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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云龙天池湖泊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不同深度表层硅藻样品的生物多样性以及 １００年来硅藻生物多样

性的变化特征，探讨硅藻生物多样性与水深变化之间的关系。虽然硅藻组合随水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浅水区底

栖硅藻占优势，深水区浮游硅藻占优势，但是不同深度表层样品中硅藻的属种数（简单分异度）基本相同，硅藻种

群的生物多样性也没有发生显著的趋势性变化。这主要是由于硅藻各属种在不同深度的权重互补，导致云龙天

池硅藻的多样性在湖泊的不同深度变化不大。近百年来的湖泊沉积速率显示，自 １９６０年前后，湖泊水位在波动

中逐步升高，但是硅藻种群的生物多样性并没有发生相应的变化。以上研究结果说明，云龙天池硅藻种群的生物

多样性，不管是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与水深变化均无明显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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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由全球气候变暖引起的
区域降水格局的变化以及频繁的极端气候事件，对

生态系统和全球的生物多样性造成了严重影响。生

物多样性是地球上的生命经过几十亿年发展演化的

结果，是地球上的生命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
［１］
，而

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已成为广受国际关注的议题
［２］
。

湖泊生态系统是全球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

分，它往往受到温度、营养和水文等诸多气候、环

境因子的影响
［３］
。其中，水位变动可能是影响湖泊

生态系统状态长期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４］
，它不仅

可以影响湖泊生物的生长和分布，也在湖泊物理、

化学循环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有学者认为长期的水位变化会影响湖泊水生植

物的发育，进而影响水质以及水生生物的多样

性
［５］
。武汉东湖底栖藻类群落结构的研究发现

［６］
，

造成东湖夏季底栖藻类现存量低的主要原因是水位

升高造成的低光照，但研究中并未涉及浮游藻类。

Ｈｅｌｌｓｔｅｎ等［７］
在研究芬兰两个湖泊的物种多样性时

发现，当湖泊的水位变化受人工调控时，尽管物种

丰度大，但多样性小，显示在人为影响下，频繁变

动的水位可能影响生物多样性。此外，根据多位学

者对加拿大和新西兰地区相关湖泊的研究结果，随

着水位变幅增大，湖泊的物种多样性呈上升趋

势
［８，９］
。但也有学者根据湖泊浅水区和深水区生境

丰富度的差异，推测浅水区的生物多样性高于深水

区，据此认为当湖泊水位下降时可能会导致生物多

样性增多，而湖泊水位上升时生物多样性会减

少
［１０］
。总之，有关水深和生物多样性的关系目前

还没有定论。

针对以上问题，本文通过采集云龙天池湖泊不

同深度的表层硅藻样品，另外在湖泊的深水区钻取

１根短柱，通过对表层和沉积短柱中硅藻生物多样
性的分析，研究水深和生物多样性的关系：１）根据
湖泊不同深度样品中硅藻生物多样性的变化，检验

该湖泊硅藻多样性的代表性；２）分析随着水深变
化，硅藻多样性的变化规律；３）对比分析云龙天池
１００年来水位变化和硅藻生物多样性的关系，从空
间和时间上分析硅藻生物多样性和水深的关系。

硅藻是一种单细胞光能自养型藻类，种类多，

数量大，繁殖速度快。硅藻广泛分布在湿润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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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但是在极端干旱的沙漠湖泊表层，也发现有硅

藻存在
［１１］
。而且，硅藻是食物链的重要初级生产

者，其每年产生的初级生产量大约占全球总初级生

产量的 ２５％［１２］
。因此，研究湖泊硅藻的多样性有助

于完整地了解湖泊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同时也

可以深化对全球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的认识；另外，

硅藻具有硅质介壳，能够较完好地保存在地层中。

因此，研究现代湖泊硅藻多样性与环境因子的关

系，将为重建地质历史时期生物多样性的研究奠定

重要基础。

图 １　云龙天池地理位置与湖泊表层沉积物样品、钻孔位置分布图

Ｆｉｇ１　Ｍａｐｓｈｏｗｉｎｇ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ＹｕｎｌｏｎｇＬａｋｅａｎｄ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ｓｉｔｅｓｏｆｔｈｅｌａｋ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ｓｈｏｒｔｃｏｒｅ

２　材料和方法

　　云龙天池（２５°５２′１２８９″Ｎ，９９°１６′４９７５″Ｅ），
又名署场海，位于云龙天池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

保护区位于云南省西北部大理白族自治州的云龙县

境内，是横断山脉纵向岭谷核心区域的重要组成部

分
［１３］
，地势起伏较大，山高谷深。本区气候总体上

以温凉潮湿为主要特征，干湿季分明。由于区内相

对高差较大，山地立体气候十分显著。

云龙天池，海拔 ２５５１ｍ，湖长约 １２８ｋｍ，宽约
１ｋｍ，水面面积约 １５ｋｍ２，形似一个芒果（图 １），
是典型的断裂构造湖

［１４］
。湖泊最深处为 １４８ｍ，

平均水深约 ８５ｍ，流域范围内共有 ９条溪流汇入，
径流面积 １１２５ｋｍ２，仅在湖东岸有一出水口，由西
向东注入澜沧江支流?江。云龙天池原为天然高山

湖泊，后因其湖口狭窄，库形条件优越，于湖口建

坝，被改造为兴利水库。１９５３～１９８５年期间，云龙
天池历经 ３次大规模的改扩建工程后，成为总库容

量为 ７９０×１０４ｍ３的小型水库。２００３年 １０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７月，天池完成了库外引水工程，由原来的小型
水库扩建成为中型水库。云龙天池水库是诺邓镇、

宝丰乡及周边地区 １８７×１０４亩农田灌溉和云龙县
居民日常饮水的主要水源地。

２０１３年 ７月，我 们使 用具 有高分辨率 的
ＵＷＩＴＥＣ型湖泊重力采样器，沿着云龙天池南北和
东西方向以一定的间隔连续采样，由浅入深共采集

了 ２５个湖泊表层硅藻样品（图 １）。采样期间，对
每个样品所在位置，用测深仪测量湖水深度，并用

ＧＰＳ确定地理坐标。另外，在湖泊深水区水深约
１３３ｍ处钻取 １根短柱（ＹＬ２０１３Ａ，见图 １）。对钻
孔沉积物样品，顶部 １５ｃｍ以 ０５ｃｍ为间隔，１５ｃｍ
以下以 １ｃｍ为间隔进行分样。样品的处理分析过
程均在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新生代地

质与环境重点实验室中进行。

对钻孔（ＹＬ２０１３Ａ）顶部 ３９ｃｍ采用 ２１０Ｐｂ－１３７Ｃｓ
对比定年法进行定年

［１５～２０］
。实验室使用低背景、

高分辨率的锗探测器发射的 γ射线测定岩芯样品
中

２１０Ｐｂ、１３７Ｃｓ和２２６Ｒａ的比活度（图 ２）。岩芯样品的
年代测定过程是在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

所 γ放射性实验室中完成的。
样品的处理分析过程如下：先用冷冻干燥机将

样品烘干，然后采用实验室标准的氧化除杂法
［２１，２２］

处理硅藻样品。为了量化硅藻浓度，在制片之前加

入玻璃微球
［２３］
。然后使用 Ｎａｐｈｒａｘ树胶粘片。硅

藻样片制成以后，在 ＮｉｋｏｎＨ６００Ｌ型光学显微镜放
大 １０００倍的油镜视域下进行硅藻的鉴定和统计。

９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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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ＹＬ２０１３Ａ钻孔 ２１０Ｐｂ－１３７Ｃｓ年龄模型，ｄｐｍ／ｇ代表每克每分钟的衰变量

Ｆｉｇ２　２１０Ｐｂ－１３７Ｃｓａｇｅ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ＹＬ２０１３Ａｃｏｒｅ，ａｎｄｄｐｍ／ｇ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ｄｉｓ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ｓｐｅｒｍｉｎｕｔｅｐｅｒｇｒａｍ

硅藻的鉴定和命名以 Ｋｒａｍｍｅｒ和 ＬａｎｇｅＢｅｒｔａｌｏｔ制
定的图版为标准。对硅藻的鉴定分析一般鉴定到

种，每个样品至少统计 ３００粒以上。
为了探究云龙天池硅藻种群的多样性变化规

律，本文选取的衡量云龙天池硅藻生物多样性的指

标包括：简单分异度（Ｓ），即每个样品中出现的硅
藻种数；α为多样性指数，包括 Ｍａｒｇａｌｅｆ指数、
ＢｅｒｇｅｒＰａｒｋｅｒ指数、Ｓｈａｎｎｏｎ指数、Ｐｉｅｌｏｕ指数和
Ｓｉｍｐｓｏｎ指数。其中，Ｍａｒｇａｌｅｆ指数侧重群落中的物
种数量和总个体数，主要反映物种丰富度；Ｂｅｒｇｅｒ
Ｐａｒｋｅｒ指数涉及群落中数量最优势种和个体总数，
侧重反映物种优势度；而 Ｓｈａｎｎｏｎ指数、Ｐｉｅｌｏｕ指数
和 Ｓｉｍｐｓｏｎ指数为综合性指标，既反映了群落中物
种的丰富度，又兼顾了种间分布的均匀性，因此主

要用来衡量生物群落的异质性。

３　结果与讨论

　　本研究分析鉴定了 ２５个湖泊表层硅藻样品和
２７个钻孔硅藻样品，共鉴定出 ２纲 ６目 １２科 ３１属
９５种。经统计分析，样品中共出现中心纲圆筛藻
目 ３属 ７种。羽纹纲硅藻属种数较多，共出现 ２８
属８８种，以双壳缝目舟形藻科的属种数最多，共出
现 １０属 ２８种。其中，云龙天池中生长的主要浮游
类 硅 藻 包 括：Ａｕｌａｃｏｓｅｉｒａ ａｍｂｉｇｕａ， Ａｕｌａｃｏｓｅｉｒａ
ｇｒａｎｕｌａｔａ， Ｄｉｓｃｏｓｔｅｌｌａ ｓｔｅｌｌｉｇｅｒａ， Ｄｉｓｃｏｓｔｅｌｌａ
ａｓｔｅｒｏｃｏｓｔａｔａ，Ｄｉｓｃｏｓｔｅｌｌａｐｓｅｕｄｏｓｔｅｌｌｉｇｅｒａ，Ｐｕｎｃｔｉｃｕｌａｔａ
ｐｒａｅｔｅｒｍｉｓｓａ和 Ｆｒａｇｉｌａｒｉａｎａｎａｎａ；主要的底栖类硅
藻 包 括： Ａｃｈｎａｎｔｈｅｓ ｓｕｂａｔｏｍｏｉｄｅｓ， Ａｃｈｎａｎｔｈｅｓ

ｍｉｎｕｔｉｓｓｉｍａ， Ｆｒａｇｉｌａｒｉａ ｃｏｎｓｔｒｕｅｎｓ ｆ．ｃｏｎｓｔｒｕｅｎｓ，
Ｆｒａｇｉｌａｒｉａｃｏｎｓｔｒｕｅｎｓｆ．ｖｅｎｔｅｒ，Ｆｒａｇｉｌａｒｉａｌｅｐｔｏｓｔａｕｒｏｎ，
Ｆｒａｇｉｌａｒｉａｐｉｎｎａｔａｖａｒ．ｐｉｎｎａｔａ，Ｎａｖｉｃｕｌａｐｓｅｕｄｏｖｅｎｔｒａｌｉｓ
和Ｓｅｌｌａｐｈｏｒａｓｅｍｉｎｕｌｕｍ。

２５个表层硅藻样品简单分异度（Ｓ）的平均值为
４２，Ｍａｒｇａｌｅｆ指数的平均值为 ７１６２，Ｐｉｅｌｏｕ指数的
平均值为 ０５０６，Ｓｈａｎｎｏｎ指数的平均值为 ３０３７，
ＢｅｒｇｅｒＰａｒｋｅｒ指数的平均值为 ０１６４，Ｓｉｍｐｓｏｎ指数
的平均值为 ０９２４（图 ３），这表明云龙天池硅藻种
群的生物多样性整体较高，优势种的优势地位并不

明显。以上各生物多样性指数随深度的变化情况如

图 ３中所示。通过对比分析可知，云龙天池硅藻种
群的多样性整体上随深度变化不大。

Ｈａｙａｓｈｉ［１０］认为，长时间尺度上的湖泊水位下
降会导致钻孔中的硅藻多样性增加，而湖泊水位上

升则会导致钻孔中硅藻的多样性降低。一般湖滨浅

水区生境较丰富，由岩石组成的湖泊浅水带，沙质

或泥质浅水区，还有水生植物生长区，这些透光带

以内的不同生境中都可以附着生长硅藻，并且可以

生长不同种类的底栖硅藻，而透光带以下底栖类硅

藻很难生长。据此可以推断，生境丰富的浅水区可

能会比湖心区拥有更丰富的硅藻多样性。但是我们

的研究数据显示，除了湖泊浅水区（水深 １ｍ以内）
的硅藻生物多样性相对较低外，在湖泊不同深度的

不同生境中，以上各种生物多样性指标所指示的硅

藻种群的生物多样性，并没有显著的差异。

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主要有两点：１）一般湖泊
都具有水体混合期，有的常年混合或一年多次混

０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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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云龙天池硅藻生物多样性随深度变化图

Ｆｉｇ３　Ｄｉａｔｏｍ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ｂｙ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ｎｄｉｃｅｓｖｅｒｓｕｓｗａｔｅｒｄｅｐｔｈｉｎＹｕｎｌｏｎｇＬａｋｅ

合，有的一年两季混合
［２４］
或只发生一次混合

［２５～２７］
。

受湖泊表层风力驱动的湖泊环流会引起湖泊浅水区

沉积物发生悬浮再沉积，导致浅水区的一部分硅藻

壳体会因为湖泊水体混合作用而迁移到湖心。图 ４
揭示了云龙天池主要硅藻属种的相对丰度随深度的

变化情况。从图 ４中可以看出，湖泊深水区也同样
有底栖硅藻，只是百分含量相对较低。２）Ｓｈａｎｎｏｎ
和 Ｓｉｍｐｓｏｎ指数考虑了生物种类的权重［２８］

，硅藻组

合在湖泊不同区域的相对丰度有明显的变化。浮游

种类在深水区占优势，而底栖种类在浅水区占优

势，这一点可以从图 ４中浮游类与底栖类硅藻的百
分含量变化中看出。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浮

游类硅藻能在透光带以内的整个水体中悬浮生长，

而底栖类硅藻在深水区很难生长。然而，由于湖泊

深水区和浅水区浮游和底栖类硅藻相对丰度此消彼

长的变化，导致湖泊不同深度范围内硅藻种群的优

势属种虽各不相同，但是不同硅藻组合中优势属种

所占的权重互补。因而，种间分布的均匀度在总体

上变化不大，这两个指标所指示的硅藻多样性也就

趋于稳定。

ＹＬ２０１３Ａ钻孔顶部 ３９ｃｍ测定的年龄范围大
致为 １９１９年至 ２０１３年（图 ２）。近 １００年来云龙天
池的硅藻组合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大致可以分为以

下 ４个阶段（图 ５）：阶段Ⅰ，大致 １９２０～１９７０年，
浮游类硅藻为优势种，此阶段以Ａ．ａｍｂｉｇｕａ占优势
为主要特征，相对丰度最高时可达 ５０％，另外还包
括 Ａ．ｇｒａｎｕｌａｔａ，Ｄ．ａｓｔｅｒｏｃｏｓｔａｔａ和 Ｄ．ｓｔｅｌｌｉｇｅｒａ；底
栖类硅藻丰度较低，以 Ｆｒａｇｉｌａｒｉａ属为主，相对丰
度总体上变化不大；阶段Ⅱ，约 １９７０～１９９５年，浮

游类硅藻中，Ｄ．ａｓｔｅｒｏｃｏｓｔａｔａ和Ｄ．ｓｔｅｌｌｉｇｅｒａ为优势
种，Ａ．ａｍｂｉｇｕａ的丰度显著下降，Ａ．ｇｒａｎｕｌａｔａ基本
消失；底栖类硅藻的相对丰度变化仍不大；阶段

Ⅲ，约 １９９５～２００５年，Ａ．ａｍｂｉｇｕａ再次成为优势
种，另外浮游硅藻Ｆ．ｎａｎａｎａ的丰度开始上升。底
栖类硅藻中，Ａ．ｍｉｎｕｔｉｓｓｉｍａ的丰度显著升高；阶段
Ⅳ，约 ２００５年以后，浮游类硅藻中，壳型较小的硅
藻属种占优势，如 Ｄ．ｓｔｅｌｌｉｇｅｒａ，Ｄ．ｐｓｅｕｄｏｓｔｅｌｌｉｇｅｒａ，
Ｐ．ｐｒａｅｔｅｒｍｉｓｓａ 和 Ｆｎａｎａｎａ。 Ａ．ａｍｂｉｇｕａ 和

Ｄ．ａｓｔｅｒｏｃｏｓｔａｔａ的丰度有所下降。而以 Ｆｒａｇｉｌａｒｉａ属
为主的底栖类硅藻的相对丰度较之前几个阶段也有

所下降。

近 １００年来云龙天池的沉积速率明显增加，指
示湖泊由于改建为水库，库容增加，湖泊水位显著

升高，大致可分为 ３个阶段：第Ⅰ阶段，湖泊水位
相对稳定期，大致时间范围是 １９１９～１９６０年，表现
为湖底沉积物的堆积速率平稳，有小幅波动；第Ⅱ
阶段，水位在波动中逐步升高，大致时间范围是

１９６０～２００９年，该阶段沉积速率明显升高，期间有
两次明显的降低。这可能是由于水库经过 ３次扩建
以后，蓄水量增大，短期内频繁的开闸放水，使湖

泊水位频繁升降；第Ⅲ阶段，２００９年以后水位突然
迅速 升 高，沉 积 速 率 由 ０７ｃｍ／ａ突 然 增 加 到
１２ｃｍ／ａ，这很可能和 ２００９年竣工的水库外引水工
程有关。期间沉积速率显示有一次明显的降低，可

能与 ２００９年年末至 ２０１０年云南地区发生的严重干
旱有关。

虽然沉积速率显示湖泊水位自 １９６０年以来发
生了明显的变化，但是近 １００年来硅藻种群的生物

１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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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云龙天池主要硅藻属种相对丰度随深度变化图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ｓｏｆｍａｉｎｄｉａｔｏｍｓｐｅｃｉｅｓｖｅｒｓｕｓｗａｔｅｒｄｅｐｔｈｉｎＹｕｎｌｏｎｇＬａｋｅ

图 ５　云龙天池近百年的硅藻组合变化

Ｆｉｇ５　ＤｉａｔｏｍａｓｓｅｍｂｌａｇｅｓｏｆＹｕｎｌｏｎｇＬａｋｅｉｎｒｅｃｅｎｔｏｎｅｈｕｎｄｒｅｄｙｅａｒｓ

多样性并没有随水位逐步升高而发生相应的趋势性

的增加或减少（图 ６）。硅藻生物多样性在约 １９６０～
１９８０年和 １９９５～２００５年的这两个时段发生了显著
的变化，表现为生物多样性显著下降，随后又恢复

到平 均 水 平。在 这 两 个 时 段，Ｍａｒｇａｌｅｆ指 数、
Ｓｈａｎｎｏｎ指数、Ｐｉｅｌｏｕ指数和 Ｓｉｍｐｓｏｎ指数指示的硅

藻种群丰富度和种间分布的均匀度显著降低，但是

与水位的变化并没有相关性（图 ６）。这两个时段硅
藻种群的生物多样性降低主要是由于Ａ．ａｍｂｉｇｕａ成
为优势种引起的。在这两个时段，ＢｅｒｇｅｒＰａｒｋｅｒ优
势度指数显著增加。

在 ２０世纪 ６０到 ８０年代，云龙天池的硅藻多

２９９



　４期 邹亚菲等：云龙天池湖泊水深与硅藻生物多样性的关系

图 ６　近百年来 ＹＬ２０１３Ａ钻孔的硅藻生物多样性变化图

Ｆｉｇ６　Ｄｉａｔｏｍ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ＹＬ２０１３Ａｃｏｒ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ｂｙ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ｎｄｉｃｅｓｉｎｒｅｃｅｎｔｏｎｅｈｕｎｄｒｅｄｙｅａｒｓ

样性降低，可能与该阶段处于一个相对冷期有关。

通过对云南大理等 １０个气象站 １９０１～２００７年年均
温资料的分析发现

［２９］
，云南地区在 ２０世纪以来主

要经历了两个冷期，１９２０年以前和 ２０世纪 ６０～８０
年代的冷期，这与全国、北半球和全球的变化基本

一致
［３０］
。其他学者在研究云南地区近百年来的气

象观 测 记 录 时，也 得 到 了 相 似 的 结 论
［３１～３５］

。

Ａ．ａｍｂｉｇｕａ是暂浮性中等营养硅藻，Ａｕｌａｃｏｓｅｉｒａ属
的丰度变化与水动力条件密切相关

［３６～４０］
，因为其

较为厚重的硅质介壳，只有在动荡的水体环境中才

能保证其悬浮生长。可能这个时期的降温导致湖面

风力加强，水动力加强，使 Ａ．ａｍｂｉｇｕａ繁盛。
另外，Ａ．ａｍｂｉｇｕａ的繁盛也可能与人为活动有

关。１９５３～１９８５年期间云龙天池处于改建水库的时
期。Ｐｏｉｓｔｅｒ等［４１］

通过对北美威斯康星湖中春、秋

两季繁盛期Ａ．ａｍｂｉｇｕａ的长期监测发现，湖泊中营
养通量上升导致Ａ．ａｍｂｉｇｕａ的丰度增加。因此，这
个阶段硅藻种群中Ａ．ａｍｂｉｇｕａ的繁盛可能与水库的
建设过程中，人为因素导致的水体营养水平上升有

关。也有学者通过研究指出，人为调控的水位波

动，可能导致湖泊生物多样性的降低
［７］
。引起这种

现象的主要原因可能是短期内水位的频繁大幅升

降，打破了原有的生态平衡，导致各种水生植物无

法稳定生长，这就会引起附生于不同水生植物上的

各种硅藻消失，从而导致硅藻种群生物多样性的减

少。我们的数据显示简单分异度在这个时期确实有

所下降，表明硅藻的属种数下降，但是沉积速率并

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至少目前还没有数据表明这

是由于频繁的水位变动引起的。

在约１９９５～２００５年的这个时段里，硅藻种群的
生物多样性降低也主要是因为浮游种Ａ．ａｍｂｉｇｕａ的
相对繁盛引起的。这个时期全球处于增温时期，湖

泊的分层应该会加强，水动力会减弱，这种条件不

利于Ａ．ａｍｂｉｇｕａ的繁盛［４２］
，因此气候变化可能不是

此种繁盛的原因。这个时期水位确实有所下降，但

是根据 Ｈａｙａｓｈｉ［１０］提出的模式，水位的下降应该导
致生物多样性增加，但是云龙天池硅藻的生物多样

性是减少的，这显然是矛盾的，因此可能是其他因

素引起了硅藻生物多样性的降低。水库管理部门的

监管加强，湖泊周围常驻人口的增加导致湖泊营养

水平提高是可能的原因之一；之后云龙天池改建成

饮用 水 基 地，水 库 水 质 的 改 善 可 能 引 起 了

Ａ．ａｍｂｉｇｕａ的相对丰度降低，导致硅藻的生物多样
性又恢复到了原来的水平。

目前有关 Ａ．ａｍｂｉｇｕａ在约 １９６０～１９８０年和
１９９５～２００５年的这两个时段繁盛导致云龙天池硅藻
种群的生物多样性降低的原因还不是太明确，需要

更多更详细的研究。但是至少目前的数据显示，这

两次因为Ａ．ａｍｂｉｇｕａ的繁盛而导致的硅藻生物多样
性降低，与水位的变化并没有直接明确的关系。

总之，根据我们研究的初步结果，湖泊水深对

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可能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显著，至

少在类似于我们调查的这种湖泊类型中，硅藻生物

多样性的变化并不大。云龙天池相对较小，半封

闭，湖底地形相对简单，整个湖泊联通性较好。因

此，今后在研究这类与云龙天池地形地貌、水文特

征和气候变化情况相类似的湖泊历史时期硅藻生物

多样性的变化过程时，可以基本排除湖泊水位变化

３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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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硅藻种群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４　结论

　　通过对云龙天池硅藻种群生物多样性的研究，
发现随着深度增加和湖泊底质环境的变化，硅藻种

群的生物多样性表现为在小范围内波动，总体上并

没有显示出随水深发生趋势性的变化。由此可知在

云龙天池不同深度带上，硅藻种群生物多样性的代

表性较好。近百年来云龙天池硅藻种群的生物多样

性，并没有随着湖泊水位的逐步升高而发生相应的

趋势性变化。云龙天池硅藻种群的生物多样性，无

论是在空间上，还是在时间上，与水深的变化都没

有显著的关系。

致谢　本研究在野外采样过程中，得到了云龙
天池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在此对管理局全体成员致以衷心的感谢；编辑部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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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意见，对本文最终发表帮助很大，对此笔者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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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ＷＡＴＥＲＤＥＰＴＨＡＮＤＤＩＡＴＯＭ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ＹＵＮＬＯＮＧＬＡＫＥ，ＹＵＮ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ＺｏｕＹａｆｅｉ①②　ＹａｎＹａｏ③　ＺｈａｎｇＪｉａｏｙａｎｇ③　ＺｈａｎｇＬｉｚｈｏｕ④　ＷａｎｇＬｕｏ①

（①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ＣｅｎｏｚｏｉｃＧｅ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Ｇｅ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２９；

②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４９；③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ａｎ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Ｃｈｉ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８３；④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ＢｕｒｅａｕｆｏｒＹｕｎｌｏｎｇＴｉａｎｃｈ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ａｔｕｒｅＲｅｓｅｒｖｅ，Ｙｕｎｌｏｎｇ６７２７００）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ｄｉａｔｏｍ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ｄｅｐｔｈｏｆＹｕｎｌｏｎｇＬａｋｅｗｅｒｅ
ｅｘｐｌｏｒｅｄｂｙ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ｄｉａｔｏｍｓ．ＹｕｎｌｏｎｇＬａｋｅ（２５°５２′１２８９″Ｎ，９９°１６′４９７５″Ｅ）ｌ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ｇｉｏｎｏｆＹｕｎ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ｗｈｉｃｈｏｃｃｕｐｉｅｓａｎａｒｅａｏｆｃａ．１５ｋｍ２ａｔ２５５１ｍａ．ｓ．ｌ．（Ｆｉｇ．１）．Ｉｔｉｓａｓｍａｌｌｃａｔｃｈｍｅｎｔ
ｌａｋｅ（１２２５ｋｍ２）ｗｉｔｈｎｏ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ｎｆｌｏｗｓｂｕｔｗｉｔｈａｎｏｕｔｆｌｏｗ．Ｉｔｗａｓ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ｉｎｔｏａｍｅｄｉｕｍｓｉｚｅｄ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ｉｎ
Ｊｕｌｙｏｆ２００９ａｆｔｅｒｔｈｒｅｅ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ｄａｍ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ｆｒｏｍ１９５３ｔｏ１９８５．２５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ｄｉａｔｏｍｓａｍｐｌｅｓ
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ｄｅｐｔｈｄａｔａｏｆＹｕｎｌｏｎｇＬａｋｅｗｅｒｅ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Ｂｅｓｉｄｅｓ，ｏｎｅ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ｃｏｒｅ（ＹＬ２０１３Ａ）ｗａｓ
ｄｒｉｌｌｅｄｗｉｔｈａｈｉｇｈ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ＵＷＩＴＥＣｇｒａｖｉｔｙｃｏｒｅｒａｎｄｗａ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ｅｄｉｎｔｏ０５～１０ｃｍ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ｓ．Ｔｈｅｃｏｒｅｆｏｒ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ｗａｓ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ｄｅｅｐｅｓｔｚ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ｌａｋｅｗｉｔｈａｗａｔｅｒｄｅｐｔｈｏｆ１３３ｍ．Ｔｈｅ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ｔｈｉｓｃｏｒｅｉｓ
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ｒｏｍ２１０ＰｂＣＲＳｍｏｄｅｌ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ｗｉｔｈｔｈｅｐｅａｋｏｆ１３７Ｃｓ．Ｔｈｅｄａｔ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ｅａｂｏｖｅ３９ｃｍｏｆｔｈｅ
ｃｏｒｅ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ｌｙｓｐａｎｔｈｅｌａｓｔｈｕｎｄｒｅｄｙｅａｒｓ（ｃａ．１９１９ｔｏ２０１３）．Ｄｉａｔｏｍｓｌｉｄｅｓｗｅｒｅ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ｂｙｕｓｉｎｇ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Ａｔｌｅａｓｔ３００ｖａｌｖｅｓｗｅｒｅｃｏｕｎｔｅｄｆｒｏｍｅａｃｈｓｌｉｄｅ．Ａｌ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２５ｓｕｒｆａｃｅｄｉａｔｏｍｓａｍｐｌｅｓａｎｄ
２７ｃｏｒｅｓａｍｐｌｅｓｗｅ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ｉｎ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ａｎｄ９５ｓｐｅｃｉｅｓｂｅｌｏｎｇｉｎｇｔｏ３１ｇｅｎｅｒａｗｅｒｅ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ｄｉｎｔｏｔａｌ．Ｍａｉｎ
ｐｌａｎｋｔｏｎｉｃｄｉａｔｏｍ ｓｐｅｃｉｅｓｉｎＹｕｎｌｏｎｇＬａｋｅｉｎｃｌｕｄｅＡｕｌａｃｏｓｅｉｒａａｍｂｉｇｕａ，Ａｕｌａｃｏｓｅｉｒａｇｒａｎｕｌａｔａ，Ｄｉｓｃｏｓｔｅｌｌａ
ｓｔｅｌｌｉｇｅｒａ，Ｄｉｓｃｏｓｔｅｌｌａａｓｔｅｒｏｃｏｓｔａｔａ，Ｄｉｓｃｏｓｔｅｌｌａｐｓｅｕｄｏｓｔｅｌｌｉｇｅｒａ，ＰｕｎｃｔｉｃｕｌａｔａｐｒａｅｔｅｒｍｉｓｓａａｎｄＦｒａｇｉｌａｒｉａｎａｎａｎａ．
ＡｎｄｍａｉｎｂｅｎｔｈｉｃｄｉａｔｏｍｓｐｅｃｉｅｓｉｎｃｌｕｄｅＡｃｈｎａｎｔｈｅｓｓｕｂａｔｏｍｏｉｄｅｓ，Ａｃｈｎａｎｔｈｅｓｍｉｎｕｔｉｓｓｉｍａ，Ｆｒａｇｉｌａｒｉａｃｏｎｓｔｒｕｅｎｓ
ｆ．ｃｏｎｓｔｒｕｅｎｓ，Ｆｒａｇｉｌａｒｉａｃｏｎｓｔｒｕｅｎｓｆ．ｖｅｎｔｅｒ，Ｆｒａｇｉｌａｒｉａｌｅｐｔｏｓｔａｕｒｏｎ，Ｆｒａｇｉｌａｒｉａｐｉｎｎａｔａｖａｒ．ｐｉｎｎａｔａ，Ｎａｖｉｃｕｌ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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