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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照对4种单胞藻生长速率、叶绿素含量 

及细胞周期的影响 

刘 青 ， 张 晓 芳 ， 李 太 武 ， 苏 秀 榕 
(1．大连水产学院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辽宁大连116023；2．宁波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浙江宁波315211) 

摘要：在不同光照周期、光照强度和光谱下，测定了小球藻Chlorella sp．、湛江等鞭金藻Isochrysis 

zhanjiangenzis、青岛大扁藻Platymonas helgolandica和绿色杜氏藻Dunaliella viridis的生长速率及叶绿素 

含量。结果表明：当光照强度为3 000 lx时，在光照周期为24L：0D、18L：6D、12L：12D、6L：18D和 

0L：249的5个梯度组中，光照周期为 18L：6D时，4种藻的生长速率均最大，分别为0．227、0．150、 

0．175、0．360~／'／d；当光照周期为 12L：12D时，在光照强度为 10 000、5 000、3 000、1 000、500 Ix 

的5个梯度组中，光照强度为5 000 Ix时，4种藻的生长速率均最大，分别为0．225、0．188、0．174、 

0．261个／d；在红、绿、蓝、白光不同光谱的照射下，以白炽灯下4种藻的生长速率最大，分别为 

0．185、0．165、0．257、0．322 d，且在蓝光培养下小球藻、等鞭金藻和扁藻叶绿索 a的含量较高。 

测定了在4种光源培养下扁藻的细胞周期，结果以在红光下培养的扁藻 G 期占的比例最低，白光下 

次之，而在绿、蓝光下培养的扁藻G 期所占比例比在红、白光下高出3．8％ 一5．9％。因此，培养上 

述4种藻类的适宜光源为白光或红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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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对植物生长的影响，国内外学者进行过大量的研究，而光照周期、光照强度、光谱成分等因子 

对单胞藻生长的影响，近年也有大量报道  ̈川。但由于藻的种类不同和试验条件的不同，其结果也 

存在一定的差异。本试验中，作者选取生产上常用的小球藻、湛江等鞭金藻、青岛大扁藻和绿色杜氏 

藻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光照周期、光照强度和光质对4种藻的生长速率、叶绿素含量的影响，并首次 

报道了光质对扁藻细胞周期的影响。旨在寻找培养单胞藻的最佳光照条件，以指导生产实践。 

1 材料与方法 

1．1 藻种及培养 

试验用小球藻Chlorella sp．、湛江等鞭金藻lsochrysis zhanjiangensis(简称等鞭金藻)、青岛大扁藻 

Platymonas helgolandica(简称扁藻)和绿色杜氏藻DunalieUa viridis(简称杜氏藻)均由辽宁省海洋 

水产研究所提供。 

试验用海水需经沉淀、过滤后煮沸，锥形瓶也经煮沸消毒。用250 mL锥形瓶取藻种 (约200 

mL)，在与培养条件相同的环境下放置两昼夜使其稳定，取上层藻液接种，然后在设定的各种试验条 

件下进行培养，培养期问每天摇瓶数次。营养盐按Conway配方配制，与海水的体积比为1：1000。 

1．2 试验方法 

1．2．1 不同光照周期下藻的生长速率和叶绿素含量 设光照周期为24L：OD、18L：6D、12L：1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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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L：18D和0L：24D共5个梯度组，每种藻在每一光照周期下设置3个重复。将接种后的锥形瓶置于光 

照培养箱 (HPG一400型)内培养，培养温度为 (25±1)c【=，光照强度为3 000 ix，培养6 d后取出， 

分别测定其生长速率和叶绿素含量。 

1．2．2 不同光照强度下藻的生长速率和叶绿素含量 设光照强度为 10 000、5 000、3 000、l 000、 

500 ix共5个梯度组，每种藻在每一光照强度下设置 3个重复。在室温为2l一27％、光照周期为 

12L：12D下，培养6 d后取出，分别测定其生长速率和叶绿素含量。 

1．2．3 光谱成分对藻生长速率、叶绿素含量及细胞周期的影响 将4种藻分别置于红光 (650—760 

nm)、绿光 (500～560 nm)、蓝光 (430—470 nm)和白炽灯 (390—760 nm)下进行培养，每组设3 

个重复。在室温为21～27~C、光照周期为 12L：12D下，培养6 d后取出，分别测定其生长速率和叶 

绿素含量。同时，用 EPICP0一XL型流式细胞仪检测扁藻的细胞周期，变异系数CV为<2．0％，样品 

浓度为l0 一l0 个／mL。所测结果以直方图表示，细胞周期图谱由电脑自动生成并打印 引̈。 

1．3 测定方法 

1．3．1 种群增长的测定 种群增长的测定是采用细胞视野计数法。每次取样前先将锥形瓶中的藻液 

摇匀，取0．1 mL藻液置于浮游植物计数框上，在Olympus显微镜下 (600倍)。计数40—50个视野。 

藻类生长的变化一般通过细胞密度和生长速率的变化来反映，生长速率 的计算公式为： 

InN,一lnⅣ0 1 
— —  一  

’ 

其中： 是第￡天的细胞数量；批为初始细胞数量； 为培养时问。 

1．3．2 叶绿素含量的测定 采用分光光度法测定叶绿素的含量。取一定量的藻液用真空泵抽滤，抽 

干后将藻及滤膜一起放入具塞离心管中，加入体积分数为95％的丙酮溶液至 10 mL，振荡提取叶绿 

素，放置暗处过夜，在3 000 r／min下离心15 min，取上清液测定其吸光值。 

2 结果 

2．1 不同光照周期下4种藻的生长速率和叶绿素含量 

由图1可见，在光照周期为18L：6D下。 

长均最 快，生 长速 率分别 为 0．227、 

0．150、0．175、0．360个／d，而在0L：24D 

光照周期下的生长最慢。 

由表l可见，4种藻在 18L：6D光照 

周期下，其单位水体的叶绿素含量最高， 

分 别 为 4l1．77、 912．61、 501．94、 

1452．54 g／L。而在0L：24D下的叶绿素 

含量最低。 

2．2 不同光照强度下4种藻的生长速率 

和叶绿素含量 

小球藻、等鞭金藻、扁藻和杜氏藻 (以下排序同)的生 

由图 2、表 2可见。在光照周期为 

12L：12D。光照强度为5 000 ix时，4种藻 Fi&1 

的生长速率和叶绿素含量均最高 (分别为 

24L：OD 18L：6D 12L：12D 6L：18D 0L．24D 

光照周期 photoperiods 

图1 不同光照周期下4种藻的生长速率 

The growth rate of four unicellular alga species under 

difl'erent photol~rlods 

0．225、0．188、0．174、0．261个／d和343．21、282．64、341．13、802．77 g／L)，而在500 ix强度照 

射下，4种藻的生长速率和叶绿素含量均最低。在光照强度为1 000～10 000 ix时，小球藻的生长速 

率差异不大。3种绿藻单位水体叶绿素a／b的值：小球藻为2．25-2．81，扁藻为2．03—2．43，杜氏藻 

为2．38—2．71；等鞭金藻单位水体叶绿素a／c的值为2．33—2．60。 

∞ 如 加 m ∞ 

O  O  O  O  O  O  O  O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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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l 不同光照周期下单胞藻的叶绿素含量 

Tab．1 The chlorophyll content in unicellular algae under different photoperiods 

表2 不同光照强度下单胞藻的叶绿素含量 

Tab．2 Th e chlorophyll content in unicellular algae under different right intensities 

2．3 光谱成分对试验藻生长速率、叶绿素含量及细胞周期的影响 

2．3．1 不同光谱成分下4种藻的生长速率、叶绿素含量 由图3可见，4种藻在白炽灯下的生长速 

率均最大(0．185、0．165、0．257、0．322+／d)，在绿光和蓝光下的生长较为缓慢，有的出现负生长。 

由表3可见，在蓝光下培养的小球藻、等鞭金藻和扁藻的叶绿素 a含量较高，分别为385．85、 

148．24、232．50 g／L；3种绿藻单位水体叶绿素a／b的值和等鞭金藻叶绿素a／e的值均为最高。单位 

水体叶绿素a／'b的值：小球藻为2．75～20．55，扁藻为2．35一l9．47，杜氏藻为2．47—20．31，等鞭金 

藻 (叶绿素a／c)为3．45一l3．05。单位细胞叶绿素a／b的值：小球藻为2．74～7．37，等鞭金藻 (叶 

绿素 a／c)为4．44—13．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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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l000 3000 5000 l0000 

光照强度ught intensity／Ix 

图2 不同光照强度下4种藻的生长速率 

脚 2 The growth rate of four unicellular alga spe- 

光谱成分spectrum 

图3 不同光质下4种藻的生长速率 

Fig．3 The growth rate of four unicellular alga spe- 

des under different Ught intensities cies under different spectra 

表3 不同光质下单胞藻的叶绿素含量 

Tab．3 The chlorophyll content in unicellular algae under different spectra 

2．3．2 光谱成分对扁藻细胞周期的影响 由图4、 

表4可见，红光下培养的扁藻 G，期 (细胞从有丝 

分裂完成到DNA复制之前的这段间隙)占的比例 

最短 (75．9％)，在绿光、蓝光下培养的扁藻 G 期 

所占比例要比红光、白光下的高出3．8％一5．9％。 

白光下培养的扁藻 G：期所占比例最短 (2．6％)， 

绿光下培养的扁藻S期 (细胞进入 DNA复制的时 

期，DNA含量在 S期增加一倍)占的比例最短 

(1．0％)，蓝光下次之 (2．5％)。扁藻的 M期 

(分裂期)则没有检测出。 

3 讨论 

表4 不同光谱成分下扁藻的细胞周期比例 

Tab．4 The proportion of cell cycle inP／atymonas 

helgolandica under different spectra ％ 

3．1 光照周期对单胞藻生长速率和叶绿素含量的影响 

藻类的生长与光照时间有关，在一定的光照时间内，生长率与光照长度成正比，超过此限度 

加 m m 0 O O O O 0 O O 

一．．p．．口邑 盘暑譬2 胬熠半刊 

如 加 =2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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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饱和光期)，生长率即不再增加甚至下降。据谭辉玲等 报道：钝顶螺旋藻Spirulina platensis在培养 

期内，随着光照时间延长，生长加快，干物质积累量增加，叶绿素和蛋白质含量都较高；而当每天的 

光照时间继续增加时，螺旋藻细胞生长受到抑制，干重下降。藻类因种类的不同，对光照时间的需求 

也不同，如骨条藻日照9 h的光合速率大于15 h的，以24 h全光照下最低'1引。 

光照时间的长短对藻类的生长没有直接影响，主要与光合作用中所得能量的积累有关，因而光照 

时间对藻类生长的影响与光强度、温度有关。田宫博  ̈对小球藻的生长研究结果表明，在低光照或 

较高温度下，13照6、12、18 h，得出13照时问与生长速率成正比；而在较强光照下，13照时间增加 

而生长速率却不增加；当藻密度很大时，饱和光期延长。一般来说，周期性光线的明暗交替可刺激藻 

类的细胞分裂，24 h全光照通常会降低藻类的生长，本试验中全光照下藻类生长速率降低也与此有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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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4 不同光谱成分下扁藻的细胞周期图谱 

Fi晷4 Cell cyde ofPlatymonas helgotandiea under different spectra 

IOprma 的研究结果表明，盐生杜氏藻在光强5 600 lx下，生长和生殖的最适光期为20 h，随着 

光期的缩短 (18、12、6、4 h)，杜氏藻的13产量递减。本试验条件下未做光期为20 h的试验，作者 

推测绿色杜氏藻的最适光期为l8—24 h。 

单位水体叶绿素含量的变化反映了藻类密度或现存量的变化。藻类生长速率高时，现存量一般也 

高，两者的变化趋势相近。本试验的结果也表明，在不同的光照周期下，4种藻的叶绿素量与其生长 

速率成正比，生长速率越快，叶绿素含量越高。 

O  O  O  O  O  O  O  O  勰 加 O O O O O O ∞ ∞ ∞ ∞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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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光照强度对试验藻生长速率和叶绿素含量的影响 

在光因子中，有关光照强度对藻类影响的研究最多。在饱和光照强度内，随着光强的增加，藻类 

的光合速率加快；超过饱和强度，藻类的光合速率反而减弱直至停止。据Mm~xo 报道。绿色杜氏 

藻和盐生杜氏藻最高收获量的照度均为6 000 Ix，光强为6 000～12 000 ix时，随着光强的增加，藻 

类的收获量下降。陈明耀等  ̈指出，湛江等鞭金藻25~C时的最适照度为7 000 Ix。这些结果与本试验 

结果相近。 

由于对光照强度的色素适应，不同光强下单位细胞叶绿素含量和叶绿素a／b的变化趋势则未必与 

叶绿素量的变化一致，如等鞭金藻单位细胞叶绿素含量在500 lx时最高，而在5 000 lx时反而最低。 
一 般藻类在强光下，叶绿素和藻胆蛋白的含量会呈下降趋势。据陆开形等 报道，雨生红球藻 

Haematococcus pluvialis从低光强到高光强，随着时间的变化，单位细胞叶绿素 a的含量逐渐减少，直 

至稳态。曾文炉 也曾报道，耐强光的盐泽螺旋藻品系3F，在强光下其叶绿素和藻胆蛋白的含量呈 

下降趋势，胡萝卜素和B一胡萝 卜素含量也有所降低；钝顶螺旋藻在强光下的光合行为也与此类似。 

本试验结果表明：在光照强度增加时，小球藻单位细胞叶绿素at的变化呈现低一高一低的趋势；等鞭 

金藻单位细胞叶绿素at的变化趋势是从高到低，这与一般研究者得出的结论基本相同。 

藻类细胞分裂速率达到最高值时的照度远较光合作用最高值时的照度低，这是因为细胞含氮产物 

的形成在较低的照度下即可完成，而糖类的生物合成则继续随光照的增高而增强  ̈，因此，作者从 

生长率测得的最适照度要比根据光合强度测得的低。 

3．3 光质对试验藻生长速率和叶绿素含量及细胞周期的影响 

光合作用中能被植物色素所吸收和利用的光，仅仅为波长390—760 nm可见光的绝大部分  ̈。 

藻的种类不同，对有色光的吸收也不同。 

本试验结果表明，4种藻类在白炽灯下的生长要明显快于在绿光和蓝光下的生长。MaCIOK 曾报 

道，最适合杜氏藻生长和光合作用的是白色光，盐生杜氏藻在红光下光合活性较白光下降低了30％， 

在绿光和蓝光下生长受到抑制，光合强度降到补偿点以下。张爱琴等 的研究结果表明，在红光下 

培养的螺旋藻，其叶绿素和藻胆蛋白的含量都比较高。由于这两种色素对可见光的吸收都主要集中在 

红光区，而红光是植物进行光合作用的最有效光能，所以藻体细胞能积累较多的光合产物和干物质， 

而在蓝、绿光环境下藻体细胞生长缓慢。这些结果与本试验结果基本一致。 

藻类叶绿素合成明显受蓝光促进，在红光下合成较少。据王伟 报道，中华盒形藻Biddulphia 

sinensis在红光下其叶绿素 a的含量较低，在蓝光下叶绿素 a的含量较高。同样，李韶山 也指出， 

用蓝光处理离体的大麦叶片，其叶绿素含量较稳定，而用红光处理后，其叶绿素和蛋白质含量均有所 

下降。本试验结果表明，在蓝光培养下的小球藻、等鞭金藻和扁藻，叶绿素a含量均较高，3种绿藻 

单位水体叶绿素a／b的值和等鞭金藻单位水体叶绿素a／c的值均为最高值。这与王伟和李韶山报道的 

结果相近。 

Howell等⋯ 曾报道，螺旋藻在红光下培养时，其叶绿素含量最高，而在蓝光和绿光下培养，其 

叶绿素at的含量最低。这与本试验的结果相反，这可能是因为螺旋藻属于蓝藻门种类，蓝藻的藻胆素 

对可见光的吸收主要在红光区，因而光合效率较高，产生的光合产物多；而在蓝、绿光，特别是绿光 

下，蓝藻中的叶绿素几乎不吸收绿光，所以光合活性降低，藻类生长减慢。Miguel等  ̈通过试验， 

对红光促进螺旋藻生长的机理，提出了不同的解释，他发现在红光环境下，螺旋藻细胞中的藻蓝素含 

量下降，而B一胡萝 卜素上升，后者可以吸收300—500 nln的光波，因而避免了叶绿素a的氧化；而 

在弱光照条件下，B一胡萝 卜素则主要发挥其作为辅助色素的功效，专职于捕获光能并将其有效地传 

递给叶绿素 a。 

本试验选取4种光源培养扁藻，测出的细胞周期值都存在一定差异。在红光下培养的扁藻G 期 

占的比例最短 (75．9％)，而在绿光、蓝光下培养的扁藻 G 期所占比例要比在红光、白光下的高出 

3．8％～5．9％，在绿光下培养的扁藻S期占的比例最短 (1．O％)。M期由于时间极短，在此没有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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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出。这表明在红光、白光培养下的扁藻细胞进入分裂期的比例较多，从细胞周期的测定结果看，培 

养上述类型的单胞藻以白光或红光较为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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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light on growth rate，chlorophyll level 

and cell cycle in four alga species 

LIU Qing ， ZHANG Xiao．fang ， LI Tai．wu ， SU Xiu．rong 

(1．School ofLife Science and Technology。Dalian Fisheries Univ．，Dalian 116023，China； 

2．College of Life Sciences，Ningbo University，Ningbo 315211，China) 

Abstract：Growth rate and chlorophyll content in four alga species Chlorella，lsochrysis zhanjiangersis，Platy- 

mort,as helgolandica and Dunaliella viridis were determined in different photoperiods，light intensity and light 

quality．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as the maximal growth in photoperiod of 18L：6D，which was 0．227， 

0．150，0．175 ind．／d and 0．360 ind．／d for Chlorella，Isochrysis zhart~iangersis，Platymonas helgolandica 

and Dunaliella viridis，respectively．Maximal growth rate was also observed at 5 000 lx light intensity，which 

was0．225，0．188，0．174 ind．／d and 0．261 ind．／d for Chlorella，Isochrysis zhangfiangersis，Platymonas 

helgolandica and Dunaliella viridis，respectively．In different light spectra，maximal growth OCCUlTed in white 

light，which was 0．185，0．165，0．257 ind．／d and 0．322 ind．／d for Chlorella，Isochrysis zhan~iangersis， 

Platymonas helgolandica and Dunaliella viridis，respectively．There was higher chlorophyll content in blue 

light than in other treatments．Also，cell cycle of Platymonas sp．was studied in four light qualities．Results 

indicated that proportion of stage G1 of P／atymonas sp．was the least in red light，followed by white light．The 

proportion of stage G1 were 3．8％～5．9％higher in green and blue light than in red and white light．It is sug- 

gested that nature and red light be the optimal culture light quality． 

Key words：alga；light；growth rate；chlorophyll；cell cy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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