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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受农业面源污染影响，池塘水体污染状况与相关底栖动物群落特征备受关注。本文以亚热带丘陵区
某典型小流域池塘为例，采用现场调查方法对流域内 15 个池塘的底栖动物和水体污染情况进行调查分析，
探讨了底栖动物群落特征与季节和水体污染程度变化的关系。结果表明 , 区域内池塘中底栖动物多样性相
对较低，共采集到底栖动物 22 种，其中以节肢动物居多（14 种），耐污性较强的黄色羽摇蚊（Chironomus
flaviplumus）、霍甫水丝蚓（Limnodrilus hoffmeisteri）和中华长足摇蚊（Tanypus chinensis）为主要优势种。季
节变化对底栖动物丰度、生物量有显著影响，夏季底栖动物平均丰度和生物量分别为 544 ind/m2 和 1.48 g/m2，
显著低于冬季（分别为 913 ind/m2 和 6.67 g/m2）（P<0.05）。不同底栖动物对水环境因子表现出不同的响应特征，
黄色羽摇蚊生物量与温度（T）呈显著正相关，而霍甫水丝蚓和苏氏尾鳃蚓（Branchiura sowerbyi）生物量则与
水体总氮（TN）、氨氮（NH4+-N）呈显著正相关（P<0.05）。研究表明，区域内池塘水体整体污染程度相对较高，
底栖动物群落结构较简单且受季节和水环境因子影响较大，其中霍甫水丝蚓和苏氏尾鳃蚓的丰度和生物量对于
反映该区域池塘水体面源污染状况具有一定的指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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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zoobenthos community and water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in ponds in subtropical hill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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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agricultura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pond water pollution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zoobenthos
community were matters of great concern. This paper takes ponds in a typical small watershed in a subtropical hilly
region as an example. The zoobenthos and water pollution in 15 ponds were investigated and analyzed by field
investig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seas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zoobenthos community and water pollution levels
was discuss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diversity of zoobenthos in the ponds was relatively low. A total of 22 species
of zoobenthos were collected, of which arthropod accounted for the majority (14 species). The dominant species were
Chironomus flaviplumus, Limnodrilus hoffmeisteri and Tanypus chinensis. The abundance and biomass of zoobenthos
were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seasonal variation. The average abundance and biomass of zoobenthos in summer were
544 ind/m2 and 1.48 g/m2, respectively,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winter (913 ind/m2 and 6.67 g/m2,
respectively) (P<0.05).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biomass of Chironomus flaviplumus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077215）；湖南高新技术产业科技创新引领计划项目（2020GK4094）；中国科学院科技服务网络计
划（STS）区域重点项目（KFJ-STS-QYZD-2021-24-001）。
作者简介：彭健（1996—），男，湖南娄底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流域农田环境工程研究，E-mail: pengjian19@mails.ucas.ac.cn；通信作者：
李希（1983—），男，湖南长沙人，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农业面源污染生态治理研究，E-mail: lixi@isa.ac.cn。
收稿日期：2022-02-10；接受日期：2022-04-09
Foundation item: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42077215); Project of Hunan High Tech Indust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Leading Plan (2020GK4094); Projec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rvice Network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 (KFJ-STSQYZD-2021-24-001).
Corresponding author: LI Xi, E-mail: lixi@isa.ac.cn.
Received 10 February, 2022; Accepted 9 April, 2022

532

第 43 卷

农业现代化研究

and temperature (T).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biomass of Limnodrilus hoffmeisteri,
Branchiura sowerbyi and total nitrogen (TN), and ammonia nitrogen (NH4+-N) (P<0.05). Thes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overall degree of water pollution in pond was relatively high, while the community structure of zoobenthos was simple.
They were greatly affected by season and water environmentd factors. The abundance and biomass of Limnodrilus
hoffmeisteri and Branchiura sowerbyi could be used as indicators to reﬂect the impact of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on
pond water.
Key words ：ponds;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zoobenthos; community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water environmental factor

随着点源污染不断得到有效控制，农业面源
污染问题已成为我国农村环境的最突出问题 [1]。面
源污染量大面广，污染源分散度高，对水体污染持
续性较强 [2]，容易导致底栖动物功能、丰富度和群
落结构的改变，因此，水体健康和底栖动物的相
关研究备受国内外学者关注 [3]，探讨池塘底栖动物
群落特征与水体面源污染的关系对于池塘水体面源
污染的预防与修复治理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
意义。
目前我国农村地区以污染物迁移方向为主线、
以小流域或集水区为单元开展综合生态治理是治理
面源污染的重要方向 [4-5]。池塘是我国南方地区十
分常见的小型水体 [6-7]，作为小流域水文循环的重
要节点，对于调蓄地表经流、抗旱和农业面源污染
物消纳转化均具有重要作用 [8]。同时，池塘水体水
质的变化也会引起包含底栖动物在内的水生生态系
统特征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从而进一步影响到池
塘的生态功能。
底栖动物作为池塘等湿地生态系统中物质循环
和能量流动的重要参与者，是池塘湿地生态功能健
康的重要标志之一 [9]，在水生生态系统中扮演消费
者角色，一方面以细菌、有机碎屑颗粒和底栖藻类
为食，促进水体有机物降解，另一方面可为鱼类提
供天然饵料，加速池塘生态系统营养物质的迁移转
化 [10]。由于底栖动物对环境变化反应敏感，当水体
受到污染时，其群落结构及多样性会发生相应的变
化，可对湿地系统水质变化起到指示作用 [11]，因此
也受到水环境研究者的广泛关注。
目前针对河流水系 [12]、湖泊 [13]、水库 [14] 等大
型水体底栖动物的研究常见报道，与农业面源污染
治理密切相关的小型水体中底栖动物的研究则相对
集中于人工湿地 [15]，人工湿地与天然池塘之间的底
栖动物群落特征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进一步研究天
然池塘底栖动物群落特征可以反映一个地区池塘水
体面源污染状况，建立具有一定指示作用的生物指
标体系。为此，本研究于 2020 年 7 月（夏季）和 12
月（冬季）对亚热带丘陵区金井小流域 15 口典型池
塘底栖动物物种、丰度、生物量和水体污染情况进
行了现场采样调查，通过分析两季池塘水体污染情

况和相关底栖动物的群落特征，探讨了底栖动物群
落特征随季节和水体污染程度变化的关系，研究结
果可为池塘水体面源污染的治理修复提供参考依据
和数据支撑。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与采样位点设置
研究区位于湖南省长沙县金井镇，地理坐标范
围 28°30′~28°39′ N、113°18′~113°29′ E（图 1）
，区内
平均海拔 98.3 m，为典型丘陵地貌，属于典型亚热
带湿润季风气候，多年平均气温 17.1 ℃，全年无霜
期 274 d，日照时数 1 663 h，热量充足，多年平均
降水量 1 394.6 mm，主要集中于 4—7 月份。当地
土地利用方式主要有农田（36.47%）
、
茶园（3.40%）
、
林地
（49.01%）
等 [16]。利用研究区高分辨率影像
（2016
年 12 月，0.5 m 分辨率）
，采用 ArcGIS 软件完成研
究区内森林、农田、居民区、池塘、水库和道路等
土地利用要素的目视解译与矢量图层输出，按影像
解译结果，该小流域池塘数量有 2 012 个，密度高
达 19 个 /km2。课题组定期监测其中 142 个池塘的

Fig. 1

图 1 池塘采样点在小流域中的分布
Distribution of pond sampling points in small
waters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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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变化，通过实地调查，获取池塘周边景观类型、
池塘经营管理（是否养鱼）和池塘周边污染物输入
来源、综合水质情况等基本信息，从 142 个池塘中
挑选 15 个水质状况、污染物来源、分布区域和经
营模式等有显著差异的典型池塘（平均水深约 3 m）
进行底栖动物群落调查与采样分析，采样点分布见
图 1。
1.2 池塘底栖动物调查
分别于 2020 年 7 月（夏季）和 12 月（冬季）
开展两次底栖动物的调查采样分析，其中底栖动物
调查采用 1/16 m2 彼得森采泥器，每口池塘采用五
点取样法采集底泥样，泥样当即用 60 目尼龙网筛
清洗后倒入采样瓶，瓶中加入 10% 甲醛密封保存后
带回实验室，再用 60 目尼龙网筛在自来水下冲洗，
将甲醛洗净后将网筛内的剩余物倒入解剖盘中，用
镊子将底栖动物样本逐一捡出，放入盛有 80% 乙醇
溶液的离心管中，随后在光学显微镜下逐个进行物
种鉴定和分类计数，并用滤纸将底栖动物表面水分
吸干后在万分之一天平上称重，最终汇总记录结果
并换算成单位面积的个体数量即丰度（ind/m2）和
鲜重质量即生物量（g/m2）[17]。
1.3 水样采集与测定
在进行底栖动物调查的同时采集水样并带回
室内进行相关水质指标的分析，部分水体理化指标
现场实时测定。用哈希便携式水质分析仪（型号 ：
HQ40d）测定水温（T）
、酸碱度（pH）和溶解氧
（DO）
，用雷磁 DDB-303A 便携式电导率仪测定电
导率（EC）
。
水质指标测定方法按照《水和废水监测分析
方法》
（第 4 版）进行。氨氮（NH4+-N）
、硝态氮
（NO3--N）和溶解态有机碳（DOC）的测定方法为
将水样抽滤过 0.45 μm 膜后，取滤液直接上流动注
射仪（AA3，德国 SEAL 公司）和 TOC 分析仪（岛
津 Vwp，日本）测定 ；总氮（TN）采用碱性过硫
酸钾消解后用流动注射仪（AA3，德国 SEAL 公司）
测定 ；总磷（TP）采用过硫酸钾消解后，用钼酸铵
分光光度法测定 [18]。
1.4 数据处理与计算
底栖动物群落特征指数采用优势度指数（Y）
确定池塘底栖动物的优势物种 ；采用单位面积底栖
动物的数量（丰度，ind/m2）和生物量（g/m2）来
评价底栖动物的数量特征 ；采用 Shannon-Weiner 多
样性指数（H '）
、Margalef 丰富度指数（D）
、Pielou
均匀度指数（J）分析底栖动物的多样性特征。各
主要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

Y=Ai×Fi

（1）

s

H ' = −∑ ( Ai × ln Ai )

（2）

D=(S-1)/lnS

（3）

J=H'/lnS

（4）

i =1

式中 ：Y 为优势度指数，当 Y ＞ 0.02 时，确定该物
种为优势种 ；Ai 为相对丰度，即种 i 的个体数量占
总物种个体数量的比例 ；Fi 为物种 i 出现的频率 ；S
为总的物种数目。
水质健康评价参照有关监测技术规范对相关
水质参数进行限定，本研究中 pH 的限定范围取
6.50~8.50，处于此区间内为合格 ；DO 限定值取 5
mg/L，高于 5 mg/L 为合格 ；NH4+-N、NO3--N、TN、
TP 和 DOC 的限定值分别取 1.00 mg/L、1.00 mg/L、
1.00 mg/L、0.20 mg/L 和 6.00 mg/L。评价方法依据
农用水源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 [19]，采用单项污染
指数和负荷比对监测参数进行单项评价，再通过综
合污染指数对水体环境质量进行整体评价。单项污
染指数计算公式为 ：
Pi = Ci / C0

（5）

式中 ：Pi 为水环境中污染物 i 的污染指数 ；Ci 为水
环境中污染物 i 的实测值 ；C0 为水环境中污染物的
限量标准值。根据该计算方法，为了便于累积计算
比较，需对 Pi 数据进行标准化计算 ：当 Pi ≤ 1 时
表示水环境未受污染，指标合格，标准化值 Ni=Pi ；
当 Pi ＞ 1 时，表示水环境受到污染，指标不合格，
标准化值 Ni = 1.0+5×lgPi，由此，在单项污染指数评
价的基础上，采用兼顾单项污染指数最大值和平均
值的综合污染指数 Pj 进行评价，其计算公式为 ：
2
2
Pj = ( N max
i + N avei ) / 2

（6）

式中 ：Nmaxi 为标准化的最大单项污染指数，Navei 为
标准化的平均单项污染指数。依据水体环境综合污
染指数，可将池塘水质状况分为 5 个等级（表 1）
，
对所研究池塘水质的污染程度进行评价。
Table 1

表 1 水体综合污染指数分级
Classification of comprehensive pollution index
of waters

等级

综合污染指数

污染程度

污染水平

1

Pj ≤ 0.7

清洁

清洁

2

0.7 ＜ Pj ≤ 1.0

尚清洁

标准限量内

3

1.0 ＜ Pj ≤ 2.0

轻污染

超出警戒水平

4

2.0 ＜ Pj ≤ 3.0

中污染

超出警戒水平

5

Pj ＞ 3.0

重污染

超出警戒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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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来检
验不同类型池塘环境因子、底栖动物群落特征差异
的显著性，采用 Duncan’s 多重比较检验组间差异。
采用皮尔逊相关分析来检验底栖动物种类数、不同
类群密度和生物量与主要环境因子的相关性，如果
P ＜ 0.05，则认为有显著相关关系，并对底栖动物
与环境因子间进行主成分分析（PCA）
。以上所有
分析在 SPSS 21.0 软件中完成。使用 CANOCO 5 进
行冗余分析（RDA）
。

和 13 号塘 ；中度污染（综合污染指数 3 级）：夏季
1~3 号池塘，冬季 11、14 和 15 号塘 ；重度污染（综
合污染指数＞ 3 级）：夏季 4~6 号塘和 13~15 号塘，
冬季 1~6、8、9、10 和 12 号塘。
6.0
夏季

3.0

1.5

2 结果与分析

0.0

2.1 池塘水体污染程度与分类
对 15 个调查池塘两个观测季节综合污染指数
的计算结果表明，水体污染均达到轻污染程度以上
，研究区池塘水体主要污染物平均
（Pj ＞ 1，图 2）
值为 3.03，超出警戒水平。总体上，池塘冬季水体
污染程度明显高于夏季，4、6 和 13~15 号池塘冬季
污染程度有所降低，区域内夏季高温多雨，冬季低
温少雨，降雨可能是导致两季污染程度不同的主要
原因，13~15 号池塘可能由于周边地理环境属于林
地而影响了地表径流，导致夏季污染程度反而高于
冬季，而 4 号和 6 号池塘周边为居民地，受人为因
素影响较大。根据实际调查结果，结合水体污染指
数分级，
可将 15 个池塘划分为 3 类，
即轻度污染（综
合污染指数 1~2 级）：夏季 7~12 号塘，冬季 7 号塘
Table 2
季节

污染物类型

夏季

冬季

冬季

4.5
综合污染指数

1.5 数据分析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池塘序号

Fig. 2

图 2 水环境综合污染指数
Comprehensive pollution index of water
environment

根据池塘分类结果，参照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
标准（GB 3838—2002）
，金井河小流域池塘水体总
磷测定结果一般可达到地表水Ⅱ类 ~ Ⅲ类之间，两
季平均总磷含量仅为 0.09 mg/L，而总氮一般为Ⅴ类
或劣Ⅴ类，夏季总氮平均含量为 3.98 mg/L，地表水
Ⅳ类超标率达到 73.3%，冬季总氮和氨氮平均含量
甚至高达 6.21 mg/L 和 4.59 mg/L，总氮和氨氮地表水
Ⅴ类超标率分别为 100% 和 86% 以上（表 2）
，表明
总氮和氨氮是金井河流域池塘水体污染的主要指标。

表 2 不同污染程度池塘氮磷指标
Nitrogen and phosphorus indexes of ponds under different pollution degrees
池塘污染程度（mg/L）

地表水超标率（%）

轻污染

中污染

重污染

平均值

Ⅲ类

Ⅳ类

Ⅴ类

TN

1.40±0.19c

3.27±0.43b

7.25±0.87a

NH4+-N

0.30±0.12c

2.43±0.36b

5.24±1.53a

3.98±2.61

100

73.3

53.3

2.23±1.95

20.0

13.3

TP

0.03±0.01c

0.12±0.03b

6.7

0.24±0.07a

0.09±0.06

0

0

TN

2.24±0.78c

0

8.42±2.17b

11.26±1.46a

6.21±4.52

100

100

100

NH4+-N
TP

0.88±0.42c

6.35±0.77b

9.04±1.18a

4.59±3.86

93.3

86.7

86.7

0.10±0.05a

0.11±0.03a

0.09±0.01a

0.10±0.05

6.7

0

0

注 ：地表水超标率参照 GB 3838—2002，同行不同小写字母表示池塘污染程度之间达到统计显著差异水平（P ＜ 0.01）。

2.2 底栖动物群落特征
对底栖动物种类的调查结果显示，2 个季节共
采集底栖动物 22 种，包括节肢动物、环节动物和
软体动物三大类群，节肢动物种类 14 种，占群落
总种数 64%，软体动物和环节动物种数均为 4 种，
群落结构相对较为简单（表 3）
。两季物种数略有差
异，其中夏季略多为 16 种，冬季略少为 14 种。总
体而言，研究区池塘中主要以节肢动物和环节动物
为主，软体动物数目和种类均较少，耐污性较强的

霍甫水丝蚓、黄色羽摇蚊和中国长足摇蚊在研究区
域池塘中占据绝对优势。
底栖动物丰度调查结果显示，夏季和冬季污
染程度较低的轻污染池塘均具有较高的底栖动物丰
度，平均分别为 930 ind/m2 和 1 808 ind/m2（图 3）
，
随污染程度的升高底栖动物丰度呈显著下降的趋势
（P<0.05）
，重污染池塘丰度平均仅为 251 ind/m2（夏
季）和 352 ind/m2（冬季）
。总体而言，冬季平均丰
2
度（913 ind/m ）显著高于夏季（544 ind/m2）
。底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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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表 3 不同池塘冬夏两季底栖动物物种及优势度（Y）
Species and dominance (Y) of zoobenthos in different ponds in winter and summer

物种分类

出现频次

物种名称

软体动物

夏季

冬季
＜ 0.001

中华圆田螺 Cipangopaludina cathayensis

0

1

no

2

0

＜ 0.001

no

膀胱螺 Physa fontinalis

1

0

＜ 0.001

no

凸旋螺 Gyraulus convexiusculus

0

1

no

＜ 0.001
＜ 0.001

小土蜗 Galba pervia

1

1

＜ 0.001

11

13

0.121

0.216

克拉伯水丝蚓 Limnodrilus claparedianus

1

5

＜ 0.001

0.006

苏氏尾鳃蚓 Branchiura sowerbyi

2

4

0.002

0.006

中华颤蚓 Tubifex sinicus
黄色羽摇蚊 Chironomus flaviplumus
红裸须摇蚊 Propsilocerus akamusi

节肢动物

夏季

铜锈环棱螺 Bellamya aeruginosa

霍甫水丝蚓 Limnodrilus hoffmeisteri
环节动物

优势度（Y）
冬季

2

0

＜ 0.001

no

13

8

0.319

0.062

2

3

0.002

0.001

花纹前突摇蚊 Procladius choreus

3

0

0.001

no

基弗摇蚊 Propsilocerus kiefferulus

2

1

0.002

＜ 0.001

中国长足摇蚊 Tanypus chinensis

7

11

0.034

0.057

平铗枝角摇蚊 Chironomidae edwardsi

1

0

＜ 0.001

no

等叶裸须摇蚊 Propsilocerus paradoxus

1

0

＜ 0.001

no

幽蚊 Chaoborus larvae

3

2

0.073

0.031

库蠓 Culicoides sp.

3

6

0.001

0.018

龙虱 Dytiscus sp.

0

1

no

＜ 0.001

日本沼虾 Macrobranchium nipponense

1

0

＜ 0.001

no

针长足虻 Rhaphium sp.

1

0

＜ 0.001

no

亚洲瘦蟌 Ischnura asiatica

0

1

no

＜ 0.001

注 ：no 表示未出现该物种。

底栖动物丰度（ind/m2）

4000

Aa

夏季
冬季

3000

2000

Ab

1000

Ba

Ba
Ba

Ca

动物生物量的变化（图 3）与丰度表现为相同的趋
势，冬季平均生物量（6.67 g/m2）总体上显著高于
夏季（1.48 g/m2，P ＜ 0.05）
，且随污染程度增加底
栖动物生物量呈显著增加趋势（P ＜ 0.05）
，但冬季
中污染和重污染之间生物量差异不显著（P ＞ 0.05）
。
从池塘不同物种底栖动物相对丰度的变化来看
（图 4）
，其受季节影响较大，冬季黄色羽摇蚊和幽

0
轻污染

中污染

重污染

15
底栖动物生物量（g/m2）

Aa
Aa

12
9
6
3
Bb

Ab

Ab

中污染

重污染

Ba

0
轻污染

图 3 池塘不同污染程度下底栖动物丰度和生物量
Fig. 3 Abundance and biomass of zoobenthos under
different pollution levels in ponds
注 ：不同大、小写字母分别表示污染程度和季节差异达到统计显
著水平（P ＜ 0.05）

图 4 池塘不同污染程度下底栖动物的相对丰度
Fig. 4 Relative abundance of zoobenthos under different
pollution levels in po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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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增加（P ＜ 0.01）
。
池塘底栖动物多样性指数的分析结果表明，总
体上冬季各项指数均显著高于夏季
（P ＜ 0.05，
表 4）
，
而多样性指数随水质变化的趋势基本一致：ShannonWeiner 多样性指数（H '）和 Margalef 丰富度指数（D）
均随着池塘水体污染程度的升高呈降低趋势，而
Pielou 均匀度指数（J）变化趋势不明显，且三种多
样性指数中除了冬季的物种丰富度指数随水质变化
的差异达到统计显著水平以外（P ＜ 0.05）
，其余指
标的差异均不显著（P ＞ 0.05）
。

蚊相对丰度明显要低于夏季，而霍甫水丝蚓冬季的
相对丰度则显著增加（P ＜ 0.01）
，库蠓、苏氏尾鳃
蚓和克拉伯水丝蚓 的相对丰度在冬季也有一定程度
的增加。底栖动物相对丰度受污染程度的影响也较
大，总体来看，黄色羽摇蚊在中度污染池塘中相对
丰度最大，水体污染程度升高会导致其相对丰度的
下降。同样，霍甫水丝蚓在总体污染程度较低的夏
季，其相对丰度与污染程度成正比，而在总体污染
程度较高的冬季，其相对丰度则与污染程度成反比。
苏氏尾鳃蚓则在冬季重污染程度池塘中相对丰度显
Table 4

表 4 不同污染程度池塘底栖动物多样性指数
Diversity index of zoobenthos under different pollution levels in ponds
夏季

污染程度

冬季

H'

J

D

H'

J

D

轻污染

0.92±0.46Aa

0.76±0.24Aa

0.50±0.30Aa

1.21±0.53Aa

0.71±0.24Aa

0.55±0.27Aa

中污染

0.74±0.48Aa

0.68±0.28Aa

0.36±0.17Aa

0.88±0.16Aa

0.74±0.06Aa

0.47±0.21Aa

重污染

0.69±0.30Aa

0.73±0.24Aa

0.31±0.20Aa

0.74±0.25Aa

0.72±0.11Aa

0.35±0.03Ab

平均值

0.78±0.44A

0.72±0.26A

0.39±0.23A

0.94±0.36A

0.72±0.10A

0.46±0.12A

注 ：不同大、小写字母分别表示季节和污染程度下各指数差异达到统计显著水平（P ＜ 0.05）。

2.3 底栖动物物种分布与环境因子的相关性分析
对池塘水环境因子的主成分分析（PCA）结
果表明，9 个环境因子的累计解释方差占总方差的
75.94%，其中第一（F1）
、第二（F2）和第三主成分
（F3） 的 贡 献 率 分 别 为 36.19%、21.95% 和 17.81%
（表 5）
，表明 9 种环境因子均对底栖动物的组成和
分布有较为重要的影响。F1 主要为 TN、NH4+-N、
TP 的组合，且与三者均呈正荷载 ；F2 主要为 T、
pH、DO、NO3--N 组 合， 与 T、DO 呈 正 荷 载， 与
pH、NO3--N 呈负荷载 ；F3 主要为 EC 和 DOC，均
呈正荷载。
Table 5

表 5 环境因子总方差解释表
Total variance explained of environmental factors

成分

总计

解释方差（%）

累计解释方差（%）

F1

3.257

36.19

36.19

F2

1.975

21.95

58.13

F3

1.603

17.81

75.94

3 讨论
3.1 典型池塘底栖动物群落特征及其季节变化
本研究发现金井小流域池塘两季底栖动物物种
组成相对简单，物种多样性总体上较低，冬季丰度
与生物量显著高于夏季。区内调查已知的底栖动物

通过前选法和蒙特卡罗检验排除贡献小的因
子，进一步对 6 种优势底栖物种（Y ＞ 0.02，且出
现频度超过一次的）霍甫水丝蚓、苏氏尾鳃蚓、黄
Table 6

色羽摇蚊、中国长足摇蚊、幽蚊、库蠓的生物量与
环境因子间进行 RDA 分析，结果发现，总解释变
量达到 41.39%，其中轴 1 和轴 2 的解释率较高，特
征值分别为 0.150 和 0.132，分别解释了 14.99% 和
13.15% 的物种数据方差变异以及 34.68% 和 30.43%
的物种与环境关系变异（表 6）
，表明水体环境对底
栖动物的丰度、生物量以及优势度有重要影响。从
RDA 排序图中可知 ：第一排序轴与 N 相关环境因
子呈显著正相关，与 DO、T 呈显著负相关。黄色羽
摇蚊与 T 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而苏氏尾鳃蚓和霍甫
水丝蚓这两种耐污能力强的物种则与 TN、NH4+-N
呈显著正相关。第一排序轴上显示最大正值的主要
有霍甫水丝蚓、苏氏尾鳃蚓、中国长足摇蚊和幽蚊
等，表明这些物种能够耐受较高程度污染（图 5）
。

表 6 底栖动物群落与环境因子冗余分析（RDA）结果
Results of redundancy analysis (RDA) of zoobenthos community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统计轴

特征值

相关性

解释率（%）

解释拟合变异（%）

Axis 1

0.150

0.728

14.99

34.68

Axis 2

0.132

0.813

13.15

30.43

Axis 3

0.074

0.659

7.43

17.18

Axis 4

0.058

0.593

5.82

1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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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底栖动物群落与环境因子冗余分析
Fig. 5 Redundancy analysis (RDA) of zoobenthos
community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NH3 ：氨氮，NO3 ：硝氮，Limn Hoff ：霍甫水丝蚓，Bran Sowr ：
苏氏尾鳃蚓，Chir Flav ：黄色羽摇蚊，Tanp Chin ：中国长足摇蚊，
Chaob Sp ：幽蚊，Culic Sp ：库蠓）

仅有 22 种，物种数目和多样性均远低于我国相关
区域河流、湖泊等大型水体的调查结果，如韦建福
等 [20] 在广西南溪河研究发现的大型底栖动物有 208
种，王丑明等 [21] 在洞庭湖的研究共鉴定出大型底
栖动物 58 种，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可能在于
池塘属于相对破碎化的微小型生境，相互间具有一
定的独立性，而且池塘与周边大型水体之间的物种
迁移途径和信息交流机会相对较少 [22]。本研究中发
现的软体动物也相对较少，仅有中华圆田螺、铜锈
环棱螺、膀胱螺、凸旋螺和小土蜗 5 种，且出现频
次较低，均不是优势种，这与大型湖泊内底栖动物
的物种构成有显著区别，如邹亮华等 [23] 对鄱阳湖
的研究结果表明，河蚬、铜锈环棱螺和大沼螺在各
湖区均占据显著优势地位。研究区软体动物偏少的
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上述原因以外，可能还与池
塘水体 NH4+-N 浓度总体偏高（0.3~9.0 mg/L，表 2）
有密切关系，据 Ilarri 等 [24] 的研究，NH4+-N 对底栖
动物尤其是软体动物会产生较高的生物毒性，会导
致软体动物的丰度和生物量下降。
金井河流域池塘水体冬季的污染程度总体上
明显高于夏季。研究区属于典型亚热带湿润季风气
候，夏季高温多雨，冬季低温少雨，降雨对稀释区
域内池塘水体的污染物浓度有重要作用。申雅莉
等 [25] 对金井河小流域调查发现，该区域池塘 TN、
TP 浓度呈明显的季节性变化趋势，其中雨季较低
而旱季较高，这与本研究的观测结果基本一致，
13~15 号池塘冬季综合污染指数低于夏季，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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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三个池塘周边环境为林地，与农田相比，林
地能够更好地控制径流养分流失，缓解地下水污染，
有利于农业面源污染的控制 [26]。相应地，研究区冬
季底栖动物丰度和密度均显著高于夏季（图 3）
，其
中分布最为广泛的霍甫水丝蚓和苏氏尾鳃蚓等耐污
种的丰度及生物量均与水体富营养化水平呈显著正
相关关系（图 5）
，对反映池塘水体的富营养化程度
具有明显的指示作用，其丰度及生物量越大，则水
体的富营养化程度就越高，这与国内相关区域的研
究结果较一致，如超富营养化水体中霍甫水丝蚓丰
度最高可达到 10 524 ind/m2 [27]，而在中、低富营养
化水体中仅为 27 ind/m2 [28]，这些均表明面源污染导
致的池塘水体富营养化变化对底栖动物物种及生物
量的影响程度甚至要高于温度（季节）变化的影响。
水温主要直接影响摇蚊类、寡毛类水生昆虫的生长、
繁殖和羽化进程 [29]，导致其在夏季更为活跃，冬季
则以幼虫形态栖息于底泥之中，因此该类底栖动物
在冬季的丰度相对较高，这可能主要决定于该类物
种生活史与生活习性的本性。但是郭宁宁等 [30] 对
亚热带丘陵区浅水人工湿地（水深 20 cm 左右）的
研究表明，夏、秋季湿地底栖动物的多样性指数、
丰富度指数和均匀度指数。总体上均高于春、冬季，
与本文结果不尽一致，表明水深可能也是影响底栖
动物多样性的重要因素，具体影响机理尚值得进一
步深入研究。
3.2 农业面源污染对池塘底栖动物群落特征的影响
随污染程度升高，底栖动物丰度呈显著下降趋
势（P ＜ 0.05）
，多样性指数和丰富度指数均随着
池塘水体污染程度的升高呈降低趋势但并未达到统
计显著水平（P ＞ 0.05）
，主要面源污染指标 TN、
NH4+-N 可能是影响研究区池塘底栖动物群落特征的
最主要因素。李丽娟等 [31] 对太子河大型底栖动物
的研究发现，氮磷等无机污染物进入河流后会导致
底栖动物摄食功能群以收集者功能群和滤食者功能
群为主，表明底栖动物多样性受水体污染影响且与
污染程度呈负相关。
对池塘底栖动物丰度、生物量、多样性指数
和底栖动物物种分布与池塘水质的相关性分析结果
均显示，非季节性分布的霍甫水丝蚓和苏氏尾鳃蚓
这两种耐污能力较强的物种的丰度和生物量与 TN、
NH4+-N 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表明水体总氮与氨氮浓
度是影响本区域对底栖动物物种多样性和群落构成
的主导因子，霍甫水丝蚓和苏氏尾鳃蚓对反映池塘
水体的富营养化程度具有一定的指示作用。对于不
同的底栖动物，对环境因素变化的响应特征也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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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相同，如郭宁宁等 研究发现，水体溶氧（DO）
是影响腹足纲底栖动物（如螺类）分布的主要因素，
而寡毛纲（如霍甫水丝蚓）和昆虫纲（如摇蚊幼虫）
与水体 TN、COD 的关系更为密切。
本研究也发现，底栖动物生物量冬季较夏季高，
但在水体污染程度由中到高变化时池塘底栖动物生
物量的增加则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当水质指标超
过耐污种的正响应阈值时，部分耐污种达到了耐受
极限而开始减少，如程佩瑄等 [32] 研究发现，大型
底栖动物群落结构对水质指示的指标阈值也有相应
的变化，不同底栖动物均有其适宜的水质范围，超
出该范围，其存活能力就会显著降低。富营养化水
体虽然能为底栖动物提供更为丰富的食物来源，但
过高的富营养化程度也会导致底泥中底栖动物群落
结构的变化，本研究中主要体现为物种多样性的显
著降低，同时 PCA 分析中发现底栖动物丰度和生
物量与 pH 呈负荷载，这与芦康乐 [33] 对黄河三角洲
芦苇湿地的调查结果较为一致，水体的 pH 是影响
底栖动物分布的一个重要环境因子，不同的底栖动
物，其适宜的 pH 不同，因而分布也不同。
3.3 底栖动物对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重要意义
本次调查的池塘主要分布于土地利用方式为农
田和茶园的区域，化肥的施用和降雨可造成农业面
源污染，导致池塘水体营养盐浓度总体偏高。区域
内池塘底栖动物物种多样性较低且优势种均为耐污
种，表明了池塘水环境较差的污染现状，为防止池
塘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应加强该区域水体环境的
保护和污染治理工作。
底栖动物群落特征与水体污染密切关联，其作
为水生生态系统食物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营养盐
的流动循环和污染物的去除有重要作用 [34]。实际
调查过程中也发现，污染程度相对较高的池塘水生
植物相对较少，因此底栖动物的栖息环境也相对较
差。靳聪聪等 [35] 发现沉水植物的构建可以有效控
制农业地区水体中农药等污染物的浓度，降低其生
态风险，有利于恢复底栖动物的多样性。底栖动物
通过移动、摄食和筑穴等生物扰动作用改变沉积物
的物理和化学性质，从而影响水生态系统中的物质
循环和能量流动，田胜艳等 [36] 研究发现，生物扰
动可以促进沉积物颗粒的迁移混合、释放沉积物中
有机物质、改变沉积环境并提高沉积物中有机污染
物的生物可利用性，从而提高水体有机污染物的去
除效果，因此通过底栖动物添加来强化污染池塘湿
地等水体底泥污染的方法也不失为一条有效途径，
一些试验已经证明了该技术的可行性，如陈桐等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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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野外进行的围隔试验发现，投加螺和蚌的密度为
150 g/m2 时对水体 TN 的去除率可达 72.6%，朱明
璇等 [38] 利用水生动植物联合技术净化水库水试验
的研究也表明，水生动植物联合能取得最佳的水质
净化效果。因此，构建包含底栖动物的复合人工湿
地生态系统可能是提升人工湿地污染物消纳容量的
有效途径，其作用机理尚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4 结论
对亚热带丘陵区典型池塘底栖动物群落结构
的研究表明，该区域池塘中底栖动物多样性相对较
低，共采集到底栖动物 22 种，其中以节肢动物居多，
耐污性较强的黄色羽摇蚊、霍甫水丝蚓和中华长足
摇蚊为主要优势种。
池塘底栖动物丰度、生物量与水体富营养化程
度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同时也受季节变化的显著影
响，其中冬季底栖动物丰度和生物量显著高于夏季。
不同底栖动物对水环境因子表现出不同的响应
特征，黄色羽摇蚊生物量与温度呈显著正相关，而
霍甫水丝蚓和苏氏尾鳃蚓生物量则与水体总氮、氨
氮呈显著正相关，霍甫水丝蚓和苏氏尾鳃蚓的丰度
和生物量对于反映该区域池塘水体面源污染状况具
有一定的指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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