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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研究意义】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工业

化进程的飞速前进，大量氮、磷等营养性污染物质的

排放致使我国江河、湖泊及沿海海域水体中的氮、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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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氮缺乏及氮补充对铜绿微囊藻细胞密度、光合色素和叶绿素荧光参数的影响，为揭示水华暴发

机制及其影响因素提供参考依据。【方法】使用BG-11全培养基（对照组）和无氮BG-11培养基（处理组）分别培养铜绿

微囊藻7 d后，再转移至BG-11全培养基中继续培养，于不同培养时期测定铜绿微囊藻密度、光合色素含量及叶绿素荧

光参数等指标，观察其变化规律。【结果】氮饥饿处理铜绿微囊藻7 d后，处理组藻密度（2.10×107 cell/mL）极显著低于

对照组（3.11×107 cell/mL）（P<0.01，下同），氮补充144 h后，处理组的藻细胞密度为3.35×107 cell/mL，仍极显著低于对

照组（4.32×107 cell/mL）；氮缺乏会极显著或显著（P<0.05）抑制铜绿微囊藻叶绿素a、类胡萝卜素和藻胆蛋白的合成，

但抑制作用随氮补充时间的延长而降低；氮饥饿处理后，处理组铜绿微囊藻可溶性蛋白含量较对照组减少64.50 μg/

L，氮补充144 h后二者相差44.10 μg/L，但差异不显著（P>0.05）；氮饥饿处理后再恢复氮补充对铜绿微囊藻光合作用

速率有明显促进作用，尤其是Fv/Fm在氮补充12 h后开始逐渐提高，至144 h后极显著高于对照组。【结论】氮缺乏会抑

制铜绿微囊藻的分裂增殖及正常代谢过程，但这种抑制作用随着氮补充时间的延长而减弱；在氮补充后，铜绿微囊藻

叶绿素a、类胡萝卜素和藻胆蛋白的含量虽然呈升高趋势，但很难恢复至正常水平。Fv/Fm等叶绿素荧光参数对氮营

养盐缺乏后再补充具有良好的响应作用，可作为营养盐监测的指示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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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nitrogen recovery on the growth of nitrogen
starvedMicrocystis aerugino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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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anjin 300384，China）

Abstract：【Objective】In the present study，effects of nitrogen recovery on cell density，photosynthetic pigments con-
tent and chlorophyll fluorescence parameters of Microcystis aeruginosa after nitrogen starved were studied to provide ref-
erence for the mechanism of Microcysis blooms outbreak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Method】Using BG-11 medium
（control group）and nitrogen-free BG-11 medium（treatment group）cultured M. aeruginosa for 7 d，then transferred to
BG-11 medium，measured the cell density，photosynthetic pigments content and chlorophyll fluorescence parameters in
different times.【Result】After nitrogen starved 7 d，the cell density of M. aeruginosa in the treatment group（2.10×107 cell/
mL）was extreme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3.11×107 cell/mL）（P<0.01，the same below），after nitrogen re-
covered 144 h，its cell density of treatment groups was 3.35×107 cell/mL，still extremely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s
（4.32×107 cell/mL）. Nitrogen starvation could inhibit the synthetize of chl-a，carotenoid and phycobiliprotein，the difference
reduced with the time of nitrogen recovery. The soluble protein content was 64.50 μg / L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s because of nitrogen starvation，it was still 44.10 μg/L lower than that after recovery，but the difference was not sig-
nificant（P>0.05）. The recovery of nitrogen could accelerate the photosynthesis rate of M. aeruginosa significantly，espe-
cially the Fv/Fm responded to nitrogen recovery in 12 h obviously，and was extremely higher than control group after 144 h.
【Conclusion】Nitrogen starved can inhibit the cleavage，proliferation and metabolize，however，the inhibition reduces
with the nitrogen recovery time. After nitrogen recovery，the contents of chl-a，carotenoid and phycobiliprotein increase，
but cannot reach the normal levels. Fv/Fm respond to the nutrient deficiency and recovery sensitively，soit can be used as
indicator of the nutrient moni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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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盐含量不断升高，富营养化程度不断加重。淡

水生态环境的格局由草型转变为藻型，而藻的种类

组成由硅藻为主转变为蓝藻为主，水华频发（顾岗，

1996），且发生的时间和范围不断扩大，已引起社会

各界的普遍关注（孔繁翔和高光，2005；Schindler，

2006）。在蓝藻水华中以铜绿微囊藻（Microcystis

aeruginosa）最常见，其隶属于蓝藻门（Cyanophyta）

色球藻科（Chroococcaceae）微囊藻属（Microcystis）。

铜绿微囊藻外有一层胶被，不能被养殖对象消化吸

收，同时蛋白含量较高，藻体死亡后可分解产生羟胺

和硫化氢等物质，进而影响水质及养殖对象（姜小玉

等，2019）。微囊藻大量繁殖时水体pH急剧升高，致

使养殖对象体内硫胺酶活性增加，导致神经系统失

调或痉挛，尤其大量暴发时可造成水体变色、散发异

味并产生有害气体及释放藻毒素，严重威胁养殖对

象及其他水生生态功能的正常发挥，甚至影响人类

健康（Codd，2000）。因此，研究微囊藻水华发生与

环境因子间的关系，对深入了解微囊藻暴发机制及

进行有效防控具有重要意义。【前人研究进展】微囊

藻水华发生不仅与氮、磷营养盐初始浓度有关，还与

其缺失和补充有关。已有研究结果表明，在较高的

总氮/总磷比条件下，水体会形成蓝藻水华；较低的

总氮/总磷比不是蓝藻水华形成的条件，而是水华产

生的结果（Xie et al.，2003）。孔繁翔等（2010）研究

认为，伴随着水体的富营养化，尤其是磷浓度的增

加，通常会导致水体中浮游植物的群落组成向可形

成水华的蓝藻演替，且当水体中总氮/总磷比小于29

时，水华蓝藻会占优势，为水华的暴发提供条件。在

自然水体中，因废水排放、降雨及底泥营养物质的释

放等，氮、磷营养盐在水体中的含量时刻都在发生变

化。微囊藻水华的发生受化学、物理和生物因素等

的综合影响。孔繁翔等（2010）提出在四季分明、扰

动剧烈的富营养化水体中，蓝藻的生长与水华的形

成分休眠、复苏、生物量增长、上浮及聚集4个阶段，

每个阶段中蓝藻的生理特性及主导环境因子均有所

不同。在冬季，水华蓝藻的休眠主要受低温及光照

强度影响；春季的复苏过程主要受水底表面温度和

溶解氧控制，而光合作用和细胞分裂所需要的物质

与能量决定了水华蓝藻在春季和夏季的生长状况，

一旦有合适的气象与水文条件水华蓝藻即大量暴发

（陈卫民等，2010；孔繁翔等，2010）。室内研究表明，

氮、磷起始浓度与微囊藻生长速率和生物量间呈显

著正相关，但当氮或磷单一营养盐处于富营养化状

态，另一种营养盐浓度降低，微囊藻仍能保持较高的

生长速率，且明显高于绿藻的生长速率（孙凯峰等，

2017）；当氮、磷维持在一定浓度范围内时，蓝藻生长

速率随氮/磷比的降低而升高（周健等，2014；雷鹏和

孙成渤，2015）。【本研究切入点】上述学者大多将研

究重点集中在微囊藻水华的形成机制和不同氮磷浓

度及比例对微囊藻生长特性的影响，而有关短期营

养盐限制解除后藻类响应方面的研究鲜有报道。李

杰等（2008）研究表明，氮磷饥饿可以显著影响铜绿

微囊藻的生长，主要表现为叶绿素a含量显著下降，

超氧化物歧化酶（SOD）和过氧化氢酶（CAT）活性显

著上升。在营养盐得到补充后，微囊藻能快速生长，

氮饥饿的藻细胞生长周期变短，磷饥饿的藻细胞营

养盐补充后固碳能力和光合作用相关基因的表达会

有所提升，但难以恢复至未经饥饿的藻细胞水平，且

关于铜绿微囊藻在经受氮磷饥饿后其光合作用水

平、叶绿素含量及可溶性蛋白等恢复情况尚未得到

深入研究。【拟解决的关键问题】以铜绿微囊藻为研

究对象，在实验室条件下模拟氮缺乏后大量补充对

其生长和主要代谢产物的影响，为揭示水华暴发机

制及其影响因素提供参考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材料

铜绿微囊藻（M. aerμginosa 905）由中科院水生

生物研究所淡水藻种库提供，采用BG-11培养基进

行培养，温度27 ℃，光暗比12 h∶12 h，光照强度38

μmol/（m²·s）。

1. 2 试验设计

本研究设1个对照组和1个处理组，对照组使用

BG-11全培养基，处理组使用不含氮的BG-11培养

基，每组设3个平行。开始培养时，铜绿微囊藻的初

始浓度均为2.00×107 cell/mL，氮饥饿处理7 d后，将

对照组和处理组中的铜绿微囊藻分别转接至正常的

BG-11全培养基中，分别于转接后的第0、12、24、48、

72、96、120和144 h取样，测定相应指标。

1. 3 测定项目及方法

1. 3. 1 铜绿微囊藻密度测定 用血球计数板对铜

绿微囊藻进行细胞计数，每个平行样品均重复计数

3次，取其平均值。

1. 3. 2 叶绿素a和类胡萝卜素含量测定 参照王曼

（2013）、戴立洲等（2015）的方法：取10.0 mL藻液

4500 r/min离心10 min，弃上清液，向藻泥中加入等

体积95%乙醇，混匀后4 ℃下提取8 h，4500 r/min离

心10 min，取上清液，分别在665、649和470 nm处测

定吸光值并记录。

Chla=13.7×OD665-5.76×OD649

张达娟等：氮补充对氮饥饿铜绿微囊藻生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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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00×OD470-2.05×Chla）/245

式中，Chla为叶绿素a浓度（μg/mL），A为类胡萝

卜素浓度（μg/mL）。

1. 3. 3 藻胆蛋白含量测定 参照李小路等（2008）

的方法：取5.0 mL藻液4500 r/min离心10 min，弃上

清液，向藻泥中加入5.0 mL磷酸缓冲液（0.05 moL/L，

pH 7.0），混匀后用锡纸将样品包好，避光放入超低

温冰箱（-80 ℃），8 h后取出室温解冻，反复冻溶4次，

4500 r/min离心10 min；取上清液，分别在650、620和

565 nm处测定吸光值并记录。

根据以下公式计算藻蓝蛋白（PC）、别藻蓝蛋白

（APC）和藻红蛋白（PE）的含量（mg/L）及相对含量：

PC=（OD620-0.7×OD650）/7.38

APC=（OD650-0.19×OD620）/5.65

PE=（OD565-2.8×PC-1.34×APC）/1.27

1. 3. 4 可溶性蛋白测定

1. 3. 4. 1 蛋白标准曲线的制作 准确称取100.0

mg牛血清蛋白溶于少量无菌水中，并定容至100.0

mL容量瓶中，配制成1000 μg/mL的母液，再稀释制

成不同浓度的蛋白标准溶液，分别吸取不同浓度的

蛋白标准溶液0.5 mL于20.0 mL的比色管中，加入

5.0 mL考马斯亮蓝G-250蛋白试剂，涡旋混匀，反应

2 min后在1 cm光径、595 nm波长处测定溶液吸光

值，然后以蛋白含量为横坐标、吸光值为纵坐标绘制

蛋白标准曲线（图1）。

1. 3. 4. 2 可溶性蛋白提取与测定 参考孙颖颖等

（2010）、谷兵等（2017）的方法：取10.0 mL藻液，

4500 r/min离心10 min，弃上清液，将藻泥分别用无

菌水和磷酸盐缓冲液（10 mmol/L、pH 6.8）冲洗藻泥

1次，再用400 μL磷酸缓冲液将藻泥转入2.0 mL离心

管并放入冰盒，以匀浆仪破碎藻细胞（4.0 M/S，MP：

24×2，TIME 10，破碎10 s停顿5 min，重复4次），破碎

液4500 r/min离心10 min，收集的上清液即为可溶性

蛋白粗提取物。吸取0.5 mL蛋白粗提取物置于20.0

mL比色管中，加入5.0 mL考马斯亮蓝G-250蛋白试

剂，涡旋混匀，反应2 min后在1 cm光径、595 nm波长

处测定溶液的吸光值并记录，然后根据可溶性蛋白

标准曲线计算铜绿微囊藻的可溶性蛋白含量。

1. 3. 5 叶绿素荧光参数测定 参考张媛媛等

（2015）的方法，检测所得的指标根据叶绿素荧光基

础参数（Fo、Fm、Fs和Fm'）可得到最大电子传递速率

（ETRmax），并计算最大光能转化效率（Fv/Fm）、实际

光能转化效率（ΦPSⅡ）及有效光能转化效率（Yield'）。

计算公式：

Fv/Fm=（Fm-Fo）/Fm

ΦPSⅡ=（Fm'-Fs）/Fm'

F'v=Fm'-Fo'

Yield'=Fv'/Fm'

Fo'=1/（1/Fo-1/Fm+1/Fm'）

1. 4 统计分析

采用SPSS 19.0中的独立样本T检验对试验结果

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 1 氮补充对氮饥饿铜绿微囊藻生长的影响

氮补充后铜绿微囊藻的生长趋势与对照组基

本一致（图2），氮饥饿7 d后，铜绿微囊藻的平均密度

为2.10×107 cell/mL，极显著低于对照组（3.11×107 cell/

mL）（P<0.01，下同）；随着氮的补充，两组藻细胞密

度明显升高，至144 h时，对照组的平均密度为4.32×

107 cell/mL，处理组的平均密度为3.35×107 cell/mL，

两组间依然存在极显著差异，经饥饿处理的微囊藻

生长很难恢复至未处理前的水平。

图 1 可溶性蛋白的标准曲线
Fig.1 Standard curve of soluble protein

图 2 铜绿微囊藻的生长曲线
Fig.2 The growth curve of M. aeruginosa
*和**分别表示同一时间点处理组与对照组间差异显著（P<0.05）或
极显著（P<0.01）。图3~图12同
* represen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reatment group and con-
trol group（P<0.05），and ** reqresented extremely significant diffe-
rence（P<0.01）. The same was applied in Fig.3-Fig.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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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氮补充对氮饥饿铜绿微囊藻色素含量的影响

2. 2. 1 氮补充对氮饥饿铜绿微囊藻叶绿素a和类胡

萝卜素含量的影响 铜绿微囊藻叶绿素a含量的变

化情况见图3。氮饥饿7 d后，对照组铜绿微囊藻叶

绿素a含量（5.41 μg/mL）极显著高于处理组（3.29 μg/

mL），且这种极显著差异一直持续至培养结束。经

氮饥饿后，对照组与处理组间的铜绿微囊藻类胡萝

卜素含量存在显著差异（P<0.05，下同）；随着氮的补

充，二者间的类胡萝卜素含量差距逐渐缩小，但至培

养结束时二者间仍存在极显著差异（图4）。

2. 2. 2 氮补充对氮饥饿铜绿微囊藻藻胆蛋白含量

的影响 氮补充后铜绿微囊PC、APC和PE的含量变

化趋势基本一致（图5~图7）。氮饥饿7 d后，处理组

铜绿微囊藻PC、APC和PE的含量均显著或极显著低

于对照组；随着氮的补充，处理组3种藻胆蛋白的含

量均有所提高，至培养结束时PC和PE含量显著低于

未经氮饥饿的对照组，而APC含量与对照组无显著

差异（P>0.05，下同）。

2. 3 氮补充对氮饥饿铜绿微囊藻可溶性蛋白的影响

氮饥饿7 d后，对照组铜绿微囊藻可溶性蛋白的

平均含量为146.39 μg/L，处理组为81.89 μg/L，二者

间存在极显著差异（图8）；随着氮的补充，处理组铜

绿微囊藻可溶性蛋白含量明显增加，至培养结束时，

对照组铜绿微囊藻可溶性蛋白平均含量为206.49

μg/L，处理组为162.39 μg/L，二者间差异不显著。

2. 4 氮补充对氮饥饿铜绿微囊藻叶绿素荧光参数

的影响

氮饥饿7 d后，处理组铜绿微囊藻的Fv/Fm为

0.1999，极显著低于对照组（图9）；在氮补充12 h后，

对照组Fv/Fm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变化趋势，处理

组则开始逐渐提高，至培养结束时，处理组Fv/Fm提

升至0.4328，极显著高于对照组（0.3618）。

图 4 氮补充对氮饥饿铜绿微囊藻类胡萝卜素含量的影响
Fig.4 Effects of nitrogen recovery on carotenoid content of ni-

trogen-starved M. aeruginosa

图 5 氮补充对氮饥饿铜绿微囊藻PC含量的影响
Fig.5 Effects of nitrogen recovery on PC content of nitrogen-

starved M. aeruginosa

图 6 氮补充对氮饥饿铜绿微囊藻APC含量的影响
Fig.6 Effects of nitrogen recovery on APC content of nitrogen-

starved M. aeruginosa

图 7 氮补充对氮饥饿铜绿微囊藻PE含量的影响
Fig.7 Effects of nitrogen recovery on PE content of nitrogen-

starved M. aeruginosa

0.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0 12 24 48 72 96 120144

对照
处理

叶
绿
素

a含
量
（
μg

/m
L）

C
hl

a
co

nt
en

t

时间（h）Treatment time

图 3 氮补充对氮饥饿铜绿微囊藻叶绿素a含量的影响
Fig.3 Effects of nitrogen recovery on Chla content of nitrogen-

starved M. aerugino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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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绿微囊藻在经过氮饥饿7 d后，其ΦPSⅡ为

0.3500（图10），极显著低于对照组；随着氮补充时间

的延长，从培养48 h至结束时，处理组铜绿微囊藻的

ΦPSⅡ逐渐升高至0.4367，高于对照组（0.4067）但差

异不显著。

铜绿微囊藻Yield'的变化趋势如图11所示。氮

补充后，对照组铜绿微囊藻的Yield'处于稳定状态，

处理组的Yield'随补充时间的延长而上升后趋于稳

定，至培养结束时铜绿微囊藻Yield'为0.4623，极显著

高于对照组。

氮补充后，对照组铜绿微囊藻的ETRmax变化不

明显，处理组的ETRmax则呈逐渐上升趋势，至培养结

束时上升至30，与对照组（28）间无显著差异（图12）。

3 讨论

水华蓝藻对氮、磷等营养盐缺乏的耐受能力对

其种群的生长与繁殖具有重要意义，耐受能力较强

的种类能在复杂的营养条件下维持一定规模，且可

在适宜的环境条件下迅速发展成优势种类。氮缺乏

对铜绿微囊藻的生长具有一定抑制作用，氮饥饿处

理7 d后，对照组藻细胞密度是处理组的1.5倍，说明

氮缺乏能有效抑制铜绿微囊藻的生长。氮缺乏时，

铜绿微囊藻蛋白合成停止，使得微藻细胞分裂减缓，

导致生长速率下降甚至停止细胞分裂（曾玲等，

2011）。不同藻类对氮、磷的耐受能力具有高度种类

特异性，铜绿微囊藻对氮缺乏的耐受力远低于斜生

栅藻（S. obliquus），但对磷的耐受力较高（许海等，

2014），也是其易形成水华的原因之一。一般认为，

微藻生长适宜的氮/磷比为16∶1，超过或低于该比值，

被认为存在磷或氮限制。当存在磷限制时，因铜绿

微囊藻耐受力强而具有更高的竞争力。Smith（1986）

研究认为当蓝藻水华发生时，氮/磷比不会超过29∶1，

即蓝藻成为优势种的临界值，但随着更多学者的深

图 9 氮补充对氮饥饿铜绿微囊藻Fv/Fm的影响
Fig.9 Effects of nitrogen recovery on Fv/Fm of nitrogen-star-

ved M. aeruginosa

图 10 氮补充对氮饥饿铜绿微囊藻ΦPSⅡ的影响
Fig.10 Effects of nitrogen recovery on ΦPSⅡ of nitrogen-star-

ved M. aeruginosa

图 11 氮补充对氮饥饿铜绿微囊藻Yield'的影响
Fig.11 Effects of nitrogen recovery on Yield' of nitrogen-star-

ved M. aeruginosa

图 12 氮补充对氮饥饿铜绿微囊藻ETRmax的影响
Fig.12 Effects of nitrogen recovery on ETRmax of nitrogen

starved M. aerugino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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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氮补充对氮饥饿铜绿微囊藻可溶性蛋白含量的影响
Fig.8 Effects of nitrogen recovery on soluble protein content

of nitrogen-starved M. aeruginosa

可
溶
性
蛋
白
含
量
（
μg

/m
L）

S
ol

ub
le

pr
ot

ei
n

co
nt

en
t

0.0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0 12 24 48 72 96 120144

对照组
处理组

时间（h）Treatment time

**

**

**

对照组 Control group
处理组 Treatment group

对照组 Control group
处理组 Treatment group

对照组 Control group
处理组 Treatment group

对照组 Control group
处理组 Treatment group

对照组 Control group
处理组 Treatment group



11期 ·2597·

入研究，发现当氮/磷比高于29∶1时，微囊藻仍能维

持优势地位（Xie et al.，2003；Amano et al.，2010）。

氮营养盐缺乏后再供给，可使微囊藻生长有一

定恢复，但与对照组相比仍有差异。在相同的磷浓

度下，按比例降低氮浓度，水华微囊藻（M. flosa-

quae）1028藻种群体大小、比例及生长速率均呈明显

的降低趋势，但随氮浓度的增加其生长速率呈线性

增长趋势（许慧萍，2014）。王璐瑶等（2012）研究表

明，氮限制与氮饥饿严重影响了金色奥杜藻（Odon-

tella aurita）的色素合成，致使叶绿素合成受到抑制。

在本研究中，铜绿微囊藻色素也受到氮缺乏的显著

抑制，但随着氮的补充而得到缓解，合成量明显提

高。究其原因主要是在氮限制条件下，类囊体膜上

捕光色素蛋白复合物和反应中心复合体受到一定损

伤或部分降解，导致其转能效率降低（梁英等，

2006）。

叶绿素荧光参数是用于描述植物光合作用机

理和光合生理状况的变量或常数值，也是研究光合

作用的有效探针，其中，Fv/Fm可反映植物体进行光

化学反应的最大潜力，对营养盐变化十分敏感。

Kolber等（1988）研究认为，营养盐充足时，Fv/Fm最

大值为0.65，与微藻种类无关。一般认为，在实验室

条件下培养，浮游植物的Fv/Fm很难达到该水平。

在本研究中，氮补充后处理组铜绿微囊藻各叶绿素

荧光参数均高于对照组，表明其光合速率较高。王

昭玉（2013）在缺氮条件下培养7种微藻，8 d后发现

Fv/Fm均呈下降趋势，补充氮源后，不同微藻的Fv/

Fm迅速上升，并在一定时间后恢复到营养盐充足时

的水平，本研究也得出相似结论。大量研究表明，氮

限制时，随氮浓度的降低，Fv/Fm下降幅度逐渐增

大，重新添补氮源后，Fv/Fm开始恢复，24 h后可恢复

至原来水平（Steglich et al.，2001；Young and Bear-

dall，2003；尹翠玲，2006）。这主要是因为氮元素是

蛋白质、叶绿素与光合作用有关的酶的必要组成成

分，当氮缺乏时，光系统Ⅱ（PSⅡ）吸收的光能大于需

求光能，致使PSⅡ的活性反应中心部分损坏，光能转

化效率和电子传递效率降低，从而导致Fv/Fm下降

（Steglich et al.，2001；Geider et al.，2010）。ΦPSⅡ是

光照条件下光合反应中心的实际光化学量子产量，

可用来衡量藻类的实际光合效率，添加营养盐后

ΦPSⅡ的升高表明光能转化效率升高，可为暗反应

的光合碳同化积累更多能量，促进碳同化的高效运

转和有机物积累（尹翠玲，2006），与Fv/Fm的变化规

律相吻合。

4 结论

氮缺乏会抑制铜绿微囊藻的分裂增殖及其正

常代谢过程，但这种抑制作用随着氮补充时间的延

长而减弱；在氮补充后，铜绿微囊藻叶绿素a、类胡萝

卜素和藻胆蛋白的含量虽然呈升高趋势，但很难恢

复至正常水平。Fv/Fm等叶绿素荧光参数对氮营养

盐缺乏后再补充具有良好的响应作用，可作为营养

盐监测的指示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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