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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附石硅藻的三峡水库入库支流氮、磷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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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全面了解河流附石硅藻群落对水体氮、磷变化的响应规律，并找出氮、磷指示物
种，本研究采用非参数突变点分析法（ ｎＣＰＡ） 及临界指示物种分析法（ ＴＩＴＡＮ） 探讨了三峡水
库入库支流附石藻类叶绿素 ａ、硅藻物种丰富度、Ｓｈａｎｎｏｎ 多样性指数以及硅藻群落组成的总
氮（ ＴＮ） 、总磷（ ＴＰ） 阈值． 结果表明： 据 ｎＣＰＡ 得到的所有藻类参数的 ＴＰ 阈值均接近 ０． ０３
ｍｇ·Ｌ －１ ；除硅藻群落组成外，其他参数的 ＴＮ 阈值也较接近（ 约为 ０．８ ｍｇ·Ｌ －１ ） ．ＴＩＴＡＮ 区分
了群落中敏感种、耐受种对 ＴＮ、ＴＰ 变化的响应，且阈值范围涵盖了其他参数的阈值；还确定
了 ９ 种 ＴＮ 指示种和 １０ 种 ＴＰ 指示种，其中 ＴＮ 敏感种 １ 种，耐受种 ８ 种；ＴＰ 敏感种 ５ 种，耐受
种 ５ 种．因此，本研究以 ＴＩＴＡＮ 结果为依据确定河流的 ＴＮ、ＴＰ 阈值． 即：当河流 ＴＮ 浓度低于
０．３８２ ｍｇ·Ｌ －１ 或 ＴＰ 浓度低于 ０．０１６ ｍｇ·Ｌ －１ 时（ 负响应阈值） ，河流附石硅藻群落组成相对稳
定；超过这一浓度阈值后，敏感种密度减少；当河流的 ＴＮ 浓度超过 １．２９８ ｍｇ·Ｌ －１ 或 ＴＰ 浓度
超过０．０６５ ｍｇ·Ｌ －１ 时（ 正响应阈值） ，耐受种也将受到明显影响，附石藻类的群落组成会发生
显著变化．据此标准，调查样点中约 ８７％的样点 ＴＮ 浓度超过 ＴＮ 负响应阈值，２２％的样点超过
正响应阈值；而超过 ＴＰ 负响应阈值的点占 ９４％，超过 ＴＰ 正响应阈值的点占 １４％，说明三峡
水库大部分入库河流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干扰，但干扰程度并不严重． 本研究结果可为三峡
水库入库河流生态管理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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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富营养化问题日趋严重． 为了更好地应对人类活

大型无脊椎动物群落变化的 ＴＰ 阈值范围以及城镇
化土地利用阈值；Ｂｌａｃｋ 等 ［１２］ 用随机森林法分析了

动对水生态系统的影响，科学、客观地确定生态系统

美国农业流域溪流中氮异养硅藻、耐受性硅藻、敏感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ｓ） 研究逐渐受到重视

浓度阈值．虽然越来越多的研究采用非线性模型拟

所能 承 受 的 污 染 胁 迫 范 围， 生 态 阈 值 （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１］

．生态阈值概念最早

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提出，Ｓｕｔｈｅｒｌａｎｄ

［２］

型硅藻及运动型硅藻丰富度等藻类指标的 ＴＮ、ＴＰ

研究发现，在

合生态阈值，但多数研究仅关注单一的群落集合参

外界环境影响下，生态系统会在多种状态（ 稳态） 间

数的阈值（ 如物种丰富度或群落密度、生物量的营

同学者从各自专业背景出发，提出了很多各具特色

落的局部特征，单一参数的阈值往往不能反映生物

转变，而不同状态间存在“ 阈值和突变点” ． 此后，不
［３－６］

．其中，以 Ｇｒｏｆｆｍａｎ 等

［６］

养盐阈值） ［１３－１５］ ． 由于特定生物参数仅代表生物群

的定义较具代表

群落对环境变化响应的整体规律；而同时分析多个

性：当生态系统中某一个或几个环境因子的微小变

生物参数的环境阈值则可使研究结果更为全面、准

化引起该生态系统的理化特征或生物群落的结构和

确，从而更有助于科学、合理地确定河流污染物控制

功能突然发生巨大变化时，这一个或几个环境因子

标准．

的定义

所对应的点即为生态阈值．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意

河流附石硅藻因其具有生境相对固定、生物多

识到生态阈值与生态系统稳态并非一一对应关系，

样性丰富和对环境变化响应迅速等特点，常常被用

即使在同一个稳态内，也可能存在数个生物响应的
阈值

［７］

．

自生态阈值问题提出后，生态学家探讨了多种

作河流生态状况的指示生物 ［１２，１６－１８］ ．氮（ Ｎ） 、磷（ Ｐ ）

是藻类生长的重要营养来源，当 Ｎ、Ｐ 浓度超过特定
范围后，会对河流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造成不利影

阈值度量方法．早期的阈值研究以线性方法为主，如

响 ［１９－２１］ ．因此，本研究以三峡水库入库支流为例，采

数法为主要代表，即以全部样点中某个环境胁迫因

ａ、物种丰富度、Ｓｈａｎｎｏｎ 多样性指数和群落组成的

１） 百分位数法，以美国环保局（ ＵＳＥＰＡ） 提出的分位
子取值范围的 ２５％ 分位值或参照点中该因子梯度
的 ７５％分位值作为阈值

［８］

；２） Ｙ⁃截距法，即以某响

应因子梯度为 Ｘ 轴，以胁迫因子如总氮（ ＴＮ） 或总
磷（ ＴＰ） 浓度为 Ｙ 轴建立线性回归模型，得到的 Ｙ
轴截距作为 ＴＮ 或 ＴＰ 阈值

［９］

． 而近年来，生态学家

越来越意识到胁迫因子与生物参数之间多为非线性

用 ｎＣＰＡ 及 ＴＩＴＡＮ 分别探讨河流附石硅藻叶绿素
Ｎ、Ｐ 阈值，以期达到以下两个目的：１） 通过比较不
同藻类群落参数的 Ｎ、Ｐ 阈值，分析三峡水库入库支
流水体中 Ｎ、Ｐ 对河流附石硅藻群落的影响；２） 识别
三峡水库入库支流附石硅藻的 Ｎ、Ｐ 指示种．

１

研究区域与研究方法

关系，因此，又提出了非线性阈值分析法，如：非参数

１ １

ＰＡ） ［１０］ 、临界指示物种分析（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ｔａｘａ

１１１°３９′ Ｅ 之间，地处四川盆地与长江中下游平原结

等．这些非线性方法通过构建树模型来解析生物⁃环

的 ２１ 个县区，总面积约 ７．９ 万 ｋｍ ２［２２］ ，其中约 ８７％

突变点分析（ ｎ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ｒｉｃ ｃｈａｎｇｅ⁃ｐｏｉ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ｎ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ＩＴＡＮ） ［１１］ 、 随 机 森 林 （ ｒａｎｄｏｍ ｆｏｒｅｓｔ ） ［１２］

境数据间 的 关 系， 较 线 性 模 型 而 言 有 更 高 的 准 确
度

［１３］

等

［１１］

．ｎＣＰＡ 法最初由 Ｑｉａｎ 等

［１０］

提出，并以底栖大

型无脊椎动物为例，研究了该类群的 ＴＰ 阈值．Ｂａｋｅｒ

提出了 ＴＩＴＡＮ 法并用该方法确定了河流底栖

研究区概况

三 峡 库 区 位 于 ２８° ３１′—３１° ４４′ Ｎ， １０５° ４４′—

合部，跨越大巴山及鄂西山地，涵盖重庆市、湖北省
为山地．库区属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多年平均气
温 １６．３ ～ １８．５ ℃ ， 年降水量 １０００ ～ １３００ ｍｍ．受地形

影响，库区的土壤、植被类型等均呈现明显的垂直分
布．土壤自下而上为山地黄壤、山地黄棕壤和山地棕

２６７２

应

用

生

态

学

２７ 卷

报

以及 Ｓｈａｎｎｏｎ 多样性指数． 藻类鉴定主要参照胡鸿
钧等 ［２７］ 、朱惠忠等 ［２８］ 、Ｐａｔｒｉｃｋ 等 ［２９－３０］ 、齐雨藻 ［３１］ 及
朱浩然 ［３２］ 等．

１ ２ ２ 理化指标

采样时每个样点取 ３５０ ｍＬ 水样

后现场 加 浓 硫 酸 调 整 至 ｐＨ ＜ ２． 带 回 实 验 室 后， 用
Ｓｋａｌａｒ 分段式流速分析仪（ Ｓｋａｌａｒ Ｓａｎ ＋＋，荷兰） 测定
总氮（ ＴＮ） 和总磷（ ＴＰ） 浓度． ＴＮ 测定采用碱性过硫
酸钾消解紫外分光光度法，ＴＰ 测定采用钼酸铵分光

图 １ 三峡水库入库支流样点分布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ｓｉｔｅｓ ｉｎ ｉｎｆｌｏｗ ｔｒｉｂｕｔａｒ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Ｇｏｒｇｅｓ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光度法 ［２５］ ．

１ ３

数据分析

有 ７９ 个样点有完整的藻类及环境数据，因此仅

用这些样点数据进行后续分析． 用局部回归散点平

壤．植被自下而上为灌草丛、常绿阔叶林、常绿和落

滑法（ ｌｏｃａｌ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ｓｃａｔｔｅｒｐｌｏｔ ｓｍｏｏｔｈｅｒ， Ｌｏｅｓｓ） ［３３］

１ ２

多样性指数与 ＴＮ、ＴＰ 的关系时发现，生物参数与环

叶阔叶混交林、常绿针叶林等 ［２３］ ．
样本采集

１ ２ １ 附石藻类

于 ２０１１ 年 ４—５ 月及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分别在重庆和湖北库区的入库河流进行野外采样，
采集龙河、黄金河、小江、汤溪河、梅溪河、大宁河、边
域溪、万福河、袁水河、青干河、童庄河、太平溪、九畹
溪、神农溪、茅坪溪、香溪河共 １６ 条支流的附石藻类
（ 图 １） ．共设置 １０６ 个样点，采样时在每条河可涉水

初步探索叶绿素 ａ 浓度、硅藻物种丰富度和 Ｓｈａｎｎｏｎ

境变量间呈非线性关系，因此采用非线性方法进一
步研究各生物参数的 ＴＮ、ＴＰ 阈值．具体为：用 ｎＣＰＡ
分别分析叶绿素 ａ 浓度、硅藻物种丰富度、Ｓｈａｎｎｏｎ

多样性指数和附石硅藻群落组成的 ＴＮ 和 ＴＰ 突变
点．该方法应用 Ｂｒａｙ⁃Ｃｕｒｔｉｓ 系数来量度生物群落对
营养盐浓度变化的响应，其原理是将各样点的响应

河段设置样点．每个样点在 １００ ｍ 左右长的河段内

变量（ 藻类参数） 按照对应的环境梯度（ ＴＮ 或 ＴＰ ）

３ ～ ５ 块直径约 １０ ～ ２０ ｃｍ 的石块，现场用尼龙刷刷

点，而潜在突变点中将响应变量分成平均值和方差

呈“ 之” 字形随机选取 ３ 个亚样点，每个亚样点采集

进行排列，根据 Ｂｒａｙ⁃Ｃｕｒｔｉｓ 系数来寻找潜在的突变

洗石块上直径 ２．５ ｃｍ 采样圈内的表面并用无藻水

差异最大两组的环境变量值即为突变点或阈值 ［１０］ ．

．将一部分样品分装至 ７０ ｍＬ 标本瓶内，并立

举重抽样分析（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ｐｉｎｇ， 即从原数据集中抽取

冲洗数次；收集刷液并转入 ３５０ ｍＬ 的聚乙烯瓶中定
容

［２４］

即用 ４％甲醛溶液固定保存，带回实验室鉴定，另取
一部分样品带回实验室用丙酮萃取法测定叶绿素 ａ
含量

［２５］

．

藻类鉴定分两个步骤进行．首先取 ０．１ ｍＬ 标本

均匀放置在 ０．１ ｍＬ 计数框内，在显微镜下用 ４００ 倍
镜鉴定并计数，每个样本至少计数 ３００ 个个体．此步
骤观察到的所有硅藻并入一个分类单元，其他藻类

一般鉴定到属． 然后把一定量的藻类样品通过酸处

为了降低突变点的不确定性，对突变点结果进行自
一部分数据构成新数据集进行模型拟合，如此重复

抽样多次） ，重抽样 １０００ 次，得到 １０００ 个阈值结果，
用其 ５０％分位值作为最终的阈值． 为了消除不同样
点之间采样强度差异的影响，在进行数据分析前对
物种丰富度数据进行稀有化处理，设置稀有化个体
数为 ３００，该处理通过 Ｒ 软件中 “ ｖｅｇａｎ” 程序包里
的“ ｒａｒｅｆｙ” 函数实现 ［３４］ ．

与现有大多数阈值分析方法一样，ｎＣＰＡ 仅能

理制成永久干片，在 １０００ 倍油镜下将硅藻鉴定到种

处理单一响应变量的环境阈值，其研究结果仅能反

后根据 １０００ 倍镜下每种硅藻壳面的计数计算其百

落中不同物种对 Ｎ、Ｐ 响应的差异．为了突破该阈值

并计数，每个样品至少计数 ３００ 个硅藻壳面 ［２６］ ． 最
分比，并根据 ４００ 倍镜下所记录的硅藻总数计算在

４００ 倍镜下每种硅藻的个数．最后经过体积换算得出
硅藻单位面积的个体数（ ｃｅｌｌｓ·ｍ ） ．由于除硅藻外
－２

的其他藻的种类、丰度均很少，而且各样点间分布不

均匀，因此本文仅就硅藻数据进行分析，根据各样点
硅藻群落结构、组成分别计算藻类丰富度（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映藻类群落对 ＴＮ、ＴＰ 响应的整体趋势，无法区分群
分析法的局限性，研究中同时采用 ＴＩＴＡＮ 确定附石
硅藻群落组成的 ＴＮ、ＴＰ 阈值． ＴＩＴＡＮ 是将 ｎＣＰＡ 和

指示物种分析法相结合的一种既能确定生态阈值又
能识别指示物种的非参数分析新方法 ［３５］ ．其原理是
对群落中全部物种的 ＴＮ 或 ＴＰ 突变点进行比较，当

有多个物种在一较小的营养盐浓度范围内同时发生

８期

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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婷等： 基于附石硅藻的三峡水库入库支流氮、磷阈值

相似响应时，该营养盐浓度范围即为群落的响应阈
值．分析中使用的是藻类群落组成数据，数据分析前
对数据进行 ｌｇ（ ｘ ＋ １） 转化以降低罕见种的影响，而
且排除仅在 ３ 个以下样点中出现的物种． 另外，ＴＩ⁃

ＴＡＮ 得出初步的物种突变点后，也用自举抽样技术

分析物种突变点的不确定性（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即突变点
分布与自举抽样所得数据集分布的相异程度，表征
从抽样数据集中得到突变点的可能性） 、纯度（ ｐｕｒｉ⁃

ｔｙ，即自举重抽样中突变点的响应方向与所观察到
响应方向一致的比例） 和可靠度（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即在自
举抽样的数据集中能得出突变点的概率） ，最后以
不确定性（ Ｐ ＜ ０．０５） 、纯度（ ｐｕｒｉｔｙ≥０．９５） 和可靠度
（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０． ９０ ） 为 依 据 确 定 ＴＮ、 ＴＰ 的 指 示 物
种 ［１１］ ．本研究 设 定 自 举 抽 样 样 本 包 含 ２５０ 个 观 察
值，抽样次数 ５００ 次．

以上所有的统计分析均在 Ｒ 软件中完成 ［３６］ ，其

中 ｎＣＰＡ 采用 ｒｐａｒｔ 软件包中的 ｒｐａｒｔ 函数 ［１０］ ，ｂｏｏｔ⁃

ｓｔｒａｐｐｉｎｇ 采用的是 ｂｏｏｔ 软件包中的 ｂｏｏｔ 函 数 ［３７］ ，
ＴＩＴＡＮ 采用的是 ｍｖｐａｒｔ 软件包及 Ｂａｋｅｒ 和 Ｋｉｎｇ 编
写的程序 ［１１］ ．

２

结果与分析
本研究共采集到附石硅藻 ２１８ 种，其中线形曲

壳藻 （ Ａｃｈｎａｎｔｈｅｓ ｌｉｎｅａｒｉｓ ） 、 扁 圆 卵 形 藻 （ Ｃｏｃｃｏｎｅｉｓ

ｐｌａｃｅｎｔｕｌａ ） 、极细微曲壳藻（ Ａ． ｍｉｎｕｔｉｓｓｉｍａ） 为绝对

优势种，它 们 的 相 对 丰 富 度 平 均 值 依 次 为 ３２．８％、

２２．６％和 １８．２％．平均相对丰富度较高的还有窄异极
藻（ Ｇｏｍｐｈｏｎｅｍａ ａｎｇｕｓｔａｔｕｍ） 、 泰 尔 盖 斯 特 异 极 藻

（ Ｇ． ｔｅｒｇｅｓｔｉｎｕｍ） 、优美桥弯藻（ Ｃｙｍｂｅｌｌａ ｄｅｌｉｃａｔｕｌａ） 、
偏肿桥弯藻（ Ｃ． ｔｕｍｉｄｕｌａ ） 和小型异极藻（ Ｇ． ｐａｒｖｕ⁃

ｌｕｍ） ，相对丰富度依次为 ２．５％、２．３％、１．６％、１．１％和

１．０％．其他藻类的相对丰富度均小于 １％．
２ １

附石硅藻的 ＴＮ、ＴＰ 阈值

采用 ｎＣＰＡ 计算出叶绿素 ａ、硅藻物种丰富度和

Ｓｈａｎｎｏｎ 多 样 性 指 数 的 ＴＮ 突 变 点 分 别 为 ０． ８２３、

０．８９３和 ０． ８３１ ｍｇ · Ｌ －１ ； ＴＰ 突 变 点 分 别 为 ０． ０３３、
０．０２８和 ０．０２８ ｍｇ·Ｌ －１（ 表 １） ．

当同样 对 硅 藻 物 种 密 度 数 据 进 行 分 析 时， 由

ｎＣＰＡ 计算出的硅藻物种密度的 ＴＮ 突变点为 ０．４６１

图 ２ 硅藻群落候选突变点的 Ｂｒａｙ⁃Ｃｕｒｔｉｓ 距离沿 ＴＮ、ＴＰ 梯
度下偏差减少的分布（ Ⅰ） 以及自举抽样突变点的累积频率
分布（ Ⅱ）
Ｆｉｇ．２ Ｄｅｖｉａｎｃｅ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Ｂｒａｙ⁃Ｃｕｒｔｉｓ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ｄｉａｔｏｍ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ｌｏｎｇ ｔｏｔａｌ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ｎｄ ｔｏｔａｌ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 Ⅰ）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
ｃ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ａｍｏｎｇ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ｒｅｐｌｉｃａｔｅｓ （ Ⅱ） ．
峰值所对应的 ＴＮ、ＴＰ 浓度为群落突变点位置 Ｔｈｅ ｐｅａｋｓ ｏｆ ｄｅｖｉａｎｃｅ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Ｎ ａｎｄ ＴＰ ｃｈａｎｇｅ ｐｏｉｎｔｓ． 下同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ｂｅｌｏｗ．

表 １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年三峡水库入库支流氮、磷阈值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Ｎ ａｎｄ ＴＰ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ｓ ｆｏｒ ｔｒｉｂｕｔａｒ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ｏｗ
Ｔｈｒｅｅ Ｇｏｒｇｅｓ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ｉｎ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分析方法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
ｎＣＰＡ
ｎＣＰＡ
ｎＣＰＡ
ｎＣＰＡ
ＴＩＴＡＮ
ＴＩＴＡＮ

生物参数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藻类叶绿素 ａ
Ｃｈｌ ａ
藻类物种丰富度
Ｄｉａｔｏｍ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Ｓｈａｎｎｏｎ 指数
Ｓｈａｎｎｏｎ ｉｎｄｅｘ
硅藻群落组成
Ｄｉａｔｏｍ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负响应物种
ｚ⁃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ｓｐｅｃｉｅｓ
正响应物种
ｚ＋ ｐｏｓｉｔｖｅ 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ｓｐｅｃｉｅｓ

总氮
ＴＮ
（ｍｇ·Ｌ －１）

总磷
ＴＰ
（ｍｇ·Ｌ －１）

０．８９３

０．０２８

０．８３１

０．０２８

０．４６１

０．０２５

０．３８２

０．０１６

１．２９８

０．０６５

０．８２３

０．０３３

１．２９８ ｍｇ·Ｌ －１ 和 ０．０６５ ｍｇ·Ｌ －１（ 图 ３、表 １） ．

由图 ３ 可以看出，附石硅藻群落均在 ＴＮ 和 ＴＰ

ｍｇ·Ｌ ，ＴＰ 突变点为 ０．０２５ ｍｇ·Ｌ （ 图 ２、表 １） ．而

浓度较低时达到负响应阈值，而其正响应阈值则是

度增加而减少） 物种 ＴＮ 阈值为 ０．３８２ ｍｇ·Ｌ ，ＴＰ

到的 ＴＮ、ＴＰ 阈值结果与 ＴＩＴＡＮ 的 ＴＮ、ＴＰ 负响应阈

－１

－１

由 ＴＩＴＡＮ 计算出负响应（ 即响应变量随环境因子梯
－１

阈值为 ０．０１６ ｍｇ·Ｌ ；正响应（ 即响应变量随环境
－１

因子梯度增 加 而 增 加 ） 物 种 的 ＴＮ 、ＴＰ 阈 值 分 别 为

ＴＮ、ＴＰ 增加到一定的浓度才达到．此外，由 ｎＣＰＡ 得
值相差不多，但远低于 ＴＩＴＡＮ 的 ＴＮ、ＴＰ 正响应阈
值 ，说明ｎＣＰＡ所识别的ＴＮ、ＴＰ 阈值可能为硅藻群

２６７４

应

用

生

态

２ ２

学

２７ 卷

报

ＴＮ、ＴＰ 指示种

采用 ＴＩＴＡＮ 得到 ９ 种 ＴＮ 指示物种（ 其中 １ 种

为负响应物种，８ 种为正响应物种） 和 １０ 种 ＴＰ 指示
物种（ 其中 ５ 种为负响应物种，５ 种为正响应物种）

（ 表 ２、表 ３、图 ４） ．ＴＮ 指示种中，正响应种极细微曲
壳藻在全部样点中均有出现，Ｃｙｍｂｅｌｌａ ｍｉｎｕｔａ 为出
现频率较高的物种，其余 ＴＮ 指示种在全部样点中
出现频率均较低，出现率在 ３３％ 以下；ＴＮ 指示物种
所对应的突变点中，除正响应种优美桥弯藻的 ＴＮ

突变点大于硅藻群落的正响应阈值之外，其余突变
点几乎均处在硅藻群落的负响应阈值与正响应阈值
所处的范围之间． ＴＰ 指示种中，负响应种窄异极藻
出现频率最高，其他指示种出现次数均较低，在全部

样点中出现的百分比不到 ３０％；ＴＰ 指示种所对应的
突变点中，除胀大桥弯藻的 ＴＰ 突变点大于硅藻群
落的正响应阈值之外，其余突变点也几乎均处在硅
图 ３ 附石硅藻物种负响应种（ ｚ－） 和正响应种（ ｚ＋） 指示总
分对候选 ＴＮ、ＴＰ 突变点的响应曲线
Ｆｉｇ．３ ＴＩＴＡＮ ｓｕｍ ｏｆ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 ｚ－） ａｎｄ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 ｚ＋） ｒｅｓｐｏｎ⁃
ｄｉｎｇ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ｔｏ ａｌｌ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ａｌｏｎｇ ＴＮ ａｎｄ ＴＰ ｇｒａ⁃
ｄｉｅｎｔｓ．

ｚ－： 负响应种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ｚ＋：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ｓｐｅ⁃
ｃｉｅｓ． 下同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ｂｅｌｏｗ． 点⁃虚线代表负响应种（ 黑色） 或正响应种
（ 灰色） 的响应曲线，线⁃虚线代表自举抽样突变点的累积频率分布
Ｂｌａｃｋ ａｎｄ ｇｒｅｙ ｄｏｔｔｅｄ ｌｉｎｅｓ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ｏｆ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ｌｏｎｇ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ｇｒａ⁃
ｄｉ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ｂｒｏｋｅｎ ｌｉｎｅ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ｔｈｅ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
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ａｍｏｎｇ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ｒｅｐｌｉｃａｔｅｓ．

落初次发生突变时的 ＴＮ、ＴＰ 浓度，超过这一营养盐
浓度之后，硅藻群落所发生的突变 ｎＣＰＡ 无法识别
出来，ＴＩＴＡＮ 则可将硅藻群落对 Ｎ、Ｐ 营养的敏感和
耐受程度很好地区分开来．

藻群落的负响应阈值与正响应阈值之间．

以上结果说明，当水体营养盐浓度超过 １． ２９８

ｍｇ·Ｌ －１ ＴＮ 和 ０．０６５ ｍｇ·Ｌ －１ ＴＰ 之后，虽然在 ＴＮ 浓
度为 １．４１９ ｍｇ·Ｌ －１ 、ＴＰ 浓度为 ０．０９３ ｍｇ·Ｌ －１ 时优
美桥弯藻和胀大桥弯藻等少数物种密度会发生突
变，但此时大部分硅藻物种已超过营养盐耐受极限，
硅藻群落已不再产生显著阈值响应．
此外，ＴＮ 指示种湖沼桥弯藻、变异直链藻以及

ＴＰ 指示种爆裂针杆藻和隐头舟形藻 ４ 种硅藻虽然
出现频率不高（ 低至 ５） ，但它们对营养盐的指示强
度却很高；相反，极细微曲壳藻出现频率最高，但其
对营养盐的指示性强度却较低，说明营养盐阈值的
确定不能忽视罕见种的影响．

表 ２ ＴＩＴＡＮ 分析 ＴＮ 指示物种及其阈值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ＩＴＡ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ｖ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ＴＮ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ＴＮ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ｓ
缩写
Ａｂｂｒ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ｙｍＬａｃ

湖沼桥弯藻 Ｃｙｍｂｅｌｌａ ｌａｃｕｓｔｒｉｓ

ＮａｖＲａｄＶａｒＴｅｌ

放射舟形藻柔弱变种 Ｎａｖｉｃｕｌａ ｒａｄｉｏｓａ ｖａｒ． ｔｅｎｅｌｌａ

ＭｅｌＶａｒ

ＣｙｍＭｉｎ
ＣｙｍＤｅｌ

ＧｏｍＬａｎ
ＮｉｔＤｉｓ

ＡｃｈＬａｎ

变异直链藻 Ｍｅｌｏｓｉｒａ ｖａｒｉａｎｓ
Ｃ． ｍｉｎｕｔａ

优美桥弯藻 Ｃ． ｄｅｌｉｃａｔｕｌａ
披针形异极藻 Ｇｏｍｐｈｏｎｅｍａ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ｕｍ
细端菱形藻 Ｎｉｔｚｓｃｈｉａ 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ａ

Ｅｎｖ．ｃｐ
（ μｇ·Ｌ －１ ）

Ｆｒｅｑ

Ｍａｘｇｒｐ

Ｐｕｒｉｔｙ

Ｒｅｌ０５

１２４０．５

１５

８

－

０．９８０

０．９０２

８３８．０

２６
４７

＋

０．９７６

０．９５４

４６０．５
９８２．５

１４１８．５
１０４９．０
１２４０．５

８

１９
１０

＋
＋
＋
＋
＋

０．９９０
０．９６０
０．９８８
０．９８８
０．９８２
１

０．９８６
０．９２４
０．９６４
０．９５０
０．９０２

０．９６８
＋
ＡｃｈＭｉｎ
极细微曲壳藻 Ａ． ｍｉｎｕｔｉｓｓｉｍａ
５８８．５
７９
０．９５２
０．９０６
Ｅｎｖ．ｃｐ： 各物种的响应阈值 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ｓ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Ｆｒｅｑ： 物种出现的频率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ｏｆ ｄｉａｔｏｍｓ； Ｍａｘｇｒｐ： 响应的方
向，其中“ －” 表示负响应，“ ＋” 表示正响应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 －” ｍｅａｎｔ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ａｎｄ “ ＋” ｍｅａ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Ｐｕｒｉｔｙ： 自举重
抽样中突变点的响应方向与所观察到响应方向一致的比例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ｒｒｅｃｔ 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ｓ ａｓ ａ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ａｍｏｎｇ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ｒｅｐｌｉｃａｔｅｓ；
Ｒｅｌ０５： 在 ０．０５ 的显著性水平下自举抽样的可靠概率 Ｔｈｅ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ｒｅｐｌｉｃａｔｅｓ ａｔ ０．０５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ｌｅｖｅｌ． 下同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ｂｅｌｏｗ．
披针形曲壳藻 Ａｃｈｎａｎｔｈｅｓ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

１０７６．５

２６

＋

８期

汤

２６７５

婷等： 基于附石硅藻的三峡水库入库支流氮、磷阈值

表 ３ ＴＩＴＡＮ 分析 ＴＰ 指示物种及其阈值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ＩＴＡ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ｖ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ＴＰ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ＴＰ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ｓ
缩写
Ａｂｂｒ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ＳｙｎＲｕｍ

爆裂针杆藻 Ｓｙｎｅｄｒａ ｒｕｍｐｅｎｓ

ＮｉｔＡｃｔ

类辐星状菱形藻 Ｎｉｔｚｓｃｈｉａ ａｃｔｉｎｏｔｒｏｉｄｅｓ

ＧｏｍＡｎｇ

窄异极藻 Ｇｏｍｐｈｏｎｅｍａ ａｎｇｕｓｔａｔｕｍ

ＮｉｔＨｙｂ

杂菱形藻 Ｎ． ｈｙｂｒｉｄａ

ＡｃｈＡｆｆ

近缘曲壳藻 Ａｃｈｎａｎｔｈｅｓ ａｆｆｉｎｉｓ

ＮａｖＣｒｙ

隐头舟形藻 Ｎａｖｉｃｕｌａ ｃｒｙｐｔｏｃｃｅｐｈａｌａ

ＣｙｍＴｕｒ

胀大桥弯藻 Ｃｙｍｂｅｌｌａ ｔｕｒｇｉｄｕｌａ

ＧｏｍＰａｒ

小型异极藻 Ｇ． ｐａｒｖｕｌｕｍ

ＣｏｃＰｅｄ

虱形卵形藻 Ｃｏｃｃｏｎｅｉｓ ｐｅｄｉｃｕｌｕｓ

ＡｃｈＬｉｎ

林克曲壳藻 Ａ． ｌｉｎｋｅｉ

Ｅｎｖ．ｃｐ
（ μｇ·Ｌ －１ ）

Ｆｒｅｑ

Ｍａｘｇｒｐ

Ｐｕｒｉｔｙ

Ｒｅｌ０５

１６．０
１６．５

１１

－

０．９８２

０．９５２

３０．０

２９
１３

－

０．９８２

０．９３２

２１．５
２５．０
５２．５

６
５
５

９２．５

１３

４０．０

２２

３４．５
３４．０

１２
６

－
－
－
＋
＋
＋
＋
＋

０．９６２
０．９９６
１

０．９９２
０．９５６
０．９５４
０．９７８
０．９９２

０．９０６
０．９３０
０．９６０
０．９６２
０．９０６
０．９５８
０．９５８
０．９０８

低．另一方面，对硅藻群落组成而言，用 ＴＩＴＡＮ 分别
得到正响应种（ 即耐受种，ｚ ＋ ） 和负响应种（ 即敏感
种，ｚ －） 的 ＴＮ、ＴＰ 阈值． 其中，负响应物种的 ＴＮ、ＴＰ

阈值均明显低于对应的 ｎＣＰＡ 阈值，而正响应物种
阈值则高于 ｎＣＰＡ 阈值． 显然，相较于 ｎＣＰＡ，ＴＩＴＡＮ

能识别群落内部不同物种对 ＴＮ、ＴＰ 变化的响应，从
而提供更详细的阈值信息．此外，ＴＩＴＡＮ 揭示的群落
正、负响应阈值范围涵盖了其他藻类参数的阈值，说
明当河流中 ＴＮ、ＴＰ 浓度水平较低时，首先是敏感物
种对营养变化发生响应；随着营养水平的增加，藻类
群落生物量、多样性等特征相继受到影响；当营养水
平增加到一定程度时，连群落中的耐受种密度或丰

度都将发生显著变化． 因此， 可以将 ＴＩＴＡＮ 的 ＴＮ、
ＴＰ 负响应阈值视为触发附石硅藻群落变化的河流
营养水平；而正响应阈值则为藻类群落的营养耐受

极限．因此，本研究以 ＴＩＴＡＮ 结果作为确定阈值的依
图 ４ ＴＩＴＡＮ 分析得出的指示物种
Ｆｉｇ．４ ＴＩＴＡ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ｔａｘａ．

圆圈表示突变点，圆圈大小表示响应强度的大小 Ｃｉｒｃｌｅ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ａｘａ
ｃｈａｎｇ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ｗｈｉｃｈ ｗｅｒｅ ｓｉｚｅｄ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ｓ ｏｆ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图中
缩写见表 ２ 和表 ３ Ｔｈｅ ａｂｂｒ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ｇｕｒｅ ｒｅｆｅｒｅｄ ｔｏ ｔａｂｌｅ ２ ａｎｄ ３．

３
３ １

讨

论

附石硅藻的 ＴＮ、ＴＰ 阈值

阈值分析发现，河流附石硅藻群落参数对水体

ＴＮ、ＴＰ 变化的响应呈现差异．一方面，由 ｎＣＰＡ 计算

得到的所有藻类参数的 ＴＰ 阈值较为接近（ 约为０．０３
ｍｇ·Ｌ ） ，说明水体 ＴＰ 浓度接近该值时，所有藻类
－１

参数均会受到显著影响．相比而言，由 ｎＣＰＡ 计算的

据，即三峡库区入库支流的 ＴＮ 阈值为 ０．３８２ ～ １．２９８

ｍｇ·Ｌ －１ 、ＴＰ 阈值为 ０． ０１６ ～ ０． ０６５ ｍｇ ·Ｌ －１ ． 当河流
ＴＮ 浓度低于 ０． ３８２ ｍｇ · Ｌ －１ 或 ＴＰ 浓度低于 ０． ０１６

ｍｇ·Ｌ －１ 时，河流附石硅藻群落组成相对稳定；超过
这一浓度阈值后，敏感种密度减少；而当河流的 ＴＮ
浓度超 过 １． ２９８ ｍｇ · Ｌ －１ 或 ＴＰ 浓 度 超 过 ０． ０６５

ｍｇ·Ｌ －１ 时，连耐受种密度均会受到显著影响，附石
藻类的群落组成会发生明显变化．根据该 ＴＮ、ＴＰ 阈
值范围，调查样点中有 ８７％ 的样点水体 ＴＮ 浓度超
出 ＴＮ 负响应阈值，２２％ 的样点超出 ＴＮ 正响应阈
值；而超出 ＴＰ 负响应阈值的点占 ９４％，超出 ＴＰ 正
响应阈值的点占 １４％，说明三峡水库大部分入库河
流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干扰，但其受干扰程度并不

藻类生物量、硅藻物种丰富度、Ｓｈａｎｎｏｎ 多样性指数

严重．

高一倍，说明群落组成对 ＴＮ 的耐受性较其他参数

间与其他 研 究 结 果 类 似． 例 如： Ｄｏｄｄｓ 等 ［３８］ 和 Ｓｔｅ⁃

的 ＴＮ 阈值较接近，均比硅藻群落组成的 ＴＮ 阈值约

总体而言，本研究所得 ＴＮ、ＴＰ 阈值范围所处区

２６７６

应

用

ｖｅｎｓｏｎ 等 ［３９］ 利用叶绿素 ａ 分析得出的 ＴＰ 阈值为

０．０３ ｍｇ · Ｌ －１ ， ＴＮ 阈 值 为 ０． ５ ｍｇ · Ｌ －１ ； Ｃｈａｍｂｅｒｓ
等

［１３］

对藻类丰富度、 营养硅藻指数等分析得到的

ＴＮ 阈值为 ０．２１ ～ １．２０ ｍｇ·Ｌ ．这些结果显示，河流
－１

的营养 阈 值 存 在 某 种 程 度 上 的 普 遍 性． 但 Ｂｌａｃｋ

等 ［１２］ 对耐受硅藻、敏感硅藻、高磷硅藻及高氮硅藻
等的丰富度进行分析得出的 ＴＮ 阈值为 ０．５９ ～ １．７９
ｍｇ·Ｌ ，以及吴东浩等
－１

［４０］

对底栖无脊椎动物生物

完整性指数和功能群参数分析得 到 的 ＴＮ 阈 值 为

１．４０９ ｍｇ·Ｌ ，均高于本文得出的 ＴＮ 阈值；Ｃｈａｍ⁃
－１

ｂｅｒｓ 等

［１３］

生

态

学

报

２７ 卷

量水体中，只能耐受一定的 ＴＰ 浓度，而在施之新 ［４４］

的研究中，该物种可广泛地生长在热带和温带的各
种淡水水体中． 不同研究之间指示物种的差异并非
偶然现象，例如，有部分研究者将扁圆卵形藻确定为
高营养物种 ［４１，４５］ ，也有研究者则将其确定为低营养
物种或是与营养无关的物种 ［１７，４６－４７］ ，而 Ｌｏｗｅ ［４２］ 通
过搜集整理大量的硅藻文献后总结得出，扁圆卵形
藻与营养盐之间没有明显的指示关系． 除了研究手
段会导致不同研究得到的指示种有差异外，区域间
气候特征、环境变量协同作用及调查区域内环境变

对藻类丰富度、营养硅藻指数、底栖大型

量取值范围等的差异，各物种在不同区域内表现出

无脊椎动物生物完整性指数和相对丰富度分析得到

特定的物种⁃环境关系，也会导致同一物种在不同区

ＴＰ 阈值．不同研究之间阈值的微小差异可能来源于

对 Ｎ、Ｐ 的指示作用，建议未来的研究在较大的营养

的 ＴＰ 阈值为 ０．０１ ～ ０．０３ ｍｇ·Ｌ ，低于本文得出的
－１

地理因素不同导致的气候差异、土地利用类型差异
或者与之相关的其他理化因子的差异

３ ２

［７，１３，４１－４２］

指示物种

．

致相同

．例如：本研究中湖沼桥弯藻（ Ｃｙｍｂｅｌｌａ

ｌａｃｕｓｔｒｉｓ） 为唯一的 ＴＮ 负响应物种． Ｐａｔｒｉｃｋ 等

［２９］

梯度范围内展开，并采用适当的分析技术控制其他
变量与目标胁迫因子间的协同作用（ 如分析藻⁃磷关

本研究识别的 ＴＮ、ＴＰ 指示物种与其他研究大
［４１－４２］

域呈现不同的指示特征 ［４８－４９］ ． 为全面了解藻类物种

认

为，该物种在清洁水体或中等质量水体中的丰度较

系时控制 Ｎ 对藻类的协同作用） ，研究目标胁迫与
藻类响应间的因果关系，从而获得更加客观的指示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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