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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植物互花米草通过沉积食性螺类进入
盐沼食物网：稳定同位素与脂肪酸分析
王思凯 1, 2，吴纪华 1*
（1.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上海 200438；
2.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上海 200090）
摘要：外来植物入侵对土著消费者营养基础的改变以及对食物网营养结构的影响一直存在争议，并且在不同生
态系统之间具有差异性。由于沉积食性消费者的食物来源复杂、鉴别困难，导致人们对这些消费者在遭受植
物入侵后食性变化的认识还不清楚。本研究在长江口盐沼湿地土著植物芦苇（Phragmites australis）和入侵植
物互花米草（Spartina alterniflora）生境，分别采集了两种优势螺类（绯拟沼螺 Assiminea latericea 和尖锥拟蟹
守螺 Cerithidea largillierti）及其主要的潜在食物来源（沉积物、悬浮颗粒物及植物），通过稳定同位素与脂肪
酸相结合的方法，分析植物入侵对沉积食性消费者食源的影响。结果表明，绯拟沼螺和尖锥拟蟹守螺作为沉
积食性消费者，主要从沉积物中同化吸收硅藻、细菌和维管植物。互花米草入侵没有改变螺类食源组成中硅
藻、细菌和维管植物的相对含量，即没有改变其食性。绯拟沼螺比尖锥拟蟹守螺能够同化吸收更多的互花米
草是因为绯拟沼螺本身能够摄取更多的植物。因此，研究表明互花米草能够通过优势螺类的取食同化进入到
长江口盐沼湿地食物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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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orporation of exotic Spartina alterniflora into salt marsh
food webs through deposit-feeding snails: stable isotope and
fatty acid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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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ether exotic plants change the energy base for native consumers, altering the trophic
structure and food web interactions, is controversial and system specific. The response of deposit-feeding
animals to plant invasions is unclear because their food sources are difficult to identify. We examined the
effect of the exotic plant species, Spartina alterniflora, on the food source of two dominant snail species,
Assiminea latericea and Cerithidea largillierti, in Yangtze river estuary salt marsh using combined stable
isotope and fatty acid analysis. We collected the snails and potential food material (sediment organic
matter, particulate organic matter, and plant material) in S. alterniflora and native plant Phragmites
australis habitats. Our results indicated that A. latericea and C. largillierti were deposit feeders
grazing sedimentary particles originating from diatoms, bacteria, and vascular plants. The inva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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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es S. alterniflora did not result in a change in the relative contribution of microalgae, bacteria, and
vascular plants to the food source of the snails. The invasive S. alterniflora was confirmed to be
assimilated by both snail species. The higher assimilation of S. alterniflora by A. latericea compared with
C. largillierti was probably related to the greater ability of A. latericea to assimilate plant materials.
Overall, S. alterniflora was incorporated into the food web of the estuarine salt marsh by the dominant
snail species with generalist-feeding habits.
Key words: ecology; salt marshes; food web; plant invasions; deposit feeder; Yangtze river estuary

0

引言
腹足类作为盐沼中重要的消费者，在初级生产者和捕食者之间具有重要的连接作用[1]。作为初级消

费者，螺类取食各种有机质，包括微藻、细菌及植物等[2~4]。一些盐沼螺类的取食具有强烈的下行效应，
能够控制盐沼植物的生长[5~6]。例如，SILLIMAN 等[7]发现玉黍螺（Littoraria irrorata）的取食作用使得
美国弗吉尼亚（Virginia）盐沼草地在 8 个月的时间内变为裸地。同样，螺类也能够被高营养级捕食者取
食，如蟹类、鱼类、鸟类等[8~9]。盐沼螺类通常生活在沉积物表层，对植物入侵引起的生境变化非常敏感。
许多研究表明植物入侵导致螺类密度的增加或降低[10~12]。然而，很少有研究关注植物入侵对螺类食物资
源的影响。
植物群落的变化可能影响到本地消费者的丰度和食物资源及其提供给盐沼系统的生态服务。已有研
究表明，互花米草入侵长江口盐沼湿地能够导致蟹类如天津厚蟹（Helice tientsinensis）和无齿螳臂相手
蟹（Chiromantes dehaani） [13]，鱼类如鮻鱼（Chelon haematocheilus）和斑尾复鰕虎鱼（Synechogobius
ommaturus）[14]，节肢动物如广食性螽斯（Tettigoniidae）、蟋蟀（Gryllidae）和寄蝇（Tachinidae）等[15]
食物资源的转变。但互花米草入侵对螺类食物组成的影响还没有相关的研究。
本研究通过同位素与脂肪酸相结合的方法研究植物入侵对螺类食物资源的影响。选择长江口两种主
要的沉积取食者绯拟沼螺（Assiminea latericea）和尖锥拟蟹守螺（Cerithidea largillierti）作为研究物种。
这两种螺类都属于中腹足目，纽舌类型（即具有 1 个中央齿，每边 1 个侧齿及 2 个缘齿）的齿舌使这些
螺类作为沉积取食者都能够取食沉积有机物。以前的相关研究发现这两种螺类物种的丰度在入侵生境与
土著植物芦苇生境中比较接近[16]。本研究在这两种生境中比较螺类食物资源的差异，主要回答以下两个
问题：1）入侵植物是否能够通过底栖螺类的取食进入土著食物网？2）螺类的食性是否随着植物入侵而
发生变化？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地点
研究地点位于上海长江口崇明东滩盐沼湿地（E121°50'～122°05'，N31°25'～31°38'）
（如图 1 所示）。

主要的盐沼植物类型为土著植物海三棱藨草和芦苇、外来入侵植物互花米草。实验地点位于东滩北部和
东北部互花米草入侵较严重的区域。这一区域中，土著植物海三棱藨草由于互花米草的快速入侵已经消
失，只有芦苇和互花米草成为最主要的植物群落类型。如图 1 所示，其中共有 8 条样线，分别在每条样
线中的芦苇和互花米草生境中采集样品。
1.2

样品采集与处理
2010 年 4 月采集样品进行稳定同位素与脂肪酸分析。在每条样线上的芦苇和互花米草生境中，分别

采集绯泥沼螺和尖锥拟蟹守螺各 100 只左右。用钢尺选取 5 个 4 cm × 2 cm 的样方刮取表层 1 cm 沉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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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作为一个沉积有机物（sedimentary organic material，SOM）样品。植物样品按照不同种类分为根、
活茎、枯茎、活叶、枯叶分别采集。在每个样点剪取芦苇与互花米草的新鲜叶片各 10 g，将 8 条样线的
同种植物混合作为植物的脂肪酸分析样品。所有的植物样品用去离子水冲洗干净以去除附着的各种碎屑
物杂质。在各样点附近的潮沟中各采集 2 L 潮水，用灼烧过（450℃，12 h）的 GF/F 玻璃纤维滤膜（Whatman）
和真空泵过滤系统获得悬浮颗粒物（suspended particulate organic matter，POM）样品。所有样品采集后
迅速放入保温瓶中冷藏，带回实验基地−20℃冷冻保存。

注：一共 8 对样点，圆为芦苇群落生境，五角星为互花米草群落生境

图1
Fig. 1

1.3

长江口东滩盐沼湿地样点分布图

Study sites at the Dongtan salt marsh, Yangtze river estuary, China

稳定同位素分析
所有用来进行稳定同位素分析的样品在 60℃烘箱中烘干至恒重，然后用研钵研磨粉碎，用 1 mol/L

HCl 酸化以去除碳酸盐成分。酸化后样品再次烘干并研磨成细粉末状，经 60 目筛网过滤后装入离心管中
干燥器保存。本实验中所有样品的稳定同位素比值由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稳定同位
素实验室测定，仪器型号为 DELTAplus XP（分析精度：13C<0.1‰；15N<0.2‰）. 稳定 C、N 同位素的自
然丰度表示为 δ(X) = [(Rsample/Rstandard) −1]×1 000，其中 X 为 13C 或 15N 的丰度，R 为 13C:12C 或 15N:14N. 其
中，碳的标准物质是指箭石 Pee Dee Belemnite（PDB），氮的标准物质是空气中的氮气。
1.4

脂肪酸提取与测定
所有用来进行脂肪酸测定的样品冷冻干燥 48 h 后研磨粉碎。按照 Folch 法[17]在氯仿:甲醇（体积比）为

2:1 的溶液中抽提组织中的总脂。浸提液经滤纸过滤后采用体积分数为 14%的三氟化硼-甲醇（BF3-MeOH）
溶 液对总脂进行甲脂化处理，用旋转蒸发仪对浓缩后溶液进行脂肪酸分析 [18] 。脂肪酸测定仪器为
Agilent-7890A 气相色谱，
自动进样器每次注入 1 μL 的样品进行分析，
毛细管柱型号为 DB-225
（30 m×0.25 mm
内径，0.25 µm 膜厚，Agilent J & W；Agilent Co.，USA），载气 He 流速为 1.0 mL/min. 进样口和氢火
焰检测器的温度均为 250℃，起始柱温为 60℃，50℃/min 升至 170℃，然后 2℃/min 升至 180℃保持 2 min，
第三次升温以 2℃/min 升至 230℃，保持 1 min，最后 1℃/min 升至 240℃，保持 1 min，直至所有脂肪酸
全部出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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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标准脂（37 种脂肪酸混合物 Cat. No. 47885-U，购自 Supelco 公司）作为脂肪酸定性的依据，根
据标准脂的保留时间确定样品中的脂肪酸类型，脂肪酸的含量计算采用面积百分比法，用安捷伦化学工
作站（Agilent MSD Productivity ChemStation Software）进行分析。本研究中脂肪酸命名简写为 A:BnX，
其中，A 为碳原子数；B 为总双键数；X 为靠近末端甲基的双键位置，以末端甲基碳原子数 n 表示。
脂肪酸标志物参照已经发表的相关文献确定，本研究中将脂肪酸标志物分为维管植物、细菌、硅藻和
鞭毛藻，还有一类普通脂肪酸在生物中普遍存在但不具有指示作用[19]。维管植物脂肪酸主要包括 18:2n6、
18:3n3、22:0、24:0[20~21]. 细菌脂肪酸主要为奇数支链脂肪酸，包括 13:0、15:0、17:0、15:1、17:1、18:1n7[20, 22].
另外，14:0、16:1 和 20:5n3 通常作为硅藻脂肪酸标志物，而 22:6n3 和 22:6n3/20:5n3 的比值都作为鞭毛
藻标志物[23]。16:0、18:0、18:1n9 为普通脂肪酸标志物[19, 24]。
1.5

数据统计与分析
同一植物不同组织（根、茎、叶）以及不同植物（芦苇、互花米草）之间的同位素比值（δ13C、δ15N）

用 Tukey 后续检验（Tukey post-hoc tests）。在芦苇和互花米草生境中 SOM 同位素值的差异用学生 t 检
验（Student’s t-tests）。不同生境，不同螺类的同位素值及脂肪酸标志物含量用双因子方差分析（two way
ANOVA）。所有的统计数据进行正态分布检验（Shapiro-Wilk test）和方差齐性检验（Bartlett and Levene
test），当不符合上述参数检验的假设条件时，对数据进行开方转换或对数转换。上述分析由 Statistica
统计软件包（version 8.0，StatSoft Inc，Tulsa OK 74104 USA）完成。
脂肪酸结果表示为每一种脂肪酸相对于总脂肪酸的百分比。对所有样品的脂肪酸组成进行非参数多
变量排序（non-metric multidimensional scaling，MDS）。对不同样品之间的脂肪酸组成进行相似性分析
检验（ANOSIM）。ANOSIM 检验中，R 为样品之间或内部差异性的度量指标[25]，其值通常在 0～1 之
间。R 值靠近 0 表明同一组样品之间的差异性与另外一组样品之间的差异性比较接近，R 值靠近 1 表明
相对于组内样品之间的差异，两组样品之间的差异更大。上述分析均基于 Bray-Curtis 相似性系数为基础
构建的相似性矩阵，原始数据经 log(x+1)转换。上述分析均由 Primer 软件（Plymouth routines in multivariate
ecological research，version 6.0）完成。

2

研究结果

2.1

稳定同位素值

2.1.1

食源的稳定同位素值

芦苇中的 δ13C 值表现出典型的 C3 光合作用路径（−25.65±0.23‰），而入侵植物互花米草则表现出典
型的 C4 光合作用路径（−14.24±0.16‰）。δ15N 值具有较大的变化范围（1.02‰～6.04‰；如图 2 所示），
这主要是由于枯萎组织中的值较低。在芦苇和互花米草的新鲜组织中 δ15N 比较接近，平均值分别为 5.00‰
和 5.68‰，但在枯萎组织中互花米草的 δ15N 值（4.49±0.30‰）显著高于芦苇中的值（1.52±0.26‰）。在
同一植物中，根、茎、叶之间的同位素值没有显著差异。根、茎、叶三种组织均表现出互花米草比芦苇
具有更高的 δ13C 和 δ15N 值，但只有 δ13C 具有显著差异（Tukey HSD test，P<0.001）。两种植物都表现
出枯萎组织比新鲜组织具有更低的 δ13C 和 δ15N 值。
SOM 的 δ13C 值在互花米草入侵生境（−23.34±0.27 ‰）中显著高于土著植物芦苇生境（−24.26±0.17 ‰）
中，δ15N 值在两种生境中没有差异（t-tests，P=0.499）。POM 中 δ13C 和 δ15N 的平均值分别为−2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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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3.07‰，处于所有样品之间（如图 2 所示）。δ13C 值在 POM 和两种生境中的 SOM 之间均没有差异。

注：SA、PA 分别表示在互花米草和芦苇生境中的样品

图2
Fig. 2

2.1.2

互花米草与芦苇生境中螺类消费者与食源的双同位素坐标图（平均值±标准误）

Dual isotope plot of δ13C and δ15N signatures (Mean±SE) of consumer and food sources in P. australis and
S. alterniflora habitats

螺类消费者的稳定同位素值

绯拟沼螺和尖锥拟蟹守螺的 δ13C 值在互花米草入侵生境中显著高于土著芦苇生境中（Tukey HSD test，
P<0.001；如表 1 所示），说明螺类消费者能够利用入侵植物互花米草取食。入侵生境中绯拟沼螺的 δ13C
值显著高于尖锥拟蟹守螺的值（P<0.001），而在土著生境中没有差异。
绯拟沼螺的 δ15N 值在互花米草入侵生境中显著高于未入侵生境中（如表 1 所示）。尖锥拟蟹守螺的
δ15N 值在两种植物生境中没有显著差异。在土著生境中绯拟沼螺的 δ15N 值（6.2‰）显著低于尖锥拟蟹
守螺的 δ15N 值（8.0‰）（P<0.001），而在入侵生境中没有差异（P=0.273）。
表1

互花米草（SA）与芦苇（PA）生境中绯拟沼螺和尖锥拟蟹守螺的稳定同位素值（Tukey HSD test，n=8）

Tab. 1 Signatures of δ13C and δ15N (Mean±SE) of snails (A. latericea, C. largillierti) in S. alterniflora and P. australis communities
δ13C

δ15N

生境

绯拟沼螺
（A. latericea）

尖锥拟蟹守螺
（C. largillierti）

绯拟沼螺
（A. latericea）

尖锥拟蟹守螺
（C. largillierti）

互花米草（SA）

−12.62±0.14aX

−15.00±0.29bX

7.74±0.33aX

8.46±0.27aX

芦苇（PA）

−19.64±0.48aY

−19.11±0.50aY

6.20±0.26aY

8.00±0.22bX

注：不同的小写字母（a、b）表示同一种生境中两种螺类之间的显著性差异；不同的大写字母（X、Y）表示同一种螺在两种生境中的显著性
差异

2.2

脂肪酸组成
本实验中共检测到 32 种脂肪酸类型，其中 14:0、16:0、16:1、18:1n9、18:2n6 和 18:3n3 占总脂肪酸

的 63%～93%. 所有样品均具有较高含量的 16:0（25.52%～49.35%）. 多维标度分析（multidimensional
scaling，MDS）表明，在不同的样品类型中脂肪酸组成差异较大，具有明显的分离（如图 3 所示）。ANOS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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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脂肪酸组成在各样品之间具有显著性差异（Global test R=0.898，P=0.001）。

注：上三角表示绯拟沼螺（A. latericera）；菱形表示尖锥拟蟹守螺（C. largillierli）；圆表示 SOM；
下三角表示植物；正方形表示潮沟中 POM；黑色和白色填充分别表示互花米草和芦苇生境

图3
Fig. 3

2.3

所有样品的脂肪酸组成 MDS 分析（n-MDS）

MDS ordination of FA profiles data from different samples

食源中脂肪酸组成
互花米草与芦苇植物中脂肪酸组成没有差异（ANOSIM，Pairwise test R=0.01，P=0.486）。多不饱

和脂肪酸（polyunsaturated fatty acid，PUFA）在植物中含量较多（平均为 55.78%），尤其是 n3 的脂肪
酸类型，平均值为 40.47%. 18:3n3 和 18:2n6 作为高等植物的标志脂肪酸类型，在互花米草和芦苇中都具
有较高的含量，分别为 56.44%和 53.33%.
沉积物在互花米草和芦苇生境中的脂肪酸组成没有差异（ANOSIM，Pairwise test R=0.026，P=0.173）。
沉积物样品中 16:0 和 16:1 是最重要的脂肪酸种类，超过了所有脂肪酸的 50%，饱和脂肪酸（saturated fatty
acid，SFA）和单不饱和脂肪酸（monounsaturated fatty acid，MUFA）含量具有较高比例，分别为 45.71%
和 42.65%，而 PUFA 表现出较低的含量，为 11.58%. 硅藻的脂肪酸标志物在沉积物中具有较高的比例，
包括 16:1n7（31.67%）、14:0（4.51%）及 20:5n3（4.20%）. 细菌和维管植物脂肪酸标志物含量较低，
分别为 5.35%和 5.24%（如图 4 所示）.
POM 中 SFA 最多（79.43%），PUFA 最少（4.11%）。普遍存在脂肪酸（ubiquitous FAs）包括 16:0、
18:0 及 18:1n9 在 POM 中的含量很高，达到了总量的 63.37%（如图 4 所示）. 硅藻脂肪酸含量也较高
（26.69%），其中 14:0 占 23.91%，16:1 占 2.77%. 细菌和维管植物脂肪酸标志物在 POM 中的含量比沉
积物中的要少，分别为 1.42%和 3.99%.
2.4

螺类消费者的脂肪酸组成
ANOSIM 结果表明，尖锥拟蟹守螺在不同生境中具有显著性差异（Pairwise test R=0.07，P=0.006），

而绯拟沼螺没有差异（Pairwise test R=0.01，P=0.271）。每种生境中两种螺均具有显著性差异（互花米
草生境中 Pairwise test R=0.471，P=0.000 1；芦苇生境中 R=0.681，P=0.000 1）。SFA 在消费者中的含量
较高（42.37%～43.88%），其中 16:0 的含量为 25.52%～28.61%. 硅藻脂肪酸在消费者中具有较高含量，
包括 24.66%的 16:1n7、7.88%的 20:5n3 及 6.25%的 14:0（如图 4 所示）. 细菌脂肪酸标志物也具有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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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含量（9.05%）。鞭毛藻脂肪酸标志物含量较低，平均只有 1.69%. 绯拟沼螺中的植物脂肪酸标志物含
量（6.73%）显著高于尖锥拟蟹守螺中的含量（2.82%）（Tukey HSD test，P<0.001）。同一物种各种脂
肪酸标志物的相对含量在不同生境之间没有差异。

注：脂肪酸根据它们的标志物类型进行分组（详见材料与方法）；括号中的 SA 和 PA 分别表示样品在
互花米草和芦苇生境中

图4

长江口盐沼湿地中螺类消费者和食源的脂肪酸标志物组成

Fig. 4 Fatty acid markers compositions (relative percentages) of food sources and consumers in Yangtze river estuary salt marsh

3

讨论
本研究发现，SOM 与螺类消费者在脂肪酸组成的 MDS 图上比较接近，SFA、MUFA 和 PUFA 的相

对含量比较相似。另外，脂肪酸标志物的组成也没有差异（如图 3 所示）。因此，本研究确认了绯拟沼
螺和尖锥拟蟹守螺这两种螺类为表层沉积取食者，主要取食表层沉积颗粒有机物。这一结果与 KON 等[26]
的研究结果一致，他们也发现盐沼螺类（Assiminea japonica、Batillaria cumingii、Cerithidea rhizophorarum）
主要同化吸收沉积物中的各种有机质资源。
在河口盐沼湿地中，沉积物中含有多种物质，例如底栖微藻、浮游植物、大型藻类、维管植物、细
菌真菌等[26~27]。KURATA 等[28]研究发现沉积物中的微藻如浮游藻类及底栖藻类是盐沼螺类重要的食物资
源。基于脂肪酸数据分析结果，本研究发现硅藻、细菌及高等植物是螺类重要的食源。本研究中两种螺
类物种所有脂肪酸组成中，硅藻脂肪酸标志物具有最高的含量（36.04%～43.73%），说明硅藻是螺类最
重要的食源。许多对河口盐沼螺类的研究结果也都发现沉积物中的底栖微藻是螺类的最主要食
源[19, 28~29]。除硅藻外，细菌（8.55%～9.57%）与维管植物也能够被螺类消费者取食利用。细菌通常存在
于沉积物表面，与动植物碎屑有关。在盐沼湿地中，高等植物具有较高的初级生产力，但其对螺类消费
者的取食贡献只有 2.65%～6.75%，可能是因为较高含量的木质素与纤维素使其不太容易同化吸收，也说
明沉积取食者可以同化来自植物碎屑的碳源。对维管植物的同化在其他螺类物种中也有发现，例如
A. japonica 和 A. castanea[26,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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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养控制实验表明，食物的变化会强烈影响消费者组织的脂肪酸组成[30]。本研究中互花米草与芦苇
生境中沉积物的脂肪酸组成相似，说明沉积物中微藻、细菌、维管植物等的相对含量并没有受到植物入
侵的影响。由于沉积物是绯拟沼螺和尖锥拟蟹守螺的主要食物来源，芦苇生境中的螺类脂肪酸标志物组
成应该也与互花米草入侵生境中的相似。研究结果也证实了这一假设，说明螺类的食性并没有因为互花
米草的入侵而发生明显的变化。与本结果相似，ALFARO[1]也指出粗纹玉黍螺（Littoraria scabra）无论
在何种生境中都没有改变其食性，均以微藻和细菌为食。然而，DIBBLE 等[31]通过整合分析发现入侵植
物较高的密度，使得微藻可获得的光照降低，潜在地降低了螺类消费者可获得的能量基础，导致食物网
中藻类的质量和重要性在高入侵系统中低于未入侵系统。
本研究中的盐沼螺类绯拟沼螺和尖锥拟蟹守螺在互花米草入侵生境中比土著生境中表现出更富集的
13

δ C 值（如表 1 所示），说明来自互花米草的碳源能够被这两种螺类物种吸收同化。然而，以前的相关
研究结果表明，入侵植物是否能够被土著消费者取食利用具有物种和地点差异性。例如，LEVIN 等 [32]
发现在旧金山湾，入侵植物米草的碎屑能够大量被沉积性取食者多毛类 Capitellid polychaetes 和 Tubificid
oligochaetes 取食，但其他消费者如双壳类和端足类物种却不能利用。GRATTON 等[33]指出芦苇入侵美国
新泽西德拉华湾（Delaware bay）后，节肢动物都不能够利用外来物种，转而取食临近的未入侵区域中的
植物碎屑。
互花米草的入侵没有改变维管植物对螺类食物组成的贡献，但对其他消费者却有不同的结果。例如，
无齿螳臂相手蟹（Chiromantes dehaani）在互花米草入侵生境中能够比土著生境中取食更多的植物材料[13]。
WAINRIGHT 等[34]研究发现，底鳉（Fundulus heteroclitus）在芦苇入侵生境中比土著生境中同化更多的
植物材料。本研究结果表明，尽管互花米草比芦苇具有更高的生产力[35]，但是来自于芦苇和互花米草生
境中的植物材料对于螺类消费者来说具有同等的重要性，螺类组织中维管植物标志物比例没有发生明显变
化，这也证实了盐沼螺类为广食性物种的观点，其对食物资源的取食利用不具有选择性[1, 26]。
消费者对入侵植物的同化吸收具有种间差异[31, 36]。例如，无齿螳臂相手蟹比天津厚蟹的胃含物中含有
更多的互花米草碎屑[13]，鮻鱼和斑尾复鰕虎鱼（>50%）取食的互花米草显著多于花鲈的取食（>20%）[14]。
本研究中，在互花米草入侵生境中绯拟沼螺 δ13C 值的富集比尖锥拟蟹守螺的高，说明绯拟沼螺比尖锥拟
蟹守螺吸收同化更多的互花米草。而脂肪酸结果表明绯拟沼螺比尖锥拟蟹守螺组织中具有更多的维管植
物标志物，说明绯拟沼螺比尖锥拟蟹守螺能够取食利用更多的植物材料。因此，绯拟沼螺比尖锥拟蟹守
螺能够吸收更多的互花米草，主要是因为绯拟沼螺本身就能够利用更多的植物，与是否是入侵植物没有
太大相关性。
绯拟沼螺的 δ15N 值在互花米草生境中显著高于芦苇生境中，但尖锥拟蟹守螺的 δ15N 值却在两种生境
中比较接近。另外，由于互花米草枯萎组织的 δ15N 值显著高于芦苇的枯萎组织，因此可以推测，绯拟沼
螺在互花米草生境比芦苇生境中能够取食更多的植物枯萎组织，但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确定这一推断。

4

结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尽管长江口的两种优势螺类绯拟沼螺与尖锥拟蟹守螺仅摄食少量（占其食源的

2.65%～6.75%）的维管植物，但都能够利用来自外来入侵植物互花米草的碳源，其中绯拟沼螺比尖锥拟
蟹守螺能同化更多的互花米草碎屑。而植物入侵不改变螺类消费者的食性。因此，外来物种互花米草能
够被沉积取食者螺类同化吸收而进入河口盐沼湿地食物网。
以前较多研究关注植食性和杂食性物种对入侵植物的取食利用，如昆虫、蟹类、鱼类等[13~15, 33]都能
够利用互花米草作为食源。本研究首次揭示了沉积食性螺类消费者，虽然不直接取食入侵植物互花米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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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可以从 SOM 中利用来自互花米草的碳源。因此，入侵植物互花米草除了能够通过直接取食被消费者
利用的途径外，还能够以碎屑的形式间接被沉积食性消费者利用，互花米草在功能上作为食物资源已经
成为长江口盐沼湿地食物网中重要的能量基础，对河口次级生产力起着重要的营养支持作用。
腹足类等底上型底栖动物（epifauna）是盐沼各类水鸟、鱼类及蟹类的重要食物资源。腹足类消费者
对互花米草的利用同化可能通过营养级传递，使得来自互花米草的碳源流动到更高的营养级水平，从而
进入土著食物网。中国是遭受互花米草入侵非常严重的国家之一，截止到 2007 年，北起辽宁（N40°）
南至广西（N21°），互花米草的分布已经超过了 34 451 hm2，整个中国海岸带都受到了其严重入侵[37]。
拟沼螺科和拟蟹守螺科物种是中国海岸带盐沼湿地广泛分布的腹足类消费者物种，对互花米草碳源广泛
进入我国海岸带盐沼生态系统食物网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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