ａｒｅａ， Ｐｅａｒｌ Ｒｉｖｅｒ Ｅｓｔｕ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

［１９］

美国墨西哥湾 Ｇｕｌｆ ｏｆ Ｍｅｘｉｃｏ， ＬＡ， ＵＳＡ

［７］

英吉利海峡北海南部 Ｓ⁃Ｎｏｒｔｈ Ｓｅａ，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Ｃｈａｎｎｅｌ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霍普金斯河口 Ｈｏｐｋｉｎｓ Ｒｉｖｅｒ Ｅｓｔｕａｒｙ， Ｖｉｃｔｏｒｉａ， ＡＵＳ
新西兰南岛怀霍拉湖 Ｌａｋｅ Ｗａｉｈｏｌａ， Ｓｏｕｔｈ Ｉｓｌａｎｄ， ＮＺ
日本福山水域 Ｆｕｋｕｙａｍａ， Ｊａｐａｎ

［２５］
［２］
［２］
［２］

中国广州南沙虾塘 Ｓｈｒｉｍｐ ｐｏｎｄ， Ｎａｎｓｈａ，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Ｃｈｉｎａ

［２１］

意大利地中海那不勒斯湾 Ｇｕｌｆ ｏｆ Ｎａｐｌｅｓ，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Ｉｔａｌｙ

［２６］

中国珠海海域 Ｚｈｕｈａｉ， Ｃｈｉｎａ

美国墨西哥湾 Ｇｕｌｆ ｏｆ Ｍｅｘｉｃｏ， ＬＡ， ＵＳＡ

［２１］
［７］

美国墨西哥湾北部土耳其站 Ｔｕｒｋｅｙ Ｐｏｉｎｔ，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Ｇｕｌｆ ｏｆ Ｍｅｘｉｃｏ， ＵＳＡ
日本内海 Ｉｎｌａｎｄ Ｓｅａ， Ｊａｐａｎ

［７］
［１６］

美国俄勒冈州亚奎纳湾 Ｙａｑｕｉｎａ Ｂａｙ， Ｏｒｅｇｏｎ， ＵＳＡ

［２］

美国加州拉霍亚 Ｌａ Ｊｏｌｌａ，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ＵＳＡ

［２］

美国墨西哥湾鳄鱼港 Ａｌｌｉｇａｔｏｒ Ｈａｒｂｏｒ， Ｇｕｌｆ ｏｆ Ｍｅｘｉｃｏ， ＵＳＡ

［２］

美国加州北部海域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ＵＳＡ
日本内海 Ｉｎｌａｎｄ Ｓｅａ， Ｊａｐａｎ

美国马萨诸塞州伍兹霍尔 Ｗｏｏｄｓ Ｈｏｌｅ， 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 ＵＳＡ
美国墨西哥湾北部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Ｇｕｌｆ ｏｆ Ｍｅｘｉｃｏ， ＵＳＡ

Ｌａｂｉｄｏｃｅｒａ ｗｏｌｌａｓｔｏｎｉ

［２］

波罗的海德国基尔湾 Ｋｉｅｌ Ｂａｙ， Ｂａｌｔｉｃ Ｓｅａ， Ｇｅｒｍａｎｙ

日本内海 Ｉｎｌａｎｄ Ｓｅａ， Ｊａｐａｎ

Ｃｅｎｔｒｏｐａｇｅｓ ｖｅｌｉｆｉｃａｔｕｓ

［２］

［２５］

Ｃｅｎｔｒｏｐａｇｅｓ ｔｅｎｕｉｒｅｍｉｓ （ ｙａｍａｄａｉ） 中国厦门 Ｘｉａｍ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Ｃｅｎｔｒｏｐａｇｅｓ ｔｙｐｉｃｕｓ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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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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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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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太平洋加州海域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Ｏｃｅａｎ， ＣＡ， ＵＳＡ

［２５］
［２］

［２７－２８］
［２９］
［２９］
［１８］
［６］
［２］

日本内海 Ｉｎｌａｎｄ Ｓｅａ， Ｊａｐａｎ

［１６］

中国香港维多利亚港海域 Ｖｉｃｔｏｒｉａ Ｈａｒｂｏｒ，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Ｃｈｉｎａ

［３０］

中国厦门 Ｘｉａｍｅ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９］

一般较厚，且更为复杂，帮助其抵抗不利环境 ［２６］ ．较

面形态 ［３８］ ．

者肠道，有利于休眠卵的扩散与传播 ［１］ ．有学者研究

特征可用于区分休眠卵种类．通过 ＰＣＲ 扩增线粒体

的卵发现，滞育卵的外壳有 ４ 层复杂的结构，即孵卵

片段长度多态性（ ＲＦＬＰ ） 鉴定了法国托湖（ Ｔｈａｕ ｌａ⁃

厚的休眠卵外壁能抵抗消化，保护其安全通过捕食
意大利 那 不 勒 斯 海 域 桡 足 类 Ａｎｏｍａｌｏｃｅｒａ ｐａｔｅｒｓｏｎｉ
没有观察到类似结构

［２６］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有学者在

光学显微镜下观察曾认为中华哲水蚤（ Ｃａｌａｎｕｓ ｓｉｎｉ⁃

ｃｕｓ） 的卵具卵鞘，随着技术进步，用环境扫描电子显
微镜（ ＥＳＥＭ） 技术发现其卵无卵鞘，也不属于表面
光滑的卵，卵表面的胞膜为褶皱而非刺，胞膜的厚度
随着水温的升高有减小的趋势 ．卵型分析与孵化
实验均证实： 厦门港中华哲水蚤不存在休眠卵 ［３７］ ．
［３７］

根据外部形态结构鉴定休眠卵并没有统一的标准，
对采自丹麦北部 Ｌｉｍｆｊｏｒｄ 海域的纺锤水蚤和钩胸刺
水蚤（ Ｃｅｎｔｒｏｐａｇｅｓ ｈａｍａｔｕｓ） 的研究发现，３ 种纹饰的

卵（ 光滑、短刺、长刺） 都为即孵卵，扫描电镜显示，
雌体产生几种卵，即使是同一批卵，也具有不同的表

通过休眠卵外观形态鉴定种类较为困难，基因

细胞色素氧化酶Ⅰ亚基基因（ ｍｔ ＣＯＩ） ，利用限制性
ｇｏｏｎ） 柱状沉积物中的克氏纺锤水蚤（ Ａ． ｃｌａｕｓｅ） 、Ａ．

ｄｉｓｃａｕｄａｔａ 和 Ｐ． ｇｒａｎｉ 的 休 眠 卵 ［１７］ ． 通 过 测 定 ２８Ｓ
ｒＲＮＡ 的目标序列鉴定了厦门海域休眠卵种类，证
实该方法可以有效区分沉积物卵库中的休眠卵种
类 ［３９－４０］ ．

４

休眠卵的存活时间

从进化的观点来看，较长寿命的休眠体是度过
不利环境的时间策略，沉积物中累积着不同年份的
休眠卵，类似于植物的种子库， 称之为卵库 ［１，３－４］ ．休
眠卵 寿 命 及 其 可 能 采 取 的 分 散 策 略 （ ｂｅｔ⁃ｈｅｄｇ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可能与环境变化程度有关，环境越复杂，

２２１８

应

用

生

面临恶劣环境因素的机会越多，其存活时间和抵抗

能力越强 ［１］ ．湖泊沉积物中的浮游动物休眠卵可以
保持活性几年至几个世纪，相比于植物种子可达几

千年寿命 的 报 道， 浮 游 动 物 休 眠 卵 的 寿 命 相 对 较

态

学

２６ 卷

报

年龄较短，可能受到养殖环境的不利影响 ［２０］ ．

５

休眠卵丰度及其影响因素
从表 ２ 可以看出，海洋沉积物中桡足类休眠卵

．在自然环境中，即使新陈代谢速率很低，也不

丰度很高（１０ ４ ～ １０ ７ ｅｇｇｓ·ｍ －２ ） ，近岸海域休眠卵丰

究发现，３ 种海洋桡足类［ 汤式纺锤水蚤、钩胸刺水

游种群补充有重要影响，但其潜在补充量受到地域、

短

［１］

可能终止，所以极端情况下几百年的休眠卵很少．研
蚤、夏眠唇角水蚤（ Ｌａｂｉｄｏｃｅｒａ ａｅｓｔｉｖａ） ］ 的静止卵即
使在缺氧的环境中也没有停止新陈代谢，３２ ｄ 后大
部分休眠卵死亡

［４１］

．海洋和河口桡足类休眠卵没有

度一般高于开阔大洋 ［２５，２７］ ．沉积物中卵库对水体浮
水域类型和季节等因素的影响，不同地域、不同类型
水域的潜在补充量差异明显（ 表 ２） ．

河口是陆地与海洋的过渡地带，水体理化环境

上百年的 报 道， 寿 命 最 长 的 报 道 来 自 于 美 国 Ｐｅｔ⁃

变化剧烈，河口桡足类已形成适应河口环境的生理

．波罗的海沉积物中桡足类双刺纺锤

的方式度过河口不良环境． 对法国 Ｓｅｉｎｅ 河口表层

ｔａｑｕａｍｓｃｕｔｔ 河口， 休眠卵至少存活了 ４０ 年，但其种
类没有鉴定

［１８］

水蚤和近缘真宽水蚤（ Ｅｕｒｙｔｅｍｏｒａ ａｆｆｉｎｉｓ） 的寿命可
达 １９ 年

［１２］

．波罗的海西南部 Ｋｉｅｌ 湾表层 ４ ～ ５ ｃｍ 的

休眠卵年龄大约为 １５ 年

．

［２２］ ２１０

Ｐｂ 分析显示，香港维

多利亚港沉积物中的钳形歪水蚤休眠卵平均年龄为

４．９ 年，卵死亡率为 ０．１３５·ａ

－１［３０］

． 厦门湾沉积物中

和行为策略，以维持其河口种群，例如以产生休眠卵
１０ ｃｍ 沉积物桡足类休眠卵分布的研究表明，海洋
种类 Ｔｅｍｏｒａ ｌｏｎｇｉｃｏｒｎｉｓ 以及河口种近缘真宽水蚤是
孵化的主要种类，沉积物中休眠卵平均密度（ １．４２ ×
１０ ６ ｅｇｇｓ·ｍ －２ ） ，与其他地区休眠卵密度相当，剧烈

太平洋纺锤水蚤休眠卵最长可存活 ２０．５ 年，平均存

变化的河口水动力环境可能是造成休眠卵不均匀分
布的主要原因（０．１４ × １０ ７ ～ ８．１０ × １０ ７ ｅｇｇｓ·ｍ －３ ） ［２７］ ，

最长可存活 ６ 年，大部分为 ３ ～ ６ 年，相比其他海域

Ｔ ． ｌｏｎｇｉｃｏｒｎｉｓ 和 近 缘 真 宽 水 蚤 种 群 补 充 １１６４４ 、

活时间 ４．３ 年 ［３１］ ．汕头南澳养殖海域桡足类休眠卵

沉积物中桡足类休眠卵分别向水体中的纺锤水蚤、

表 ２ 世界各海域桡足类休眠卵丰度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ｏｆ ｃｏｐｅｐｏｄ ｒｅｓｔｉｎｇ ｅｇｇｓ ｉｎ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地理区域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ａｒｅａ

丰度范围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ｒａｎｇｅ
（ ｅｇｇｓ·ｍ －２ ） ／ （ ｅｇｇｓ·ｍ －３ ）

波罗的海 Ｓäｌｌｖｉｋ， Ｂａｌｔｉｃ Ｓｅａ

１．０３×１０ ６

波罗的海西南部基尔湾 Ｋｉｅｌ Ｂａｙ，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ａｌｔｉｃ Ｓｅａ

（１．８ ～ ７．４） ×１０ ５

波罗的海 Ｂａｌｔｉｃ Ｓｅ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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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庆等： 河口近海桡足类休眠卵生态学研究进展

７１０２６７ 和 ５２３９７ ｎａｕｐｌｉｉ · ｍ －３ · ｍｏｎｔｈ －１ ， 在 河 口 桡
足类的种群动态中起着重要作用

［２８］

．陈亮东等

［１９］

２２１９

发现，海草床对休眠卵的富集机理为：１） 海草床具

研
究表明，珠江口沉积物中桡足类潜在补充量为 ９．１ ×

有更多的底栖动物，它们的生物扰动导致休眠卵被

口———珠江口水域桡足类休眠卵的存在．

草床的低氧状况抑制了新沉降休眠卵的萌发 ［４６］ ．休

１０ ～ ４．３ × １０ ｅｇｇｓ·ｍ ，首次证实了我国亚热带河
５

－３

６

桡足类休眠卵丰度在沉积物中呈不均匀分布．

对厦门港桡足类卵库研究发现，休眠卵潜在补充量
水平分布 呈 现 中 心 区 高 于 沿 岸 区， 内 港 区 高 于 外
港 区 的 分 布 格 局， 休 眠 卵 平 均 密 度 为 ３． ５ × １０ ４
ｅｇｇｓ·ｍ ，主要受底质类型为黏土质砂和污染两大
－２

因素的影响．潜在补充量的分布差异同样表现在沉
积物的垂直分布上：表层 ０ ～ １ ｃｍ 层最高，其次为 ４

～ ７ ｃｍ 层，其余各层较低 ［３１］ ． 香港维多利亚港沉积

物中的休眠卵主要为钳形歪水蚤， 表层 ０ ～ ５ ｃｍ 潜

在补充量较高，随深度增加，潜在补充量急剧降低，

２５ ｃｍ 仍能发现萌发的休眠卵

［３０］

． 对柱状沉积物进

行研究表明，７ ～ １０ ｃｍ 及以下沉积物中的休眠卵仍
然可以萌发

［２０－２１，２７，３１］

．

沉积物覆盖，阻止了休眠卵的再悬浮；２） 海草的存
在减轻了水流运动，抑制了休眠卵的再悬浮；３） 海
眠卵的分布还与水深和潮流对底层的底应力（ ｂｏｔ⁃

ｔｏｍ ｓｔｒｅｓｓ） 有关 ［２５］ ． 对桡足类休眠卵补充机制进行

研究如仅关注桡足类雌体产卵量有一定的局限性，
必须同时研究卵的数量和卵的萌发率，以科学评估
休眠卵对水体浮游种群的潜在补充．
６

休眠卵的萌发率
休眠卵的萌发率在不同的海域变化较大． 法国

Ｓｅｉｎｅ 河 口 的 桡 足 类 休 眠 卵 夏 季 平 均 萌 发 率 为

２ ４％， 未冷藏前萌发率（ ０．７２％） 低于在 ４ ～ ５ ℃ 冷
藏 １１ 月后的萌发率（４．５％） ［２７］ ．沉积物中全年的休
眠卵孵化率为 ０ ～ ９．０％， 夏秋季采集的沉积物冷藏
前的休眠卵萌发率低于冷藏后的萌发率，表明休眠

桡足类潜在补充量不仅在空间分布上存在差

卵多为滞育卵，需要越冬；冬春季采集的沉积物冷藏

异，在不同的季节也不同．双刺纺锤水蚤和太平洋纺

前的休眠卵萌发率高于冷藏后的萌发率，表明休眠

锤水蚤是胶州湾的优势种类，双刺纺锤水蚤主要出

卵多为静止卵或为越冬后已度过不应期的滞育卵，

现在冬春季，太平洋纺锤水蚤主要出现在夏季，研究
发现，双刺纺锤水蚤 ５—６ 月间在沉积物的休眠卵丰
度为（４．３ ～ １２．５） × １０ ４ ｅｇｇｓ·ｍ －２ ，太平洋纺锤水蚤休
眠卵丰度达（２．４ ～ １１８） × １０ ４ ｅｇｇｓ·ｍ －２ ［１３］ ．对厦门湾

太平洋纺锤水蚤休眠卵丰度进行周年调查发现，其
密度为夏季 ＞ 春季 ＞ 冬季 ＞ 秋季， 分别为 ９． ２ × １０ ４ 、

５．６ × １０ 、３．３ × １０ 和 ２．７ × １０ ｅｇｇｓ·ｍ ，其水平分布
４

４

４

－２

一般表现为湾内区高于湾外区．在垂直分布上，柱状
沉积物 ０ ～ １０ ｃｍ 中都有分布，但并不是每个站点的
各层均有，最高值出现在夏季 ６ ～ ７ ｃｍ 处，达到 ７．０ ×
１０ ｅｇｇｓ·ｍ
４

－２［３２］

．

沉积作用、沉积物再悬浮作用和沉积物转移作

用是影响休眠卵在沉积物中积累的重要环境因素，
是决定桡足类休眠卵分布和含量的关键因素 ［２５］ ．细
颗粒沉积物和休眠卵的沉降速率及其他物理特性相

遇到适宜的环境条件很快萌发 ［２８］ ． Ｓｅｉｎｅ 河口的桡
足类休眠卵萌发率远低于西班牙 Ｕｒｄａｂａｉ 河口休眠
卵萌发率（３６．５％ ～ ８７．２％） ［１４］ 以及波罗的海西南部
Ｋｉｅｌ 湾 桡 足 类 （ Ｅｕｒｙｔｅｍｏｒａ、 Ａｃａｒｔｉａ 和 Ｃｅｎｔｒｏｐａｇｅｓ ）

萌发率（ ４９％ ～ ９４％） ［２２］ ． 对 Ｐ． ｇｒａｎｉ 的休眠卵进行
冷藏处理后，萌发率（７．８％） 明显高于未冷藏处理的
休眠卵萌发率（０．７％） ，较长的低温刺激或突然增温
可能有助于提高 Ｐ． ｇｒａｎｉ 休眠卵的萌发率 ［３５］ ．

休眠卵的萌发率因环境污染而急剧下降． 在英

国大不列 颠 岛 南 部 的 ３ 个 河 口 中， 随 着 多 环 芳 烃
（ ＰＡＨｓ） 浓度的增加，休眠卵萌发率从 ９２％ 降低到

１４％ ［４７］ ．重金属 Ｃｕ、Ｐｂ、Ｃｄ 等会降低太平洋纺锤水
蚤休眠卵的萌发率，并存在剂量效应 ［４８］ ．

７

休眠卵形成与萌发的环境条件

似，研究发现，休眠卵的丰度和沉积物中细颗粒黏土

桡足类休眠卵形成和萌发的环境条件以及各发

含量呈现正相关，在以泥为主的沉积物中桡足类休

育阶段时空分布与水动力过程等控制着桡足类的浮

眠卵数量较多， 在以砂为主的沉积物中桡足类休眠

游种群补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海洋生态系统的

卵数量较少
似结果

［３２］

［２５］

，厦门湾桡足类休眠卵的研究也有类

．休眠卵丰度在较高的沉积环境和较低的

再悬浮环境中容易聚集． 如墨西哥湾海草床休眠卵
丰度（ 主要为汤氏纺锤水蚤） 显著高于周围海域，且
海草覆盖度越大，这种差异越明显

［４４］

． 进一步研究

结构和功能．产卵是桡足类雌体对周围生活环境反
应的结果，因此，研究理化和生物因素对产卵的贡献
有助于了解和预测桡足类产卵行为 ［１４］ ．桡足类休眠
机制目前仍不清楚，可能是受遗传基因控制或是受
特定环境刺激如温度或光照的影响．外部环境中，水

２２２０

应

用

生

温、光周期、食物状况和种群密度也可能诱发桡足类
休眠卵的产生．

７ １

休眠卵形成的主要影响因素

７ １ １ 非生物因 素

态

学

２６ 卷

报

刺纺锤水蚤也有类似的繁殖策略，在从水体消失的
前两个月开始产滞育卵 ［１１］ ．

影响桡足类休眠卵形成除以上因子外，重金属、

当环境状况对某个种类不利

水体中溶解氧、ｐＨ 和每年有规律的重复自然条件如

时，休眠是生物度过不利环境的一个途径． 例如，墨

寒流、雷电、雨雪等都是促使浮游动物进入滞育状态

西哥湾钩胸刺水蚤产滞育卵是度夏的一种生存策

的因子 ［５０］ ．

略 ［４１］ ．对丹麦 Ｌｉｍｆｊｏｒｄ 半封闭河口水产养殖场的监

７ １ ２ 生物因素

测表明，纺锤水蚤和钩胸刺水蚤在冬季产卵，与光、

休眠卵的影响研究较多，而生物因素较少．浮游动物

温度和食物的可获得性没有明显相关，在海水接近

通过自身调节种群密度以保持种群稳定． 在条件适

０ ℃ 的冬季，没有观测到滞育卵；此外，休眠卵的产
量受光周期、水温、溶氧等的影响

［３８］

．

温度作为一种环境信号，它的变动对海洋浮游
动物的生长和繁殖都会产生影响，浮游动物为了适
应这一变动会改变生殖策略． 温度过高或过低都可
以诱导一些种类产休眠卵以度过不利的环境条件．
研究表明，１５ ℃ 是加州纺锤水蚤（ Ａ．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ｅｎｓｉｓ）

产休眠卵的临界温度，较长时间超过 ２２ ℃ 的水温会

非生物环境因子如温度和光照对

宜时，种群大量繁殖，导致种群密度过大，引起空间
紧迫、食物缺乏、排泄物增加，自身代谢废物的累积
而导致环境恶化，进而刺激浮游动物产休眠卵以度

过不良环境．如近缘真宽水蚤密度达到 ８０ ｉｎｄ·Ｌ －１ ，
就会有一部分产生休眠卵，表明种群密度过高可诱
导该种桡足类休眠卵的产生 ［５１］ ．不同种类会因有限
的食物、空间等而存在竞争关系，为了避开不利环境
条件，一些存在竞争关系的种群会产生休眠卵，以避

刺激克氏纺锤水蚤产生滞育卵，较短时间的刺激则

开竞争，保持种群更好地生存．生活在同一海域的汤

产生静止卵； 水温下降是刺激 Ｐ． ｇｒａｎｉ 产生休眠卵

式纺锤水 蚤 和 Ａ． ｈｕｄｓｏｎｉｃａ 因 种 间 竞 争 产 生 滞 育

的主要因素

［３５，４９］

．厦门九龙江口特氏歪水蚤与钳形

歪水蚤季节性出现和消失，是因为其种群可产滞育

卵，温度较高（２５ ～ ２８ ℃ ） 和较低（１０ ～ ２０ ℃ ） 时特氏
歪水蚤与钳形歪水蚤都可产滞育卵，其即孵卵萌发

时间均随孵化温度的升高而缩短 ［２９］ ．吴荔生等 ［３３］ 对

卵 ［３３］ ，即通过滞育从时间和空间上避开竞争；克氏

纺锤水蚤和夏眠唇角水蚤产滞育卵的诱导因子也是
为了避免种间竞争 ［６］ ．当食物浓度较低时，汤式纺锤
水蚤产迟育卵的比例升高 ［９］ ． 热带地区的半咸水池
塘中，水温和光周期的变化并不重要，在众多的环境

厦门海区瘦尾胸刺水蚤滞育卵进行了系统研究，５—

因子中，可能食物状况和种群密度是诱发桡足类产

不利的夏秋季（ ７—１１ 月） ，滞育卵受日照时间和温

７ ２

度较低时趋于夜间产卵，夏季温度较高时趋于日间

ｐＨ、沉积物环境状况等是影响桡足类休眠卵孵化的

６ 月间瘦尾胸刺水蚤产滞育卵以度过对其生长繁殖
度影响较大，且不同季节产卵时间不一样，冬春季温
产卵，对即孵卵来说，为保证卵在沉至海底前或在沉
至海底后未被底泥覆盖前的短时间内孵化，瘦尾胸
刺水蚤在温度较低的夜间上浮至海水表层产卵，温
度较高的日间下沉至下层海水产卵；对滞育卵来说，
为避免卵在水中被摄食，瘦尾胸刺水蚤在日间下沉
至下层海水产卵，使其快速沉至海底形成卵库，有利
于种群的延续． 光照周期主要影响桡足类生殖方式
或卵的类型．短光照是海洋桡足类产滞育卵的关键
因素，夏眠唇角水蚤在短光照下主要产滞育卵，长光
照下主要产即孵卵 ［６］ ．有学者则认为短日照、低温会

休眠卵的主要因素 ［１５］ ．

休眠卵萌发的主要影响因素

７ ２ １ 非生物因 素

温 度、 盐 度、 光 照、 储 存 时 间、

重要因素． 海 洋 桡 足 类 钳 形 歪 水 蚤 休 眠 卵 在 １３ ～

３０ ℃ 均可孵化，但在 １０ ℃ 时没有幼体孵化，２５ ℃

为其萌发的最适温度；且在 ５ ℃ 下储存 １４ ～ １５ 个月
孵化的幼体数量多于只储存 １ ～ ２ 个月孵化的幼体
数量 ［１６］ ．温度是纺锤水蚤科种类休眠卵萌发最重要
的诱发因素．研究发现，温度剧增 ５ ℃ ，只要增加后
的温度超过 Ｐ． ｇｒａｎｉ 滞育卵萌发的最低温度（ １０ ～

１５ ℃ ） ， 则 温 度 的 剧 增 有 利 于 提 高 休 眠 卵 的 萌 发
率 ［３５］ ，室内实验结果在野外观察中得到了证实 ［２４］ ．

在胶州湾， 温度可能是影响纺锤水蚤休眠卵产生及

诱导夏秋种产滞育卵，而长日照、高温则会诱导冬春

孵化的主要因素 ［１３］ ． 即使温度和光照条件适宜，Ｐ．

野外调查和室内研究发现，温度的降低和光照

孵化，光周期是 Ｐ． ｇｒａｎｉ 休眠卵萌发的重要诱发因

种产滞育卵 ［４９］ ．

的缩短是诱发法国托湖 Ｐ． ｇｒａｎｉ 产休眠卵的主要因
素

［２４，３５］

，是其越冬的生存策略．英国南安普敦水域双

ｇｒａｎｉ 的滞育卵必须经过超过 １ 个月的不应期才能
素，黑暗条件下不利于 Ｐ． ｇｒａｎｉ 和克氏纺锤水蚤休
眠卵的萌发 ［３５］ ．光照对双刺纺锤水蚤的休眠卵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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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２１

影响较小 ［１０］ ．光周期对克氏纺锤水蚤休眠卵孵化和

眠卵生态学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１） 帮助

低温刺激后产卵量高峰提前，孵化温度在 １５ ～ ３０ ℃

环境不利时短暂消失，从长时间来看保持种群稳定，

幼体存活影响不明显， 克氏纺锤水蚤在孵化前经过
之间，随着温度升高孵化时间缩短

［５２］

．

桡足类度过恶劣环境，有利于种群的保存和延续，在
维持生物多样性；２） 调节水体中桡足类丰度，改变

盐度是诱导海洋浮游桡足类休眠卵孵化的因素

水体中桡足类种群动态和群落结构；３） 通过延长传

孵化率最低，仅为 １１．４％，随着盐度增加，孵化率提

４） 扩大桡足类的地理分布；５） 了解种群过去的动态

８４ ５％ ［５３］ ．克氏纺锤水蚤休眠卵在盐度为 ３０ 时，孵

在北半球，冬季水温较低时，食物匮乏，一些桡

之一．研究表明，汤式纺锤水蚤休眠卵在盐度为 ０ 时
高， 最 高 孵 化 率 出 现 在 盐 度 为 ２５ 时， 孵 化 率 达

代时间和产生世代重叠等过程，延缓微进化进程；
变化 ［４］ ．

化率和幼体存活率最高；低盐度（ ＜ ３０） 能够缩短孵

足类以冬眠或滞育的方式度过不利的环境． 在北海

休眠卵的活性随污染效应的加重而降低， 水体

失，如钩胸刺水蚤，在冬季只以休眠卵的方式沉积在

的重金 属 和 有 机 物 污 染 有 可 能 影 响 休 眠 卵 的 活

水底越冬，而 Ｔ． ｌｏｎｇｉｃｏｒｎｉｓ 既有休眠卵也有个体在

化时间，但导致幼体存活率降低

性

［４７］

．Ｊｉａｎｇ 等

［５４］

［５２］

．

研究 ＨＣＨ 和 ＤＤＴ 两种有机氯农

药对沉积物中太平洋纺锤水蚤休眠卵孵化的影响，

南部水域，一些桡足类在某些季节完全从水体中消

水层存在 ［２］ ．水体中桡足类在条件不适宜时，开始产
卵以度过不良环境，保持种群稳定；沉积物中卵库在

结果表明，即孵卵比滞育卵对农药的反应更敏感，

海况变化（ 大规模风浪、潮流等） 或底栖动物由于摄

说明滞育卵对有机氯农药的耐受性更强，但是不能

食、筑穴等生物活动对沉积物结构造成改变时，从底

长时间处于这种环境． 太平洋纺锤水蚤休眠卵孵化

层卵库中被动悬浮到水体中，形成沉积物卵库对水

出的幼体数量会随着 Ｃｕ、Ｐｂ、Ｃｄ 和 ０＃柴油浓度的增

体浮游种群的补充． 卵库中休眠卵从沉积物中萌发

加而迅速减少，０＃柴油对太平洋纺缍水蚤休眠卵的

进入到水体，再由水体种群产卵沉降到沉积物中，

缺氧影响桡足类休眠卵的活性，从而降低萌发

念来解释，即垂直补充生态学（ ｓｕｐｐｌｙ⁃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ｌｏ⁃

毒性会随温度的增高而增加 ［４８，５５］ ．
率， 如近缘真宽水蚤

［４１］

． 法国 Ｓｅｉｎｅ 河口桡足类休

眠卵孵化率较低，可能原因为缺氧、污染和强烈的水
动力条件

［２７－２８］

不能孵化

［１３］

ｇｙ） ．

浮游⁃底栖耦合是物质和能量在水生态系统通

．在底泥覆盖下的缺氧环境中休眠卵

过传递而将浮游系统和底栖系统融为一个整体的过

．沉积物扰动对休眠卵的摩擦也可

限在浅水区域沉积物中的再悬浮作用，沉积物释放

．长时间处于硫化物和缺氧环境会影响

桡足类卵活性

Ｍａｒｃｕｓ 等 ［５６］ 把这种相互补充的现象用一个新的概

［４１］

能降低休眠卵的活性

７ ２ ２ 生物因素

［２７］

．

程．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以前，对浮游⁃底栖耦合的认识局
营养盐到水体中，导致水体浮游植物初级生产力提

近年来的研究发现，滞育状态的

高，进而浮游动物的生物量增加． 除此之外，浮游动

不是必需的， 如 Ｐ． ｌａｔｉｓｅｔｏｓａ 的滞育卵没有经过环境

对浮游动物研究的深入，发现水底沉积物和部分浮

终止受基因时钟（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ｃｌｏｃｋ） 的控制，环境刺激并
刺激在恒定的环境条件下同步进行了萌发

［３４］

．生物

扰动造成的底层沉积物中休眠卵的再悬浮往往也是
诱发休眠卵萌发的重要因子
８

［１０，２７，３１］

．

物种群动力学被认为和浮游⁃底栖耦合无关 ［６］ ．随着
游动物水体种群动态变化密切相关， 沉积物中的生
物体在水体浮游生物群落结构和功能中扮演着重要
角色．
９

休眠卵的生态学意义

休眠卵研究展望

桡足类卵库的重要生态学意义是增强桡足类对

桡足类休眠卵卵库种类的准确鉴定是休眠卵生

环境条件波动的适应能力，使桡足类能够度过生活

态学研究的基础．由于桡足类休眠卵形态差异细微，

周期中的恶劣环境阶段，维持种群稳定．浮游动物由

鉴定上容易出现错误，传统的将卵萌发培养到成体

水体中的现生种群（ ａｃｔｉｖ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和沉积物中的
休眠种群（ ｄｏｒｍａｎｔ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两部分组成

［５６］

． 现生

种群桡足类与生境关系紧密，水体环境会影响桡足

类的种类组成和数量分布，从而影响休眠卵库．反过
来，沉积物中休眠卵卵库萌发补充影响现生种群．休

鉴定耗时费力，且大部分种类在室内条件不易培养．

分子生物学手段，包括分子标记技术和 ＤＮＡ 条形码
（ ＤＮＡ ｂａｒｃｏｄｅｓ） 有明显的优势．尤其是 ＤＮＡ 条形码
技术开始运用于海洋浮游动物生态学研究，在浮游
动物物种鉴定、物种发现、营养关系、生物入侵种监

２２２２

应

用

生

态

学

测、种群遗 传 学 以 及 生 物 地 理 学 中 得 到 很 好 的 应
用

［５７］

．因此利用分子标记技术和 ＤＮＡ 条形码技术

可以解读休眠卵的遗传信息． 对厦门湾水体和沉积

［２］

物两种类型休眠卵的 ２８Ｓ ｒＲＮＡ 序列分析，可以确
定常见种类的成体、即孵卵和休眠卵 ［４０］ ． 基于 ＤＮＡ

条形码涵盖全球海域的国际海洋生物条形码计划

［３］

监测和浮游动物现场实时定性、定量分析有望实现．

［４］

（ ＭａｒＢＯＬ） 已经正式启动实施，使得浮游动物多样性
桡足类休眠卵能够在沉积物中保存很长的时间，利
用分子生物学等技术，对不同年代沉积物中休眠卵
开展研究，对揭示桡足类群落的历史变迁反演、进化

［ ５］

和生物入侵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也是今后一段时
期桡足类休眠卵生态学研究的重要方向．
桡足类因其体内富含某些必需脂肪酸， 特别是

ＥＰＡ 和 ＤＨＡ，在水产育苗上有很多应用，常常被用
来作为一些经济鱼类的开口饵料． 随着研究的深入

［６］
［７］

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通过桡足类休眠卵获得大量无
节幼体逐渐被人们重视和利用，休眠卵的规模培养
将在现代海水养殖中发挥重要作用，具有广阔的应

用前景 ［５８］ ． 目前，将休眠卵应用于水产养殖业还有
很多困难，比如，对休眠卵的保存、孵化等方面的研

究还不够，无法按照规模生产的需求对其进行控制，

［８］
［９］

而育苗池中过早从休眠卵萌发的桡足类易捕食经济

动物幼体等 ［５９］ ． 因此，深入研究桡足类休眠卵生态

［ １０］

沉积物中休眠卵的活性随污染效应的加重而降

［ １１］

学对于海水养殖业具有重要意义．

低，因此可将休眠卵的活性作为评价沉积物污染程

度的综合措施之一 ［３０］ ，结合水体浮游动物群落结构
对河口近海环境进行综合生态学评价，可望得到更
为真实的评价结果．
我国对海洋桡足类休眠卵的野外调查较少，仅
有的研究集中在胶州湾、厦门海域和珠江口等少数
水域．我国海岸线长，沉积物类型多样；近海水域海

［１２］
［１３］

水养殖面积大、类型多，经济动物养殖导致沉积环境
恶化，大型海藻的规模栽培改善了养殖区环境；天然
海藻场和海草场的急剧退化等近海环境的变化都对

［１４］

休眠卵的存活、沉积和再悬浮等产生重要影响，从而
影响休眠卵对水体浮游种群的潜在补充． 为了更好
地了解与研究海洋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应加强
对我国海域休眠卵调查，并运用现代生物技术开展
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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