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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礁是地球上最复杂、最丰富的生态系统之一。它们以珊瑚生物构造（或

生物矿物）矿物结构为基础，为许多寻求食物和保护的物种提供生态位。珊瑚礁

的成功是基于珊瑚(宿主)与共生藻(虫黄藻)单细胞藻类建立的共生关系上，这使

珊瑚能在营养非常贫乏的热带水域得以生存。这种互惠共生需要两个伙伴之间发

展适应机制，它们被迫调整以适应彼此的需要。尽管有这些适应性，但共生的平

衡是脆弱的，而且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环境条件。当珊瑚受到高温等巨大压力时，

平衡会被破坏，虫黄藻会被宿主排出，导致珊瑚白化，最终导致死亡。目前，珊

瑚礁的健康和珊瑚的共生平衡面临着许多威胁。在全球范围内，由于全球变暖和

海洋酸化，珊瑚礁受到其环境的物理和化学变化的影响。除了这些变化之外，还

有与人类活动有关的压力，如污染、过度捕捞和不可持续的旅游业等。尽管珊瑚

具有适应能力，但观察和模型预测，到 2050 年世界上 90%以上的珊瑚礁将受到

重大白化事件的影响。这些数字表明采取行动保护这一独特生态系统的紧迫性和

必要性，这对许多国家的经济至关重要。 

 



1.珊瑚礁：生物多样性的热点 

1.1 形成、分布和重要性 

 

图 1.珊瑚礁的地理分布。 

30°N 和 30°S 区域用粉色标出，这些点标志着珊瑚礁的位置。[摘自 oceanservice.noaa.gov

公共领域网站] 

珊瑚礁是由合成碳酸钙（CaCO3）骨架的动物建造的：造礁石珊瑚。随着漫

长的地质过程，珊瑚已经发展成为由活体生物建造的最大的固体结构。目前最大

的珊瑚礁结构是大堡礁，长度为 2600 公里，总面积约为 34.4 万平方公里。 

法国拥有世界上近 10%的珊瑚礁，包括长达 1600 公里的新喀里多尼亚珊瑚

礁。珊瑚礁主要分布在北纬 30 度和南纬 30 度之间，周围赤道带的热带和亚热带

地区（图 1）。它们大多发育在 0 到 30 米深之间，但在世界上一些地区，如红海，

它们可以到达超过 100 米的深度，因为那里光线穿透得更深。 

珊瑚礁约占海床的 0.16%（约 60 万平方公里）和海岸底部的 10.8%。尽管

珊瑚礁生态系统面积小，但却是主要的生态保护区，目前已知的约 30%的海洋

生物多样性都在这里[1]，其中包括 1/4 种已查明的鱼类[2]。它们被定义为最丰

富的海洋生态系统，并经常和陆地上面的热带森林类比。 

除了生态上的重要性，珊瑚礁还为人类提供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它们位于

100 多个国家的海岸边缘，对其人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极高的生物多样

性通过渔业活动、旅游业和提供建筑材料促进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它们也在

保护海岸免受侵蚀、风暴和飓风的侵袭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3]。总计有 5 亿多

人的生命与珊瑚礁所提供的服务直接相关。珊瑚礁提供的净利润（包括渔业、海

岸保护和生物多样性）约为每年 300 亿美元[3]到每年 3750 亿美元[4]。 

1.2 珊瑚礁的功能，珊瑚的重要作用 



 
图 2.珊瑚，珊瑚礁的保护和营养来源。 

鹿角珊瑚 Acropora sp.，鱼类避难所(A),捕食珊瑚的鹦鹉鱼（鹦嘴鱼科 Scaridae）(B)，鹦鹉

鱼在滨珊瑚 Porites sp.上留下的痕迹(C)，鹿角珊瑚 Acropora sp.群体的黏液排泄(D)。照片：

A、B、C©乔尔.库蒂亚尔（J. Courtial）；D© A.迪亚斯莫塔（A. Dias Mota） 

珊瑚生态系统是围绕珊瑚矿物框架形成，形成生态位，为许多生物提供栖息

地。栖息地的物理结构由珊瑚钙质骨架的所有形式决定，对相关的生物多样性和

生态系统的功能有着深远的影响。它越复杂，就越有利于物种的共存和分化，防

止捕食者（图 2A）和天气干扰，以及幼鱼的繁殖和发育。因此，鱼类和珊瑚礁

无脊椎动物的丰富度、密度和生物量与珊瑚形成的建筑复杂性直接相关。 

除了作为骨架的作用，珊瑚也是珊瑚礁的营养来源。事实上，许多鱼类以珊

瑚为食，因此被称之为食珊瑚动物（图 2B,C）。例如，一些雀鲷、虾虎鱼、蝴蝶

鱼或鹦嘴鱼。 

此外，珊瑚分泌的黏液是珊瑚礁中有机物的主要来源。这些黏液主要由碳水

化合物和蛋白质组成，然后分散在水体中，供其他珊瑚礁生物使用（图 2D）。珊

瑚分泌的有机物对珊瑚礁的功能至关重要，因为它支持底栖生产（在海洋的底栖

区生产，或在公海的浮游区生产）和参与珊瑚礁[6]寡营养水体[5]中必需元素（氮、

磷…）的再循环。 

2.造礁珊瑚 

2.1 造礁石珊瑚、共生动物 

造礁珊瑚或石珊瑚目 Scleractinian 的珊瑚属于刺胞动物门，也包括水母、海

葵或柳珊瑚。最古老的化石出现在前寒武纪，其年代可以追溯到 7 亿年前。“现



代”珊瑚礁出现在大约 2 亿年前的三叠纪时期，可能是珊瑚和一种单细胞藻类（通

常称为虫黄藻）之间的互惠关系（共生）发展的结果。（参阅共生和寄生） 

 
图 3.不同尺度的珊瑚。 

萼柱珊瑚 Stylophora pistillata 的群体(A)，萼柱珊瑚的珊瑚虫(B)，萼柱珊瑚的珊瑚虫富含虫

黄藻的触手(C)。珊瑚虫(D)和含有共生菌 Symbiodinium 的口腔组织(E)示意图。在珊瑚虫(D)

内，口延伸至食管(造口管），开口进入腔肠（腔肠体）。珊瑚虫由两个组织分隔：与海水直

接接触的口腔组织和与菌落骨架接触的口腔组织。两个组织中的每一个都由两个细胞层组成，

即组织外表面的表皮和组织内表面的胃粘膜。它们由一个称为中胶层(E)的非细胞层分离。

构成珊瑚虫和腔肠体的一组细胞层延伸到菌落中，形成一个将珊瑚虫连接在一起的组织，称

为共肉组织。[图片来源：A，B-照片©E.坦布特(E.Tambutte)，D-改编自坦布特(Tambutte)等

人，2007 年，Coral Reefs 26，517-529，E-改编自冯尼福斯(Kvennefors)等人，2010 年，Dev. 

Immunol.Comp.34，1219-1229]。 

(图 3：Eou de mer 海水；Bouche 口；Tissu oral 口腔组织；Coenosarque 共体；Tissu aboral 

口腔外组织；Tentacule 触手；Stomodeum 口道；Coelenteron 腔肠体；Squelette 骨骼；

Mesoglee 中胶层；Epiderme 皮层；Cnidocyte 虫卵细胞；Gastroderme 胃层；Zooxanthelle 虫

黄藻；Membrane peri-symbiotique 共生体周围膜。)  

珊瑚主要是群居动物，也就是说它们通过以一群叫做珊瑚虫的个体中进行群

体生活（图 3A,B），这些珊瑚虫通过一个共同的腔体，（称为消化腔或肠腔）和

一个共同的神经网络相互连接。后者提供感觉和运动功能，如控制息肉的开放或

在压力下收缩它们。每个珊瑚虫都由一个单独的开口，称为口，它执行进食和排

泄功能。它的口被一个由 6根触须的倍数组成的冠包围（因此得名六放珊瑚亚纲），

既可用于捕食，又可以用于防御。关于珊瑚解剖的更多细节，请参考图 3。 

当它们第一次被描述时，人们认为与珊瑚共生的藻，虫黄藻，都属于一个单

一的物种，浮游鞭毛藻 Symbiodinium microadriaticum。分子分析技术的发展使人

们证明，它们有可能构成了一个属，共生藻属 Symbiodinium,包含一个大的种或

亚种的复合体，在分类学上还没有被解决。[7] 

https://www.encyclopedie-environnement.org/en/life/symbiosis-and-parasitism/


珊瑚（宿主）和虫黄藻之间的共生关系是互利的，因为双方都从这种关系中

受益（下文详述）。虫黄藻实际上是整合到宿主细胞中（见图 3E），这被称为细

胞内共生。每个珊瑚平均每平方厘米的组织表面积含有 100 万个虫黄藻。这种密

度是惊人的，也是珊瑚颜色的主要原因。 

2.1.1 共生的好处 

虫黄藻对珊瑚的作用主要是营养作用。事实上，虫黄藻的光合作用为珊瑚提

供了多种碳水化合物（以碳水化合物、氨基酸和脂质的形式）。大多数光合作用

的产物（75%-95%）被转移到宿主体内，宿主主要利用它们进行呼吸和新陈代谢，

以及产生黏液。因此，虫黄藻可以为宿主提供高达 100%的能量需求。珊瑚因此

从异养生物状态（通过异养营养利用有机碳源）转变为混合营养生物状态（通过

异养利用有机碳，通过虫黄藻光合作用利用无机碳）[8]。 

由于虫黄藻的光合特性，由光合作用产生的氧气是宿主（当然也包括其虫黄

藻）呼吸作用的主要来源。最后，虫黄藻通过产生关键的防御分子，如霉菌素样

氨基酸（或 MAAs），即真正的太阳滤光片，参与防御有害光辐射如（紫外线辐

射）。 

对于虫黄藻来说，群居也有很多好处。由于它们位于细胞内，虫黄藻受益于

不被捕食的环境和动物细胞质的稳定性。虫黄藻也从宿主代谢废物中获得氮和磷，

从动物直接代谢[9]中获取无机碳（CO2），从而避免在全球营养匮乏的环境中任

何不必要的损失。然而，为了确保最佳的光合活性，珊瑚从外部环境吸收这些化

合物，积极参与二氧化碳、氮和磷的供应。 

因此，珊瑚共生关系既有利于宿主获得新代谢能力，也有利于虫黄藻获得稳

定环境和代谢所需元素。 

2.1.2 共生的成本 

尽管共生有着重要的优势，但它也会给双方带来成本并导致共同进化过程来

限制它们。例如，由于光合作用对光的需求，宿主被迫只在透光区生长，在透光

区暴露在高光强度下会导致严重的氧化应激。此外，虫黄藻产生的光合作用大部

分转移到动物宿主体内，这一损失远远大于游离藻类在环境中损失的 5%。最后，

虫黄藻的氧气供应当然是一种代谢优势，但它也是一种化学限制，是由强烈的组

织高氧导致活性氧增加而引起的。因此，这种共生关系伴随着抗氧化防御（如酶，



超氧化物歧化酶）的增强，使其有可能对抗有害物质。 

2.1.3 珊瑚，一种共生功能体 

虽然说虫黄藻和珊瑚之间的光合作用共生关系是最为人所知的，但我们现在

知道珊瑚也寄生着许多其他生物：细菌、古细菌、原生生物、真菌、病毒，所有

这些都形成了一个称为共生功能体的功能性群落。构成这种微生物群的微生物分

布在珊瑚的不同隔室中发育，具有特殊的物理化学条件。在组织、黏液、骨骼和

消化腔之间存在明显不同的群落[10]。它们的作用仍然鲜为人知，似乎是多种多

样的，并且同样取决于它们所在的隔间。例如，在黏液中，纤毛虫通过产生约 2

毫米每秒的表面电流来阻止寄生生物的附着。与黏液相关的细菌对其他致病细菌

或病毒有保护作用[4],并通过降解珊瑚分泌的有机物参与共生功能体中营养物

质的循环。在组织和骨骼中，蓝细菌 cyanobacteria 或其他固氮营养细菌进行氮的

固定，构成宿主和共生藻 Symbiodinium 的潜在氮源。这种氮源以及能够固定大气

氮的细菌（称为固氮营养菌）光合作用合成的糖对于共生功能体在白化条件下的

生存具有重要意义。 

2.2 从珊瑚到珊瑚礁，生物矿化 

珊瑚礁的物理结构是由珊瑚的珊瑚虫进行钙化作用而形成的，即它们利用海

水中的 Ca2+ 和 HCO3
-离子合成钙质骨架。这个过程称为生物控制矿化或生物矿

化[11]。珊瑚骨架由文石晶体层（碳酸钙 CaCO3 结晶的一种形式）有组织地叠加

而成，这些层插入到主要有富含氨基酸和磷脂的蛋白质组成的有机基质中。有机

基质允许珊瑚对钙化进行生物控制，使骨骼形态从纳米级到厘米级。 

珊瑚具有广泛的表型可塑性，这可以通过环境参数对骨骼形态的强烈影响来

解释。在这些参数中，光起着关键作用。尤格和尼克尔森[12]观察到光对珊瑚礁

的形成至关重要，而这种联系可能依赖虫黄藻的光合作用。这个过程现在被称为

光强化钙化过程（LEC 或光刺激钙化）：在光照下，钙化率要乘以一个平均值为

3 的系数，但这个系数可以达到 127 的极值，具体取决于环境条件和物种[12],[13]。

这种刺激在光线出现时立即发生：如，在实验室条件下，灯光打开 25 分种后，

珊瑚的钙化率从夜间值变化到白天值。这种关系背后的机制仍然有很多争议。 

虫黄藻可以通过提供实现钙化所需的能量和氧气以及合成有机基质的前体

来促进钙化。通过吸收光合作用所需的二氧化碳，它们还可以促进动物组织中



pH 值的增加，从而为钙化创造条件。最后，通过吸收一些有毒化合物，如磷酸

盐，它们可以减少钙化抑制。应该注意的是，这些不同的假设并非排他性的，有

可能几种共存[10]。 

3.珊瑚，环境变化中的生物体 

 
图 4。 

2002 年 1 月，马约特岛白化的美丽鹿角珊瑚 Acropora muricata(A)，2016 年 3 月新喀里多尼

亚的珊瑚白化(B)[照片 A 和 B，©（乔尔.库蒂亚尔）J. Courtial] 

环境条件对珊瑚的发育和共生的正常运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事实上，当

光照和温度条件改变时，宿主和虫黄藻之间脆弱的平衡可能会被破坏。组织破裂

会导致虫黄藻的排出或光合色素的损失。这种现象通常被称为白化，当环境长时

间太差时，会导致珊瑚死亡[14]。除了这些环境参数的自然变化以外，还有人类

及其活动引起的压力。这些压力是当地的（富营养化、污染、沉积、不可持续的

沿海开发、过度捕捞、过频捕捞等）或全球性的（主要是全球变暖和海洋酸化）。 

3.1 全球变暖和珊瑚白化 

海洋温度的升高和全球变暖有关，导致白化事件发生，其规模和频率持续增

加[14]。例如，在 2016 年，在一些地区记录到高达 3°C 的海表温度异常，并导

致世界各地珊瑚严重白化。就在 2017 年，大堡礁还受到了大规模白化的影响。 

温度是一个重要的环境参数，因为它控制珊瑚的新陈代谢和生长。事实上，

生物的大部分化学反应都是由酶催化的，而酶的活性主要取决于温度。酶的活性

在低温下是最低的，然后上升到一个最适的温度，超过这个温度它就被抑制了。

因此，光合作用、呼吸作用和钙化作用随温度线性上升，在再次下降之前，达到

一个最优状态，这通常取决于所研究的物种。 

温度的有利影响和有害影响之间的界限很窄。事实上，温度除了抑制代谢酶

以外，超过一定值（根据珊瑚种类的不同而不同）还会改变光合作用并产生过量



的自由基，增加细胞内的氧化应激[15]。 

 

图 5.过热对共生的影响的图。 

(A)在常温下，由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形成的活性氧(ROS)被抗氧化防御所中和，从而限制了

氧化应激。(B)在高温下，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蛋白的变性导致活性氧的产生增加，并阻止

其中和。虫黄菌中形成的部分ROS向动物细胞扩散，并加入线粒体功能障碍产生的ROS中。

氧化应激增加，导致细胞损伤，最终导致珊瑚白化。闪电符合表示过热对蛋白质的影响(B)。 

(图 5：Animal cell 动物细胞；Zooxanthella 虫黄藻；Nucleus 细胞核； Anti oxidant denfence 

抗氧化防御系统；Thylakoid 类囊体；ROS(Reactive oxygen species) 活性氧；Chloroplast 叶

绿体；Oxidative stress 氧化应激；Mitochondria 线粒体；Hyperthermia 过热；Defenses anti 

oxydantes 抗氧化剂的防御性；Cellular damages 细胞损伤；Apoptosis animal cell 动物细胞

凋亡；Xooxanthalla explusion 虫黄藻爆炸；Bleaching 白化。) 

为了减少热压力造成的损害，珊瑚会合成伴侣蛋白，称之为热激蛋白（HSP），

它可以保护细胞免受压力的影响，维持它们相关的蛋白质的功能。例如，它们保

护电子载体免受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的影响，从而限制氧化应激。 

作为最后的手段，当热压力过高，珊瑚不再能抑制氧化压力时，它们会大量

排出虫黄藻，导致珊瑚大规模白化（或大规模白化事件）。如果压力持续，共生

的数量不再足以维持珊瑚的主要功能，群落就会死亡（关于温度效应的总结，见

图 5）。因此，过高的温度会导致珊瑚白化和高死亡率[16]。 

3.2 海洋酸化 

虽然很大一部分人类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积聚在大气中，导致温室效应从而

引起全球变暖，但其中会有一些溶解在海洋中。这种溶解引起了海洋环境的化学

变化，称为海洋酸化，或二氧化碳的其他影响。事实上，通过溶解在海洋中，二

氧化碳导致海水 pH 值随反应下降： 

CO2 + H2O ↔ HCO3
- + H+（反应 1） 



（其中 HCO3
-是碳酸氢盐 H+是氢酸离子） 

因此，自工业时代开始以来，海洋的酸度增加了 30%（pH 值从 8.2 下降到

8.1，到本世纪末可能达到 7.8），而在过去的 3000 万年中，pH 值几乎保持不变。

海洋酸化导致碳酸盐化学变化，这是一种复杂的化学系统，在平衡海水和所有的

生物体液的 pH 值以及沉积岩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事实上，碳酸盐离子(CO3
2-)

是形成贝壳和其他无脊椎动物骨骼的基本材料，包括珊瑚的骨骼，当它与钙反应

（反应 2）形成碳酸钙（CaCO3 或石灰石）： 

CO3
2- + Ca2+ ↔ CaCO3 (反应 2) 

当海水酸度增加时，过量产生的质子（H+）会按照反应 3 与碳酸盐离子发生

反应： 

H+ + CO3
2- ↔ HCO3

- (反应 3) 

因此，海洋酸化降低了海水中碳酸盐的浓度，同时增加了碳酸氢盐的浓度。

长期以来，这种降低一直被认为是在实验室或野外酸化条件下观察到的钙化率下

降的原因。现在已经知道，造成海洋酸化生物效应的主要机制是 pH 值本身的下

降。事实上，pH 是生物体生理学的一个关键参数，因为它调节许多细胞过程，

包括许多蛋白质活动。 

海洋酸化的生物效应包括减少钙化和破坏生殖、营养等生理过程。 

然而，研究表明，生物对海洋酸化的敏感性存在很大差异，尤其是珊瑚。对

于暴露在自然二氧化碳下的珊瑚礁研究（如在巴布亚新几内亚）表明，团块状珊

瑚能够很好抵抗 pH 值至少为 7.7 的环境，而枝状珊瑚则非常敏感[17]。如果在

一个酸性更强的世界里有胜利者和失败者，珊瑚礁的形态就会被珊瑚生物多样性

的减少和藻类覆盖面积的增加[17]严重破坏。 

此外，实验室研究表明尽管一些珊瑚物种可能抵抗酸化，因为它们的长度增

长没有减少，但这些珊瑚群的骨架会更加多孔，使其分枝更加脆弱，这表明珊瑚

礁的未来是黑暗的。 

3.3 当前形势的挑战:在焦虑和希望之间 



最近考虑到全球变暖的观测和模型预测，如果到 2100 年全球变暖限制在

1.5-2℃（COP21 设定的目标[18]），到 21 世纪中叶，90%的珊瑚礁将消失或发生

重大变化。此外，海洋酸化和海洋富营养化等其他因素增加了全球变暖的负面影

响。 

然而，最近的研究显示，珊瑚有可能在生理上适应强烈的温度异常。例如，

一些物种能够修改它们的虫黄藻种群并调控基因表达，以达到加强防御机制并优

化其对高温的抗性。另一些则能够通过增加异养营养来补偿光合作用的减少。然

而，这种恢复能力仍然很低很有限，珊瑚的适应/适应能力仍然备受争议。 

对珊瑚礁未来令人担忧的预测引发了人们意识到需要采取行动保护它们。科

学家、非政府组织（NGOS）和当地政府必须共同努力保护这一遗产。除其他外，

有效保护珊瑚礁生物多样性，取决于我们减少对环境的影响，以及改善当地居民

的生活条件，以便它们能够可持续利用他们所依赖的生态系统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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