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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倒置显微镜法定量浮游植物的数据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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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浮游植物种类组成细胞密度或生物量的现存量反映其在水生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准确地对水体中浮游植物

进行定量是水质评价和生态功能分析的基础．针对目前国际上推荐使用的倒置显微镜法（ 即 Ｕｔｅｒｍöｈｌ 计数法） ，通过采集
处于不同营养状态和水体条件（ 水库和实验围隔） 中的浮游植物，分析样品的显微计数量、水体营养状态对浮游植物密度
和多样性等指标稳定性的影响，同时比较了多个水体中同一采样点的重复（ 或平行） 样品之间浮游植物定量数据的差别，
从而对倒置显微镜法进行较为系统的评估．结果表明，基于浮游植物的显微镜计数效率与定量数据稳定性的综合考虑，选
择计数 ４００ 个个体即可基本保证定量数据的稳定性；在依赖生物量或稀有种进行水质评价时，处于不同营养水平的水体
均需要增加样品的平行数来提高定量数据的可靠性，贫营养型水体中单个采样的重复或平行样品更为必要；两种定量方
法所得群落数据计算的辛普森指数无显著差异，说明两种方法所获得结果均能反映浮游植多样性；通过样品浓缩法和倒
置显微镜法所获得的浮游植物生物量和细胞密度均具有显著差异，因样品浓缩法在样品处理过程中造成浮游植物损失，
使通过样品浓缩法所得的浮游植物群落生物量及细胞密度偏小；相比浓缩法，倒置显微镜法沉淀浓缩的水样体积小，样
品处理和计数耗时短，更适宜用于应急监测．
关键词： 浮游植物；倒置显微镜计数；细胞密度；生物量；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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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游植物是水域生态系统中重要组成部分，其数量与种类多样性是水质监测和评价的重要指标 ［１⁃３］ ．在

每种浮游植物具有相同物理性质情况下，理论上我们从采集一定体积的水样经固定浓缩后在显微镜下计
数，然后根据浮游植物细胞的形态按最近似的几何形态测量必要的量度，可以较为准确地计算出浮游植物
的体积和生物量，这正是传统浓缩法的原理 ［４⁃６］ ．然而由于不同种类的浮游植物具有相同物理性质这一假设
通常难以满足，特别是对于贫营养水体的种类多样性很高时，浮游植物的个体之间细胞大小、形态与比重相
差很大，计数过程中的随机取样具有偏向性，导致最终计算的浮游植物细胞密度与生物量有很大偏差，种类
丰富度和多样性指数也存在明显的偏差，当这些数据用于群落分析与水质比较时难以保障结论的可靠性 ［７］ ．

陈纯等系统地分析了浮游植物定量过程中生物量计算可能产生的误差 ［８］ ，Ｚａｒａｕｚ 等比较分析了活体样品与
加固定剂样品在生物量上的差别 ［９］ ．样品浓缩法经过沉淀、浓缩、再随机取样镜检等多个步骤方能完成计数
工作，每一步骤都会产生误差，并耗时较长．针对传统的样品浓缩法存在的问题，Ｕｔｅｒｍöｈｌ 提出了倒置显微镜
计数方法，也称为沉淀杯方法或 Ｕｔｅｒｍöｈｌ 计数法 ［１０］ ．从 １９７８ 年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倒置显微镜计数方法
编入浮游植物手册，该方法已成为国际上浮游植物计数和种类调查的常规方法．在理论上，倒置显微镜计数
方法是对原水进行显微镜计数，减少了浓缩过程的损失，可提供较好的数据质量．由于需要倒置显微镜和特
殊的沉淀杯等限制，多数发展中国家仍以传统的浓缩法为主 ［１１］ ．由于对倒置显微镜法的使用还十分有限，多
数计数人员对该方法及基于该方法所获得的数据可靠性缺少了解，也是限制该方法在我国推广的一个因素．

在倒置显微镜计数方法中，通过在计数杯中直接沉淀达到浓缩的目的．先将鲁哥试剂固定的水样摇匀后

注入沉降管中，盖好盖玻片静置沉淀，静置时间在 ２４ ｈ 以上 ［１２⁃１３］ ，或根据使用的沉降管的高度选择静置时

间，确保藻细胞完全沉降，静水状态下微小浮游植物下沉 １ ｃｍ 需要 ４ ｈ ［１４］ ． 再将沉淀好的水样上清液移除，
盖好盖玻片（ 不能有气泡） ，在倒置显微镜下计数沉淀在计数杯底座载玻片上的浮游植物 ［１０］ ．Ｌｕｎｄ 等针对沉
淀杯体积建议了沉淀时间：１００ ｍｌ 需沉淀 １８ ｈ，１０ ｍｌ 需沉淀 ３ ｈ，１ ｍｌ 需沉淀 １ ｈ ［１４］ ．而 Ｗｉｌｌéｎ 推荐的沉淀时
间则较长 ［１５］ ．

本研究的水样采集于 ３ 座不同营养水平水库的敞水区以及 ３ 种不同处理组的实验围隔，这些样品提供

了多样化的浮游植物群落类型．本文对沉淀浓缩过程在浮游植物定量结果中的影响进行分析，为采用倒置显
微镜法的人员和实验室了解和掌握该方法在沉淀体积、沉淀时间、计数个体数等具体操作以及改善数据可
靠性等方面提供参考．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采样地点与采样方法

浮游植物定量样品采集于 ３ 个不同营养水平的大型水库及 ３ 组不同处理的实验围隔，３ 座水库分别为

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处于贫中营养水平的流溪河水库（２３°４５′Ｎ，１１３°４６′Ｅ） 、广东省茂名市处于中营养水平
的高州水库（２２°２′Ｎ，１１１°１′Ｅ） 和广东省江门市处于富营养水平的大沙河水库（ ２２°３０′Ｎ，１１２°２１′Ｅ） ［１６］ ．实验
围隔 ３ 个处理组分别为添加营养盐组、添加鱼类组和 １ 个对照组，每个处理组均有 ５ 个平行，每个实验围隔
的体积为 ９０ ｍ３ ［１７］ ．

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对 ３ 座水库进行一次性定量分析样品的采集，同时测定了水体的相关理化指标及叶绿素

ａ 浓度 ［１８］ ．３ 座水库浮游植物定量分析样品用采水器在敞水区表层 ０．５ ｍ 处采得，采集水样的体积为１０ Ｌ，混
合均匀后分装 ３５０ ｍｌ 和 １０００ ｍｌ 聚乙烯塑料瓶各 ５ 个．３５０ ｍｌ 的 ５ 瓶水样编号为 ａ、ｂ、ｃ、ｄ、ｅ，每瓶加 ３．５ ｍｌ

鲁哥试剂固定，采用倒置显微镜法进行定量计数；５ 个 １０００ ｍｌ 水样加福尔马林试剂固定，采用样品浓缩法进
行定量计数．２０１３ 年 ７ 月对 １５ 个实验围隔进行一次性采样，每个围隔在表层 ０．５ ｍ 处采集 ３５０ ｍｌ 水，每瓶水
样加 ３．５ ｍｌ 鲁哥试剂固定，以待下一步的沉淀浓缩和镜检．

鲁哥试剂配方：２０ ｇ ＫＩ 和 １０ ｇ Ｉ ２ 溶于 ２００ ｍｌ 蒸馏水 ［１０］ ．

１．２ 样品处理及计数方法

所有水样的处理和计数方法保持一致．根据水库的营养水平选择沉淀杯体积：流溪河水库的样品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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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 ｍｌ 沉淀杯，静置沉降 １５ ｈ；高州水库的样品选择 １０ ｍｌ 沉淀杯，静置沉淀 ３ ｈ；大沙河水库的样品选择 ３ ｍｌ

沉淀杯，静置沉淀 １．５ ｈ；围隔样品选择 １０ ｍｌ 沉淀杯，静置沉淀 ３ ｈ．通过静置沉淀浓缩后，移去沉降管及里面
的清液，将浓缩在计数框底座载玻片上的浮游植物在倒置显微镜下进行计数．

将计数框底座载玻片置于倒置显微镜下进行浮游植物镜检和计数．首先在 １０×１０ 倍镜下对载玻片上所

有体积较大的浮游植物（ ＞２０ μｍ） 进行计数；然后在 １０×４０ 倍镜下对较小浮游植物（ ２ ～ ２０ μｍ） 进行计数，计
数的视野数量以能计数 ５００ 个个体为止，同时计数时将这 ５００ 个个体分为 ５ 个 １００ 的计数段，且保证视野在
载玻片上均匀分布 ［９］ ．在计数过程中，如碰到某些个体一部分在视野中，部分在视野外，可只对出现在视野上
半圈的浮游植物计数，而出现在下半圈的浮游植物不计数，如全部计数会导致定量结果偏高 ［５］ ．采用 ５ 种个
体计数等级：１ 代表 １００ 个个体计数量，即从用上述方法在 １０×４０ 倍下计数的 ５ 个 １００ 的计数段中随机抽取
一个计数段的个体；２ 代表 ２００ 个个体计数量，即从用上述方法在 １０×４０ 倍镜下计数的 ５ 个 １００ 的计数段中
随机抽取 ２ 个计数段的个体；３ 代表 ３００ 个个体计数量，即从用上述方法在 １０×４０ 倍镜下计数的 ５ 个 １００ 的
计数段中随机抽取 ３ 个计数段的个体；４ 代表 ４００ 个个体计数量，即从用上述方法在 １０×４０ 倍镜下计数段中
随机抽取 ４ 个计数段的个体；５ 代表 ５００ 个个体计数量，即从用上述方法在 １０×４０ 倍镜下计数 ５ 个计数段的
个体．在 １０×４０ 倍下计数的个体计算出密度加上在 １０×１０ 倍镜下进行整片计数的细胞密度即样品的细胞密
度，每个样品有 ５ 种计数等级产生的细胞密度值，即 ａ１ ～ ａ５、ｂ１ ～ ｂ５、ｃ１ ～ ｃ５、ｄ１ ～ ｄ５、ｅ１ ～ ｅ５．

１．３ 浮游植物鉴定和群落细胞密度、群落生物量及辛普森多样性指数计算
浮游植物种类鉴定主要参照有关文献的描述及图鉴 ［１９］ ．

基于倒置显微镜法，每个样品分别镜检 ５ 个计数段的浮游植物，并分别计算镜检每个计数段所对应的

细胞密度．藻细胞密度计算公式为：

Ｎ ＝

Ｃ·Ｄ ２
Ｖ·ｎ·ｄ ２

（１）

式中，Ｎ 为原水的藻细胞密度（ ｃｅｌｌｓ ／ ｍｌ） ，Ｖ 为沉降水样的体积（ ｍｌ） ，Ｄ 为载玻片直径（ ｍｍ） ，ｄ 为计数镜头直
径（ ｍｍ） ，ｎ 为计数镜头数，Ｃ 为计数细胞数（ ｃｅｌｌｓ） ．

在常见的浮游植物生物量计算方法中，可归纳为 ４ 种不同的生物量计算方法：标准法、细分法、粗分法

和资料法 ［２０⁃２１］ ．粗分法克服了细分法繁琐耗时的缺陷，在保证数据具有较高可靠性的前提下有效节省了时间
和人力，是计算浮游 植物 生物 量的 高效 方法， 所 以在 本研 究 中 两 种 定 量 方 法 均 采 用 粗 分 法 进 行 生 物 量
计算 ［８］ ．

计算镜检每个计数段所对应的浮游植物群落辛普森多样性指数（ Ｓｉｍｐｓｏｎ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Ｄ） ，测定各水

库中镜检每个计数段所对应的浮游植物群落物种多样性．计算公式为：
Ｄ ＝ １ －
式中，Ｎ ｉ 为 ｉ 物种的个体数，Ｎ 为总个体数 ［２２］ ．

Ｎｉ

∑ æè Ｎ öø
ç

２

（２）

÷

１．４ 浮游植物定量数据的均值及偏差计算

用随机选择 ａ１ 有 Ｃ １５ 即 ５ 种结果，选取其中 ４ 个值计算 ａ１ 的均值和偏差，同理计算 ａ２ ～ ａ４ 的均值和偏

差．得出各 １、２、３、４ 计数段对应的各定量数据的平均值及偏差．采用群落多样性稀疏方法（ ｒａｒｅｆａｃｔｉｏｎ） 提供对
不同平行样品（ ａ ～ ｅ） 所代表的群落结构进行比较．所有计算在 Ｒ 语言中实现 ［２３］ ．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计数量的浮游植物细胞密度、生物量与群落多样性

对计数量为随机化抽取的 ａ１、ａ２、ａ３、ａ４、ａ５ 定量数据进行比较，发现浮游植物细胞密度随着计数个体数

的增加趋于稳定，偏差减小（ 图 １） ．计数 ａ４ 的生物量数据基本趋于稳定，且偏差相对 ａ１、ａ２、ａ３、平行所得数
据偏差较小（ 图 １） ．计数量与浮游植物种类数偏差呈负相关性，即随计数量的增加，浮游植物种类数偏差降
低（ 图 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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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不同计数量下浮游植物丰度与生物量的比较

Ｆｉｇ．１ Ｃｅｌｌ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ｏｆ ｐｈｙｔ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图 ２ 不同计数量下浮游植物种类数的比较

Ｆｉｇ．２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ｏｆ ｐｈｙｔ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２．２ 平行水样浮游植物定量的重复性

根据 ２ １ 节数据分析，每个水样计数 ４ 个计数段时生物量、细胞密度和种类丰富度接近计数 ５ 个计数段

个体下的值，并且数据偏差比计数 １、２、３ 个计数段的偏差小．因此，在 Ｌｕｎｄ 等推荐的这一计数量（ ４００ 个体）

下，进行不同水库同一采样点的平行水样定量结果比较（ 图 ３） ，３ 座水库的 ５ 个平行样品之间的细胞密度、
生物量、辛普森指数都有较大差别．单个（ 瓶） 浮游植物样品的细胞密度与 ５ 个（ 瓶） 浮游植物样品的平均细
胞密度之间最大相差 ２４．３６％ ；单个（ 瓶） 浮游植物样品的生物量与 ５ 个（ 瓶） 浮游植物样品的平均生物量之
间最大相差 ７０．３８％ ；浮游植物群落辛普森指数最大相差 ３７．１３％ ．

图 ４ 给出了 ３ 座水库各自计数 ４ 个计数段及计数 ５ 个计数段所对应的浮游植物群落种类稀疏曲线，它

们提供不同样品所对应群落结构的比较．计数细胞数不同时，观测到的浮游植物种类不同．两座营养水平较
高的水库（ 大沙河水库和高州水库） 计数 ４ 个计数段和计数 ５ 个计数段所观测到的种类数基本达到稳定，而
营养水平较低的流溪河水库中计数 ４ 个计数段和计数 ５ 计数段所观测到的种类数均未达到渐进线．

２．３ 细胞密度、生物量与数据质量

对计数 ４００ 个个体的浮游植物定量数据进行偏差分析，以了解浮游植物细胞密度和生物量对定量数据

偏差的影响分析．生物量偏差与浮游植物细胞密度、生物量之间均有显著相关性（ 图 ５） ． 水体浮游植物细胞
密度的高低对定量计数结果的稳定性有着较为明显的影响，细胞密度越高，定量计数结果数据稳定性越低．
浮游植物生物量与生物量偏差有显著正相关性，说明浮游植物生物量越高，定量计数结果的稳定性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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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每个样品计数 ４００ 个个体下各水库的 ５ 个平行样品中浮游植物细胞密度、生物量、辛普森指数

Ｆｉｇ．３ Ｃｅｌｌ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ａｎｄ Ｓｉｍｐｓ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ｐｈｙｔ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ｒｅｅ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 ｕｎｄｅｒ 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４００ ｕｎｉｔｓ

图 ４ ３ 座水库平行水样分别计数 ４００ 个体（ ａ４ ～ ｅ４） 及计数 ５００ 个体（ ａ５ ～ ｅ５）
时所对应的浮游植物群落种类稀疏曲线

Ｆｉｇ．４ Ｒａｒｅｆａｃｔｉｏｎ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ｉｎ ｆｉｖｅ ｒｅｐｅａｔｅｄ ｗａｔｅｒ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ｒｅｅ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 ｔｒｏｐｈｉｃ ｓｔａｔ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４００ （ ａ４ ｅ４） ａｎｄ ５００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 ａ５ ｅ５）
２．４ 样品浓缩法及倒置显微镜法的数据对比

根据样品浓缩法相关文献及上文结论，对倒置显微镜法计数 ４００ 个个体及样品浓缩法计数 ４ 片平行的

定量数据进行对比分析（ ｏｎｅ⁃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 ，两种定量计数方法所得的生物量数据有显著差异（ Ｐ 流溪河水库 ＜

０．００１，Ｐ 高州水库 ＜ ０． ００１， Ｐ 大沙河水库 ＜ ０． ００１） ； 两 种 定 量 数 据 方 法 所 得 的 浮 游 植 物 细 胞 密 度 数 据 有 显 著 差 异

（ Ｐ 流溪河水库 ＜０．００１，Ｐ 高州水库 ＜０．００５，Ｐ 大沙河水库 ＜０．００１） ；两种定量方法所得的辛普森指数无显著差异（ Ｐ 流溪河水库 ＝

０．５５１，Ｐ 高州水库 ＝ ０．６０１，Ｐ 大沙河水库 ＝ ０．８１２） ．样品浓缩法所得的浮游植物生物量和细胞密度要小于倒置显微镜

法计算所得的生物量和细胞密度，但两种方法得到的辛普森指数相近（ 图 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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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浮游植物生物量偏差与样品细胞密度及生物量的回归关系

Ｆｉｇ．５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ａｔａ ｑｕａｌｉｔｙ （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ｃｅｌｌ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ｂｉｏｍａｓｓ

图 ６ 两种定量计数方法所得的浮游植物生物量、细胞密度及辛普森指数对比
Ｆｉｇ．６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ｃｅｌｌ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ｉｍｐｓ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ｐｈｙｔ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ｃｏｕｎｔｅｄ ｂｙ ｔｗｏ ｍｅｔｈｏｄｓ

３ 讨论
３．１ 计数量对浮游植物细胞密度、生物量与群落多样性的影响

倒置显微镜法的计数量控制为在 １０×４０ 倍镜下镜检不少于 ４００ 个个体即可 ［２４］ ．本研究采用的是 １０×１０

倍下镜检整片浮游植物计数板，１０×４０ 倍镜下随机选取视野镜检多于 ４００ 个个体．１０×１０ 倍镜下镜检整片浮
游植物计数板可以减少大个体浮游植物及稀有种无法被镜检的概率，稀有种对定量结果影响较大，因此 １０×
１０ 倍下镜检整片浮游植物计数板非常必要 ［８］ ．

在本文计数方法下，浮游植物计数个体数的增加对定量数据的影响并不明显，但在一定范围内随计数

个体数的增加可检出更多种类，浮游植物细胞密度和生物量偏差均减小，所以镜检计数的个体数增加可使
定量结果更加接近真实值并提高定量结果的可信度．但本文数据分析表明，一般情况下计数 ４００ 个个体即可
使细胞密度、生物量的偏差较小，从而保证数据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３．２ 平行样品数与浮游植物定量偏差的关系
在实际研究中经常出现不同研究人员在相同时间、同一水体、同一地点采样测得的数据有较大偏差的
现象．造成这种偏差的原因可能有多方面，其中计数方法和样品平行性差异被认为是主要的．浮游植物群落
的特点，如密度、生物量也是影响生物量偏差的重要因素．密度和总生物量的提高会增加这类偏差，说明浮游
植物密度越高的水体由单个样品计数计算出的浮游植物定量数据不稳定性也越高．倒置显微镜法所镜检的
样品未经虹吸浓缩和浓缩液转移处理，理论上所得的定量数据能够相对准确地反映出浮游植物现存量．但在
浮游植物种类较多的情况下，倒置显微镜法所鉴定出的浮游植物种类数可能会低于样品浓缩法所鉴定出的
种类数．倒置显微镜法对一些自然水体中稀有浮游植物种类的检测不够，倒置显微镜法一次镜检的最大水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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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海玉等：采用倒置显微镜法定量浮游植物的数据稳定性

体积是 １００ ｍｌ，并且根据营养水平的增加减少沉淀镜检样品体积，这样会造成镜检到稀有种的概率降低 ［１４］ ．

稀疏曲线提供分析和比较不同样品种类数的方法，这种方法在开展多样性分析时更为有效．从我们对采样水
库平行样品之间的比较来看，样品的可重复性因水体的性质变化而变化，贫营养水体样品重复性相对较低．
导致平行样品定量数据之间存在差别的原因，一方面与水样之间的可重复性有关，另一方面与沉淀过程的
可重复性有关．为此可以通过增加镜检平行样品的方法来弥补种类多样性方面研究的不足．为提高浮游植物
定量数据的可靠性，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采集平行样品是必要的，可靠的水质等级评价和划分更需要以足
够的平行水样来保证数据质量和评价结果的可靠性．
３．３ 沉淀体积及时间的确定
为保证不影响正常镜检，避免藻类重叠而影响计数，倒置显微镜法的沉淀体积需根据待检测水样的营

养水平及藻细胞密度而定，寡中营养水平水体沉淀 ５０ ｍｌ（ 如流溪河水库） ，中营养水平水体沉淀 １０ ｍｌ（ 如高
州水库） ，中富营养水平水体沉淀 ３ ｍｌ（ 如大沙河水库） ．为了避免计数框高沉降柱对浮游植物细胞的黏附作
用引起的误差，尽量减少使用 １００ ｍｌ 的高沉降柱（２０ ｃｍ 高） ，可通过增加计数个体数来提高数据质量．

Ｌｕｎｄ 等推荐的沉淀时间为：１００ ｍｌ 沉淀 １８ ｈ，１０ ｍｌ 沉淀 ３ ｈ，１ ｍｌ 沉淀 １ ｈ ［１４］ ．而 Ｗｉｌｌéｎ 则推荐：１０ ｍｌ 沉

淀 ８ ｈ，５０ ｍｌ 或 １００ ｍｌ 沉淀 ４８ ｈ ［１５］ ．但对于不同水体强行要求沉淀时间并不合适，应根据观测目的和水样的
不同适当调整沉降时间 ［１０］ ．另外，通过鲁哥试剂染色的浮游植物细胞重量会增加，沉降速率也有所增加，可
适当减少沉降时间以便提高监测效率．

３．４ 样品浓缩法及倒置显微镜法的对比
两种定量计数方法计算所得的辛普森指数无显著差异，说明两种方法所得结果均能反映浮游植物群落
结构的整体指标．但样品浓缩法通过沉淀、浓缩、再随机取样镜检等多个步骤方能完成计数工作，每一步都有
误差产生．样品浓缩法一般取 １０００ ｍｌ 样品在聚乙烯瓶中静置沉淀后再进行虹吸浓缩，１０００ ｍｌ 聚乙烯瓶的
内壁面积及沉淀高度远高于沉淀杯的沉降柱内壁面积及沉淀高度，因此样品浓缩法在沉降过程、虹吸过程
无法避免浮游植物的损失，使通过样品浓缩法所得的浮游植物群落生物量及细胞密度与倒置显微镜法相比
偏小．

倒置显微镜法中使用的 Ｕｔｅｒｍöｈｌ 计数框密封性较好，水分蒸发对浮游植物计数的准确性基本无影响．对

样品浓缩法而言，为避免水分蒸发的影响，则要求计数者对每片样品的计数在 １ ｈ 内完成． 浓缩法监测规范
通常要求计数 ２ 片平行，但 ４ 片平行才能保证定量结果的稳定性 ［７］ ，然而采用倒置显微镜法计数 ４００ 个体通
常需要 ２ ｈ 左右．由此可见，倒置显微镜法与传统样品浓缩法相比，沉淀及计数时间都较短，更适合用于水华
暴发等临时性应急水质监测．

４ 结论
１） 倒置显微镜法对原水样进行镜检时，减少了浓缩及取样过程中产生的误差，能够较准确地计数．倒置

显微镜法计数通过增加计数个体数可提高定量数据的稳定性，计数 ４００ 个个体时数据基本稳定．

２） 浮游植物样品的沉淀体积要根据水体的营养水平及浮游植物细胞密度而定，为不影响镜检计数可行

性和减少高沉降柱带来的误差，建议寡营养水体选择 ５０ ｍｌ 沉淀杯，中营养水体选择 １０ ｍｌ 沉淀杯，富营养水
体选择 ３ ｍｌ 沉淀杯．

３） 倒置显微镜法与传统样品浓缩法相比，沉淀及计数时间都较短，更适合用于水华暴发等临时性应急

水质监测．

４） 相比传统的浓缩法，倒置显微镜法采用了统一的计数量，这为方法的统一与标准提供了定量控制，也

为长期观测数据的可比性奠定了基础．

５ 参考文献
［１］

Ｂｉａｎｃｈｉ Ｆ， Ａｃｒｉ Ｆ， Ａｕｂｒｙ ＦＢ ｅｔ ａｌ． Ｃａｎ ｐｌａｎｋｔ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ｂ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ａｓ ｂｉｏ⁃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Ｌａ⁃

［２］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 ＣＳ．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Ｐｌａｎｋｔｏｎ．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６．

ｇｏｏｎ ｏｆ Ｖｅｎｉｃｅ？ Ｍａｒｉｎｅ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２００３， ４６： ９６４⁃９７１．








地质测绘院

社会

０００７．湖泊科学 ２０１６－１

五校样

张芸

成品尺寸 １８５×２６０（ ｍｍ）

４５ 字 ４４ 行

２０１５ ／ １２ ／ １６

１４８

Ｊ． Ｌａｋｅ Ｓｃｉ．（ 湖泊科学） ，２０１６，２８（１）

［ ３］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 ＴＬ， Ｇｉｂｓｏｎ ＣＥ， Ｈｅａｎｅｙ ＳＩ ｅｔ ａｌ．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ｐｈｙｔ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 ｉｎ Ｌａｋｅ Ｂａｉ⁃

［４］

王

冀， 王

孙

军， 刘东艳， 钱树本． 浮游植物生物量研究Ⅰ． 浮游植物生物量细胞体积转化法． 海洋学报， １９９９， １（ ２） ：

［５］

［６］
［７］
［８］
［９］
［ １０］
［ １１］
［ １２］
［ １３］
［ １４］
［ １５］
［ １６］
［１７］
［ １８］
［ １９］
［ ２０］
［ ２１］
［ ２２］
［ ２３］
［ ２４］

ｋａｌ， Ｓｉｂｅｒｉａ． 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 Ｂｉ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０， ４４： ４３１⁃４０．

建． 浮游植物的采集、计数与定量方法． 水库渔业， １９８２， ４： ５８⁃６３．

７５⁃８５．

Ｓｕｎ Ｊ， Ｌｉｕ Ｄ．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 ｍｏｄｅｌｓ ｆｏｒ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ｎｇ ｃｅｌｌ ｂｉｏｖｏｌｕｍｅ ａｎｄ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ａｒｅａ ｆｏｒ ｐｈｙｔ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ｌａｎｋｔｏｎ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０３， ２５（１１） ： １３３１⁃１３４６．
牛海玉， 陈

纯， 韩博平． 基于浓缩法的浮游植物定量数据稳定性与可靠性分析． 湖泊科学， ２０１５， ２７（ ５） ： ７７６⁃

７８２． ＤＯＩ １０． １８３０７ ／ ２０１５． ０５０３．
陈

纯， 李思嘉， 胡

１０． １８３０７ ／ ２０１３． ０６１７．

韧等． 四种浮游植物生物量计算方法的比较分析． 湖泊科学， ２０１３， ２５（ ６） ： ９２７⁃９３５． ＤＯＩ

Ｚａｒａｕｚ Ｌ， Ｉｒｉｇｏｉｅｎ Ｘ．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Ｌｕｇｏｌｓ ｆｉｘ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ｓｉｚ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ｎａｎｏ⁃ｍｉｃｒ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ｂｙ
ｍｅａｎｓ ｏｆ ａｎ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ｌａｎｋｔ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０８， ３０（１１） ： １２９７⁃１３０３．

Ｅｄｌｅｒ Ｌ， Ｅｌｂｒäｃｈｔｅｒ Ｍ． Ｔｈｅ Ｕｔｅｒｍöｈｌ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ｐｈｙｔ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 Ｋａｒｌｓｏｎ Ｂ， Ｃｕｓａｃｋ Ｃ， Ｂｒｅｓｎａｎ Ｅ
ｅｄｓ．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ａｎｄ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ｏｒ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ｐｈｙｔ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Ｐａｒｉｓ： ＵＮＥＳＣＯ， ２０１０： １１０．

金相灿． 湖泊富营养化调查规范： 第 ２ 版． 北京：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０： ２３９⁃２４５．

ＭｃＤｅｒｍｏｔｔ Ｇ， Ｒａｉｎｅ Ｒ．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ｂｏｔｔｌ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ｐｈｙｔ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ａｎｄ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ｍｅｔｈ⁃
ｏｄｓ ｆｏｒ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ｐｈｙｔ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Ｐａｒｉｓ： ＵＮＥＳＣＯ， ２０１０： ２１⁃２４．

Ｒｏｔｔ Ｅ， Ｓａｌｍａｓｏ Ｎ， Ｈｏｅｈｎ 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Ｕｔｅｒｍöｈｌ⁃ｂａｓｅｄ ｐｈｙｔ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 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ｂｉｏｖｏｌｕｍ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ａｎ ｅａｓｙ
ｔａｓｋ ｏｒ ａ Ｇｏｒｄｉａｎ ｋｎｏｔ？ Ｈｙｄ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ｉａ， ２００７， ５７８（１） ： １４１⁃１４６．

Ｌｕｎｄ ＪＷＧ， Ｋｉｐｌｉｎｇ Ｃ， ＬｅＣｒｅｎ ＥＤ．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ｒｔｅｄ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ａｌｇ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ｓ ｂｙ 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Ｈｙｄ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ｉａ， １９５８， １１（２） ： １４３⁃１７０．

Ｗｉｌｌéｎ Ｅ． Ａ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ｐｈｙｔ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 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Ｐｈｙ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１９７６， １１（３） ： ２６５⁃２７８．
林秋奇， 胡
１１０２⁃１１０８．

陈晓玲， 程

韧， 段 舜山等． 广东省大中型供水水库营 养现状及浮游生物的响应． 生态 学报， ２００３， ２３ （ ６） ：

丹， 李慧明等． 南亚热带水库中盔形溞牧食对浮游植物群落影响的围隔试验． 水生态学杂志， ２０１２，

３３（３） ： ２０⁃２６．

林少君， 贺立静， 黄沛生等． 浮游植物中叶绿素 ａ 提取方法的比较与改进． 生态科学， ２００５， ２４（１） ： ９⁃１１．
胡鸿钧， 魏印心． 中国淡水藻类： 系统分类及生态． 北京： 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６．

Ｈｉｌｌｅｂｒａｎｄ Ｈ， Ｄüｒｓｅｌｅｎ ＣＤ， Ｋｉｒｓｃｈｔｅｌ Ｄ ｅｔ ａｌ． Ｂｉｏｖｏｌｕｍ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ｐｅｌａｇｉｃ ａｎｄ ｂｅｎｔｈｉｃ ｍｉｃｒｏａｌｇａ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ｈｙ⁃
ｃｏｌｏｇｙ， １９９９， ３５（２） ： ４０３⁃４２４．
王

骥， 王

２４９⁃２５８．

建． 浮游植物的叶绿素含量、生物量、生产量相互换算中的若干问题． 武汉植物学研究， １９８４， ２（２） ：

Ｈｅｉｐ Ｃ， Ｅｎｇｅｌｓ Ｐ．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ｖｅｎｎｅｓｓ ｉｎｄｉｃ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ｒｉｎｅ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
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 １９７４， ５４（３） ： ５５９⁃５６３．

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ｒｅ Ｔｅａｍ． Ｒ： Ａ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Ｒ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ｕ⁃
ｔｉｎｇ， Ｖｉｅｎｎａ， Ａｕｓｔｒｉａ． ２００８， ＩＳＢＮ ３⁃９０００５１⁃０７⁃０， ＵＲＬ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Ｒ⁃ｐｒｏｊｅｃｔ． ｏｒｇ．
孙

军， 刘东艳， 钱树本． 一种海洋浮游植物定量研究分析方法 Ｕｔｅｒｍöｈｌ 方法的介绍及其改进． 黄渤海海洋，

２００２， ２０（２） ： １０５⁃１１２．








地质测绘院

社会

０００７．湖泊科学 ２０１６－１

五校样

张芸

成品尺寸 １８５×２６０（ ｍｍ）

４５ 字 ４４ 行

２０１５ ／ １２ ／ １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