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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入滇池河流柴河、宝象河与盘龙江从上游到下游河段的 ２４ 个样点水样水质理化指标测定与

浮游藻类研究，利用生物指示法（藻类种属数、藻类密度等）与生物多样性指数法（Ｍａｇｌａｒｆ、Ｓｈａ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Ｓｉｍｐ⁃
ｓｏｎ 多样性指数）对 ３ 条入滇池河流进行水质监测分析．结果显示河流各样点浮游藻类多样性与各项理化指标

数值没有出现从上游到下游由低到高的顺序变化．各样点理化监测指标 ＴＰ 值达到 ０．１ ｍｇ ／ Ｌ 且 ＴＮ 值达到 ０．８
ｍｇ ／ Ｌ，浮游藻类能够被检出．检出藻类的 １０ 个水样中，藻类频度大于 １２．５％的浮游植物主要有硅藻、绿藻、蓝藻

与裸藻植物，其中硅藻植物最多，频度最高包括硅藻门的舟形藻 Ｎａｖｉｃｕｌａ、针杆藻 Ｓｙｎｅｄｒａ、小环藻 Ｃｙｃｌｏｔｅｌｌａ，绿
藻门的栅藻 Ｓｃｅｎｅｄｅｓｍｕｓ、纤维藻 Ａｎｋｉｓｔｒｏｄｅｓｍｕｓ、新月藻 Ｃｌｏｓｔｅｒｉｕｍ 较高，裸藻门的裸藻 Ｅｕｇｌｅｎａ 较高，蓝藻门的

微囊藻 Ｍｉｃｒｏｃｙｓｔｉｓ 等较高．３ 条河的共有藻类有舟形藻 Ｎａｖｉｃｕｌａ、栅藻 Ｓｃｅｎｅｄｅｓｍｕｓ、纤维藻 Ａｎｋｉｓｔｒｏｄｅｓｍｕｓ、裸藻

Ｅｕｇｌｅｎａ、小环藻 Ｃｙｃｌｏｔｅｌｌａ，多为富营养化水体指示种．３ 条河流中盘龙江各样点浮游藻类检出率 ３３．３％最低，宝
象河检出率 ５０％，柴河 ８０％最高，宝象河与柴河水样中藻量也高于盘龙江水样，盘龙江水质在近年治理后明显

改善．作者认为，在河流水质监测中，浮游藻类的检出率可在一定程度上动态反映河流整体水质状况；生物多样

性香农指数比其他指数在较少样本情况下，具有更好的河流水质监测识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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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滇池流域是我国典型的高原淡水湖泊流域，
位于云贵高原中部，流域内共有 ２９ 条河流从北

部、东部和南部辐射状汇入滇池．近年来，有关滇

池流域水环境状况的研究还主要集中在滇池湖

体［１－４］ ．浮游藻类作为水环境中的初级生产者和食

物链的基础，与鱼类和无脊椎动物相比，浮游藻类

能够更敏感的响应水环境状况的变化．因此，浮游

藻类的物种组成、生物密度以及多样性指数等群

落特征被广泛用于监测和评价人为活动干扰对水

生生态系统（如海洋、河流、湖泊和水库等）所造

成的影响［５－８］ ．但是基于浮游藻类等水生生物群落

特征来分析滇池流域入湖河流水环境状况的研究

鲜有报道［１，４］ ．
柴河、宝象河与盘龙江是滇池入湖的 ３ 条主

要河流．其中柴河是滇池南部入湖的主要河流之

一，是典型的农业灌溉与养殖污染影响的入滇池

河流；宝象河是城市污染与农业污染均有影响的

河流；盘龙江由北至南贯穿整个昆明主城区．本研

究通过调查 ３ 条河流相应样点的浮游藻类的种类

和数量以及测定相应样点的理化指标，运用指示

生物法与多样性指数法，揭示了 ３ 条河流的浮游

藻类生物多样性，探讨了理化指标与生物指标对

河流水质评价的相关性，也探讨了生物多样性指

标的识别度与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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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方法与步骤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上旬，在己经设置在盘龙江（１５
个）、宝象河（４ 个）与柴河（５ 个）采样点（表 １）进
行采样，采样点从河流上游到下游，根据监测中心

多年监测经验与河流河段长度与敏感度分别设置，
对各样点理化指标（水温、透明度、ｐＨ 值、ＤＯ、ＴＮ、
ＴＰ、电导率）在昆明市监测中心进行测定，对各样

点浮游植物定性、定量标本的采集和现存量计数参

照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出版的《水和

废水监测分析方法》中“水生生物群落的测定”方
法，在实验室用显微观察并参考相关科学文献［９－１５］

对藻类植物进行分类鉴定．对计数结果进行分析，
采用生物多样性指数 Ｍａｒｇａｌｅｆ 指数（ＤＭ）、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ＤＳ）、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Ｈ′）分析与评价

水体［１６－１７］ ．
（１）Ｍａｒｇａｌｅｆ［１７－１８］多样性指数：
ＤＭ ＝ （Ｓ － １） ／ ｌｎＮ ，

式中 Ｓ为群落中的总数目，Ｎ为观察到的个体总数．
判定标准：ＤＭ 值越大表示水质越清洁，ＤＭ ＜ ３ 为

严重污染，３ ≤ ＤＭ ＜ ４ 为中度污染，４ ≤ ＤＭ ≤５ 为

轻度污染，ＤＭ ＞ ５ 为清洁 ．
（２）Ｓｉｍｐｓｏｎ 多样性指数 ：

ＤＳ ＝ １ － ∑
ｉ
Ｐ２

ｉ ，

式中Ｐ ｉ 种的个体数占群落中总个体数的比例．判定

标准：ＤＳ ＜ ２严重污染，２ ～ ３中度污染，３ ～ ６轻度

污染， ＞ ６ 清洁．
（３）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多样性指数：

Ｈ′ ＝ － ∑
ｉ
Ｐ ｉ ｌｎＰ ｉ，

式中Ｐ ｉ 种的个体数占群落中总个体数的比例．判定

标准，Ｈ值为 ０ ～ １ 为重污染，２ ～ ３ 为中污染，３ ～
５ 为轻污染，大于 ５ 为清洁．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各样点理化指标测定与分析 　 一般而言，水
体总氮、总磷含量是水体富营养化的最重要的监测

指标［４，６－８］，本研究把水体总氮（ＴＮ）、总磷（ＴＰ）含量

作为理化关键指标，其他理化指标作为参考指标．
根据 现 行 国 家 地 表 水 环 境 质 量 标 准

（ＧＢ３８３８—２００２） ［１８］，一类水主要是源头水，二类

水是生活用水一级保护区域；并规定总氮（ＴＮ）大

于 ０．５ ｍｇ ／ Ｌ 小于 １ ｍｇ ／ Ｌ 为二类水质，总磷（ＴＰ）大
于 ０．１ ｍｇ ／ Ｌ 小于 ０．２ ｍｇ ／ Ｌ 为二类水质等，数值越

大水质越差．本次研究中，如表 １ 结果所示，这 ３ 条

河流按总氮（ＴＮ）与总磷（ＴＰ）来监测评价河流水

质明显不一致．盘龙江源头河段的庄科桥、白邑、黑
龙宫以及上坝村 ４ 个样点，水质清澈，透明度达到

７０～１３１ ｃｍ 的水体，但水体总氮（ＴＮ）含量测得过

高均大于 ０．５ ｍｇ ／ Ｌ，除黑龙宫样点外均大于 １，即
达到三类水质标准． 总磷 （ ＴＰ ） 含量则均小于

０．１ ｍｇ ／ Ｌ，即达到一类水标准．柴河水样中，茨巷河

样点 ２ 个指标之间同样差异过大，如果按总氮

（ＴＮ）则为劣五类水质，而总磷（ＴＰ）则为二类水

质．宝象河水样 ４ 个样点的 ２ 个指标监测水质则较

为复杂，上游样点大板桥槽河按总氮（ＴＮ）值评价

为劣五类，而按总磷（ＴＰ）评价为二类水质，中游样

点工业园桥、星跃桥按总氮（ＴＮ）评价为四类与劣

五类，按总磷（ＴＰ）评级为一类水质与四类水质；下
游的宝丰桥样点按总氮（ＴＮ）评价为四类，按总磷

评级为一类水质．总的看来，总氮（ＴＮ）值偏高，总
磷（ＴＰ）值相对合理．由表可见，３ 条河流各样点各

理化指标值从上游到下游河段并没有出现由低到

高的规律变化．
２．２　 入滇池 ３ 条河流藻类密度与频度的分析 　 ３
条河流的藻类调查结果见表 ２、３．宝象河 ４ 个样点

中，工业园桥与宝丰桥样点未能检出浮游植物，检
出率 ５０％；柴河 ５ 个样点中，只有石门坎水库样点

未能检出浮游植物，检出率 ８０％，柴河的甸头人民

坝样点发生绿藻门栅藻水华现象；盘龙江 １５ 个水

样中只有 ５ 个水样监测出浮游植物， 检出率

３３．３％，藻密度从洪家大村与上坝村以及阿达龙桥

依次较高，而小木杨与霖雨桥样点依次最低．检出

水体中以硅藻数量最多，且相应属类最多，栅藻也

是优势藻类，也有 ３ 个水样中有微囊藻．
本次研究的采样是从河流上游到下游进行分

段采样，结果显示，浮游藻类的检出率、藻密度均与

样点在河流的位置无关，而与采样点河段的具体环

境状况有关．从藻类检出率来看，盘龙江最低，宝象

河其次而柴河最高，同时，盘龙江水样的藻量远低

于宝象河与柴河水样中藻量．藻类的检出与总磷、
总氮相关，图 １ 所示， ＴＰ 值大于 ０．１ ｍｇ ／ Ｌ（二类水

质标准级别）且 ＴＮ 值大于 ０．８ ｍｇ ／ Ｌ（二类水质标

准）以上是浮游藻类能否检出的分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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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各样点地理位置与相关理化指标

Ｔａｂ．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ｃ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ｉｎｄｅｘ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ｍｐｌｅｓ

河流

样点
坐标 水温 ／ ℃

透明度 ／
ｃｍ

ｐＨ
ρ（ＤＯ） ／

（ｍｇ·Ｌ－１）
ρ（ＴＮ） ／

（ｍｇ·Ｌ－１）
ρ（ＴＰ） ／

（ｍｇ·Ｌ－１）
ρ（ｃｈｌａ） ／
（ｍｇ·Ｌ－１）

电导率 ／
（μｓ·ｃｍ－１）

甸头人民坝
Ｅ２４′２９．７９８
Ｎ１０２′４３．８４５

１０．７ ３０ ８．２ ６．６２ １．４３ ０．４２９ ０．１８４ ２３３

柴

河

石门坎水库
Ｅ２４′３０．４７８
Ｎ１０２′４１．３７５

１１．６ ６０ ８．０７ ６．１５ ０．５２ ０．０７３ ０．０４１ ３０３

六街桥
Ｅ２４′３２．０２１
Ｎ１０２′４０．７５９

１２．７ ２０ ７．６３ ４．１５ ０．８２ ０．１２５ ０．０２５ ４３２

茨巷河
Ｅ２４′４１．１３２
Ｎ１０２′４１．３９

１１．６ ５０ ７．８５ ２．９８ ２７．２ ０．１３７ — ７１９

柴河口
Ｅ２４′４５１４５
Ｎ１０２′４３．６４

９．７ ３０ ８．１９ ７．６ ５．９ ０．６１６ — ４２５

大板桥槽河
Ｅ２５′０３．０５０
Ｎ１０２′５２．４５１

１２．５ ２５ ７．６８ ５．７６ ４．１２ ０．１１６ ０．００２ ５６７

宝

象

河

工业园桥
Ｅ２５′０２．３９１
Ｎ１０２′５３．０８９

１７．６ ３０ ７．６ ５．６ １．８３ ０．０３９ ０．００１ ４８４

星跃桥
Ｅ２４′５９．４４９
Ｎ１０２′４８．６３９

１２．８ ５５ ７．８９ ６．４３ ４．１６ ０．３０４ ０．０３８ ６１６

宝丰桥
Ｅ２４′５６．１１７
Ｎ１０２′４３．１５８

１４．５ ５０ ７．７２ ５．６５ １．９８ ０．０６９ ０．０２６ ５８８

庄科桥
Ｅ２５１′１４．４９３
Ｎ１０２′５１．８１９

１０ １３１ ７．７３ ５．６５ １．１２ ０．０１８ — —

白邑
Ｅ２５１′１５．７６１
Ｎ１０２′５２．０９６

１０．６ ５０ ８．０１ ７．４５ １．２９ ０．０２８ — —

黑龙宫
Ｅ２５′１６．３７７
Ｎ１０２′５２．８７１

１７．３ — ７．５８ ６．７１ ０．７４ ０．０１ — —

上坝村
Ｅ２５′０８．３９５
Ｎ１０２′４６．５９１

１０．６ ７５ ８．１４ ５．１６ １．０４ ０．０９８ — —

霖雨桥
Ｅ２５′ ０７． ２６８
Ｎ１０２′４４．８７７

１２．３ ７５ ７．６５ ８．０３ ０．１２ ０．０２ — —

盘

龙

江

敷润桥
Ｅ２５′０２．７７７
Ｎ１０２′４２．９０４

１４．３ １１０ ７．６５ ６．９５ １２．１ ０．４４８ — —

盘龙江水站
Ｅ２５′００．１８４
Ｎ１０２′４３．０９８

１２．７ １２５ ７．７６ ７．２７ １２．７ ０．４４１ — —

洪家大村
Ｅ２４′ ５７． ２８２
Ｎ１０２′４１．３８９

１３．６ ８４ ７．７６ ６．５４ １２．２ ０．２５ — —

黄龙
Ｅ２５′ ２５． ３８５
Ｎ１０２′５５．２３８

１３．４ ２５ ８．３１ ７．５ ２．０２ ０．０２７ ０．０００ ３４３

黄龙水库
Ｅ２５′ ２６． ０４７
Ｎ１０２′５３．３８４

１１．１ ７３ ８．５ ７．７７ ０．９４ ０．０３８ ０．０５７ ３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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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１）

河流

样点
坐标 水温 ／ ℃

透明度 ／
ｃｍ

ｐＨ
ρ（ＤＯ） ／

（ｍｇ·Ｌ－１）
ρ（ＴＮ） ／

（ｍｇ·Ｌ－１）
ρ（ＴＰ） ／

（ｍｇ·Ｌ－１）
ρ（ｃｈｌａ） ／
（ｍｇ·Ｌ－１）

电导率 ／
（μｓ·ｃｍ－１）

盘

龙

江

阿达龙桥
Ｅ２５′ ２５． １１０
Ｎ１０２′５１．３７７

１２．４ ６０ ８．５７ ７．６２ ０．７５ ０．０２６ ０．００１ ３６５

小木杨
Ｅ２５′ ２２． ８０４
Ｎ１０２′４９．１２７

１２．９ ３０ ８．４６ ８．０１ ０．９ ０．０３１ ０．００１ ４０２

阿子营
Ｅ２５′ １９． ７１９
Ｎ１０２′４６．８３２

１２．３ ３５ ８．２ ８．４３ ０．４９ ０．０２４ ０．００１ ４０３

马军
Ｅ２５′ １８． ２８９
Ｎ１０２′４８．９８８

１１．９ ４０ ８．１５ ８．６ ０．４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０ ３９９

中和
Ｅ２５′ １４． ５３１
Ｎ１０２′４９．３０８

１２ ５５ ８．５ ９．１ ０．３２ ０．０１ ０．０１２ ３７４

ＤＯ：化学含氧量；ＴＮ：总氮；ＴＰ：总磷；ｃｈｌａ：叶绿素

　 　 ３ 条入滇河流浮游植物监测频度结果显示，频
度大于 １２．５％的浮游植物主要有硅藻、绿藻、蓝藻

与裸藻植物．其中硅藻门植物最多，包括舟形藻、针
杆藻、小环藻依次较高，绿藻门的栅藻、纤维藻、新
月藻较高，裸藻门的裸藻较高，蓝藻门的微囊藻等

均较高．３ 条河的共有藻类有舟形藻、栅藻、纤维

藻、裸藻、小环藻 ５ 类．
２．３　 入滇池 ３ 条河流的生物多样性分析　 滇池入

湖河流盘龙江、宝象河与柴河 ２４ 个水样的生物多

样性指数分析结果见表 ４．
由表 ４ 可见，盘龙江水体 ４ 个样点、宝象河 ２

个样点，柴河 ４ 个样点香农多样性指数数值，除 １
个样点 （ 盘龙江的阿达龙桥） 数值小于 １ 外

（０．９４），其他有藻类分布的样点数值均大于 １ 而小

于 ３．其中柴河的甸头人民坝数值最高为 ２．７７，其次

是宝象河的星跃桥点 ２．７，盘龙江样地霖雨桥最低

为 １．０９．辛普森多样性指数（ＤＳ）与 Ｍａｇｌａｒｆ 多样性

指数（ＤＭ）数值各样点较小，数值均小于 １．参照生

物多样性指数法水质污染判定标准［１６］，Ｈ′值 ０ ～ １
为重污染，１～３ 为中污染，３～５ 为轻污染，大于 ５ 为

清洁．ＤＭ 值小于 ２ 与 Ｄｓ 值小于 ３ 均表示水质为重

污染．如果按照 ＤＳ、ＤＭ 的判读，３ 条河流中检出藻

类的各样点的数值均小于 １，为重污染水质．如果按

照 Ｈ′判读，３ 条河流检出藻类的各样点中除 １ 个样

点（盘龙江的阿达龙桥）均为中污染水体．其余 １３
个样点，由于没有藻类检出，则不能通过生物多样

性指数进行监测判读．

３　 讨　 论

按福迪的观点［１５］，清水生物群生活在山溪水

及河的上游范围内，称为清水带．随后根据流水经

过城市农村等工业与生活污染具有废水而变为不

洁，继之成为污水带（分为微污水带、乙型中污水

带、甲型中污水带与重污水带） ．本次研究发现各项

理化指标与浮游藻类生物指标监测的水质情况并

未出现各指标含量从上游到下游由低到高，污染程

度由低到高的变化．近年来不同河段人为干扰是导

致河流从上游河段到下游河段并未出现相应的规

律变化的重要原因．
柴河是滇池南部入湖的主要河流之一，是典型

的农业灌溉与养殖污染影响的入滇池河流；宝象河

是东部入湖河流，城市污染与农业污染均有影响的

河流；滇池北部的盘龙江流经里程最长，由北至南

贯穿整个昆明市区，农村城市污染影响最大．但研

究发现，盘龙江不同河段各样点浮游藻类检出率

３３．３％最低，在盘龙江 １５ 个样点中有 １０ 个样点不

能检出浮游藻类．其次，宝象河检出率 ５０％，柴河

８０％最高．另外，宝象河与柴河水样中藻量也远高

于盘龙江水样．文航等［４］研究结果也显示滇池北部

入湖河流污染程度比滇池东南部入湖河流低．我们

认为，随着近年来城市北部河流盘龙江污染治理的

加强，特别是河道清淤等重大水质治理以及沿河污

染防控措施的实施，使得河流不同河段样点富营养

化程度大幅降低，河流大多河段透明度增加，氮磷

含量大幅下降，水质明显改善．可见，在河流水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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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生物指标藻密度与理化指标总氮与总磷相关性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ｌｇａｅ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Ｎ′、ＴＰ

表 ４　 滇池入湖河流盘龙江、宝象河与柴河 ２４ 个水样的生物多样性指数

Ｔａｂ．４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ｔｈｅ ２４ ｗａｔｅｒｓ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ｉｎ Ｐａｎｌｏｎｇ，Ｂａｏｘｉａｎｇ ａｎｄ Ｃｈａｉ Ｒｉｖｅｒ

样点 Ｈ′ ＤＳ ＤＭ 样点 Ｈ′ ＤＳ ＤＭ

上坝村 １．７２ ０．７２ ０．４１ 大板桥漕河 １．９１ ０．６０ ０．４１

霖雨桥 １．０９ ０．３９ ０．２８ 工业园桥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敷润桥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星跃桥 ２．７０ ０．７３ ０．７６

盘龙江水站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宝丰桥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洪家大村 ２．４４ ０．７５ ０．５８ 甸头人民坝 ２．７７ ０．８３ ０．４９

黄龙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石门坎水库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黄龙水库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六街桥 １．６４ ０．５６ ０．２７

阿达龙桥 ０．９４ ０．２７ ０．４１ 茨岗河 ２．６６ ０．７９ ０．３９

小木杨 ２．０７ ０．７２ ０．３９ 柴河 １．３４ ０．５８ ０．２８

阿子营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庄科桥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马军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白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中和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黑龙宫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监测中，浮游藻类的检出率可在一定程度上动态反

映河流整体水质状况．另外，研究发现不同河段样

点理化监测指标（ＴＮ 与 ＴＰ）与浮游藻类能否检出

之间存在一定对应关系，当河流水体 ＴＰ 含量大于

０．１ ｍｇ ／ ｌ，且 ＴＮ 含量大于 ０．８ ｍｇ ／ ｌ 以上时，浮游藻

类能够检出．
我们采用了多样性指标 Ｈ′（香农多样性指

数）、 ＤＳ（辛普森多样性指数）、ＤＭ（Ｍａｇｌａｒｆ 多样性

指数）分析方法来研究水体富营养变化情况，不同

的指数有助于我们从不同的侧面来研究各样点浮

游藻类多样性与监测水质状况［２，７－８］ ．如果按照 ＤＳ、
ＤＭ 的判读，浮游藻类多样性数值偏低，河流各样点

均处于重污染．按照 Ｈ′判读，则浮游藻类多样性较

高，水质为中污染．分析认为，前者 Ｓｉｍｐｓｏｎ 多样性

指数与 Ｍａｇｌａｒｆ 多样性指数数值受稀有物种（河流

污染指示种）影响较小，而受普遍物种影响较大，
指数分析需要的样本数较大而导致数值偏低．对于

香农指数而言，种数越多，各种个体分配越均匀，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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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农－维纳指数就越高，指示群落多样性越好［１７］ ．
同时，我们结合了水体富营养化敏感的理化指标分

析，对于样本数较少的河流浮游藻类监测而言，香
农指数具有更好的河流水质监测识别度．

由于河流不同河段流经距离较长，不同河段经

过不同的环境特点、人为干扰以及水体自净作用

等，河流水质监测较为复杂．如前所述，即使相对稳

定的理化监测指标 ＴＰ 与 ＴＮ 对水质的监测评价都

会出现很大差异．而且，对于河流水体浮游藻类监

测至今研究较少．本文就此作了积极的尝试，今后

对滇池流域河流应该进一步加大取样范围与数量，
进一步加强河流浮游藻类的水质监测研究．

参考文献：

［１］ 　 吴乃成，徐耀阳，唐涛，等．滇池入湖河流大清河河口

段浮游藻类格局研究［ Ｊ］ ．生态科学，２００８，２７（４）：
２１２⁃２１６．

　 　 　 ＷＵ Ｎ Ｃ，ＸＵ Ｙ Ｙ，ＴＡＮＧ Ｔ，ｅｔ ａｌ．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ｐａｔ⁃
ｔｅｒｎ ｏｆ ｐｈｙｔ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 ｉｎ ｅｓｔｕａｒｉａｌ ｒｅａｃｈ ｏｆ Ｄａｑｉｎｇｈｅ ｒｉｖ⁃
ｅｒ ｉｎｆ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ｏｆ Ｄｉａｎｃｈｉ Ｌａｋｅ［Ｊ］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８，２７（４）：２１２⁃２１６．

［２］ 　 张梅，李原，王若南．滇池浮游植物的生物多样性调查

研究［Ｊ］ ．云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５，２７（２）：
１７０⁃１７５．

　 　 　 ＺＨＡＮＧ Ｍ，ＬＩ Ｙ，ＷＡＮＧ Ｒ Ｎ．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ｐｈｙｔ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 ｉｎ Ｄｉａｎｃｈｉ－ Ｌａｋｅ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Ｙｕｎｎ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
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０５，２７（２）：１７０⁃１７５．

［３］ 　 李原，张梅，王若南．滇池的水华蓝藻的时空变化［ Ｊ］ ．
云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５，２７（３）：２７２⁃２７６．

　 　 　 ＬＩ Ｙ，ＺＨＡＮＧ Ｍ，ＷＡＮＧ Ｒ Ｎ ．Ｔｈｅ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ａｎｄ ｓｐａ⁃
ｔｉｏｎ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ｙａｎ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ｕｓｅｄ ｔｈｅ ｗａ⁃
ｔｅｒ ｂｌｏｏｍ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ａｎｃｈｉ Ｌａｋｅ，Ｋｕｎｍ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Ｙｕｎｎ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
２００５，２７（３）：２７２⁃２７６．

［４］ 　 文航，蔡佳亮．滇池流域入湖河流丰水期着生藻类群

落特征及其与水环境因子的关系［ Ｊ］ ．湖泊科学，
２０１１，２３（１）：４０⁃ ４８．

　 　 　 ＷＥＮ Ｈ，ＣＡＩ Ｊ Ｌ，ＳＵ Ｙ，ｅｔ 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ｐｅｒ⁃
ｉｐｈｙｔｉｃ ａｌｇ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ａｑｕａｔ⁃
ｉ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ｓｔｒｅａｍｓ ｏｆ Ｌａｋｅ Ｄｉａｎｃｈｉ ｗａ⁃
ｔｅｒｓｈｅｄ ｉｎ ｗｅｔ ｓｅａｓｏｎ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ｋ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１１，２３（１）：４０⁃ ４８．

［５］ 　 刘晓江，施心路，齐桂兰，等．淡水藻类在监测水质和

净化污水中的作用［ Ｊ］ ．生物学杂志，２０１０，２７（６）：
７６⁃７８．

　 　 　 ＬＩＵ Ｘ Ｊ，ＳＨＩ Ｘ Ｌ，ＱＩ Ｇ Ｌ，ｅｔ 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ｒｅｓｈｗａ⁃
ｔｅｒ ａｌｇａｅ ｉｎ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ｅｗａｇｅ ｐｕｒｉｆｉ⁃
ｃａｔｉｏｎ［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０，２７（６）：７６⁃７８．

［６］ 　 ＬＩ Ｒ Ｘ，ＺＨＵ Ｍ Ｙ，ＣＨＥＮ Ｓ，ｅｔ ａ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ｏｆ ｐｈｙｔｏ⁃
ｐｌａｎｋｔｏｎ ｏｎ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 ｉｎ ｍｅｓｏｃｏｓｍｓ ［ Ｊ］ ．
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０１，２１ （４）：６０３⁃６０７．

［７］ 　 ＳＣＨＡＮＺ Ｆ，ＪＵＯＮ Ｈ．Ｔｗ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ｅｖａｌｕａ⁃
ｔｉｎｇ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ｅｒｉｐｈｙｔｏｎ ｂｉｏａｓｓａｙｓ ｕｓ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Ｒｈｉｎｅ ａｎｄ 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ｉｔｓ ｔｒｉｂｕｔａｒｉｅｓ
［Ｊ］ ．Ｈｙｄ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ｉａ，１９８３，１０２：１８７⁃１９５．

［８］ 　 ＧＡＯ Ｓ Ｒ，ＰＡＮ Ｌ Ｊ，ＳＵＮ Ｆ，ｅｔ ａｌ，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ｂｙ
ｈｙｄ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２００６，１３１（１６）：１７４⁃１７６．

［９］ 　 魏印心，胡鸿钧．中国淡水藻类———系统、分类及生态

［Ｍ］ ．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ＷＥＩ Ｙ Ｘ，ＨＵ Ｈ Ｊ．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 ａｌｇａｅ， ｔｈｅ ｓｙｓ⁃

ｔｅｍ，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Ｍ］ ．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

［１０］ 　 毕列爵，胡征宇．中国淡水藻志 ８（上）［Ｍ］ ．北京：科
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ＢＩ Ｌ Ｊ，ＨＵ Ｚ Ｙ．Ｃｈｉｎａ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 ａｌｇａｅ ８［Ｍ］ ．
２００５，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５．

［１１］ 　 朱浩然．中国淡水藻志 ９［Ｍ］ ．北京：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７．

　 　 　 ＺＨＵ Ｈ Ｒ．Ｃｈｉｎａ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 ａｌｇａｅ ９［Ｍ］ ．Ｂｅｉ⁃
ｊ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

［１２］ 　 翁建中，徐恒省．中国常见淡水浮游藻类图谱［Ｍ］ ．
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２０１０．

　 　 　 ＷＥＮＧ Ｊ Ｚ，ＸＵ Ｈ Ｓ．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ｍｍｏｎ 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 ａｌｇａｅ
［Ｍ ］ ．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０．

［１３］ 　 胡鸿钧，李尧英，魏印心，等．中国淡水藻类［Ｍ］ ．上
海：上海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１．

　 　 　 ＨＵ Ｈ Ｊ，ＬＩ Ｙ Ｙ，ＷＥＩ Ｙ Ｘ，ｅｔ 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 ａｌ⁃
ｇａｅ［Ｍ］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１．

［１４］ 　 邓新宴，沈宗庚，邹敏，等．西双版纳藻类植物初报

［Ｊ］ ．西南农业学报，１９９７，１０（１）：８５⁃９０．
　 　 　 ＤＥＮＧ Ｘ Ｙ，ＳＨＥＮ Ｚ Ｇ，ＺＯＵ Ｍ，ｅｔ ａｌ． Ａ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ａｌｇａｅ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Ｘｉｓｈｕａｎｇｂａｎｎａ ｉｎ Ｙｕｎ⁃
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Ｊ］ ．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
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９７，１０（１）：８５⁃９０．

［１５］ 　 福迪 Ｂ．藻类学［Ｍ］ ．罗迪安，译．上海：上海科技出版

社，１９８０．
　 　 　 ＦＯＴＴ Ｂ，Ａｌｇｅｎｋｕｎｄｅ （ ｐｈｙｃｏｌｏｇｙ） ［Ｍ］ ．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０．
［１６］ 　 国家环保局编委会．水生生物监测手册［Ｍ］，南京：

７５９第 ６ 期　 　 　 　 　 　 　 　 李晓铭等：入滇池河流柴河、宝象河与盘龙江浮游藻类多样性调查及其水质监测研究



东南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ｇｅｎｃｙ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Ａ⁃

ｑｕａｔｉｃ 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ｓ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ｍａｎｕａｌ ［ Ｍ ］ ．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３．

［１７］ 　 李振基，陈圣宾．群落生态学［Ｍ］ ．北京：气象出版

社，２０１１．

　 　 　 ＬＩ Ｚ Ｊ，ＣＨＥＮ Ｓ Ｂ．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Ｍ］ ．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１

［１８］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表水环境质

量标准（ＧＢ３８３８—２００２）［Ｓ］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

版社，２００２．

Ｐｌａｎｋｔｏｎｉｃ ａｌｇａ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ａｉ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ｏｘｉａ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ａｎｄ Ｐａｎｌｏｎｇ Ｒｉｖｅｒ，ｔｈｒｅｅ ｉｎｆ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ｏｆ Ｄｉａｎｃｈｉ Ｌａｋｅ

ＬＩ Ｘｉａｏ⁃ｍｉｎ１， ＹＡＮＧ Ｓｈｕ⁃ｐｉｎｇ１， ＺＨＡＮＧ Ｙｕ１， ＺＨＡＯ Ｓｈｉ⁃ｍｉｎｇ１， ＧＡＯ Ｌｏｎｇ⁃ｃｈａｏ２， ＸＵ Ｔａｏ２

（１．Ｋｕｎｍ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Ｃｅｎｔｅｒ，Ｋｕｎｍｉｎｇ ６５０２２８，Ｃｈｉｎａ；
２．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Ｌｉｆ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Ｙｕｎｎ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Ｋｕｎｍｉｎｇ ６５００９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ｓｔｕｄｙ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ｋｔｏｎｉｃ ａｌｇａ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ａｉ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ｏｘｉａ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ａｎｄ Ｐａｎｌｏｎｇ Ｒｉｖｅｒ，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ｍａｉｎ ａｎｄ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ｉｎｆ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ｓ ｏｆ Ｄｉａｎｃｈｉ Ｌａｋｅ，ｌｏｃａｔｅｄ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 ｏｆ Ｄｉａｎｃｈｉ Ｌａｋｅ ｉｎ Ｋｕｎｍｉｎｇ Ｃｉ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Ｍａｙ，２０１１，ａｆｔｅｒ ｆｉｅｌｄ ｓｕｒｖｅｙ ａｎｄ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ｐｌａｎｋｔｏｎｉｃ ａｌｇａｅ ｆｒｏｍ ２４ ｓｉｔｅｓ ｆｒｏｍ ｕｐｓｔｒｅａｍ ｔｏ 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ｔｈｅ ｒｉｖｅｒｓ ｗｅｒｅ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ｉｎｄｅｘ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ｈｅ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ｎｄ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Ｍａｇｌａｒｆ，Ｓｈａ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ａｎｄ Ｓｉｍｐ⁃
ｓｏｎ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ｏｆ ｐｈｙｔ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ｈｅｍｉ⁃
ｃａｌ ｉｎｄｅｘｅｓ ｖａｌｕｅ ｄｉｄｎ＇ｔ ｃｈａｎｇｅ 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ｌｙ ｆｒｏｍ ｌｏｗ ｔｏ ｈｉｇｈ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ｕｐｓｔｒｅａｍ ｔｏ 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ａｌｇａｅ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ｅｘａｍｉｎ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ｒｉｖｅｒｓ ｗｈｅｎ ＴＰ ｑｕａｎｔｉｔｉｅｓ ｗｅｒｅ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０．１ ｍｇ ／ Ｌ ａｎｄ ＴＮ
ｑｕａｎｔｉｔｉｅｓ ｗｅｒｅ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０．８ ｍｇ ／ Ｌ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ｐｌｅ ｗａｔｅｒ．Ｔｈｅ ａｌｇａｅ ｗａ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ｉｎ １０ ｓａｍｐｌｅ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ｌｇａ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ｏｆ ｔｈｅｍ ｗａｓ ａｂｏｖｅ １２．５％ ｍａｉｎｌｙ ｗａｓ Ｎａｖｉｃｕｌａ，Ｓｙｎｅｄｒａ，Ｃｙｃｌｏｔｅｌｌａ ｏｆ Ｂａｃｉｌｌａｒｉｏｐｈｙｔａ，Ｓｃｅｎｅｄｅｓ⁃
ｍｕｓ，Ａｎｋｉｓｔｒｏｄｅｓｍｕｓ，Ｃｌｏｓｔｅｒｉｕｍ ｏｆ 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ｔａ，Ｅｕｇｌｅｎａ ｏｆ Ｅｕｇｌｅｎｏｐｈｙｔａ．Ｍｉｃｒｏｃｙｓｔｉｓ ｗａ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ｇｅｎｅｒａ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Ｎａｖｉｃｕｌａ，Ｓｃｅｎｅｄｅｓｍｕｓ，Ａｎｋｉｓｔｒｏｄｅｓｍｕｓ，Ｅｕｇｌｅｎａ，Ｃｙｃｌｏｔｅｌｌａ ｅｘｉｓｔｅｄ ｉｎ ａｌｌ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ｒｉｖｅｒｓ，ｔｈｅｙ ｗｅｒｅ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ｐｏｌｌｕｔｅｄ ｗａｔｅｒ．Ｔｈｅ ｐｌａｎｋｔｏｎｉｃ ａｌｇａ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ｗａｓ ３３．３％ ｉｎ Ｐａｎｌｏｎｇ Ｒｉｖｅｒ，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ｓｔ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ｒｉｖｅｒｓ，ｗａｓ ５０％ ｉｎ Ｂａｏｘｉａ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ａｎｄ ｗａｓ ８０％ ｉｎ Ｃｈａｉ Ｒｉｖｅｒ．Ｔｈ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ａｌｇａｅ
ｉｎ Ｂａｏｘｉａ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ａｎｄ Ｃｈａｉ Ｒｉｖｅｒ ｗｅｒｅ ｆａｒ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ｉｎ Ｐａｎｌｏｎｇ Ｒｉｖｅｒ，ｗｈｉｃｈ ｍｅａｎ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Ｐａｎｌｏ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ｗａｓ 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Ｗ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ｋｔｏｎｉｃ ａｌｇａ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ａｓ ａ
ｒｉｖｅｒ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ｉｎｄｅｘ ｃｏｕｌｄ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ｔｏ
ｓｏｍｅ ｅｘｔｅｎｔ．Ｉｎ ｔｈｅ ｆｅｗ ｓａｍｐｌｅ ｃａｓｅ，ｔｈｅ Ｓｈａｎｎ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ｗａｓ ｍｏｒｅ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ｔｈａｎ ｏｔｈｅｒ ｉｎｄｅｘ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ｒｉｖｅｒｓ ｏｆ Ｄｉａｎ Ｌａｋｅ；ｐｌａｎｋｔｏｎｉｃ ａｌｇａｅ；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ｃａｔｉｏ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８５９ 云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ｙｎｄｘｘｂ．ｙｎｕ．ｅｄｕ．ｃｎ　 　 　 　 　 　 　 　 　 第 ３６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