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假微型海链藻对不同氮培养条件的响应

王    鑫，  唐学玺，  赵一蓉，  肖文钦，  赵    妍

（中国海洋大学 海洋生命学院，山东 青岛 266003）

摘    要：本文选取假微型海链藻为目标微藻，研究其在不同氮源（硝酸盐、亚硝酸盐、铵盐和尿素）和氮

饥饿条件下的生长速率和光合作用，以期为阐述海洋微藻对近岸复杂多变的氮环境适应机制提供依

据。结果表明，在氮饥饿条件下，假微型海链藻的种群生长受阻，细胞内色素分解，光合作用被显著抑

制；在不同氮源条件下，假微型海链藻均能生长但表现出不同的生长模式，但高浓度的铵盐能够对其产

生抑制，各条件下藻细胞叶绿素 a、叶绿素 c 和总类胡萝卜素含量在指数生长期无显著差异，而在平台

末期，尿素处理组各色素水平显著提高；假微型海链藻光系统Ⅱ的不同光合作用参数在实验末期均表

现为铵盐处理组显著高于其他处理组。综上所述，假微型海链藻能够利用不同氮源进行生长，但在不

同氮源条件下，种群增长的变化模式与光合作用的响应并不一致，由此推测假微型海链藻在不同氮源

条件下光合作用并不是导致其生长模式差异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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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onses of Thalassiosira Pseudonana to different nitrogen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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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growth  rate  and  photosynthesis  of Thalassiosira  pseudonana were  studied  under

different  nitrogen sources  (nitrate,  nitrite,  ammonium and urea)  and nitrogen starvation,  in  order  to  provide a

basis  for  elaborating  the  adaptation  mechanism  of  marine  microalgae  to  the  complex  and  varied  nitrogen

environment  in  the  coastal  area.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under  the  condition  of  nitrogen  starvation,  the

population  growth  of  T.  pseudonana  was  inhibited,  the  cellular  pigments  were  decomposed,  and  the

photosynthetic efficiency was significantly inhibited. T. pseudonana grew well in all the four nitrogen sources,

but showed inhibition in the high ammonium treatmen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contents of

chlorophyll a, c and the total carotenoids in the algal cells under different nitrogen source conditions during the

exponential growth period, while the levels of pigments in the urea treatment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the  end  of  the  platform phase.  Different  PSII  photosynthetic  parameters  of T.  pseudonana  did  not  vary  in

different  treatments,  while  the  parameter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880  μmol/L  ammonium  treatment

than in other treatments at the end of the experiment.  In conclusion, T. pseudonana could assimilate different

nitrogen  source  for  growth  but  high  concentrations,  and  the  changing  patterns  of  population  growth  and

photosynthesis  were  not  consistent  under  different  nitrogen  source  conditions,  suggesting  the  diff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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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synthetic  performance  of  T.  pseudonana  was  not  the  main  reason  leading  to  the  difference  in  the
population growth.

Key  words:  Thalassiosira  pseudonana;  nitrogen  sources;  population  growth;  pigment  composition;
photosynthetic physiology

 

氮元素是海洋浮游植物生长所需要的大量

元素，是维持海洋初级生产力重要环境要素之

一。海洋中氮的基本形态十分丰富，主要包括

NO3
−、NO2

−、NH4
+和有机氮（如尿素和氨基酸），

不同海域氮的形态、分布和含量均不相同 [1-2]。

近岸海域和河口区由于淡水补充和与底层的物

质交换，导致氮元素的成分和含量比大洋地区更

为复杂多变，硝酸盐和有机氮的含量相对较高[3-4]。

近年来，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近岸海域还原型

氮源和尿素浓度逐渐增加，其中，有些海域的尿

素输入量可达到总氮输入量的 50%以上，而且

氮元素的含量和形态组成随季节变化亦呈现明

显变化[5-7]。

在海洋生态系统中，微藻对不同氮源的响应

存在种间差异，不同藻种对几种氮素的亲和力存

在较大差异。张云等[7] 的研究表明，米氏凯伦藻

（Karenia mikimotoi）和中肋骨条藻（Skeletonema
costatum）均能够在低浓度 NO3

−、NH4
+和尿素环

境中保持较高的生长速率，细胞增长速率不存在

显著性差异，而球形棕囊藻（Phaeocystis globosa）
在尿素中的生长速率显著低于 NO3

−和 NH4
+。

Fan等 [8] 的研究表明，抑食金球藻（Aureococcus
anophagefferens） 和 微 小 原 甲 藻 （ Prorocentrum
minimum）对尿素具有较高的亲和力，而威氏海链

藻（Thalassiosira weissflogii）则对 NO3
−有较高的

亲和力。由此可见，不同藻种在不同氮源形式下

的种群增长水平不同，而自然环境中氮元素形态

组合复杂多变，因此微藻对不同氮源的利用能力

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其在自然环境中的竞争能

力。作为限制藻类生长的重要营养因子，微藻细

胞内蛋白和核酸的合成都离不开氮元素，如微藻

光合作用过程中所需要的叶绿体结构蛋白，光合

色素和暗反应的相关酶类，都需要大量的氮元

素[2,9]。假微型海链藻（Thalassiosira pseudonana）
是硅藻门中具有代表性的模式生物，为近岸海洋

生态系统中的常见种，条件适宜时能够在短时间

内大量繁殖[10]。研究表明，假微型海链藻的氮吸

收速率远高于磷，这说明该藻的生长与生理活动

对氮的依赖性较大，因此，研究其在不同氮营养

盐条件下的生长和生理状态，能够在很大程度上

反映其对营养盐的利用能力，并解释其在自然条

件下的竞争能力。本文从生长和光合作用的角

度出发，研究不同氮培养条件（包括不同氮源和

氮缺乏）对假微型海链藻生长和光合作用的影

响，以期为近岸生态系统中不同微藻种群间的竞

争和演替对氮元素动态变化的响应提供一定的

数据基础和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微藻的培养

本实验所用假微型海链藻无菌株购买于上

海光语科技公司（GY-H27），保存于中国海洋大

学生态学研究室。培养液采用 f/2配方配制 [11]，

培养环境中光照强度为 80 μmol/（m2·s），培养温

度为 20 ℃，光暗周期为光∶暗=12 h∶12 h。培

养所用的海水取自青岛近岸海域（pH为 8.0 ±
0.02，盐度为 32 ± 1），海水经沉淀、过滤（0.45 μm
微孔滤膜）后于 121 ℃ 下灭菌 30 min。 

1.2    不同氮培养条件对微藻生长和光合作用的

影响

实验开始前，将假微型海链藻接种到 f/2无

氮源的培养液中培养 48 h进行预处理，以耗尽

藻细胞内贮存的氮营养盐 [12]。本实验共设定

5个处理组，所用氮源分别为硝酸氮（NaNO3）、亚

硝酸氮（NaNO2）、氨氮（NH4Cl）、尿素 [CO（NH2）2]
以及无氮（氮饥饿处理组）。以 f/2培养液为标

准，磷元素和微量元素浓度保持不变，不同氮源

的氮浓度均为 880 μmol/L。
将处于指数生长期的假微型海链藻藻接种

到 200 mL含不同氮源或无氮的培养液中，假微

型海链藻的初始浓度为 5×104 个/mL，每个处理

组设置 3个平行样。实验周期为 10天（到达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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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期），实验过程中每天测定藻细胞密度，每 3天

测定细胞光合系统Ⅱ（PSII）的光合作用能力，同

时测定细胞内叶绿素 a（Chl a）、叶绿素 c（Chl c）
和总类胡萝卜素的含量。 

1.3    不同铵盐浓度对生长的影响

假微型海链藻培养体系的预处理同 1.2。本

实验共设定两个铵盐处理组，NH4Cl浓度分别为

220 μmol/L和 110 μmol/L，同时添加了相应浓度的

硝酸盐以维持所有处理组总氮浓度为 880 μmol/L。
实验周期为 10天（到达平台期），实验过程中每

天测定藻细胞密度。 

1.4    细胞生理指标的测定方法 

1.4.1    藻细胞密度的测定

假微型海链藻为单细胞形式存在，因此采用

显微镜直接计数法。将藻液混匀后，在无菌环境

下移取 1~1.5 mL于离心管内，用鲁格氏碘液固

定，取 20 μL至血球计数板内，在显微镜下计数。

采用 SigmaPlot 14.0绘制微藻生长曲线，并将生

长曲线拟合逻辑斯谛方程，计算方程中的关键参

数，从而定量比较不同氮培养条件下假微型海链

藻的种群生长规律。逻辑斯谛方程公式为：

N =
k

(1+ ea−rt)
(1)

N0 = k/(1+ ea)

式中：t 代表某一时间点；r 代表种群密度的

最大增长率，即内禀增长率；k 代表环境负载能

力；N 是 t 时刻时种群的数量；a 的值与 N0 有关

[ ]。
逻辑斯谛方程中藻细胞密度的增长是一个

从正加速到负加速的过程，而拐点 (Tp)就是藻细

胞密度增长率停止上升开始下降的转折点，Tp=a/r
可以计算生长曲线到达拐点的时间。 

1.4.2    细胞内色素含量的测定

本实验 Chl a、Chl c 和总类胡萝卜素含量的

测定参照 Parsons和 Zhao的方法[13-14]，将藻液混

匀后，取 15 mL藻液过滤到 25 mm的 GF/F滤膜

上，测量时将滤膜转移到 5 mL 90%的丙酮中，

于 4 ℃ 萃取 24 h，用紫外线可见分光光度计分

别测量 480、510、630、647、664和 750 nm处的

吸光度值，并计算 Chl a，Chl c 和总类胡萝卜素

的值。
Ca : (μg/mL) = 11.85E664−1.54E647−0.08E630 (2)

Cc : (μg/mL) = 24.52E630−1.67E664−7.6E647 (3)
Cp : (μg/mL) = 7.6(E480−1.49E510) (4)

C×定容体积/取样样体/细胞密度

式中：Ca 代表 Chl a；Cc 代表 Chl c；Cp 代表

总类胡萝卜素；E 代表 750 nm处吸光度值校正

的各波长的吸光度值。计算单位细胞内的色素

含 量 = ， C即 Ca，

Cc，Cp。 

1.4.3    叶绿素荧光分析

光合系统Ⅱ（PSII）光合能力的测定使用

Water-PAM叶绿素荧光仪，对目标微藻进行光诱

导曲线（induction curve, IC）和快速光曲线（rapid
light curve, RLC）的测定。通过测定光诱导曲线

可以得到 PSII的最大光合作用效率（Fv/Fm） ，

PSII光化学能量转换的有效量子产量 Y（II）；通
过拟合快速光曲线,可以得到 PSII最大相对电子

传递速率（rETRmax）和光饱和参数（Ik），即

rETR = rETRmax

(
1− e

−
(

αIk
rETRmax

))
(5)

式中：rETR 为 PSII瞬时相对电子传递速率；

α 为斜率[15-17]。 

1.5    数据处理及分析

实验数据采用 Sigmaplot 14.0（Systat Software
Inc.，San Jose，USA）绘图，采用 SPSS 25.0（SPSS
Inc.，Chicago，USA）进行统计分析，Levence' test
检验方差齐性后，对不同处理组进行单因素方差

分析（one-way ANOVA），组间差异分析采用 LSD
分析，得出 P<0.05则表示差异显著。 

2   结果与讨论
 

2.1    假微型海链藻种群增长对不同氮培养条件

的响应

除氮饥饿组外，假微型海链藻种群增长均呈

“ S形” （见图 1） ，符合逻辑斯谛增长模式

（P<0.05）。无氮条件下，假微型海链藻细胞密度

显著小于其他实验组（见图 1，P<0.01）。逻辑斯

谛方程拟合的结果显示，不同氮源对微藻种群增

长模式存在差异（见表 1），铵盐处理组 Tp 最长

[（4.15±0.74）d]，r 最小 [（0.51±0.07）d]，而尿素组

Tp 最短 [（2.62 ± 0.04）d]，r 最大 [（2.0 ±0.35）d]。
NaNO2 组和 NaNO3 组间无显著差异（P>0.05）。
不同氮源处理组的 k 组间相差不大（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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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在不同氮源条件下假微型海链藻的生长趋势（平均

值±标准误，n=3）

Fig. 1    Growth  curves  of  T.  pseudonana  under  different

nitrogen conditions (mean±se，n=3)
 

假微型海链藻在尿素处理组中生长良好，

其 r 值高于硝酸盐和亚硝酸盐处理组，k 值与其

他氮源处理组差别也不大，由此证明假微型海链

藻能够很好地利用尿素。许多微藻种已被证明

对尿素的利用能力不高，低于无机氮源，例如筒

柱藻（Cylindrotheca sp.）和红色裸甲藻（Akashiwo

sanguinea）等[18-19]。浮游植物对尿素的利用是主

动摄取的过程，其中涉及特定酶的参与，大多数

学者认为尿素酶造成了不同微藻生长对尿素的

响应[8, 20-21]。假微型海链藻对尿素的高利用能力

证明其能够在尿素含量较高的水体中占据竞争

优势。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发展和人口密度的不

断上升，河口近岸地区富营养化程度的加剧，海

水中有机氮的含量越来越高[22]。作为近岸海区

的常见种，假微型海链藻对尿素的高利用能力充

分体现了其在该区域的高营养盐竞争能力。许

多硅藻都能够直接吸收利用尿素，Berman等 [23]

发现小环藻（Cyclotella sp.）在尿素中的生长速率

也比在硝酸盐中高; Fan等[8] 发现威氏海链藻能

够以尿素为唯一氮源生长；乔倩等[24-25] 发现近岸

海洋环境中常见的优势硅藻中肋骨条藻也能很

好地利用尿素。对尿素利用能力高可能是假微

型海链藻成为常见种生活在近岸海洋生态系统

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并且随着近岸海水中尿素含

量的上升，其氮营养盐竞争优势可能愈发明显。

 
 

表 1       不同氮源条件下假微型海链藻的 Tp、k和 r值

Tab.1    The Tp, k and r values of T. pseudonana under different nitrogen conditions

组别 硝酸盐NaNO3 亚硝酸盐NaNO2 氨氮NH4Cl 尿素[CO（NH2）2]

到达拐点的时间（Tp）/d 3.11±0.25 3.27±0.24 4.15±0.74 2.62±0.04

环境容纳量（k）/×104个·mL−1
1090.9±73.1 1175.4±69.2 1000.1±124.1 1121.3±12.8

内禀增长率（r） 1.11±0.18 1.25±0.21 0.51±0.07 2.04±0.35
 
 
 

2.2    假微型海链藻种群增长对不同铵盐浓度的

响应

两种浓度 NH4Cl处理下，假微型海链藻的种

群增长显著不同（图 2）。逻辑斯谛方程拟合的结果

显示，110 μmol/L NH4Cl处理组下，假微型海链

藻种群增长的 r 值和 k 值均显著高于 220 μmol/L

NH4Cl处理组（P<0.01），但是 Tp 值在两个处理组

中差异不大（P>0.05，见表 2）。

110 μmol/L铵盐处理组假微型海链藻种群

的 r 和 k 均显著高于其他氮源处理组，到达 Tp 的

时间也显著早于其他氮源处理组，表明 110 μmol/L

的铵盐会使微藻的种群增长显著变快。有些学

者[18, 26] 的研究表明，由于铵盐在微藻细胞内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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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在不同铵盐浓度下假微型海链藻的生长趋势（平均

值±标准误，n=3）

Fig. 2    Growth  curves  of  T.  pseudonana  under  different

ammonium concentration (mean±se，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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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直接用于合成氨基酸，而硝酸盐则需要通过硝

酸还原酶还原为铵盐后被用于合成氨基酸，因此

微藻会优先利用铵盐，且对铵盐的利用率较大。

880 μmol/L铵盐处理组 Tp 的时间最晚，r 也最

低，说明假微型海链藻在 880 μmol/L铵盐条件下

的种群增长相比其他氮源和添加少量铵盐的处

理组有所迟滞。高浓度的铵盐能够抑制微藻的

生长，其原因为过高铵离子在碱性条件下会将铵

离子转变为氨气，对微藻细胞产生毒性[27]。蒋汉

明等 [28] 研究发现，三角褐指藻在低浓度铵盐

（<1800 μmol/L）为氮源时生长速率较高，而以高

浓度铵盐（>3500 μmol/L）为氮源时藻生长则受到

抑制，与本研究的结果类似；王培磊等[29] 在对杜

氏盐藻（Dunaliella  salina）的研究中发现，高于

4000 μmol/L的铵态氮会抑制藻的生长，可见过

高浓度的铵盐对微藻生长确实能产生抑制作用，

并且不同藻种对高浓度铵盐的耐受性不同。 

2.3    假微型海链藻光合色素含量对不同氮培养

条件的响应

本实验中 Chl a、Chl c 和总类胡萝卜素的初

始值分别为 1.2×10−7 μg/cell、0.16×10−7 μg/cell 和
2.6×10−7 μg/cell。如图 3所示，指数生长前期（第

3天）铵盐处理组藻细胞的 Chl a 含量显著高于

尿素处理组，指数生长后期（第 6天）除无氮组

外，各组 Chl a 含量没有明显差别，平台期（第

9天和第 10天）尿素组的 Chl a 含量显著高于其

他各处理组（P<0.05）。不同氮源处理下藻细胞

内的 Chl c 含量和总类胡萝卜含量在指数生长前

期和后期并无显著差异（P<0.05），而在平台期尿

素处理组藻细胞内的 Chl c 含量显著高于其他氮

源处理组,可能是因为其最先进入平台期，色素

积累所致。在实验的第 10天亚硝酸盐处理组藻

细胞内总类胡萝卜素的含量显著低于其他氮源

 

表 2    不同铵盐浓度下假微型海链藻的 Tp、k和 r值

Tab.2    The  Tp,  k  and  r  values  of  T.  pseudonana  under  different
ammonium concentration

NH4Cl浓度 220 μmol/L 110 μmol/L

到达拐点的时间（Tp）/d 2.11±0.04 2.21±0.05

环境容纳量(k)/×104个·mL−1
634.7856±7.11 1187.0621±19.33

内禀增长率（r） 1.933±0.03 3.066±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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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氮培养条件下单个细胞中 Chl a、Chl c、总类胡萝卜素的含量和 Chl a/总类胡萝卜素趋势图

Fig. 3    Cellular Chl a, Chl c, total carotenoids contents and Chl a/total carotenoids of T. pseudonana under different nitrogen

conditions (mean±se, n=3, *indicated P<0.05 significant different between treatments and the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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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组（P<0.01）。指数生长前期 Chl a/总类胡萝

卜素在各氮源处理组之间没有明显差别，而在指

数生长后期铵盐处理组 Chl a/总类胡萝卜素显著

高于其他氮源处理组（P<0.05）。无氮组藻细胞

内 Chl a、Chl c 和总类胡萝卜素的含量在实验过

程中均下降到极低的水平。 

2.4    假微型海链藻对不同氮培养条件在 PSII光
合作用能力上的响应

不同氮源组的 Fv/Fm 值在实验开始时均为

0.65~0.68，随着实验时间的推移而下降，Y（II）、
rETRmax 和 Ik 也呈现类似变化趋势（见图 4，P<
0.05）。在不同氮源处理组之间 Fv/Fm 的值在指

数生长期（前六天）没有明显不同，而在平台期铵

盐组的该值显著高于其他氮源处理组（P<0.05）。
铵盐处理组 Y（II）值在实验过程中均高于其他氮

源处理组，第三天和第九天与其他氮源处理组相

比差异显著（P<0.05）。与 Fv/Fm 和 Y（II）值的变

化类似，rETRmax 和 Ik 在铵盐处理组不同程度地

高于其他氮源处理组（P<0.05）。光合作用是微

藻细胞最重要的生理过程，微藻细胞的光合作用

能力直接反映了细胞的健康程度。除 880 μmol/L
铵盐处理组外，不同氮源处理组光合生理各参数

变化不大。Fv/Fm、Y（II）和 rETRmax 在 80 μmol/L
铵盐处理组的生长后期显著高于其他处理组，推

测原因为随着铵盐的消耗，过量铵盐产生的毒性

作用逐渐减弱至消失，微藻细胞从而恢复生长。

Fv/Fm 和 Y（II）在各不同氮源处理组中无显著差

异，再一次印证了假微型海链藻能够利用不同形

态的氮源，在不同氮源中保持正常的生理状态。

光合作用各指标的变化在不同氮源条件下并未

体现与种群增长相似的变化规律，推测不同氮源

导致的种群增长不同与光合作用相关性不大，可

能与不同氮源的同化机制不同有关。氮饥饿组

的 Fv/Fm、Y（II）、rETRmax 和 Ik 值始终显著低于

各含氮处理组。有研究表明[9,30]，氮缺乏导致的

微藻生理生化水平上的变化与光照过量类似，主

要包括光合色素的降解以及光合系统结构蛋白

的降解，光合作用能力的下降，后续对各种微藻

种的研究中都证实了这一现象的发生。藻细胞

内氮元素的缺乏会直接影响藻细胞中蛋白和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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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氮源条件下快速光曲线的 Fv/Fm、rETRmax、Y（II）和 Ik 的变化趋势图

Fig. 4    The changing patterns of Fv/Fm, rETRmax, Y(II) and Ik values under different nitrogen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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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的合成，从而进一步影响细胞的正常生理过程

和细胞分裂[9,31]。 

3   结　论

通过研究不同氮源条件和氮限制条件下假

微型海链藻的生长趋势、光合色素含量和光合

生理参数，发现假微型海链藻能够在四种氮源条

件下生长，且低浓度的铵盐能够促进种群生长而

高浓度的铵盐则会抑制种群增长。但光合生理

各参数在不同氮源条件下并未表现出与种群增

长相似的变化趋势，推测假微型海链藻在不同氮

源条件下光合作用不是其种群生长差异的主要

原因，可能与其对不同氮源的同化机制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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