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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稳定同位素方法，研究植物在大型底栖动物的食源占比，可以为滨海湿地下行
效应提供直接证据。本文研究了黄河三角洲高潮滩芦苇区天津厚蟹的食性和食源。结果表
明: 该植被区蟹类密度为( 5．5±1．5) ind·m－2，存在夜间攀爬芦苇取食的行为。在室内试验条
件下，天津厚蟹具有明显的食物偏好，偏好取食芦苇新鲜叶片。通过稳定同位素食源分析发
现，在野外自然环境下，芦苇叶片是天津厚蟹的重要食源之一。鲜叶［5 月: ( 6．4±4．9) %; 7
月: ( 5．8±4．9) %; 9 月: ( 12．5±8．8) %］和枯叶［5 月: ( 12．4±7．8) %; 7 月: ( 15．5±9．9) %; 9 月:
( 15．1±9．4) %］的食源占比均具有时间异质性。天津厚蟹不仅可能通过取食抑制芦苇生长，

还可能通过取食的扰动行为影响该植被区的枯落物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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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d source and feeding habit of Helice tientsinensis from the common reed vegetatio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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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vestigating the composition of food sources with stable isotope method can provide di-
rect evidence for the top-down control in the coastal wetland． In this study，we examined food
source and feeding habit of Helice tientsinensis of common reed ( Phragmites australis) vegetation in
high marsh of Yellow River Delta．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density of crab was ( 5． 5 ± 1． 5 )
ind·m－2，with the behavior of climbing P． australis to feed on the leaves at night． Under the same
indoor experimental condition，H． tientsinensis showed feeding preference on fresh leaves of P． aus-
tralis． The stable isotope food source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leaves of P． australis were one of the
important food sources of H． tientsinensis in the field． There were temporal variations in the propor-
tion of fresh leaves ［May: ( 6．4±4．9) %，July: ( 5．8±4．9) %，September: ( 12．5±8．8) %］ and
dead leaves ［May: ( 12．4±7．8) %，July: ( 15．5±9．9) %，September: ( 15．1±9．4) %］． Therefore，
H． tientsinensis could inhibit P． australis’s growth and affect litter decomposition through feeding
disturbance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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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feeding hab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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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沼湿地作为世界上主要的湿地系统之一，具

有非常高的生物多样性和重要的生态系统功能。大

型底栖动物比如蟹类作为“生态系统工程师”［1］，在

滨海湿地生态系统食物网能量流动中处于承上启下

的地位，通过摄食行为对湿地植被产生下行效应，也

对生态系统功能产生重要影响［2－3］。
蟹类中的大部分物种为杂食性，如肉球近方蟹

( Hemigrapsus sanguineus ) ［4］。还 有 如 锯 缘 青 蟹

( Scylla serrata) 等以小型底栖动物为食的肉食性蟹

类，沉积食性蟹类如圆球股窗蟹( Scopimera globosa)

等则取食潮间带表层有机质［5］。当前对于天津厚

蟹( Helice tientsinensis) 的食性研究还没有一致的认

识，有人认为天津厚蟹属沉积食性，以底栖藻类和沉

积物为食［6］，也有人认为天津厚蟹是杂食性［7］。滨

海湿地大型维管束植物是否是天津厚蟹的食源有待

研究。
目前蟹类食物来源分析研究主要有 3 种方法:

传统的胃含物特征分析法、室内投喂控制试验法和

先进的稳定同位素食源分析法［8－10］。胃含物特征分

析和室内投喂控制试验都是直接观察法。胃含物特

征分析是通过观察蟹类胃囊中残留的食物残渣，以

此推断蟹类的食物来源。但是胃含物特征分析受食

物消化难易程度的制约，结果可能会扩大难消化食

物种类的比例，所以存在一定的误差。室内投喂是

通过控制添加的食物种类，直观地分辨蟹类的取食

喜好。但是受到试验条件等物理因素的限制，投喂

食物的种类和实验室环境会直接对试验结果产生影

响。与传统的胃含物分析法和室内控制试验相比，

稳定同位素食源分析不仅可以得出消费者潜在的食

源，而且能够确定各食源的占比［11］。稳定同位素分

析作为一种可以定量物质流动的手段，在生态系统

动植物相互作用和食物网的构建中运用广泛。比

如，蒋日进等［12］通过稳定同位素分析技术，构建了

枸杞岛近岸食物网，并明确了食物网中各级消费者

的食物来源。Careddu 等［13］利用稳定同位素技术探

讨了盖塔湾地区海洋生态系统的不同取样点之间相

同物种的食源、食物组成差异。因此，将胃含物分析

法、室内控制试验与稳定同位素食源分析相结合的

研究结果更有说服力。
芦苇 ( Phragmites australis) 种群是黄河三角洲

潮汐湿地的主要植被类型之一，具有很重要的生态

系统功能( 如鸟类栖息地等) 。与其他芦苇种群相

比，滨海湿地的潮汐湿地芦苇种群具有独特的遗传

多样性，但在近几年表现出了退化的趋势，亟需保

护［14］。已有研究表明蟹类植食作用对黄河三角洲

潮汐湿地的优势植物物种有明显的下行效应［15－16］，

但还鲜有研究从动物食源分析角度来探讨蟹类的植

食作用。本文以黄河三角洲高潮滩芦苇植被区天津

厚蟹为研究对象，以室内控制试验和稳定同位素食

源分析来确定天津厚蟹的食性和食源，从新角度研

究天津厚蟹对芦苇的植食作用，探讨下行因子对滨

海湿地植被的调控作用，以期为滨海湿地植被保护

提供理论基础。

1 研究地区与研究方法

1. 1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域位于山东省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年均温 13 ℃，年均降水量 609．5 mm，降雨主

要集中在夏季。植被受水盐等因素的调控呈带状分

布，由低潮滩到高潮滩主要表现为互花米草( Sparti-
na alterniflora) 、盐地碱蓬 ( Suaeda salsa) 、芦苇。研

究区为高潮滩( 37°44'5″ N、119°12'56″ E，图 1) ，植

被为典型的潮汐湿地芦苇种群。天津厚蟹是黄河三

角洲高潮滩主要的底栖动物优势种之一［17］，天津厚

蟹属方蟹科，主要穴居在我国温带的潮间带地区，可

作为经济蟹类。高潮滩底栖动物除天津厚蟹外，还

有绯 拟 沼 螺 ( Assiminea latericea ) 和 双 齿 围 沙 蚕

( Perinereis aibuhitensis) 。
1. 2 研究方法

1. 2. 1 野外观测试验 为调查研究区域蟹类组成，

在芦苇植被内随机设置 5 个 2 m×2 m 围栏样方。
每个样方中埋 3 个直径 13 cm、高 24 cm 的塑料桶作

为陷阱对蟹类进行捕获，围栏地上部分为 30 cm 塑

料布，地下部分为 40 cm 渔网以防止蟹类进出。试

验持续天数以最后一天桶内无蟹为准，捕获的所有

蟹类带回实验室进行辨别。
为探究天津厚蟹是否具有攀爬芦苇取食叶片的

图 1 采样点位置
Fig．1 Location of sampling 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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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用猎科 LTI-6511 5511 系列红外夜视相机进行

野外定时观测。相机固定于离地面 30 cm 的相机

架，在 2018 年 5—9 月，每月拍摄 3 d。拍摄时间为

18: 00 至次日 8: 00，每隔 5 min 拍摄一段视频和一

张照片。
1. 2. 2 食性控制试验 采用双因素试验设计，试验

因素包括食物种类和蟹类处理。蟹类处理包括雄

蟹、雌蟹和对照; 食物种类包括芦苇新鲜叶片 ( 鲜

叶) 、芦苇枯叶、芦苇根和沉积物。每种处理 6 个重

复，共 72 个组合，分布于 18 个试验装置( 图 2) 。每

个装置由 4 根直径 15 cm、高 20 cm PVC 管紧密连

接组成，放置于边长为 32 cm 的塑料托盘中，在各个

PVC 管相对处，离底部 3 cm 处切割高 5 cm、长 11
cm 的长方形洞口以允许天津厚蟹通过取食不同食

物( 改自王金庆［9］) 。每组均放置 4 种食物: 芦苇鲜

叶 10 g、芦苇枯叶 2 g、芦苇根 10 g、沉积物 10 g。雄

蟹组每个装置放置 2 只雄性天津厚蟹，雌蟹组每个

装置放置 2 只雌性天津厚蟹，对照组不放置天津厚

蟹以模拟试验阶段食物的自然降解损耗。装置底部

注入 0．5 cm 的水保持湿润。试验用蟹从黄河三角

洲高潮滩捕捉，雄蟹甲长 ( 26． 67 ± 1． 96 ) mm，甲宽

( 22．03±1．68) mm，雌蟹甲长( 24．70±1．66) mm，甲

宽( 19．90±1．49) mm，试验前放置实验室空腹培养

48 h 使其适应环境，试验在室温 26 ℃下开展。
试验开始前测定每种食物的含水率用以计算取

食净重。试验开始后每天搅动对照组食物，模拟蟹

类爬动对食物的影响。8 d 后取出剩余食物样品，

用镊子挑出天津厚蟹排泄物后，放入 60 ℃烘箱烘干

至恒重，获得剩余食物干重。取食净重计算公式为:

取食净重=试验前样品鲜重× ( 1－含水率) －剩余样

品干重。
1. 2. 3 稳定同位素食源分析试验 2018 年 5、7、9 月

图 2 食性控制试验装置
Fig．2 Experimental device for feeding habit manipulative ex-
periment．
a) 侧视图 Side view; b) 俯视图 Vertical view．

分别从黄河三角洲高潮滩芦苇植被区捕捉天津厚

蟹，冰冻后带回实验室取螯部肌肉组织，每 10 只混

合为 1 个样品，共 6 个样品。采集 6 种可能食源: 芦

苇鲜叶、枯叶、沉积物、悬浮物，每种 6 个样品。在

2019 年 9 月补充采集绯拟沼螺和双齿围沙蚕，每种

6 个样品，由于小型底栖动物稳定同位素值无显著

季节性变化［18－19］，故用 9 月的数值代替 5 月和 7 月

的数值。芦苇鲜叶采集芦苇植株成熟叶片，枯叶则

采集立枯植株的叶片。悬浮物样品采集自潮沟，用

塑料桶采集 6 个不同位置的潮沟水，回实验室后使

用 GF /C 玻璃滤膜进行抽滤，滤膜事先放入 450 ℃
马弗炉烧 4 h 去除有机物，抽滤后的样品放入烘箱

60 ℃烘干。沉积物样品在高潮滩用药匙刮取表层

沉积物。绯拟沼螺样品从高潮滩地面采集，带回实

验室后用纯净水进行冲洗，取头足部肉烘干磨碎。
双齿围沙蚕样品用铁锹挖至 30 cm 深捕捉，浸泡洗

净后烘干磨碎。
测定 δ13C 样品需进行酸处理去除无机碳。悬

浮物样品烘干后使用浓盐酸熏蒸 6 h，其余样品烘干

后初步研磨，放入 0．5 mol·L－1的盐酸溶液中浸泡 6
h，用超纯水充分洗净后烘干，研磨过 100 目筛，干燥

保存。样品送至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分析

测 试 中 心 使 用 美 国 Thermo Fisher 公 司 生 产 的

MAT253 气体稳定同位素质谱仪进行测定。稳定同

位素分馏系数分别采用 δ13C: 1‰、δ15N: 2．5‰［20］。
1. 3 数据处理

食性控制试验数据分析采用双因素方差分析

( Two-way ANOVA) ，由于数据符合正态分布但方差

不齐，对数据进行 box-cox 转换，方差分析后进行多

重比较( α= 0．05) 。稳定同位素食源分析使用基于

贝叶斯算法的模型: SIAR ( stable isotope analysis in
R) 。数据分析使用 R 软件 ( R3． 4． 4 ) 的“MASS”、
“agricolae”、“car”和“siar”程序包进行分析。用 Ex-
cel 软件制图。图表中数据为平均值±标准差。

2 结果与分析

2. 1 野外蟹类调查结果

密度调查样地中共捕获蟹类 110 只，全部为天

津厚蟹。其中，雄性 68 只，雌性 42 只，密度为( 5．5±
1．5) ind·m－2。在对天津厚蟹攀爬取食行为的观测

试验中发现，天津厚蟹存在夜间攀爬芦苇进行取食

的行为，在 18: 00 至次日 8: 00 的观测中，共 3 次拍

摄到天津厚蟹攀爬芦苇，其中，7 月 1 次，9 月 2 次。
天津厚蟹会攀爬至芦苇中上部对芦苇叶片进行撕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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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食。
2. 2 食性控制试验结果

双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图 3) ，蟹类性别间

食性无显著差异，天津厚蟹对芦苇鲜叶和枯叶均有

显著取食，而对根和沉积物则无显著取食。雄蟹和

雌蟹对芦苇鲜叶的取食量分别为 ( 1． 07 ± 0． 17 ) 和

( 1．03±0．27) g; 对枯叶的取食量为 ( 0．55±0．19) 和

( 0．52±0．15) g。
2. 3 同位素食源分析结果

天津厚蟹的 δ15N 值( 7 月最大、9 月最小) 和悬

浮物的 δ13C 值( 5 月最大、9 月最小) 、δ15N 值( 5 月

最小、9 月最大) 在不同月份间的变化较大，枯叶和

鲜叶的 δ13C 值和 δ15N 值在不同月份间也存在一定

的变化，而沉积物的 δ13 C 值和 δ15 N 值在不同月份

间变化较小。3 个月份天津厚蟹的 δ13 C 和 δ15 N 值

分别为［5 月: ( －19．35±0．34) ‰ 、( 3．63±0．31) ‰; 7
月: ( －19．27±0．38) ‰、( 6． 84 ± 0． 56 ) ‰; 9 月:

( －19．44±0．62) ‰、( 4．44±0．46) ‰］。悬浮物的δ13C
值和 δ15 N 值 分 别 为［5 月: ( － 22． 47 ± 0． 48 ) ‰、
( 2．96±0．25) ‰; 7 月: ( － 22． 88 ± 0． 24 ) ‰、( 3． 10 ±
0．81) ‰; 9 月: ( －24．95±0．24) ‰、( 7．91±0．17) ‰］。
枯叶的 δ13 C 值和 δ15 N 值分别为［5 月: ( －25．66±
0．28) ‰、( 2．03±0．78) ‰; 7 月: ( －24．46±0．18) ‰、
( 2．78 ± 0． 48 ) ‰; 9 月: ( － 23． 91 ± 0． 14 ) ‰、( 3． 75 ±
0．07) ‰］。鲜叶的 δ13C 值和 δ15N 值分别为［5 月:

( －24．92±0．19) ‰、( 4．99±0．33) ‰; 7 月: ( －25．59±
0．33) ‰、( 5．08±0．48) ‰; 9 月: ( －23．98±0．36) ‰、
( 5．21±0．42) ‰］。沉积物 δ13C 值和 δ15N 值分别为

［5 月: ( －22．92±0．28) ‰、( 3． 85 ± 0． 84 ) ‰; 7 月:

( －23．34±0．60) ‰、( 4．71±0．48) ‰; 9月: ( －22．97±

图 3 食性控制试验食物损耗量

Fig．3 Consumptions in the feeding habit manipulative experi-
ment．
DL: 枯叶 Dead leaves; FL: 鲜叶 Fresh leaves; SED: 沉积物 Sediment．
下同 The same below． M: 雄性 Male; F: 雌性 Female; CK: 对照 Con-
trol． RT: 根 Root． 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P＜0．05) Different letters
mean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0．05 level．

0．33) ‰、( 3．57±0．14) ‰］。绯拟沼螺的 δ13 C 值和

δ15N 值分别为( －15．88±0．42) ‰和( 5．96±0．17) ‰，

双齿围沙 蚕 δ13 C 值 和 δ15 N 值 分 别 为 ( － 18． 47 ±
0．77) ‰和( 6．99±0．22) ‰。

不同月份间各食物种类占天津厚蟹食源的比例

如表 1 所示。虽然 3 个月份绯拟沼螺占比均为最

高。但芦苇鲜叶和枯叶在天津厚蟹食源中均有贡

献，尤其鲜叶占比 9 月比 5 月、7 月升高幅度较大

( 图 4) 。5 月、7 月和 9 月食源中鲜叶占比分别为

( 6．4±4．9) %、( 5．8±4．9) %和( 12．5±8．8) %; 枯叶占

比分别为 ( 12． 4 ± 7． 8 ) %、( 15． 5 ± 9． 9 ) %和 ( 15． 1 ±
9．4) %。对每个月份的食物占比进行排序，5 月: 绯

拟沼螺( 31．4±7．1) %＞悬浮物( 21．5±10．5) %＞双齿

围沙蚕( 14．6±8．1) %＞沉积物 ( 13．7±9．0) %＞枯叶

( 12．4±7．8 ) %＞鲜叶 ( 6． 4 ± 4． 9 ) %; 7 月: 绯拟沼螺

( 34．2±7．1) %＞悬浮物( 22．6±12．3) %＞枯叶( 15．5±
9．9) %＞双齿围沙蚕 ( 12．2 ± 9．2) %＞沉积物 ( 9． 7 ±
7．7) %＞鲜叶 ( 5．8 ± 4． 9 ) %; 9 月: 绯拟沼螺 ( 27． 0 ±
7．6) %＞双齿围沙蚕 ( 19．3±9．9) %＞沉积物 ( 17．8±
10．4) %＞枯叶( 15．1±9．4 ) %＞鲜叶( 12．5±8．8 ) %＞

表 1 天津厚蟹食源占比
Table 1 Food source proportion of Helice tientsinensis
( %)

食物种类
Food species

月份 Month
5 7 9

鲜叶 Fresh leaves 6．4±4．9Bf 5．8±4．9Cf 12．5±8．8Ae
枯叶 Dead leaves 12．4±7．8Be 15．5±9．9Ac 15．1±9．4Ad
悬浮物 Suspended solids 21．5±10．5Ab 22．6±12．3Ab 8．3±6．8Bf
沉积物 Sediment 13．7±9．0Bd 9．7±7．7Ce 17．8±10．4Ac
绯拟沼螺
Assiminea latericea

31．4±7．1Ba 34．2±7．1Aa 27．0±7．6Ca

双齿围沙蚕
Perinereis aibuhitensis

14．6±8．1Bc 12．2±9．2Cd 19．3±9．9Ab

同行不同大写字母或者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P＜0．05)
Different capital letters in the same row or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mean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0．05 level．

图 4 天津厚蟹食源变化趋势
Fig．4 Variation trend of the food source of Helice tientsinensis．
SS: 悬浮物 Suspended solids; AL: 绯拟沼螺 Assiminea latericea; PA:
双齿围沙蚕 Perinereis aibuhiten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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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浮物( 8．3±6．8) %。
从各食源的占比变化趋势来看( 图 4) ，天津厚

蟹食源变化从 5 月到 9 月呈现波动变化趋势。鲜

叶、双齿围沙蚕和沉积物呈现相同变化趋势，先下降

后上升。枯叶、悬浮物和绯拟沼螺则均先上升后下

降。其中，悬浮物占比在 7—9 月间变动较大，由 7
月的( 22．6±12．3) %降至( 8．3±6．8) %。

3 讨 论

本研究发现，芦苇叶片( 包括鲜叶和枯叶) 是黄

河三角洲高潮滩芦苇植被区天津厚蟹的重要食源之

一。据观测，天津厚蟹存在攀爬芦苇取食行为，它会

在夜间攀爬至芦苇中上部对芦苇叶片进行撕裂取

食。芦苇叶片是芦苇进行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的重

要器官，天津厚蟹攀爬芦苇撕裂取食的行为，会降低

芦苇叶面积，影响芦苇正常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减

少芦苇生物量，严重影响芦苇的生长，特别是芦苇幼

苗期。赵鑫等［21］在对长江口地区隐秘螳臂相手蟹

( Chiromantes neglectum) 的观测中也发现了其攀爬

芦苇进行取食的行为。在食性控制试验中，天津厚

蟹出现了明显的取食偏好，主要取食芦苇鲜叶和枯

叶。这与前人对无齿螳臂相手蟹 ( Chiromantes de-
haani) 的研究结果一致，与根部等食物相比，蟹类偏

好取食新鲜叶片［22］。王金庆［9］通过食性控制试验

分析无齿螳臂相手蟹对芦苇和互花米草鲜叶和枯叶

的取食喜好，也发现无齿螳臂相手蟹更偏好取食植

物鲜叶。动物对植物的下行效应近年来已逐渐被人

关注，无论是海洋生态系统还是陆地生态系统，动物

对植物均有显著的下行效应［23－24］，滨海湿地系统也

不例外，He 等［25］发现螃蟹对植物密度、地上生物量

均有较大的负作用，蟹类对植物的取食行为会严重

影响盐沼植物的生长，甚至导致盐沼植物的退化。
而在全球变化形势下养分在滨海湿地呈现富集态

势［26］，已有研究表明养分的富集会加剧盐沼地区动

物的植食作用［27］，因此今后应加强在全球变化趋势

下下行效应对芦苇植被的调控作用研究。
另一方面，天津厚蟹通过对沉积物和枯叶的取

食也会产生生物扰动和促进生物降解［28］，蟹类是红

树林地区高物质转化率的驱动者［29］，蟹类通过对枯

叶的取食消化，加速植物碎屑的分解，促进湿地碳、
氮、硫的循环。通过对悬浮物的滤食、粪便的排泄，

促进潮水中悬浮物的沉降［30］，蟹类还可以通过爬行

的生物扰动作用改变沉积物的理化性质，改变洞穴

附近土壤水的物理化学特征［31］。蟹类的这些行为

可能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到黄河三角洲高潮滩生态系

统的地球化学循环。
除了对植物进行取食，食源分析结果表明动物

性食源( 如绯拟沼螺) 也是天津厚蟹的重要食源，同

时天津厚蟹对悬浮物和沉积物等均有取食，表明天

津厚蟹食性为广谱性。余婕等［32］也发现，崇明东滩

的天津厚蟹对沉积物和维管束植物都有取食。蟹类

杂食性的原因如下: 首先，盐沼蟹类具有混合食谱特

性是受种间竞争的影响［33］; 其次，与单一取食植物叶

片相比，混合取食习性更有助于盐沼蟹类的生长［34］;

最后，杂食性是动物对不稳定环境的一种适应［35］。
滨海湿地作为环境复杂且变化剧烈的地区，天津厚蟹

的这种取食行为是其适应环境变化的体现。
天津厚蟹的食物来源占比具有时间异质性。鲜

叶、沉积物、绯拟沼螺和双齿围沙蚕的占比在不同月

份间均有显著性差异，而枯叶占比 5 月与其他 2 个

月份具有显著性差异，悬浮物占比 9 月与其他 2 个

月份具有显著性差异，这可能与其取食偏好转变行

为有关。在自然环境中，消费者的食物来源在不同

季节获得的难易程度、丰度均不同，导致消费者在取

食过程中存在取食偏好转变行为。当所处生境中某

一种食物丰度较高时，消费者就会大量取食，当这种

食物 丰 度 较 低 时，消 费 者 就 不 会 取 食 或 较 少 取

食［36－37］。本研究中，5 月芦苇刚刚进入生长季，相比

较其它几种食源，芦苇鲜叶和枯叶的丰度都较低，所

以芦苇鲜叶和枯叶占比较低，而绯拟沼螺、双齿围沙

蚕和悬浮物占比较高。7 月黄河汛期泄洪，给高潮

滩带来大量悬浮物夹杂着芦苇凋落枯叶，悬浮物和

枯叶相对于芦苇鲜叶来说更容易获得，丰度也更高。
同时天津厚蟹 6 月进入繁殖期，7 月大部分为天津

厚蟹幼体尚没有能力攀爬芦苇进行取食。相比较攀

爬芦苇取食鲜叶，取食绯拟沼螺、悬浮物和枯叶的代

价更小，所以 7 月绯拟沼螺、悬浮物和枯叶占比上

升，芦苇鲜叶占比降低。7 月芦苇生物量高于 5 月，

丰度更高，芦苇鲜叶的占比反而有所降低的原因可

能有两个: 一是 5 月芦苇植株矮小，天津厚蟹更容易

攀爬芦苇植株进行取食; 二是 5 月捕获的天津厚蟹

多为越年蟹，而同位素食源分析结果表现的是长时

间尺度的信息［38］，而 7 月多为当年蟹，越年蟹在发

育过程中取食了更多的芦苇鲜叶。9 月悬浮物丰度

下降，汛期带来的大量泥沙、有机物沉积在高潮滩，

而天津厚蟹幼体经过 3 个月的发育，已经有能力攀

爬芦苇取食芦苇鲜叶，芦苇鲜叶占比上升。徐敬

明［39］发现春季和秋季是天津厚蟹的活动旺季，双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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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沙蚕在春季和秋季也进入性成熟期［40］，由洞穴底

栖转为浮游进行繁殖，天津厚蟹较容易对其进行捕

食，导致双齿围沙蚕、芦苇鲜叶占比 5 月和 9 月要高

于 7 月。
综上，黄河三角洲高潮滩芦苇植被区的天津厚

蟹是杂食性蟹类，芦苇鲜叶和枯叶是其重要食源之

一。天津厚蟹对芦苇鲜叶的取食行为会对芦苇的生

长产生抑制作用，而对枯叶的取食则可能影响到枯

落物的分解过程。因此，天津厚蟹的植食作用是影

响该区芦苇生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建议黄河三角洲

自然保护区在芦苇植被的保护中加强对天津厚蟹下

行效应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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