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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院以 猿 种常见海洋微藻三角褐指藻渊孕澡葬藻燥凿葬糟贼赠造怎皂 贼则蚤糟燥则灶怎贼怎皂冤尧杜氏盐藻渊阅怎灶葬造蚤藻造造葬 泽葬造蚤灶葬冤和米氏

凯伦藻渊运葬则藻灶蚤葬 皂蚤噪蚤皂燥贼燥蚤冤为实验材料袁采用室内单种培养和混合培养方法袁研究了不同氮源对 猿 种微藻

生长和种间竞争的影响遥 结果表明袁单种培养时袁三角褐指藻在尿素组中的 终细胞数量 大袁且尿素组

中的平均比生长速率达到 园援 远猿 辕 凿袁是所有处理组中 高的曰盐藻和米氏凯伦藻都是在 晕葬晕韵猿组和尿素组

中的 终细胞数量较大袁两个处理组之间差异不显著袁且这两个处理组的平均比生长速率都显著高于

晕匀源悦造 组遥混合培养时袁三角褐指藻在 晕葬晕韵猿 组和尿素组中的 终细胞数量较大袁分别占总细胞数量的

远圆豫和 远缘豫 袁在这两个处理组中的平均比生长速率都显著高于 晕匀源悦造 组曰盐藻在 晕匀源悦造 组中的 终细胞

数量 大袁占总细胞数量的 缘愿豫 袁且在此处理组中的平均比生长速率显著高于 晕葬晕韵猿组和尿素组曰米氏凯

伦藻在 猿 种氮源条件下的生长都受到抑制袁晕匀源悦造 组中的 终细胞数量 低袁占总细胞数量的 员豫 袁而平均

比生长速率只有 园援 园缘愿 辕 凿袁在所有处理组中 低遥
关键词院海洋微藻曰氮源曰生长曰种间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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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人类活动导致河流及沿海水域富营养化加

剧袁各种微藻在营养丰富的条件下通过种间竞争

作用袁形成一种或几种优势种群袁优势种群无节制

的生长 终导致赤潮爆发袁严重威胁了沿海地区

的生态环境遥 氮源是影响种间竞争的一个重要因

素袁水体中的氮元素存在 晕韵猿鄄晕尧晕韵圆鄄晕尧晕匀源鄄晕尧
尿素及氨基酸等多种不同形态袁不同形态的氮能

影响微藻生长和群落结构变化咱员鄄圆暂 遥 海洋中有些

藻类能利用其它藻类不能利用或利用率不高的氮

形态袁从而容易在此种形态氮源丰富条件下形成

优势种袁 如 在 晕韵圆鄄晕 含 量 较 高 时袁 四 尾 栅 藻

渊杂糟藻灶凿藻泽皂怎泽 择怎葬凿则蚤糟葬怎凿葬冤对铜绿微囊藻渊酝蚤糟则燥糟赠泽鄄
贼蚤泽 葬藻则怎早蚤灶燥泽葬冤的竞争优势明显袁并且严重抑制了

铜绿微囊藻的生长袁甚至造成其衰退咱猿暂 遥 当水体

中 晕匀源鄄晕 丰富尧晕韵猿鄄晕 不足时袁棕囊藻渊孕澡葬藻燥糟赠泽鄄
贼蚤泽 泽责援 冤比硅藻对 晕匀源鄄晕 有更高的吸收率袁造成比

利时北海沿岸春季时的棕囊藻生物量远大于硅

藻咱源暂 遥 有些藻类的生态位较宽袁适应环境的范围

较广袁对氮源形态无特殊要求袁在一种形态氮耗尽

时转而吸收其它形态的氮遥 运怎凿藻造葬 等咱缘暂 研究发

现加利福尼亚沿岸水域的主要赤潮藻类拟菱形藻

渊孕泽藻怎凿燥鄄灶蚤贼扎泽糟澡蚤葬 葬怎泽贼则葬造蚤泽冤尧赤潮异弯藻和多边舌

甲藻 渊 蕴蚤灶早怎造燥凿蚤灶蚤怎皂 责燥造赠藻凿则怎皂冤 都能吸收利用

晕韵猿鄄晕尧晕匀源鄄晕 和尿素袁但倾向性不同袁研究者们

推测此片水域中过高的尿素含量是导致赤潮藻爆

发的一个重要因素遥
目前有关营养盐浓度尧氮磷比尧不同起始数

量尧温度尧光照及水流扰动强度等环境因子对两种

微藻之间竞争的研究已经很多咱远鄄员圆暂 袁而有关氮源

对 猿 种微藻种间竞争的影响却鲜有报道袁本实验

以 猿 种常见海洋微藻三角褐指藻渊孕澡葬藻燥凿葬糟贼赠造怎皂
贼则蚤糟燥则灶怎贼怎皂冤尧杜氏盐藻渊阅怎灶葬造蚤藻造造葬 泽葬造蚤灶葬冤和米氏

凯伦藻渊运葬则藻灶蚤葬 皂蚤噪蚤皂燥贼燥蚤冤为实验材料袁分别在单

种培养和混合培养条件下袁研究氮源对这 猿 种海

洋微藻生长和种间竞争的影响袁为探索浮游植物

的群落演替机制提供理论依据遥
员摇 材料与方法

员援 员摇 藻种

本实验所用藻种为三角褐指藻 渊 酝粤悦悦 辕
月圆缘猿冤尧杜氏盐藻 渊 酝粤悦悦 辕 悦源猿 冤 和米氏凯伦藻

渊酝粤悦悦 辕 阅圆猿冤袁均取自中国海洋大学微藻种质库遥
员援 圆摇 实验方法与设计

在 晕葬晕韵猿尧晕匀源悦造 和尿素 猿 种氮源条件下分

别对 猿 种微藻进行单种培养和混合培养实验袁每
个处理组设 猿 个平行遥 营养盐浓度设置参照 枣 辕 圆
培养基咱员猿暂 遥 海水取自青岛鲁迅公园附近海域袁经
沉淀尧脱脂棉过滤尧园援 源缘 滋皂 纤维滤膜抽滤袁员圆员益
高压灭菌 员缘 皂蚤灶袁冷却曝气后备用遥 实验在 圆缘园
皂蕴 三角烧瓶中进行袁培养液体积 员缘园 皂蕴遥 培养

条件为盐度 猿员袁温度 圆缘益袁连续光照渊光照强度

缘园 滋皂燥造 辕 皂圆 辕 泽冤袁每天摇动培养瓶 猿 耀 源 次袁培养周

期为 员园 凿遥 实验分为单种培养和混合培养两部

分袁接种数量相同袁依据微藻比表面积越小竞争力

越强的原则以及对环境适应能力的强弱袁为平衡

所有实验微藻的初始竞争力袁将三角褐指藻的接

种数量设定为 员援 缘 伊 员园源 辕 皂蕴袁盐藻的接种数量设

定为 圆 伊 员园源 辕 皂蕴袁米氏凯伦藻的接种数量设定为 圆
伊 员园源 辕 皂蕴遥 隔天取样袁经鲁格氏液固定袁在光学

显微镜下用血球计数板计数袁每个样品计数 源 次袁
取平均值遥
员援 猿摇 数据处理

在 耘曾糟藻造尧杂孕杂杂 上进行数据统计和分析袁用
泽蚤早皂葬责造燥贼员园援 园 进行作图遥

分别计算单种培养和混合培养时三角褐指

藻尧盐藻和米氏凯伦藻的比生长速率袁并计算 猿 种

微藻混合培养时相对于单种培养的生长抑制率遥
微藻比生长速率 滋 的计算公式为院

滋 越 咱造灶渊晕员 辕 晕园冤暂 辕 渊 贼员 原 贼园冤 渊员冤
平均比生长速率 滋 的计算公式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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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 越 渊移灶

蚤
滋蚤 辕 灶 渊圆冤

式中院滋 为连续培养时间内的比生长速率袁单
位院 辕 凿曰 滋 为整个培养周期内平均比生长速率袁单
位院 辕 凿曰晕员及 晕园分别为培养时间 贼员和 贼园时的藻细

胞数量袁单位院 伊 员园源 辕 皂蕴遥
生长抑制率 陨砸 采用如下公式计算咱员源暂 院

陨砸 越 渊晕园 原 晕贼冤 辕 晕园 伊 员园园豫 渊猿冤
式中院陨砸 为微藻的相对抑制率袁单位院豫 曰晕贼

为某时刻混合培养时的藻细胞数量袁晕园为相应时

刻单种培养时的藻细胞数量袁单位院 伊 员园源 辕 皂蕴遥
圆摇 结果与讨论

圆援 员摇 单种培养时不同氮源对 猿 种微藻生长的

影响

单种培养时不同氮源条件下 猿 种微藻的生长

情况见图 员 和表 员遥 结果表明袁第 源 耀 愿 凿袁三角褐

指藻的 猿 个处理组都处于指数生长期袁细胞数量

迅速增加袁实验结束时袁尿素组的藻细胞数量达到

愿员愿 伊 员园源 辕 皂蕴袁显著高于 晕葬晕韵猿 组和 晕匀源 悦造 组遥
第 源 耀 员园 凿袁盐藻的 晕葬晕韵猿组和尿素组都处于指数

生长期袁实验结束时袁晕葬晕韵猿组和尿素组的藻细胞

数量显著高于 晕匀源悦造 组遥 第 源 耀 员园 凿袁米氏凯伦

藻的 晕葬晕韵猿 组和尿素组均处于指数生长期袁而
晕匀源悦造 组细胞生长缓慢袁实验结束时袁晕匀源悦造 组细

胞数量只有 愿援 怨圆 伊 员园源 辕 皂蕴袁显著低于 晕葬晕韵猿组和

尿素组遥
由表 员 可知袁单种培养时袁三角褐指藻尿素组

的平均比生长速率 大袁达到 园援 远猿园 辕 凿曰盐藻在

晕葬晕韵猿组和尿素组中的平均比生长速率较高袁且
两个处理组间差异不显著曰在 猿 种氮源条件下袁米
氏凯伦藻的平均比生长速率都小于相应氮源条件

下的另两种微藻袁在 晕匀源悦造 组中的平均比生长速

率 小袁只有 园援 员源怨 辕 凿遥
单种培养结果表明袁三角褐指藻在以尿素为

氮源时生长 好袁而盐藻和米氏凯伦藻在以尿素

和 晕葬晕韵猿 为氮源时生长较好遥 本实验结论和

蕴燥怎则藻灶觭燥 等咱员缘暂的研究结果有相似之处袁都发现在

以尿素为氮源时袁三角褐指藻的生长速率 高遥
而和王培磊等咱员远暂对盐生杜氏藻渊阅怎灶葬造蚤藻造造葬 泽葬造蚤灶葬
韵哉晕园苑冤的研究结果有不同之处袁王培磊等咱员远暂 发

现盐生杜氏藻在以尿素为氮源时细胞数量 大袁
而本实验发现 晕葬晕韵猿和尿素对盐藻细胞数量影响

的差异不显著袁这可能和所用的微藻品系有关袁虽
然都是盐生杜氏藻袁但本实验所用藻种来源于中

国海洋大学微藻种质库渊酝粤悦悦 辕 悦源猿冤袁而王培磊

等咱员远暂所用藻种来源于内蒙古兰太股份公司生物

分公司渊韵哉晕园苑冤袁不同微藻品系对氮源的利用可

能有所不同遥 本实验对米氏凯伦藻的研究与吕颂

辉和黄凯旋咱员苑暂 得出的结论一致袁他们的研究发

现袁米氏凯伦藻对 晕匀源 悦造 的利用效率相对低于

晕葬晕韵猿袁以 晕匀源悦造 为氮源时该藻生长缓慢袁细胞数

量低遥

图 员摇 单种培养时不同氮源对 猿 种微藻细胞数量的影响

云蚤早援 员 耘枣枣藻糟贼泽 燥枣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贼 灶蚤贼则燥早藻灶 泽燥怎则糟藻泽 燥灶 贼澡藻 糟藻造造 凿藻灶泽蚤鄄
贼蚤藻泽 燥枣 贼澡则藻藻 皂蚤糟则燥葬造早葬造 泽责藻糟蚤藻泽 蚤灶 皂燥灶燥糟怎造贼怎则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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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员摇 单种培养和混合培养时不同氮源条件下 猿 种微藻的平均比生长速率渊 辕 凿冤
栽葬遭援 员 栽澡藻 葬增藻则葬早藻 泽责藻糟蚤枣蚤糟 早则燥憎贼澡 则葬贼藻泽 燥枣 贼澡则藻藻 皂蚤糟则燥葬造早葬藻 怎灶凿藻则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贼 灶蚤贼则燥早藻灶 泽燥怎则糟藻泽 蚤灶 皂燥灶燥糟怎造贼怎则藻 葬灶凿 皂蚤曾藻凿 糟怎造贼怎则藻

组别
孕援 贼则蚤糟燥则灶怎贼怎皂 阅援 泽葬造蚤灶葬 运援 皂蚤噪蚤皂燥贼燥蚤

单种培养 混合培养 单种培养 混合培养 单种培养 混合培养

晕葬晕韵猿 园援 远员园遭 园援 缘园员葬 园援 缘圆猿葬 园援 源园圆遭 园援 猿圆圆葬 园援 圆远苑葬

晕匀源悦造 园援 远园愿遭 园援 源远园遭 园援 缘园苑遭 园援 源源怨葬 园援 员源怨遭 园援 园缘愿遭

尿素 园援 远猿园葬 园援 源怨怨葬 园援 缘圆远葬 园援 猿愿苑糟 园援 猿圆苑葬 园援 圆源源葬

摇 摇 注院同列不同上标表示处理组间差异显著渊孕 约 园援 园缘冤
圆援 圆摇 混合培养时不同氮源对 猿 种微藻生长的

影响

混合培养时不同氮源条件下 猿 种微藻的生长

情况见图 圆 和表 员遥 单因子方差分析结果表明袁
第 远 耀 员园 凿袁不同氮源条件下 猿 种微藻的细胞数量

之间均差异显著渊孕 约 园援 园缘冤遥 第 远 耀 员园 凿袁晕葬晕韵猿
组和尿素组中三角褐指藻的细胞数量显著大于盐

藻和米氏凯伦藻袁晕匀源 悦造 组中盐藻的细胞数量显

著大于三角褐指藻和米氏凯伦藻袁且 猿 种氮源条

件下米氏凯伦藻的细胞数量都 小遥 多重比较结

果表明袁晕葬晕韵猿组中三角褐指藻的细胞数量在第 愿
凿 达到 大袁晕匀源 悦造 组和尿素组中三角褐指藻的

细胞数量均在第 员园 凿 达到 大袁实验结束时袁
晕匀源悦造组中三角褐指藻的 终细胞数量显著小于

晕葬晕韵猿组和尿素组遥 第 圆 耀 远 凿袁盐藻在 猿 种氮源

条件下都处于指数生长期袁之后进入稳定期袁实验

结束时袁晕匀源 悦造 组中盐藻的 终细胞数量达到

员苑愿 伊 员园源 辕 皂蕴袁显著高于 晕葬晕韵猿 组和尿素组遥 米

氏凯伦藻在 晕葬晕韵猿组和尿素组中的细胞数量随时

间缓慢增加袁晕匀源悦造 组中米氏凯伦藻的细胞数量

变化很小袁实验结束时袁晕匀源悦造 组中米氏凯伦藻的

终细胞数量为 猿援 缘愿 伊 员园源 辕 皂蕴袁显著小于 晕葬晕韵猿
组和尿素组遥

由表 员 可知袁在相同氮源条件下袁猿 种微藻在

混合培养时的平均比生长速率均小于相应微藻在

单种培养时的平均比生长速率遥 三角褐指藻在

晕葬晕韵猿组和尿素组的平均比生长速率较高袁且组

间差异不显著曰盐藻在 晕匀源悦造 组中的平均比生长

速率 高曰在 猿 种氮源条件下米氏凯伦藻的平均

比生长速率均小于相应氮源条件下的另两种微

藻袁米氏凯伦藻在 晕匀源悦造 组中的平均比生长速率

小袁只有 园援 园缘愿 辕 凿遥
圆援 猿摇 混合培养时 猿 种微藻的生长抑制率和种间

竞争结果

混合培养时不同氮源条件下 猿 种微藻的抑制

图 圆摇 混合培养时不同氮源对 猿 种微藻细胞数量的影响

云蚤早援 圆 耘枣枣藻糟贼泽 燥枣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贼 灶蚤贼则燥早藻灶 泽燥怎则糟藻泽 燥灶 贼澡藻 糟藻造造 凿藻灶泽蚤鄄
贼蚤藻泽 燥枣 贼澡则藻藻 皂蚤糟则燥葬造早葬造 泽责藻糟蚤藻泽 蚤灶 皂蚤曾藻凿 糟怎造贼怎则藻

率情况见图 猿遥 由图 猿 可知袁第 圆 耀 苑 凿袁尿素组中

三角褐指藻的抑制率显著低于其它两个处理组袁
实验结束时袁晕匀源 悦造 组中三角褐指藻的抑制率

高袁为 愿圆援 员豫 遥 晕葬晕韵猿组和 晕匀源悦造 组中盐藻的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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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率出现明显的先降后增的趋势袁实验结束时袁
晕匀源悦造 组中盐藻的抑制率为 源源援 员豫 袁显著低于其

它两个处理组遥 晕匀源悦造 组和尿素组中米氏凯伦藻

的抑制率出现波动性袁总体呈增加趋势袁实验结束

时袁晕葬晕韵猿组中米氏凯伦藻的抑制率为 源圆援 源豫 袁显
著低于 晕匀源悦造 组和尿素组遥

图 猿摇 混合培养时不同氮源对 猿 种微藻抑制率的影响

云蚤早援 猿 耘枣枣藻糟贼泽 燥枣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贼 灶蚤贼则燥早藻灶 泽燥怎则糟藻泽 燥灶 贼澡藻 蚤灶澡蚤遭蚤贼蚤燥灶
则葬贼藻泽 燥枣 贼澡则藻藻 皂蚤糟则燥葬造早葬造 泽责藻糟蚤藻泽 蚤灶 皂蚤曾藻凿 糟怎造贼怎则藻
混合培养结果表明袁猿 种微藻的抑制率都随

培养时间逐渐增加袁由于培养液中 晕 营养的总量

一定袁猿 种微藻首先在有限的营养盐资源上产生

竞争袁竞争的结果是对 晕葬晕韵猿和尿素吸收速率高

的三角褐指藻在相应的处理组中占据优势袁
晕匀源悦造组中盐藻占据微弱优势袁而对 晕 的亲和力

和吸收能力较弱的米氏凯伦藻的生长则受到抑

制遥 另外由于混合培养后期袁培养基中的总细胞

数量达到一定程度袁引发空间资源竞争袁猿 种微藻

之间也可能会发生细胞接触抑制咱员愿暂 袁马龙咱员怨暂 研
究认为三角褐指藻通过营养竞争在一定程度上抑

制了米氏凯伦藻的生长袁亚心形扁藻渊孕造葬贼赠皂燥灶葬泽
泽怎遭糟燥则凿蚤枣燥则皂蚤泽冤通过细胞接触强烈抑制米氏凯伦

藻的生长袁而米氏凯伦藻通过分泌藻毒素明显抑

制了盐生杜氏藻的生长遥 而在本实验混合培养时

的 晕匀源悦造 处理组中袁由于米氏凯伦藻的细胞数量

较低袁因此对盐藻的抑制作用降低袁又由于盐藻对

晕匀源悦造 较高的利用率袁盐藻才能在群落中占据微

弱优势遥
混合培养时不同 晕 源条件下 猿 种微藻的细

胞数量占总细胞数量的百分比见图 源遥 由图 源 可

知袁以 晕葬晕韵猿为 晕 源时袁三角褐指藻细胞数量占

总细胞数量的百分比随着培养时间的延长而逐渐

增大袁 后占总细胞数量的 远员援 苑豫 袁成为优势种曰
盐藻占总细胞数量的百分比随培养时间先增后

减袁 后占总细胞数量的 猿园援 源豫 曰米氏凯伦藻所

占比例随培养时间逐渐减小袁 后趋于稳定袁占总

细胞数量的 苑援 怨豫 遥 以 晕匀源悦造 为 晕 源时袁三角褐

指藻占总细胞数量的百分比先增后降袁 后占总

细胞数量的 源员豫 曰盐藻占总细胞数量的百分比随

培养时间延长而逐渐增加袁 后占总细胞数量的

缘愿豫 曰米氏凯伦藻占总细胞数量的百分比逐渐降

低袁 后只占总细胞数量的 员豫 遥 以尿素为 晕 源

时袁三角褐指藻占总细胞数量的百分比随培养时

间逐渐增大袁 后占总细胞数量的 远缘豫 袁成为优

势种曰盐藻占总细胞数量的百分比随培养时间呈

缓慢降低的趋势袁 后占总细胞数量的 圆愿援 圆豫 曰
米氏凯伦藻占总细胞数量的百分比逐渐减小袁
后趋于稳定袁占总细胞数量的 远援 愿豫 遥

混合培养结果表明袁三角褐指藻在 晕葬晕韵猿组
和尿素组中成为群落的优势种袁表明三角褐指藻

对这两种 晕 源都有较高的利用能力袁当其中一种

晕 源耗竭时袁可以吸收另外一种 晕 源继续生长遥
氮作为浮游植物生长的主要基本元素袁在水体中

呈现多种形态袁云蚤凿葬造早燥 等咱圆园暂 和 粤灶凿藻则泽燥灶 等咱圆员暂 研
究表明当环境中存在多种形态的 晕 源袁并且一种

形态的 晕 源消耗殆尽时袁有些浮游生物会依靠改

变营养盐吸收的种类来维持种群继续生长袁这是

浮游生物的一个重要生存策略咱圆园 原 圆员暂 遥 混合培养

时盐藻在 晕匀源悦造 组中成为群落中的优势种袁而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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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源摇 不同氮源混合培养时 猿 种微藻细胞数量占总细胞

数量百分比

云蚤早援 源 耘枣枣藻糟贼泽 燥枣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贼 灶蚤贼则燥早藻灶 泽燥怎则糟藻泽 燥灶 贼澡藻 责藻则糟藻灶贼葬早藻泽
燥枣 贼澡藻 贼燥贼葬造 糟藻造造 凿藻灶泽蚤贼蚤藻泽 燥枣 贼澡则藻藻 皂蚤糟则燥葬造早葬造 泽责藻糟蚤藻泽 蚤灶
皂蚤曾藻凿 糟怎造贼怎则藻

种培养时袁在 晕葬晕韵猿组和尿素组中的细胞数量较

高袁表明混合培养时盐藻选择吸收与三角褐指藻

不同的 晕 源形式袁对 晕匀源悦造 有较高的利用率袁在
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与三角褐指藻之间的营养竞

争遥 混合培养时米氏凯伦藻在 猿 种 晕 源条件下

的细胞数量和平均比生长速率都显著小于另两种

微藻袁且在 晕匀源悦造 组中的细胞数量和平均比生长

速率都 低袁表明米氏凯伦藻在营养盐吸收速率

和竞争能力上弱于另两种微藻袁晕匀源悦造 不适宜作

为米氏凯伦藻的 晕 源袁这和其适应环境的生存策

略有关咱圆圆鄄圆猿暂 遥
猿摇 结摇 论

渊员冤本文的实验结果表明袁不同 晕 源对 猿 种

微藻的生长和种间竞争具有显著影响遥
渊圆冤单种培养时袁三角褐指藻在尿素组中的

终藻细胞数量和平均比生长速率 大袁分别达

到 愿员愿 伊 员园源 辕 皂蕴 和 园援 远猿 辕 凿曰盐藻和米氏凯伦藻在

晕葬晕韵猿组和尿素组中的 终细胞数量和平均比生

长速率较大遥
渊猿冤混合培养时袁三角褐指藻在 晕葬晕韵猿 组和

尿素组中的 终藻细胞数量都较大袁分别达到

圆圆猿 伊 员园源 辕 皂蕴 和 圆员怨 伊 员园源 辕 皂蕴袁实验结束时分别

占总细胞数量的 远圆豫 和 远缘豫 袁成为群落的优势

种袁且在这两个处理组中的平均比生长速率分别

达到 园援 缘园员 辕 凿 和 园援 源怨怨 辕 凿遥
渊源冤混合培养时袁盐藻在 晕匀源 悦造 组中的 终

细胞数量和平均比生长速率 大袁分别达到 员苑愿
伊 员园源 辕 皂蕴 和 园援 源源怨 辕 凿袁 后 占 总 细 胞 数 量

的 缘愿豫 遥
渊缘冤混合培养时袁米氏凯伦藻在 猿 种 晕 源条

件下的生长都受到抑制袁尤其在 晕匀源悦造 组中 明

显袁 终细胞数量 猿援 缘愿 伊 员园源 辕 皂蕴袁只占总细胞数

量的 员豫 袁平均比生长速率只有 园援 园缘愿 辕 凿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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