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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浓度 Ｎ ａ Ｃ ｌ 和光照强度对杜氏藻体内 β － 胡萝卜素含量的影响
康燕玉 谢文玲 高亚辉＊ 林石明 欧阳丽佳 刘广发
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细胞生物学与肿瘤细胞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福建厦门 ３６１００５

Effect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NaCl and Light Intensities on β -carotene
Content in Dunalie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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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China
提要 以２种杜氏藻即巴氏杜氏藻和盐生杜氏藻为实验材料，
在不同ＮａＣｌ胁迫和光照（紫外线和高光照强度）进行培养的
结果表明，细胞生长的最适盐度是２．０ ｍｏｌ·L－１，高产β－胡萝卜素的最适盐度是３．５ ｍｏｌ·L－１；紫外线下诱导的藻株环境适
应能力较强，β－胡萝卜素含量较高；高光照强度（１ ０８０ µmｏｌ·ｍ－２·ｓ－１）下诱导的杜氏藻β－胡萝卜素含量高；二步法培养的
β－胡萝卜素含量比正常培养的提高２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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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氏藻（Ｄｕｎａｌｉｅｌｌａ， 又称盐藻）为耐盐的单细胞
绿藻。藻体内能合成并积累比其他生物高得多的
β－ 胡萝卜素，因此杜氏藻是生产β－胡萝卜素的良
好天然资源，极具开发应用潜力。作为维生素Ａ
的前体和食品着色剂的β－胡萝卜素还具有可贵的
抗氧化、延缓衰老、提高免疫力、降低肿瘤和
心血管疾病发生率等的作用（Ｂａｓｕ 等 ２０００）。盐度
和光照在杜氏藻累积β－胡萝卜素中是最为关键的
两种环境因素，在适宜条件下杜氏藻细胞可积累
大量的 β－ 胡萝卜素，最高可达干重的 １４％ （刘建
国和吴超元 １９９５），养殖杜氏藻生产 β－ 胡萝卜素
的研究较多。本文于盐胁迫和光照（包括紫外线和
高光照度）胁迫条件下用二步法培养诱导藻株，寻
找杜氏藻高生产速率和高 β－ 胡萝卜素含量之间
的矛盾，以期能获得高产 β－ 胡萝卜素的杜氏藻
藻株。

材料与方法
巴氏杜氏藻（Ｄｕｎａｌｉｅｌｌａ ｂａｒｄａｗｉｌ， ＭＭＤＬ６２５）、
盐生杜氏藻（Ｄｕｎａｌｉｅｌｌａ ｓａｌｉｎａ， ＭＭＤＬ６２６）由以色
列 Ｇｉｎｚｂｕｒｇ 博士惠赠，本校生命科学院微藻工程
研究所保藏。用Ｊｏｈｎｓｏｎ’ｓ改良配方培养基培养并
保存（Ｂｏｒｏｗｉｔｚｋａ １９８８）。
作盐度胁迫处理时，把生长到指数生长期的
藻液接种到 ６ 瓶含有 １．５ ｍｏｌ·L－１ ＮａＣｌ 培养基中，

培养到指数生长期时，把其中的 ５ 瓶调成含有 ２
ｍｏｌ·L－ １ ＮａＣｌ 培养基；隔天，把其中的 ４ 瓶调成
含有 ２．５ ｍｏｌ·L－ １ ＮａＣｌ 培养基，依此类推，最后
形成含有 １．５、２．０、２．５、３．０、３．５ 和 ４．０ ｍｏｌ·L－ １
Ｎ ａ Ｃ ｌ 培养基变化梯度，重复 ２ 次。
作高光照强度光诱导效应实验时，根据上述
盐度胁迫实验中得到的结果，确定 ３．５ ｍｏｌ·L－ １
ＮａＣｌ 是杜氏藻 β－胡萝卜素累积的最适盐度，于是
设置这样的实验：藻株为巴氏杜氏藻 （经紫外诱
导）、
盐生杜氏藻（已经驯化成功和前者作为对照）；
高光强：１ ０８０ µmｏｌ·m－ ２·s －１ ，光∶暗（ｈ／ｈ）＝１６∶
８；低光强：５４ µmｏｌ·m－２ ·s－１ ，光∶暗（ｈ／ｈ）＝１６∶
８；３．５ ｍｏｌ·L－１ ＮａＣｌ，其余的条件一致，重复 ２ 次。
作杜氏藻的紫外线诱导及初筛时，把培养到
指数生长中期的藻液平铺到平板上，在黑暗条件
下置于 ３ ０ Ｗ 紫外灯下 １５ ｃｍ 处，照射 ５０、６０、
７０、８０、９０、１００ 和 １１０ ｓ 后诱导，暗处理 ２ ｄ，
在琼脂平板上筛选诱导的藻株（橙黄色细胞），初
筛藻株采用不同的条件（表 １）进行培养，重复２次。
二步法实验采用全封闭式培养箱可自动控制

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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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科技计划重点项目（２００３Ｎ０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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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杜氏藻的二步法培养条件
处理阶段

光照强度／
µmｏｌ·m－２·s－１

第 １阶段

５４０

第 ２ 阶段

１ ０８０

光照周期
（光∶暗）

温度／℃

ＮａＣｌ／ｍｏｌ·L－１

氮源（ＫＮＯ３）／
ｍｍｏｌ·L－１

磷源（ＫＨ２ＰＯ４）／
ｍｍｏｌ·L－１

无机碳源（ＮａＨＣＯ３）／
ｍｍｏｌ·L－１

ｐＨ

１２ ｈ∶１２ ｈ

２５

２．０

１．５

０．３

１５

８．０

１６ ｈ∶８ ｈ

３２

３．５

０．５

０．１

１０

７．５

光照、温度和湿度，第 １ 阶段保证较高的生物
量，第２ 阶段保证高含量的β－ 胡萝卜素（表１）。同
时用正常条件培养的杜氏藻做对比实验，培养
１５ ｄ 测定。表 １ 是在基础培养基成分上按培养目
的适当调整的杜氏藻二步法培养条件（Ｂｏｒｏｗｉｔｚｋａ
１９８８；周世水和姚汝华 １９９７）。
细胞计数用流式细胞仪（ＥＰＩＣＳ ＸＬ Ｃｏｕｌｔｅｒ） （陈
慈美等 １９９８）。
测定 β－ 胡萝卜素时，取 ５０ ｍＬ 的藻液用有机
滤膜过滤，冻干，称重，将带有藻的膜放在 １ ５
ｍＬ 带塞试管中，用 ９０％ 丙酮萃取 ２ ４ ｈ，并加入
适量的 ０．１％ ２，６－ 二叔丁基对甲酚（ＢＨＴ），混合液
超声（１００ Ｗ，ＫＱ－１００ＤＢ 型数控超声波清洗器）处
理 １５ ｍｉｎ，振摇 １０ ｍｉｎ，置于冰箱里隔夜后，
多次萃取，直到藻体成白色，合并萃取液，用
紫外分光光度计（ＵＮＩＣＡＭ ＵＶ３００）测定波长为 ４５３
ｎｍ 的 ＯＤ 值。通过标准曲线的换算得出 β－ 胡萝卜
素含量（张凤章 １９９１；刘广发等 １９９５）。β－ 胡萝
卜素对照品系德国 Ｍ Ｅ Ｒ Ｃ Ｋ 公司生化试剂，
Ｃ ４ ０ Ｈ ５ ６ Ｍ＝５３６．８９ ｇ·mｏｌ － １ ，含量＞９７．０％，熔点
１ ７ ６ ￣ １ ８ ２ ℃。乙醚、氯仿、甲醇、丙酮均为分
析纯。

图１ 盐度对巴氏杜氏藻生长和β－胡萝卜素含量的影响

结果与讨论
盐度对杜氏藻和β －胡萝卜素的效应
盐度对 ２ 种杜氏藻的生长和 β－ 胡萝卜素含量
的影响趋势基本上一致（图 １、２）。当 １．５ ｍｏｌ·L－１ ≤
ＮａＣｌ ≤ ２．０ ｍｏｌ·L－ １ 时，有利于杜氏藻的生长；
但２．０ ｍｏｌ·L－１＜ＮａＣｌ≤４．０ ｍｏｌ·L－１后就不利于杜氏
藻的生长，且 细 胞 密 度 与 盐 度 成 负 相 关 （ Ｐ ＜
０．０５）。当 ２．０ ｍｏｌ·L-１ ≤ ＮａＣｌ ≤ ３．５ ｍｏｌ·L－１ ，有
利于细胞β－胡萝卜素的累积，且β－胡萝卜素含量
与盐度成正相关（Ｐ＜０．０５）； 当３．５ ｍｏｌ·L－１＜ＮａＣｌ≤
４．０ ｍｏｌ·L－１ （高盐度）时，不仅细胞生长下降，藻
细胞内 β－ 胡萝卜素含量也下降。盐度的影响趋势
１

图２ 盐度对盐生杜氏藻生长和β－胡萝卜素含量的影响

与已有的报道一致（刘建国等１９９４；Ｂｏｒｏｗｉｔｚｋａ和
Ｂｏｒｏｗｉｔｚｋａ １９９０）。
据图 １ 、２ 可以认为，巴氏杜氏藻和盐生杜
氏藻细胞生长的最适盐度是２．０ ｍｏｌ·L－１ ＮａＣｌ，生
产高含量β－胡萝卜素的最适盐度是３．５ ｍｏｌ·L－１ ＮａＣ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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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光诱导效应
我们做了两方面的实验：
（１）紫外线辐射诱导效应 积累大量β－胡萝卜
素的杜氏藻细胞有很强的抗紫外辐射的能力，根
据这一特性可筛选出高 β － 胡萝卜素含量的诱导
株。我们在生产 β－ 胡萝卜素最适条件下对已经过
紫外线诱导的巴氏杜氏藻诱导株（ＤＢ＋ＵＶ）和没有经
过紫外线诱导的普通株（ＤＢ －ＵＶ） 进行比较。经显
微镜观察，两者均为卵圆形，但颜色差异明显，
诱导株的藻细胞是橙黄色，普通株的是黄绿色，
且诱导株藻细胞的直径比普通株的大 ２ 倍左右。

图３ 杜氏藻诱导株和普通株的细胞密度比较

诱导株的细胞密度低于普通株的（图３），但其
诱导株的 β－ 胡萝卜素总含量、β－ 胡萝卜素产量、
单细胞 β－ 胡萝卜素含量则比普通株高出许多（表
２）。从总体上看，经过紫外线诱导的藻株和普通

株有这样的优势：对环境的适应性较强，单细胞
β－胡萝卜素含量较高，β－胡萝卜素总含量和β－胡
萝卜素产量也较高，这和Ｊａｈｎｋｅ （１９９９）的结果是

表２ 杜氏藻诱导株和普通株的β－胡萝卜素含量比较
不同处理的藻株

β－胡萝卜素总含量／

β－胡萝卜素产量／

单细胞β－胡萝卜素含量／
ｐｇ·个 -１ （细胞）

％ （ＤＷ）

β－胡萝卜素／ 叶绿素ａ

ｍｇ·L－１

（ＯＤ４５３／ＯＤ６６４）

ＤＢ － Ｕ Ｖ

２．２７±0．１５

８．００±0．４２

１９．２９±0．９５

１．６１±0．０８

ＤＢ＋ＵＶ

５．７８±0．２８

３７．４９±1．８７

４５．８６±0．４９

６．８６±0．８６

萝卜素和叶绿素 ａ 的 ＯＤ 比值看，高光照度诱导 β－

一致的。
（２）高光照强度诱导效应 光是杜氏藻养殖生

胡萝卜素形成，破坏叶绿素 ａ 的合成。因为积累

产β－胡萝卜素中最为重要的因子，在β－胡萝卜素

大量β－胡萝卜素的杜氏藻细胞具有很强的抗强光

－１

累积最适盐度（３．５ ｍｏｌ·L ）下考察光照度对杜氏藻

伤害的能力，其 β－ 胡萝卜素红色细胞光饱和点明

β－ 胡萝卜素累积的影响。结果显示在高光照强度

显高于绿色细胞（Ｋａｔｚ 等 １９９４）。

－２

－１

（１ ０８０ µmｏｌ·m ·s ）下，
不管是β－胡萝卜素总含量

３

和β－胡萝卜素产量，还是单细胞β－胡萝卜素含量

从表 ４ 可以看出，二步法培养可提高 β－ 胡萝
卜素产量和总含量，比正常培养的高 ２ 倍以上，
但生物量比正常培养的低一些。其中盐生杜氏藻

都比低光照的体现出一定的优势（表３）。光照强度
大的杜氏藻 β－ 胡萝卜素含量较高。
高光照强度条件下的杜氏藻细胞是橙红色
的，而低光照强度条件下则是绿色的。从 β－ 胡

二步法培养的杜氏藻生产β －胡萝卜素

的 β－ 胡萝卜素产量最高（８．３７％，５３．５７ ｍｇ·L－１）。
其原因可能是二步法培养的第一阶段可保证较高的

表３ 不同光照强度对杜氏藻β－胡萝卜素含量的影响
藻株

光照强度／
µmｏｌ·m－２·s－１

β－胡萝卜素总含量／
％ （ＤＷ）

单细胞β－胡萝卜素含量／
ｐｇ·个-１ （细胞）

β－胡萝卜素产量／
ｍｇ·L－１

β－胡萝卜素／叶绿素ａ
（ＯＤ４５３／ＯＤ６６４）

巴氏杜氏藻

１ ０８０

５．３５±０．３５

３４．４０±２．２１

３７．４４±２．５３

８．４２±０．５５

盐生杜氏藻

５４
１ ０８０
５４

１．７２±０．１１
６．３７±０．４１
１．６８±０．１１

１７．１２±１．２０
４４．７０±２．８３
１３．６２±０．９１

１４．６４±０．９３
４３．８７±２．７２
１０．９２±０．７５

１．６７±０．１２
８．９４±０．５９
１．５９±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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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不同培养条件对杜氏藻生物量和β－胡萝卜素含量的影响
β－ 胡萝卜素总含量 ／％ （ＤＷ）

β－胡萝卜素产量／ｍｇ·L－１

藻株

培养方法

生物量／ｇ·L－１

巴氏杜氏藻

正常培养

０．８５±０．０５

１．８９±０．１２

１６．０８±０．１０

二步法

０．６７±０．０４

５．９８±０．３８

４０．０８±２．５１

正常培养

０．８３±０．０６

１．９７±０．１２

１６．３３±０．９５

二步法

０．６４±０．０４

８．３７±０．５４

５３．５７±３．３１

盐生杜氏藻

生物量，第二阶段则保证高含量的 β－ 胡萝卜素，
从而获得高产量的 β－ 胡萝卜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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