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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潮间带生理生态是海洋环境中最复杂和重要的领域之一。 潮间带海藻在生长、发育、繁殖的过程

中经常不可避免要遭受干出、温度、盐碱、辐射等不良生态环境因子的影响和胁迫,对于生长在潮间带的石

莼属绿藻来说尤其严重。 本文综述了近十年来重要石莼属种类在高温、干出、光照、营养盐与重金属等非

生物胁迫因子影响下的生理特征及其抗逆机制等方面的主要研究进展,并提出和讨论了有关该领域有待

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关键词:石莼属;环境胁迫;抗逆机制

中图分类号:Q945. 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336(2020)03-0473-07

Analysis of physiology and regulation mechanism of Ulva under s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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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Ecophysiology of intertidal zone is one of the most complex and important fields in the marine environment.
Algae are unavoidable to suffer from adverse environmental factors such as dry out,temperature,salt and alkali and ra-
diation during the growth,development and reproduction. It is especially serious for alga Ulvaceae in the intertidal
zone. In this paper,the research on physiological and bi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and resistance mechanism of Ulva
specie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abiotic stress factors such as high temperature,dry out,light,nutrient and heavy metals
are reviewed,and the problems in this field in further ar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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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莼属(Ulva)是绿藻门(Chlorophyta)石莼科

(Ulvaceae)下的 1 个重要的属,全球约 30 余种,常
见种类有孔石莼(U. pertusa)、石莼(U. lactuca)、
裂片石莼(U. fasciata)以及浒苔(U. prolifera)、缘
管浒苔(U. linza)、条浒苔(U. clathrate)等[1]。 主

要生长在高潮带至低潮带和大干潮线附近岩石上

或石沼中。 鲜藻富含蛋白质、碳水化合物、维生

素、粗纤维、矿物质等,可食用或做清凉饮料[2],
老藻体还可作家畜或家禽的配合饲料等[3],另外

还有净化水质的作用[4]。 由于石莼主要生长在

潮间带,所需环境条件简单,是潮间带藻床的主要

贡献者,环境因子的变化对其生长代谢、光合作用



474　　 海　 洋　 环　 境　 科　 学 第 39 卷

和生化特征等产生了重要影响。
藻类的逆境生理学一直是海洋生态环境的主

要组成部分,研究大型重要藻类的逆境生理学对

于探索藻类的适宜生长条件和内在调控机理具有

重要意义,同时也为培育不同抗逆品种提供理论

基础。 浒苔是近年来中国沿海绿潮泛滥成灾的主

要藻类,研究其抗逆生理学将为摸清其生长特点

是非常有必要的。 因此本文就主要的几种大型石

莼属绿藻在不同环境因子胁迫下的生理生化特征

变化及其可能的调控机制进行了综述,以期为近

海海域环境的治理提供科学依据。

1　 光照与 CO2

光是藻类赖以生存的能量来源,是关乎藻类

生长发育的重要影响因子。 因此光照是研究藻类

逆境生理的首要关注点,可分为可见光和紫外线

的影响。
光照对藻类的代谢物质的合成与积累具有重

要影响。 王巧晗等[5] 发现孔石莼在光照强度为

12500 lx 时有最大的生物量积累,同时不同光照

强度对孔石莼的叶绿素、可溶性糖和游离脯氨酸

的含量具有明显的影响(P < 0. 05)。 比如浒苔幼

苗在高光高 CO2 处理下的可溶性蛋白 含 量

最低[6]。
光合作用是光照的直接影响结果。 研究发现

浒苔孢子 /配子萌发的适宜光照强度 120 μmol /
(m2·s) [7],其孢子附着率也是随光照变化而变

化,较适附着光照强度 2000 ~ 4000 lx[8]。 而缘管

浒苔叶状体则在 72 μmol / (m2·s)的光照强度和

25 ℃时光系统Ⅱ (photosystem Ⅱ,PSⅡ)各相关

指标值最高,以此点做为该藻的光不饱和和光抑

制的临界点[9]。 合适范围内的光照强度下,随着

光照强度增加,浒苔的生长速率均明显增强[10]。
并且其叶绿素 a / b 含量与光照强度呈负相关。 一

旦超过某一强度,生长速率开始下降[11]。
不同光照条件对大型海藻营养盐吸收有显著

影响。 研究发现如果光照强度合适,海藻可以达

到吸收营养盐的最适状态[12]。 例如,有实验发

现,如果光照持续增加,石莼对硝氮最大吸收速率

也会增加到饱和状态[13]。 而低光照条件硝酸还

原酶活性下降,硝氮的吸收受到影响,组织只能以

硝氮的形式进行储存。 但是也有研究发现光照强

度对浒苔碳氮比和碳氮含量影响不明显[11]。

紫外线对海洋生物尤其潮间带藻类的影响日

益严峻,给藻类生长发育带来重要影响。 研究发

现,紫外辐射对浒苔生长有较强的抑制作用,2. 3
~ 4. 7 KJ / m2 剂量下浒苔藻体损伤严重,形体变

散[14]。 在较强太阳辐射下,石莼光化学效率急剧

下降,在下午光强变弱时开始恢复,显示了一个明

显的日变化模式。 在紫外线胁迫下,孔石莼藻体

的自由基离子比如超氧阴离子含量明显上升。 并

且 H2O2含量以及丙二醛(MDA)的含量也出现明

显增加,产生氧化胁迫。 同时抗氧化酶体系中的

超氧化物歧化酶( superoxide dismutase,SOD)、过
氧化氢酶( catalase,CAT)、过氧化物酶染色(per-
oxidase stain,POX)酶活性应激反应较为迅速;抗
坏血酸过氧化物酶(ascorbate peroxidase,APX)活
性始终保持较稳定水平;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

(glutathione peroxidase, GPX)、谷胱甘肽还原酶

(glutathione reductase,GR)酶应激表达启动稍晚。
认为孔石莼可以通过提高酶促过氧化体系活性来

应答 UV-B 导致的氧化胁迫,并且酶活性变化体

现出剂量和时间效应[15]。 从缘管浒苔中获得了

四个编码光捕获蛋白家族的 lhc-like 编码基因,发
现强光照射 3 h 后,几种基因表达量达到峰值,尤
其是类胡萝卜素合成相关基因(Cbrx)表达尤其显

著,认为该基因可能对缘管浒苔应答高光胁迫起

到主要作用[16-17]。
大型海藻在 CO2的回收利用方面具有巨大的

潜力,因此研究大气 CO2浓度升高对大型海藻的

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付晚涛等发现高浓度 CO2对

孔石莼生长无显著影响(P > 0. 05) ,但降低了藻

体中叶绿素 a 和类胡萝卜素的含量[18]。 在高浓

度 CO2条件下,石莼的光合能力下降和一些光合

参数均出现下降。 但是石莼的 pH 补偿点没有明

显改变,与以往研究中发现藻体在高浓度 CO2下

消耗较多能量 HCO -
3 的利用受到抑制不一致,这

说明石莼并没有丧失 HCO -
3 利用的潜在能力。 由

CO2驱动带来的海洋酸化能显著提高缘管浒苔的

生长速率,其呼吸作用和硝酸还原酶能力显著增

加,同时海洋酸化下缘管浒苔能很好的适应温度

骤变[19]。

2　 营养盐与生长调节剂

同高等植物一样,在大型海藻生长所需要的

元素中,需求量最多的前两位分别是氮和磷[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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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从氮、磷、碳、盐等四部分阐述石莼属的抗逆

生理。
各种无机态氮的浓度对大型海藻的生理能产

生很大影响。 张乃星等发现富营养化条件下孔石

莼的无机碳利用机制是影响水体无机碳体系变化

的重要因素。 当无机氮浓度促进孔石莼的光合作

用时,水体中溶解无机碳(dissolved inorganic car-
bon,DIC)浓度下降,孔石莼干重增加。 反之,当
营养盐过量时,则会对其产生毒性作用,抑制其对

无机碳的吸收[21]。 氨态氮(NH4 -N) 是水体中能

被藻类直接吸收利用的无机氮。 如有14 NH4 -N
和15NH4 -N 同时存在时,孔石莼优先吸收14 NH4 -
N,产生同位素分馏效应。 同时,孔石莼新生组织

的固碳能力高于老化的组织,出现对12 C 的竞

争[22]。 对于硝态氮的研究,发现孔石莼在高硝酸

盐浓度( 30 mg / L)下对硝酸盐的平均去除率均显

著高于低硝酸盐浓度( 10 mg / L)条件,并且此趋

势还表现在藻体所含有的粗蛋白和粗脂肪含量也

是显著高[23]。 在水体富营养条件下,与磷相比,
几种浒苔对氮的吸收更明显,其藻体的生长、光合

色素和光合作用变化最大[24-26]。 浒苔和条浒苔

吸收 NH4 -N 以被动扩散的方式为主,随着群体密

度和时间的增加,两者吸收 NH4 -N 的速率也逐渐

增加[27]。
环境因子对海藻对氮的吸收影响明显。 研究

发现孔石莼吸收氨氮的最适温度 20 ℃ ~ 30 ℃,
其中 25 ℃是最佳温度;但是光照影响作用较小,
如果光照强度 > 5000 lx 时,对氨氮的吸收保持稳

定不再增加;并且养殖水体的 pH 也有所影响,发
现孔石莼对氨氮的吸收最佳 pH 范围是 8. 0 ~
8. 3[27]。 高浓度营养盐能使石莼保持高的生长速

率,当增加培养液中的营养盐浓度时,藻体中的类

胡萝卜素含量迅速增加,可溶性蛋白质和叶绿素

a 含量则是先增加后下降。 可溶性碳水化合物含

量则表现出相反趋势[28]。 UV-B 辐射对孔石莼成

体和幼苗生化指标的影响略有不同。 UV-B 辐射

可以损伤光合系统Ⅱ,导致与氨基酸合成有直接

关系的氮元素供应减少,从而孔石莼成体对 NO3 -
N 的吸收受到抑制[29]。

磷元素对大型海藻光合磷酸化过程产生影

响,从而刺激藻体的生长,通常以磷酸盐的形式存

在。 研究发现培养孔石莼一段时间后,培养槽中

磷酸盐浓度快速减少,但是持续一段时间后下降

趋势变缓。 PO4 -P 与铵态氮和硝态氮交互作用均

能影响孔石莼对磷的吸收[23]。 基于孔石莼对氮

磷强的吸收能力,目前将其应用在鱼虾养殖中,起
到一定净化能力。 孙琼花等研究发现孔石莼对不

同浓度养殖废水都具有明显的氮磷营养盐清除效

果,对各类形态的氮磷移除率均可达到 95% 以

上,而孔石莼本身则生长良好,状态甚佳[30]。
藻类能够耐受广泛的盐度。 在一定盐度范围

内,孔石莼短时间内能够耐受一定的盐度。 经

0. 75 倍到 3 倍盐度的海水胁迫 2. 5 h,再回到正

常海水中能够恢复正常。 藻体内可溶性糖含量和

脯氨酸含量在 0. 5 到 2 倍盐度范围内随盐度增加

而增加[31]。 缘管浒苔比浒苔对盐度的适应能力

较差,两者的渗透调节能力(osmotic adjustment a-
bility,OAA)分别在 100%和 50%海水处理下表现

出最大值。 另外相对电导率、叶绿素含量和荧光

参数、SOD 酶活性及可溶性蛋白含量等均可以作

为浒苔类绿藻高盐适应能力的指标[32-33]。 高盐

胁迫下,浒苔的 PSI 驱动的电子传递链起到重要

作用,其随着盐度增强而增强,同时与磷酸戊糖途

径有密切关系[34]。
植物生长调节物质对于促进石莼生长具有一

定作用。 在浒苔培养液中加入低浓度 2,4-表油菜

素内酯( EBR) 或水杨酸,藻体相对电子传递速

率、可溶性糖、蛋白质以及超氧化物歧化酶、植物

过氧化物酶等均有促进作用,但是高浓度激素刺

激下,藻体出现生长抑制[35-36]。

3　 重金属与有机污染物

重金属和有机污染物对大型海藻的毒害作用

主要表现在对大型海藻的生长、发育和生理生化

功能两个方面的影响,具体表现在藻体生长、代谢

物质合成、光合作用和营养盐的吸收等方面。
藻体生长是大型海藻对重金属胁迫最敏感的

指标。 孔石莼对铅、铜和镉的积累量随着水相中

的游离态浓度的增加而增加,铅和镉饱和结合量

分别为:0. 715 mg / g 干重, Cd2 + 为 0. 037 mg / g 干

重。 孔石莼能有效的吸收潜在的重金属,吸收过

程符合 Langmuir 等温方程[37]。 几种浒苔也对铅、
铜、铝和镉具有较强的富集作用[38-39]。

重金属还能影响石莼吸收氮磷等营养盐。
Pb(Ⅱ)、Zn(Ⅱ)对孔石莼吸收总氨氮初期阶段

(0 ~ 1 h) 的胁迫作用显著,抑制率达 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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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高浓度(1 mg / L)的 Pb(Ⅱ)、Zn(Ⅱ)对孔石

莼吸收总氨氮的胁迫作用大于低浓度(0. 5 mg /
L);Zn(Ⅱ)对孔石莼吸收总氨氮的抑制作用强于

Pb(Ⅱ) [40]。 较低浓度的 Cu(Ⅱ)和 Zn(Ⅱ)能促

进浒苔对硝酸盐的吸收,但是当升高到一定浓度,
则出现了抑制吸收硝酸盐的作用,认为两种重金

属可能对春秋季浒苔绿潮爆发的发展起到间接的

影响作用[41-42]。
有机污染物具有环境持久性、生物累积性、长

距离迁移能力以及高毒性,是人类释放到海洋环

境中的最危险的高毒污染物质。 通过在孔石莼养

殖海水中添加菲和芘两种多环芳烃类处理 96 h,
加入芳烃剂量越大,其抑制藻体生长效果越明显,
尤其表现在叶绿素含量下降明显。 两种有机物对

孔石莼的毒性作用在酶(SOD 和 MDA)水平和分

子水平(Mnsod 和 CAT)都产生相应的氧化胁迫

反应[43]。 对孔石莼进行不同浓度的得克隆(DP,
一种人工合成的氯代添加型阻燃剂)暴露和清除

实验,发现在 105ng / L 浓度暴露下,孔石莼幼体和

成体都选择性富集 anti-DP。 对两种异构体选择

性富集的动力学参数也不同[44]。 孔石莼可以在

三种石油烃(航舶燃油、沙特阿拉伯轻质原油和

船用润滑油)较低浓度下存活,一旦升高到一定

浓度时,藻体生长即受到严重抑制,3 d 内无成活。
同前人研究类似,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均遭受抑

制,下降趋势明显,叶绿素含量则呈波浪式,但总

体趋势下降[45]。

4　 失水干出与温度

诸多环境胁迫中,干出胁迫对海藻的生长发

育以及代谢繁殖等生理影响最为复杂和多变,因
为遭受低潮干出过程中的海藻除了要忍受干出时

藻体自身水分的流失外,同时还受到了光照强度、
温度、盐度和值等环境因子改变的综合影响。

干出失水首先对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产生影

响。 研究发现,石莼类和浒苔类干出时间越长,光
合速率下降越明显,而呼吸速率则具有一定的促

进作用。 如果干出时间较短,藻体生长会有促进

作用,比如特定生长率(specific growth rate,SGR)
和叶绿素 a 含量均有所增加,但是随着干出时间

增长,前述指标出现下降,同时其他指标叶绿素 b
和可溶性糖含量增加;通过上述推论,采用叶绿素

a / b 比值变化可以衡量干出胁迫的临界点[46]。

其他渗透因子比如丙二醛含量缓慢升高,脯氨酸

和过氧化物酶活性则显著增加[47]。 浒苔抗干出

和高渗能力极强,其在极端失水条件下,PSI 活性

仍非常高,由此驱动的环式电子传递仍起到主导

作用,并且复水后会迅速恢复电子传递,推测还原

型辅酶Ⅱ (nicotinamide adenine dinucleotide phos-
phate,NADPH)在抗干出失水和复水中起到重要

作用[48-49]。 同时有学者还发现了浒苔在随着失

水胁迫条件加剧时,两个光保护必须的蛋白含量

增加,认为这两种蛋白在抗失水中作用不可

忽视[50-51]。
温度对藻类的生长发育和种群密度等的影响

非常显著。 如果温度适度变化,将对促进藻类的

光合速率具有重要意义[52],同时还能对藻体的化

学成分比如蛋白质和二十碳五烯酸等产物的合成

影响很大[53]。 与相应的恒温相比,变温对孔石莼

的生长有促进作用,且随变温持续时间发生变化。
研究发现,如果升高温度超过孔石莼最适温度 25
℃,藻体的叶绿素 a、b 含量会减少,而可溶性糖则

出现降低的趋势[54]。 变温虽然对孔石莼的生长

有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但不利于其叶绿素 a、b
合成及可溶性糖积累和蛋白质合成。 这可能是藻

类为适应环境因子变化而做出的积极生理调节。
潘光华发现孔石莼在温度相对较低的 10 ℃ 和

20 ℃下光合活性较强,而在较高的 30 ℃下,光合

作用受到抑制[55]。
随着近年来浒苔绿潮的爆发泛滥,专家们逐

渐认识到浒苔生长爆发的基本规律,其中温度是

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浒苔对温度的适应性较

强。 一般认为,浒苔孢子 /配子萌发的适宜温度范

围 15 ℃ ~25 ℃ [9],但也有学者发现 32 ℃温度下

浒苔的湿重最大[56]。 温度对浒苔利用无机碳的

能力影响较大,且浒苔比缘管浒苔的温度依赖性

较小,在 30 ℃高温下仍能表现出较少的最大光合

能力,同时发现碳酸酐酶在此浒苔高温生长过程

中起到重要作用[57]。 温度大幅度上升能显著刺

激浒苔的孢子释放,尤其在 28 ℃也可以集中释放

8 h,这也是浒苔高温爆发非常有利的因素[58]。
在适应高温胁迫机制方面,范美华等克隆了浒苔

锰超氧化物歧化酶和过氧化氢酶,发现 35 ℃高温

下,上述两种酶基因表达非常显著,两者可以作为

浒苔对高温胁迫的响应的监测指标[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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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应答调控机制

石莼对逆境的应答调控主要包括应答逆境胁

迫的分子调控、蛋白组学和转录组学机制。 前两

者同时受到相应的基因调控,也是基因转录调控

的外在表现形式(图 1)。 在非生物逆境条件下,
石莼为了调节细胞内离子平衡,细胞质会积累一

些组分作为合适的溶质。 这些溶质包括:蛋白质、
糖类、脂类、氨基酸、多元醇以及其他抗氧化物质、
酶等。 前面这些分子物质的调控在前面几部分已

经详述,不再赘述。

图 1　 石莼应答逆境胁迫的调控机制

Fig. 1 Regulation Mechanism of Ulva under Stress

目前在石莼属中,对浒苔的逆境胁迫转录组

调控机制研究较多,也取得了一些进展。 采用高

通量测序的方法,将测序得到浒苔的 scaffold-
genes 功能进行注释和分类,发现可能参与的代谢

种类有 7 种,包括参与 C3、C4 循环以及二氧化碳

浓缩机制(CO2 -concentrating mechanism,CCM)相

关的基因表达,发现了脯氨酸、海藻糖合成的关键

酶,渗透压调节蛋白以及抵抗高光胁迫的高光诱

导蛋白和抗氧化系统与非生物胁迫表达相关的

基因[60]。
浒苔高光胁迫转录调控研究比较多。 在光保

护中 LhcSR 不同于 PsbS 的关键作用,为 LhcSR 蛋

白功能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 通过转录组学方

法对实验结果进行了验证,并且发现钙离子相关

代谢通路在 FR 信号转导中起到重要作用[61-62]。
在转录组数据中发现远红光受体基因的存在,并
据此构建了相对完整的远红光信号通路。 同时在

高盐胁迫下,上述蛋白也存在上调,说明浒苔进化

出多种非光化学淬灭(non-photochemical quench-
ing,NPQ) 机制共同帮助浒苔抵抗胁迫,适应潮间

带的环境。 通过实时荧光定量 PCR 法对浒苔中

C3 途径和 C4 途径关键酶基因 rbcL 和 PPDK 的

研究发现,在浒苔受到一些非生物胁迫时 rbc L 和

PPDK 基因表达量都会升高,但是 PPDK 基因表

达量升高的幅度更大[63]。 在高光胁迫条件下,伴
随高水平的 NPQ,ElipL1,ElipL2,CbrX 和 OHP 蛋

白表达量基本与基因表达趋势相符。 这些结果表

明这些蛋白可能通过参与荧光猝灭降低过剩光能

来起到光保护的作用。 而且 Cbrx 在干出和强光

条件下表达量相比较其他三个基因更大,推测

Cbrx 在缘管浒苔中可能起到主要的光保护

作用[64]。
热休克蛋白(HSP)是目前藻类逆境胁迫中研

究较多的一类保守蛋白。 在 25 ℃处理条件下,浒
苔 hsp70 mRNA 表达量最低。 在不同盐度(0 ~
56)处理中,低盐(0) 和高盐(56) 都引起 hsp70
mRNA 的大量表达。 在紫外照射(0 ~ 4 h)条件

下,浒苔 hsp70 mRNA 表达量在 2. 5 h 达到最

高[65]。 说明了 hsp70 在浒苔应答逆境胁迫中起

着重要作用。

6　 总结与展望

近年来,专家学者在石莼属绿藻高值化利用

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医药、食品、饲料、肥料、环
境、能源、化妆品等方面成果显著。 同时石莼抗逆

境生理的研究也已达到一定的深度,国内外许多

学者从细胞水平和生理生化水平等不同层面对石

莼抗逆机制进行了探究,但抗逆仍是一个极其复

杂的生理生化过程,石莼的抗逆基因研究仍是处

在初级阶段,很多与逆境相关的基因结构与功能

不清楚。 石莼在潮间带常受到多种环境因子的胁

迫,它们的发生还有时间上的先后性和同时性,因
此由于多因素导致的表观遗传改变还需深入探

讨,比如石莼在逆境胁迫下 DNA 甲基化水平的变

化模式还知之甚少。 逆境生理学的重要意义是抗

逆育种,但是与海带和紫菜等经济海藻相比,石莼

抗逆育种还有一定的差距。 下一步,随着石莼经

济药用价值的开发,通过抗逆生理与机制的理论

研究开展抗逆育种也将是重要的研究方向。
国内外学者应在其他藻类抗逆机制的成果基

础上,加大对石莼基因组的解析和抗逆基因的发

掘。 另外,由于近年来沿海浒苔连续爆发,给我国

海洋生态环境带来极大压力。 虽然海水富营养化

是浒苔爆发的关键因素,但是浒苔爆发是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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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产生的结果,对其抗逆生理研究需综合考虑

多条件因子,既要考虑社会和人类因素,还要考虑

浒苔本身的生理特征。 除了非生物胁迫方面的研

究外,石莼生物胁迫的研究也有少许报道,也有浒

苔生物抑藻剂应用的报道,但是此方面仍需加强

研究,为浒苔爆发形成绿潮的解析和治理提供理

论基础。 总之学者们需加强石莼类绿藻的环境应

答机制的全面研究,清晰阐释石莼环境胁迫生理

生化响应规律,为石莼应用开发和绿潮的防控治

理打下基础。

参考文献:

[1] 刘 岩,刘 涛,于 丹,等. 常见石莼科绿藻的生物学特征及分

子系统学分析[J] .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10,40(12):71-80.
[2] 董书阁,侯文燕,侯文杰,等. 一种石莼发酵饮料及生产工艺:

CN,103610174A[P]. 2014-03-05.
[3] 游翠红,李 茜,王树启,等. 石莼饲料中添加非淀粉多糖酶对

黄斑蓝子鱼(Siganus canaliculatus)生长以及肌肉营养成分的

影响[J] . 渔业科学进展,2014,35(5):46-54.
[4] 张达娟,张树林,刘阔晨,等. 孔石莼净化珊瑚养殖水体水质

的研究[J] . 天津农业科学,2015,21(7):13-16.
[5] 王巧晗,董双林,田相利,等. 光照强度对孔石莼生长和藻体

化学组成的影响[J] . 海洋科学,2010,34(8):76-80.
[6] 高秀秀,李亚鹤,段维军,等. 光强和二氧化碳浓度变化对浒

苔幼苗生长及生理的影响[ J] . 海洋学报,2015,37 (10):
80-87.

[7] 韩红宾,韦章良,霍元子,等. 温度与光照强度对浒苔孢子 / 配
子放散和萌发的影响[J] . 海洋渔业,2015,37(6):517-524.

[8] 孙 雷,宋秀贤,白 洁,等. 环境因子及不同附着基对浒苔孢子

附着的影响[J] .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15,45(5):59-63.
[9] 汤文仲,李信书,黄海燕,等. 不同光强和温度对长石莼(缘管

浒苔)光合作用和叶绿素荧光参数的影响[ J] . 水产学报,
2009,33(5):762-769.

[10] FU G,YAO J T,LIU F L,et al. Effect of temperature and irradi-
ance on the growth and reproduction of Enteromorpha prolifera
J. Ag. (Chlorophycophyta,Chlorophyceae)[J] . Chinese Journal
of Oceanology and Limnology,2008,26(4):357-362.

[11] 丛珊珊. 环境因子对浒苔(Enteromorpha prolifera)生长、生存

状态和营养吸收影响的实验研究[D]. 青岛:中国海洋大

学,2011.
[12] 徐智广,邹定辉,高坤山,等. 不同温度、光照强度和硝氮浓

度下龙须菜对无机磷吸收的影响[ J] . 水产学报,2011,35
(7):1023-1029.

[13] 程丽巍,邹定辉,郑青松,等. 光照和温度对氮饥饿及饱和营

养条件下石莼(Ulva lactuca)的硝态氮吸收动力学影响[ J] .
生态学杂志,2010,29(5):939-944.

[14] 陈 静,沈颂东,薛 静. 紫外辐射和低盐胁迫对浒苔生长的影

响[J] . 生态科学,2010,29(2):131-135.
[15] 李丽霞,王秀静,赵吉强. 紫外辐射对孔石莼抗氧化酶活性

及其同工酶表达的影响[J] . 海洋科学,2017,41(4):1-9.
[16] ZHANG X W,CAO S N,LI Y X,et al. Expression of three puta-

tive early light-induced genes under different stress conditions in
the green alga Ulva linza[J] . Plant Molecular Biology Reporter,

2012,30(4):940-948.
[17] ZHANG X W,YE N H,MOU S L,et al. Occurrence of the PsbS

and LhcSR products in the green alga Ulva linza and their corre-
lation with excitation pressure [ J] . Plant Physiology and Bio-
chemistry,2013,70:336-341.

[18] 付晚涛,刘 佳,张菊林,等. 大气 CO2浓度升高对大型海藻孔

石莼生长和色素含量的影响[J] . 大连海洋大学学报,2013,
28(5):481-486.

[19] 刘雅萌,汤镇铭,李信书,等. 在海洋酸化背景下温度变化对

大型绿藻缘管浒苔光合生理特性的影响[ J] . 生态学杂志,
2014,33(9):2402-2407.

[20] 蒋雯雯,田相利,董双林,等. 营养盐浓度变动对菊花江蓠和

细基江蓠繁枝变型生长、生化组成及生理的影响研究[ J] .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10,40(S1):83-90.

[21] 张乃星,宋金明,郭明克,等. 过量无机氮造成的富营养化对

孔石莼存在下海水无机碳体系的影响[ J] . 环境科学,2009,
30(7):1906-1913.

[22] 王海霞,刘 瑀,鲍惠铭,等. 基于碳氮稳定同位素组成分析的

孔石莼对氨氮的吸收[ J] . 海洋环境科学,2012,31 (4):
591-593.

[23] 秦传新,刘长发,张立勇. 孔石莼和角叉菜对硝酸氮、磷的吸

收及其生化组成变化[ J] . 水生态学杂志,2010,31 (6):
41-46.

[24] 李文慧,朱 明,刘 冉,等. 氮磷营养盐因子对缘管浒苔生长、
叶绿素荧光特性和氮磷富集的影响[J] . 生态与农村环境学

报,2015,31(4):553-558.
[25] 王翔宇,吴海一. 浒苔的营养盐吸收及生长特性研究[ J] . 广

西科学院学报,2015,31(4):243-246,252.
[26] 何 进,石雅君,王玉珏,等. 不同温度与营养盐条件对浒苔

(Ulva prolifera)和肠浒苔(Ulva intestinalis)的生长影响[ J] .
海洋通报,2013,32(5):573-579.

[27] 田千桃,霍元子,张寒野,等. 浒苔和条浒苔生长及其氨氮吸

收动力学特征研究[ J] . 上海海洋大学学报,2010,19(2):
252-258.

[28] 林 芳. 大型海藻生理生化特性对营养盐和水流交换的响应

[D]. 杭州:浙江大学,2016.
[29] 张智华. 孔石莼繁殖、发育及 N、P 营养盐吸收对 UV-B 辐射

的响应[D]. 大连:大连海洋大学,2016.
[30] 孙琼花,闫 慧,沈淑芬,等. 孔石莼对养虾废水营养盐吸收的

研究[J] .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3,29 (4):
109-113.

[31] 赵素达,董树刚,吴以平,等. 盐胁迫对孔石莼的生理生化影

响[J] . 海洋科学,2000,24(7):52-55.
[32] 高兵兵,郑春芳,徐军田,等. 缘管浒苔和浒苔对海水盐度胁

迫的生理响应[J] . 应用生态学报,2012,23(7):1913-1920.
[33] 刘榆莎,王 东,徐晓婷,等. 温度和盐度对浒苔生长和光合生

理特性的影响[J] . 水生生物学报,2016,40(6):1227-1233.
[34] HUAN L,XIE X J,ZHENG Z B,et al. Positive correlation be-

tween PSI response and oxidative pentose phosphate pathway ac-
tivity during salt stress inan intertidal macroalga[ J] . Plant and
Cell Physiology,2014,55(8):1395-1403.

[35] 王 东,李亚鹤,徐年军,等. 24-表油菜素内酯和盐度对浒苔

生长和生理活性的影响[ J] . 应用生态学报,2016,27(3):
946-952.

[36] 杨 柳,卓品利,钟佳丽,等. 水杨酸对浒苔生长和生理特性的

影响[J] . 应用生态学报,2017,28(6):1962-1968.
[37] 魏海峰,刘长发,张俊新,等. 孔石莼(Ulva pertusa)对铅、铜、



第 3 期 张忠山,等:　 石莼属绿藻应答环境胁迫的生理特征与机制研究进展 479　　

镉的吸收[J] . 环境科学与管理,2008,33(8):51-53.
[38] 刘智禹,吴靖娜,李 琳,等. 浒苔对镉、铅和铝的生物富集动

力学研究[J] . 现代食品科技,2014,30(10):154-158,211.
[39] 蒋和平,郑青松,朱 明,等. 条浒苔和缘管浒苔对镉胁迫的生

理响应比较[J] . 生态学报,2011,31(16):4525-4533.
[40] 魏海峰,朱学惠,刘长发,等. Pb(Ⅱ)、Zn(Ⅱ)对孔石莼吸收

总氨氮的影响 [ J] . 大连水产学院学报, 2008, 23 ( 4 ):
283-287.

[41] 吴老五,韩秀荣,吴 婷,等. 重金属对浒苔吸收硝酸盐的动力

学特性影响[J] . 中国环境科学,2016,36(4):1173-1180.
[42] 徐军田,邹定辉,朱 明,等. 不同 N 水平下缘管浒苔对重金

属铜的响应[J] . 海洋通报,2010,29(6):643-648.
[43] 高雯欣. 两种多环芳烃对孔石莼的生物毒性及氧化胁迫研

究[D]. 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2010.
[44] 王 师. 孔石莼对 DP 异构体生物富集的动力学机制研究

[D]. 大连:大连海事大学,2016.
[45] 王 珊,刘 瑀,张 松. 石油烃对孔石莼生长及光合作用的影

响[J] . 大连海洋大学学报,2011,26(5):432-436.
[46] 郭赣林,阎斌伦,徐 静,等. 连续性干出对孔石莼生长和生化

组成的影响[J] . 生态学杂志,2011,30(12):2767-2769.
[47] 吴倩倩,佟少明,侯和胜. 干出胁迫对孔石莼生长及生理影

响[J] . 海洋渔业,2011,33(4):472-475.
[48] GAO S,SHEN S D,WANG G C,et al. PSI-driven cyclic elec-

tron flow allows intertidal macro-algae Ulva sp. (Chlorophyta)
to survive in desiccated conditions[J] . Plant and Cell Physiolo-
gy,2011,52(5):885-893.

[49] GAO S,ZHENG Z B,GU W H,et al. Photosystem I shows a
higher tolerance to sorbitol-induced osmotic stress than photosys-
tem II in the intertidal macro-algae Ulva prolifera (Chlorophyta)
[J] . Physiologia Plantarum,2014,152(2):380-388.

[50] GAO S,GU W H,QIAN X,et al. Desiccation enhances phospho-
rylation of PSII and affects the distribution of protein complexes
in the thylakoid membrane [ J] . Physiologia Plantarum,2015,
153(3):492-502.

[51] 李世国,杨 帆,吴倩倩,等. 孔石莼在干出胁迫下上调表达基

因消减 cDNA 文库的构建及分析[ J] . 海洋渔业,2011,33
(2):172-180.

[52] 郭赣林,董双林,董云伟. 温度及其波动对孔石莼生长及光

合作用的影响 [ J] .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 2006,36 ( 6 ):
941-945.

[53] WANG Q H,DONG S L,TIAN X L,et al. Effects of circadian
rhythms of fluctuating temperature on growth and biochemical
composition of Ulva pertusa[ J] . Hydrobiologia,2007,586(1):
313-319.

[54] 郭赣林,阎斌伦,高 焕,等. 变温对孔石莼生长和生化组成的

影响[J] . 水产科学,2012,31(6):350-353.
[55] 潘光华,高 山,王广策,等. 温度和光照对孔石莼光合作用的

影响[J] . 海洋科学,2011,35(9):14-17.
[56] 张晓红. 温度、盐度等环境因子对浒苔(Enteromorpha prolif-

era)及繁殖体生长的影响[D]. 青岛: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

研究所,2011.
[57] 徐军田,王学文,钟志海,等. 两种浒苔无机碳利用对温度响

应的机制[J] . 生态学报,2013,33(24):7892-7897.
[58] 高 珍,茅云翔,孔凡娜,等. 环境因子变化对浒苔孢子释放的

影响[J] . 现代农业科技,2010(23):23-24,27.
[59] 范美华,孙 雪,王日昕,等. 浒苔中 MnSOD 和 CAT 基因克隆

和表达分析[J] . 水产学报,2014,38(12):1976-1984.
[60] 高 珍. 浒苔生理生态特性和转录组研究[D]. 兰州:甘肃农

业大学,2010.
[61] 郑阵兵. 高光、光质和高盐胁迫下浒苔(Ulva prolifera)非光

化学淬灭响应机制的比较分析[D]. 青岛:中国科学院大学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2018.
[62] DONG M T,ZHANG X W,ZHUANG Z M,et al. Characteriza-

tion of the LhcSR gene under light and temperature stress in the
green alga Ulva linza [ J] . Plant Molecular Biology Reporter,
2012,30(1):10-16.

[63] XU J F,FAN X,ZHANG X W,et al. Evidence of coexistence of
C3 and C4 photosynthetic pathways in a green-tide-forming alga,
Ulva prolifera[J] . PLoS One,2012,7(5):e37438.

[64] 管 正. 缘管浒苔 NPQ 光保护机制及其四个基因的功能研究

[D]. 上海:上海海洋大学,2015.
[65] FU W D,LI S,YAO J T,et al. Molecular cloning and expression

analysis of a cytosolic Hsp70 gene from Ulva pertusa ( Ulvo-
phyceae, Chlorophyta ) [ J ] . Journal of Applied Phycology,
2011,23(4):681-6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