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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以海洋卡盾藻和典型硅藻旋链角毛藻、三角褐指藻、中肋骨条藻为研究对象,采用室内单独培养和

混合培养方法,研究了不同营养条件和不同初始密度下海洋卡盾藻与硅藻的生长和种间竞争效应。 结果

表明,在富营养化的 f / 2 培养基下,海洋卡盾藻的最大细胞密度不受起始细胞密度的影响;而在营养盐限

制下,最大细胞密度仅为 f / 2 培养基的 15. 4% 。 与硅藻共培养中,海洋卡盾藻的生长被显著抑制,特别是

在 f / 2 培养基中,海洋卡盾藻的生长被完全抑制,培养 10 ~ 16 d 后海洋卡盾藻细胞逐渐消亡。 与之相反,
富营养的 f / 2 培养基下,在与海洋卡盾藻共培养中的旋链角毛藻和三角褐指藻的生长未受到明显影响,而
中肋骨条藻则受到影响,最大细胞密度不到单独培养的 50% 。 而在营养盐限制下,三种硅藻的生长均受

到海洋卡盾藻的明显影响,同时海洋卡盾藻的生长也受到硅藻的明显抑制。 研究结果说明,营养盐丰富的

条件下,小型硅藻可在与海洋卡盾藻的种间竞争中占据优势,但是硅藻爆发生长导致营养盐含量急剧下

降,可能会有利于非硅藻类的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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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Growth and interspecies competition were studied between harmful algal bloom species Chattonella marina
and three typical diatoms (Chaetoceros curvisetus,Phaeodactylum tricornutum,and Skeletonema costatum) under differ鄄
ent nutrient conditions and initial cell densities using batch cultures.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maximum cell densities
of C. marina were not affected by the initial cell density in enriched f / 2 cultures. However,the maximum cell density
w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in nutrient limitation,which was only 15. 4% of that in f / 2 cultures. The growth of C. marina
was significantly inhibited in co鄄cultures with diatoms,which resulted 100% death of C. marina after 10鄄16 days in co鄄
cultures under f / 2 medium. On the contrary,the growth of C. curvisetus and P. tricornutum were not significantly influ鄄
enced in co鄄cultures of C. marina under f / 2 medium. While the growth of S. costatum was significantly inhibited in co鄄
cultures,the maximum cell density was less than 50% of those in mono鄄cultures. However,the growth of C. marina and
all of the three diatom species were significantly inhibited in co鄄cultures under nutrient restriction. Results of this study
suggested that these small diatoms might have competitive advantages over C. marina under nutrient enriched condi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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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s,however,rapid decline in nutrient concentration caused by the outbreak of diatom blooms might be beneficial to
the growth of non鄄diatoms.
Key words:Chattonella marina;interspecific competition;co鄄culture;diatoms

摇 摇 浮游植物是海洋生态系统中的主要初级生产

者,浮游植物群落结构的改变能影响海洋食物链,
进而影响海洋生态系统的生物分布和多样性[1]。
浮游植物间存在相互作用,其中种间竞争是两种

或两种以上生物共同利用同一资源而产生的相互

作用,是海洋浮游植物群落中普遍存在的种间关

系。 浮游群落中优势种群的爆发及演替与营养盐

关系密切[2],硅藻在营养盐含量丰富特别是硅元

素充足的情况下可成为优势种群[3]。 随着海洋

污染的加剧,赤潮频繁发生,赤潮发生过程中优势

种群之间常出现演替,而且近年来由两种或者两

种以上赤潮生物引发的复合型赤潮的发生也日趋

频繁。 2000 年以来,我国沿海海域赤潮也由硅藻

型赤潮向硅藻与鞭毛藻类复合型赤潮演替,赤潮

初期以硅藻为优势种,随后演替为以甲藻等鞭毛

藻类为优势种的赤潮。 这些由两种及以上赤潮种

引发的混合型赤潮发生面积广,持续时间长,给海

洋养殖业和海洋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危害。 关

于赤潮藻种间竞争效应,国内外开展了大量的研

究,主要是在不同培养条件下对赤潮生物生长及

种间竞争进行了研究,发现赤潮藻之间存有明显

的种间竞争效应[4],营养盐和细胞初始密度是海

洋微藻种间竞争的重要因素[5鄄6]。
海洋卡盾藻(Chattonella marina)是一种隶属

于针胞藻纲 ( Raphidophyceae) 的鱼毒性赤潮藻

种,同时也是世界上危害最为严重的有害赤潮原

因种之一。 近些年来该藻赤潮在日本、加拿大、澳
大利亚、中国沿海频繁发生[7],造成大量鱼、虾和

贝类死亡,给沿海海域海水养殖业和海洋生态系

统造成了严重危害。 海洋卡盾藻与硅藻的混合型

赤潮也时有发生,如 2014 年 8 ~ 9 月在山东省四

十里湾发生了海洋卡盾藻与旋链角毛藻(Chaetoc鄄
eros curvisetus)的混合赤潮,随后优势种向中肋骨

条藻(Skeletonema costatum)演替[8]。 中肋骨条藻

为近岸海域典型硅藻,同时也是我国沿海最为常

见浮游植物种类,其赤潮曾多次在东海、南海以及

黄渤海海域发生[9]。 旋链角毛藻也属于近岸海

域典型硅藻,是我国沿海许多港湾的优势硅藻种

群,并能引发赤潮[10]。 三角褐指藻(Phaeodacty鄄

lum tricornutum)常作为一种海水经济硅藻,用作

对虾、蟹育苗期饵料[11]。
本文以海洋卡盾藻和典型硅藻旋链角毛藻、

三角褐指藻和中肋骨条藻为研究对象,研究了不

同营养条件和不同初始细胞密度下海洋卡盾藻和

硅藻之间的种间竞争效应,旨在进一步了解海洋

卡盾藻与硅藻间的竞争关系,揭示营养盐及初始

细胞密度对海洋浮游植物群落结构的影响,为赤

潮发生机理和防治研究提供科学依据。

1摇 材料与方法

1. 1摇 实验藻种来源及培养

实验藻种海洋卡盾藻 ( Cm)、旋链角毛藻

(Cc)、三角褐指藻(Pt)和中肋骨条藻(Sk)均采自

南海大亚湾海域,保存于暨南大学水生生物研究

所藻种室。 实验前,将藻细胞在对数生长期连续

接种,培养 3 ~ 4 个周期,使细胞达到同步生长。
用人工海水配方配制成 f / 2 培养基,培养基盐度

为 31 ~ 33,pH 为 7. 9 依 0. 1。 培养温度为(20 依
1)益,光照强度为 100 滋E / (m2·s),光暗比为 L
颐D=12 颐12。 所有容器、培养基均通过 121益高压

蒸汽灭菌 20 min,紫外灭菌 30 min,所有操作均在

超净工作台进行。
1. 2摇 实验设计与观察

实验设计分为两种营养条件,其中高营养盐

(rich,R)是以 f / 2 培养基中 N、P、Si 浓度设计,而
标准营养盐条件(nomal,N)则以南海大亚湾海域

表层海水中的 N、P、Si 含量为基准[12],其余营养

盐含量则与 f / 2 培养基相同。 N 组的藻细胞在实

验前先用低营养盐的标准培养基进行驯化培养 3
~ 4 个周期,方可用于实验。

此外本研究还设计了两种初始细胞密度,分
别为高细胞密度(104 cells / mL,H)和低细胞密度

(103 cells / mL,L)。 在这两种营养盐含量以及细

胞密度下,分别设置四种藻的单独培养(Cm、Cc、
Pt、Sk)为对照组,两两混合培养(Cm+Cc、Cm+Pt、
Cm+Sk)为实验组。 实验设计及初始营养盐含量

和细胞密度见表 1。 试验在 250 mL 的锥形瓶中

进行,培养体积为 100 mL,培养条件同 1. 1。 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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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组设置 3 个重复,每天手动摇藻 3 次。 每隔

2 d 在显微镜下计数细胞数目,实验共进行 20 d
左右,至细胞生长进入稳定期或衰亡期。

表 1摇 实验设计及初始营养盐含量和细胞密度

Tab. 1 Experiment design and initial nutrient concentration and cell

density in each test group

实验组别 营养盐含量 / 滋g·L-1 初始细胞密度 / cells·mL-1

N P Si

R+H 75000 5000 20000 104

R+L 75000 5000 20000 103

N+L 500 74 1000 103

注:(R+H:高营养+高密度;R+L:高营养+低密度;N+L:标准营养

+低密度)

1. 3摇 数据分析与处理

1. 3. 1摇 特定生长率的计算

特定生长率用以下公式进行计算:
滋(d-1)= (ln(N2 / N1)) / ( t2-t1) (1)

式中:N2和 N1分别为 t2和 t1时的细胞数量。
1. 3. 2摇 统计与分析

所有实验结果均为 3 个实验组数据的平均

值,数据误差线为 3 组数据间标准差。 用统计软

件 SPSS 22. 0 对混合培养中藻细胞密度与同样条

件下单独培养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判断两者之

间的显著性差异。

2摇 结果与讨论

2. 1摇 单种和共培养条件下海洋卡盾藻的生长

海洋卡盾藻在单独培养和混合培养下的生长

状况见图 1。 在 f / 2 培养基的富营养条件下,不论

初始细胞密度为 104 cells / mL(R+H 组)抑或是

103cells / mL(R+L 组),海洋卡盾藻细胞均迅速进

入指数生长期,R+H 组在实验第 14 d 即到达最大

细胞密度,为 3. 3伊104 cells / mL,随后细胞密度呈

迅速下降趋势 (图 1a)。 起始细胞密度为 103

cells / mL 的 R+L 组,藻细胞先经历了 8 d 的缓慢

增长,至 8 ~ 18 d 细胞密度快速增长,在第 18 d 达

到最大细胞密度 3. 2伊104 cells / mL。 在自然海水

的营养盐和低起始细胞密度下(N+L 组),藻细胞

密度在前 10 d 缓慢增长,至第 10 d 达到最大细胞

密度 5. 1 伊103 cells / mL,仅为富营养化条件下的

15. 4% ,随后细胞密度下降。
在混合培养中,海洋卡盾藻的生长均受到明

显抑制(p <0. 05),特别是在 f / 2 培养基的 N、P 条

件下,无论是高起始细胞密度(R+H)还是低起始

细胞密度(R+L),还是与三种硅藻旋链角毛藻

(Cm+Cc)、三角褐指藻(Cm+Pt)、中肋骨条藻(Cm
+Sk)的混合培养下,海洋卡盾藻细胞的生长基本

上被完全抑制(图 1b,1c),共培养后 10 ~ 16 d 海

洋卡盾藻细胞逐渐全部消亡。 虽在 N+L 处理组,
海洋卡盾藻细胞出现一定程度的生长,但是细胞

密度明显低于同样条件下的单独培养(图 1d),仅
为单种的 48. 6% ~63. 1% 。
2. 2摇 单独培养和共培养条件下三种海洋硅藻的

生长情况

旋链角毛藻与海洋卡盾藻混合培养下的生长

状况见图 2。 在 f / 2 培养基的富营养条件下,无论

是单独培养还是混合培养,旋链角毛藻细胞均能

迅速进入对数生长期,在培养前 5 d 的比生长速

率可达 0. 64 ~ 1. 35 / d;旋链角毛藻的生长基本上

未受到海洋卡盾藻的影响,共培养下的生长与单

独培养相近,无明显差别(p>0. 05),只是达到最

大细胞密度的时间延迟 3 ~ 4 d。 R+H 和 R+L 组

单独培养和共培养条件下旋链角毛藻的最大细胞

密度可达到 5. 7伊106 ~ 6. 6伊106 cells / mL,而且在

共培养下的最大细胞密度还略高于单独培养(图
2a,2b)。 在自然海水的营养盐水平和低起始细

胞密度下(N+L 组,图 2c),藻细胞也能迅速进入

对数生长,在培养初期的前 6 d,比生长速率可达

0. 63 ~ 0. 93 / d,此时单独培养和共培养条件下的

旋链角毛藻的生长无明显差异(p>0. 05);随后单

独培养下藻细胞继续保持快速生长,在第 10 d 达

到最大细胞密度,为 6. 1伊105 cells / mL,而共培养

下旋链角毛藻的生长明显下降,最高细胞密度出

现在第 10 d,为 2. 67 伊105 cells / mL,仅为单种的

43. 8% 。 由此可见,在营养盐限制下,旋链角毛藻

的生长受到海洋卡盾藻的明显影响。
摇 摇 三角褐指藻与海洋卡盾藻混合培养下的生长

状况见图 3。 与旋链角毛藻相似,三角褐指藻细

胞在 f / 2 培养基条件下,均能迅速进入对数生长

期,在海洋卡盾藻共培养下生长也未受到明显影

响,生长与单独培养相近(p>0. 05)。 R+H 和 R+L
两组实验设置下,三角褐指藻最大细胞密度可达

到 7. 8伊106 ~ 8. 6伊106 cells / mL,而且在共培养下

的最大细胞密度还略高于单独培养(图 3a,3b)。
R+H 组在培养的前 5 d 的比生长速率可达 0. 94
~0. 97 / d,第 14 d 达到最大细胞密度。 R+L 组在



324摇摇 海摇 洋摇 环摇 境摇 科摇 学 第 38 卷

图 1摇 海洋卡盾藻单独培养及其与硅藻共培养下的生长情况(a:单独培养,b:R+H 下共培养,c:R+L 下共培

养,d:N+L 下共培养;Cm:海洋卡盾藻单独培养,Cm+Cc:海洋卡盾藻与旋链角毛藻混合培养,Cm+Pt:
海洋卡盾藻与三角褐指藻混合培养,Cm+Sk:海洋卡盾藻与中肋骨条藻混合培养)

Fig. 1 Growth of Chattonella marina in mono鄄cultures and co鄄cultures ( a:mono鄄cultures,b:co鄄cultures in R+H,c:
co鄄cultures in R+L,d:co鄄cultures in N+L;Cm:C. marina in mono鄄cultures,Cm+Cc:C. marina in co鄄cultures
with C. curvisetus,Cm+Pt: C. marina in co鄄cultures with P. tricornutu,Cm+Sk:C. marina in co鄄cultures with
S. costatum)

图 2摇 单独培养及与海洋卡盾藻共培养下旋链角毛藻的生长(a:R+H,b:R+L,c:N+L;Cc:旋链角毛藻单独培养,Cc+
Cm:旋链角毛藻与海洋卡盾藻混合培养)

Fig. 2 Growth of Chaetoceros curvisetus in mono鄄cultures and co鄄cultures with Chattonella marina (a:R+H,b:R+L,c:N+L;
Cm:C. curvisetus in mono鄄cultures,Cm+Cc: C. curvisetus in co鄄cultures with C. mar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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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的前 8 d 的比生长速率可达 0. 61 ~ 1. 21 / d,
第 16 d 达到最大细胞密度。 在 N+L 组(图 3c),
藻细胞也迅速进入对数生长,在培养初期的前 8
d,比生长速率可达 0. 55 ~ 0. 91 / d,此时单独培养

和共培养条件下的三角褐指藻的生长无明显差异

(p>0. 05);而单独培养下则继续快速增长,最高

细胞密度出现在 12 d,为 5. 0伊105 cells / mL,共培

养下藻细胞密度在第 8 d 达到最大值,为 2. 2伊105

cells / mL,仅为单种的 44% ,随后藻细胞密度缓慢

下降。

图 3摇 单独培养及与海洋卡盾藻共培养下三角褐指藻的生长(a:R+H,b:R+L,c:N+L;Pt:三角褐指藻单独培养,Pt +
Cm:三角褐指藻与海洋卡盾藻混合培养)

Fig. 3 Growth of Phaeodactylum tricornutum in mono鄄cultures and co鄄cultures with Chattonella marina (a:R+H,b:R+L,c:
N+L; Pt:P. tricornutum in mono鄄cultures,Pt+Cm: P. tricornutum in co鄄cultures with C. marina)

摇 摇 中肋骨条藻与海洋卡盾藻混合培养下的生长

状况见图 4。 在与海洋卡盾藻的混合培养下,中
肋骨条藻生长均受到明显抑制,共培养的 3 ~ 4 d
的细胞密度就明显低于单独培养(p<0. 05)。 在

f / 2 培养基下,起始细胞密度对中肋骨条藻的生长

没有明显影响,单独培养下的最高细胞密度分别

为 4. 2伊106 cells / mL 和 4. 1伊106 cells / mL,而共培

养下的最高细胞密度仅为 2. 0伊106 cells / mL 和 2.
4伊106 cells / mL,分别为单独培养的 47. 6% 和 58.
5% 。 在自然海水的营养盐水平和低起始细胞密

度下(N+L 组,图 4c),单独培养时中肋骨条藻细

胞迅速增长,至第 10 d 达到最大细胞密度 1. 45伊
105 cells / mL;在与海洋卡盾藻共培养下,中肋骨

条藻生长明显受到海洋卡盾藻的抑制(p<0. 01),
8 d 达到最大值为 6. 7伊104 cells / mL,仅为单独培

养最大值的 46. 1% ,随后藻细胞进入衰亡期(图
4c)。
2. 3摇 讨论与分析

种群起始密度是种群增长的重要参数,也是

影响种间竞争的重要因素之一。 本研究结果得

出,随着起始接种密度的增加,单独培养 4 种海洋

微藻的生长均出现延滞期缩短,进入对数生长期

和稳定期的时间提前,但最大种群密度却相差不

大。 袁美玲[13]等也发现,虽然初始密度影响细胞

种群的初始增长,但在一定环境条件下(营养、温

度、光照和培养容量),初始接种密度并不影响海

洋卡盾藻的环境容量。 这说明在同样环境资源量

下,每个物种都有适合自己生长和繁殖的最佳种

群密度和环境容量,但是起始密度能影响达到最

大种群密度的时间。 因此,环境中赤潮生物的背

景生物量是影响赤潮发生的关键性因素之一,赤
潮藻细胞起始密度的高低也影响着赤潮发生的时

间和趋势,对赤潮微藻细胞密度和分布状况的监

测,对赤潮预测预报和警报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营养盐是影响浮游植物生长和种群竞争的重

要因素。 海洋微藻作为海洋中主要的生产者,其
生长都离不开一定浓度的营养盐,每种海洋微藻

对每种营养盐都有其适宜的浓度。 在本实验中,
单独培养时,随着营养水平的提高,藻细胞快速进

入对数生长期,最大种群密度增大,结果说明营养

盐直接影响着微藻种群的生长和最大种群密度。
在与硅藻两两共培养下,海洋卡盾藻生长受到硅

藻的强烈抑制,而在富营养的 f / 2 培养基下,海洋

卡盾藻逐渐全部死亡。 相反,在与卡盾藻共培养

下,仅在低营养盐条件下,硅藻的生长受到一定程

度抑制,而在 f / 2 培养基下硅藻生长未受到抑制,
说明在富营养化条件下硅藻具有更大的种间竞争

优势。 本研究结果与其他学者研究结果相近,三
角褐指藻能抑制东海原甲藻生长[14];中肋骨条藻

在与东海原甲藻共培养中能完全占优势,而东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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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摇 单独培养及与海洋卡盾藻共培养下中肋骨条藻的生长(a:R+H,b:R+L,c:N+L;Sk:中肋骨条藻单独培养,Sk+
Cm:中肋骨条藻与海洋卡盾藻混合培养)

Fig. 4 Growth of Skeletonema costatum in mono鄄cultures and co鄄cultures with Chattonella marina (a:R+H,b:R+L,c:N+L;
Sk:S. costatum in mono鄄cultures,Sk+Cm: S. costatum in co鄄cultures with C. marina)

原甲藻的生长则受到明显抑制[15];旋链角毛藻对

数生长后期的无藻细胞滤液对中肋骨条藻的生长

有显著抑制作用[16],而国内外关于旋链角毛藻与

甲藻,鞭毛藻等藻种间竞争尚未见报道。
海洋卡盾藻长约 30 ~ 50 滋m、宽 20 ~ 30 滋m,

而本研究中的三种硅藻细胞均<10 ~ 15 滋m,海洋

卡盾藻细胞大小为硅藻的 6 ~ 15 倍。 虽然它们的

初始细胞密度相同,但硅藻的生物量远远低于卡

盾藻,而种间竞争的结果却是硅藻取胜。 硅藻个

体小,比表面积大,繁殖速度快,能更快吸收 N、P、
Si 等营养盐,营养盐利用效率高,所以在富营养条

件下种间竞争中更占优势[17];而海洋卡盾藻细胞

体积相对较大,分裂速度慢,虽然海洋卡盾藻能利

用有机营养盐[18],但在无机营养盐丰富的条件下

却不能在与小型硅藻的种间竞争中取胜。 不同的

藻类对营养盐有不同的需求,对营养盐的利用以

及对营养盐限制的耐受程度是微藻种间竞争的重

要策略。 藻细胞大小、形态和表面积 /体积比例影

响其对营养盐的吸收能力[19],个体较小的微藻具

有较大的比表面积,能更多的吸收营养盐和接受

光照,易于在生长条件适宜、营养盐充足的环境中

占据优势。
此外,海洋卡盾藻与小型硅藻的生存策略也

不同。 小型硅藻属于有利于增大内禀增长率选择

的策略者( r鄄策略者),前期生长快,但在培养后期

死亡率也高[20]。 而一些鞭毛藻类如海洋卡盾藻、
东海原甲藻、链状亚历山大藻等多属于 k鄄策略者,
分裂速度慢,但是可以利用多种有机营养盐,对营

养盐限制具有较强的耐受能力,并且能产生毒素

抑制其他藻类生长或者摄食者摄食[21],因此可在

特定条件下爆发性生长引发赤潮。 本研究中的三

种硅藻旋链角毛藻、三角褐指藻、中肋骨条藻三种

硅藻属于 r鄄策略者,细胞分裂迅速,生长快,在达

到最大细胞密度后,硅藻生长迅速进入衰亡阶段

(图 2 ~ 4);而海洋卡盾藻属于 K鄄策略者,体积大,
分裂速度慢。 因此在共培养试验中,硅藻细胞分

裂速度快,能迅速增长繁殖,营养盐被快速消耗,
从而限制了海洋卡盾藻的生长。

近年来,近岸海域富营养化程度日趋严重,极
大程度促进了海洋微藻的生长和爆发,从而影响

海洋浮游植物的群落结构。 在近岸水体中,由于

地表径流的影响,富营养化严重,高氮和高硅酸盐

刺激了硅藻的大量繁殖生长[22],这是维持近岸海

域硅藻型浮游植物群落的重要原因。 但是硅藻爆

发生长导致硅藻水华,又会消耗水体中大量的氮

和硅,最终导致水华的消亡;同时,针孢藻、甲藻等

不需要硅的鞭毛藻类能够利用其垂直迁移运动以

及吸收利用有机营养的生理特征,可迅速生长繁

殖并占据种间竞争优势,使水体浮游植物群落优

势物种发生更迭,从而导致自然水体中海洋浮游

植物种间竞争激烈,优势物种演替频繁,群落结构

处于不稳定的平衡状态。

3摇 结摇 论

(1)单独培养时,在富营养化的 f / 2 培养基条

件下,海洋卡盾藻的最大细胞密度不受起始细胞

密度的影响,但生长受到营养盐的明显影响,营养

盐限制下的最大细胞密度仅为 f / 2 培养基的

15郾 4% ,说明低营养不利于海洋卡盾藻的生长。
(2)混合培养中,海洋卡盾藻的生长被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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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硅藻显著抑制,在共培养后期海洋卡盾藻细

胞全部死亡;在营养盐限制下,三种硅藻的生长均

受到海洋卡盾藻的明显影响,同时海洋卡盾藻的

生长也受到硅藻的明显影响。
(3)种群起始细胞密度和营养盐影响着海洋

浮游植物的种间竞争,富营养化条件下小型硅藻

可在与海洋卡盾藻的种间竞争中占据优势,但是

硅藻爆发生长导致营养盐含量急剧下降,可能会

有利于非硅藻类的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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