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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板式光生物反应器中光照强度对极大螺旋藻生长
和生理生化的影响
王丽娟，杨宋琪，陈银花，罗光宏*，崔

岩，杨生辉

(河西学院，甘肃省微藻技术创新中心，甘肃省河西走廊特色资源利用重点实验室，张掖 734000)
摘 要：以极大螺旋藻(Spirulina maxima)为材料，采用平板式光生物反应器在不同光照强度下(278、327、373、
420 和 463 μmol·m-2·s-1)对其进行培养。通过测定藻生物量、生长速率、叶绿素 a、类胡萝卜素、藻蓝素、可溶性蛋
白和可溶性糖的含量探讨光照强度对极大螺旋藻生长和生理生化特征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光照强度为 373
μmol·m-2·s-1 时螺旋藻生长最快，生长速率为 0.203，培养 10 d 后生物量达 0.298 g·L-1，是初始生物量的 6.2 倍。极
端光强 463 μmol·m-2·s-1 时藻细胞出现死亡。单位质量藻体中叶绿素 a、胞内多糖和胞外多糖积累最大值的光强与生
长最佳光强相同，即在 373 μmol·m-2·s-1 时产量均最高。类胡萝卜素在高光强 420 μmol·m-2·s-1 时产量最高，而藻蓝
素和可溶性蛋白在较低光强 278 μmol·m-2·s-1 时含量显著高于其他各处理组。该研究结果可为平板式光生物反应器
在螺旋藻规模化培养中的推广提供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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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light intensity on the growth, physiological and biochemistry parameters
of Spirulina maxima in a flat plate photobiore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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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nsu Tech-Innovation Center of Microalgae, Key Laboratory of Hexi Corridor Resources Utilization of Gansu, Hexi University, Zhangye 734000)

Abstract: In this study, the effect of light intensity on the biomass and high valued additives of Spirulina
maxima was explored, which was cultured in the light intensity of 278-463 μmol·m-2·s-1 for 10 days in a flat plate
photobioreactor. The effects were investigated by determining its biomass, growth rate as well as the contents of
chlorophyll a, carotenoid, phycocyanin, soluble protein and soluble sugar.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growth rate was
the maximum when the light intensity was 373 μmol·m-2·s-1. The relative growth rate was 0.203 g·L-1, and the
biomass reached to 0.298 g·L-1 after cultured 10 days, 6.2 times of the inital biomass. When the light intensity was
extremely high, of 463 μmol·m-2·s-1, the chlorophyll was oxidized and photolyzed, causing the algae becoming
yellow even death. The trends of chlorophyll a, intracellular and extracellular polysaccharide contents wer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growth rate, and the maximum values were presented at 373 μmol·m-2·s-1. The carotenoid content was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light intensity, reaching the highest at 420 μmol·m-2·s-1, while the phycocyanin and soluble protein were easy to accumulate at lower light intensity of 278 μmol·m-2·s-1. This research
might provide some theory bases for scale cultivation of S. maxima using the flat plate photobioreactor.
Key words: Spirulina maxima; light intensity; physiological and biochemistry parameters; photobioreactor
螺旋藻(Spirulina sp.)是一种低等水生植物，属
于蓝藻门(Cyanophyta)颤藻科(Oscillatoriaceae)螺旋

藻属(Spirulina)，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一些高附加值
产物，如螺旋藻多糖、β-胡萝卜素和藻蓝蛋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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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具有抗氧化、降血糖、降血脂和保护肝脏等多
种生物活性[1-3]，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目前螺旋藻
已从保健食品扩大到食品添加剂、医药、饲料和化
妆品等领域。随着应用领域的逐渐扩大，探索针对
螺旋藻生物质和不同高附加值产物的适宜培养条件
仍是工业化生产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光生物反应
器可以通过优化藻类扩大培养的环境参数获得最佳
培养条件，采用光生物反应器来培养微藻愈来愈成
为国内外研究的热点[4-5]。平板式光生物反应器相对
于其他反应器具有结构简单、动力消耗小、容易在
室内规模培养等优点，广泛用于微藻的培养[6]。但
目前采用该类型光生物反应器培养螺旋藻的研究主
要集中在不同培养条件对其生物量的影响[7-9]，对于
其他生理生化指标的影响还鲜见相关报道。
光照强度是影响螺旋藻生长的主要环境因素，
为此，本研究采用平板式光生物反应器，系统地比
较不同光照强度对螺旋藻生长和生理生化指标的影
响，探索螺旋藻生物量和其他高附加值产物积累最
大化的生产参数，为该反应器在螺旋藻规模化培养
提供理论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藻种和培养基
极大螺旋藻(Spirulina maxima)由甘肃省微藻技
术创新中心提供。采用改进的 Zarrouk 培养基培养。
配方中含 NaHCO3 10 g·L-1、NaCl 1 g·L-1、NaNO3 1
g·L-1、KCl 0.5 g·L-1、KH2PO4 0.4 g·L-1、MgSO4·7H2O
0.1 g·L-1 、CO(NH2) 0.05 g·L-1 、FeSO4·7H2O 0.01
g·L-1、Na2EDTA 0.08 g·L-1。
1.2 光生物反应器与培养条件
GBRP-220 型微藻自控光生物反应器来自烟台
高新区海洋生物工程研究所。在 220 L 反应器中加
入 100 L 的培养基。将对数生长期的螺旋藻过滤得
到藻泥，将藻泥直接接种至光生物反应器中。藻细
胞初始接种浓度 OD560 为 0.20±0.02，生物量为
（0.048 0±0.001 4）
g·L-1，培养温度 25℃，
pH 值 10.0，
-1
通入空气量 8 L·min 。分别在不同光照强度(278、
327、373、420 和 463 μmol·m-2·s-1)下进行培养，光
周期为 12L:12D。连续培养 10 d。每天测定螺旋藻
的生长、生物量、叶绿素 a、藻蓝素、类胡萝卜素、
蛋白质和多糖的含量。
1.3 生长速率和生物量的测定
生长速率的测定：测定波长 560 nm 处藻液的吸
光值，比生长速率 μ=(ln OD2－ln OD1)/(T2－T1)，其
中 OD1 是第 1 次取样时(T1=1)的吸光值，OD2 是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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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取样时(T2=10)的吸光值。
生物量的测定：取一定体积藻液，用混合纤维
滤膜(0.45 μm)真空抽滤，于 105℃烘箱中烘至恒重。
用 单 位 体 积 藻 体 的 干 重 (DW) 表 示 ：
DW(g·L-1)=(W2-W1)/V。W1 为混合纤维滤膜烘至恒重
后的质量；W2 为滤膜和藻样烘至恒重后的总质量；
V 为藻液体积。
1.4 叶绿素 a 和类胡萝卜素的测定
参照文献[10]并稍作改进，取 20 mL 藻液，离
心去除上清液，加入 5 mL 80%丙酮溶液，低温超声
20 min，于 4℃放置 24 h，离心后测定上清液在波
长 663 nm、646 nm 和 470 nm 处的吸光值。按式(1)、
(2)和(3)计算叶绿素 a 和类胡萝卜素含量：
-1
Ca(mg·L )=12.21OD663—2.81OD646
（1）
-1
Cb(mg·L )=20.13OD646—5.03OD663
（2）
-1
Cx(mg·L )=（1 000OD470—3.27Ca—104Cb）/229 （3）
其中 Ca、Cb 和 Cx·c 分别代表叶绿素 a、b 和类
胡萝卜素的浓度。
1.5 藻蓝素的测定
参照文献[11]并稍作改进。取 20 mL 藻液，离
心 去 除 上 清 液 ， 加 入 5 mL 磷 酸 盐 缓 冲 液 (0.1
mol·L-1，pH 7.0)，混匀后低温超声 20 min，并于－
80℃冻融循环 3 次，离心后测定上清液在 620 nm 和
652 nm 处的吸光度。藻蓝素含量计算如式(3)：
PC(g·L-1)=0.187OD620—0.089OD652
（4）
1.6 可溶性糖和可溶性蛋白的测定
取 20 mL 藻液离心，上清液测定胞外多糖。藻
泥加入 5 mL PBS 缓冲液(pH 7.8)，混匀后低温超声
20 min，并于－80℃冻融循环 3 次，离心后上清液
用于测定胞内多糖和可溶性蛋白[12]。可溶性糖的测
定采用硫酸蒽酮法，可溶性蛋白的测定采用考马斯
亮蓝法。
1.7 数据处理
每组实验设置 3 个平行，数据处理与计算使用
Excel 2010 软件，在 SPSS 20.0 统计分析软件中采用
Duncan 法进行各组间显著性差异分析，P＜0.05 表
示有显著性差异。并用 Origin 9.1 进行制图。

2

结果与分析

2.1 光照强度对螺旋藻生长的影响
螺旋藻在不同光照强度下的比生长速率和生物
量变化如图 1 和图 2 所示。由图 1 可知，光照强度
从 278 μmol·m-2·s-1 增加到 463 μmol·m-2·s-1，螺旋藻
的生长速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在光照强度
为 373 μmol·m-2·s-1 时生长最快，比生长速率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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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3，生物量从开始的 0.048 g·L-1 积累到第 10 天
的 0.298 g·L-1，显著高于其他各组(P＜0.05)，表明
373 μmol·m-2·s-1 的光强是螺旋藻生长的最佳条件。
并且在培养的前 3 d，其他各组均无明显生长，第 4
天开始除极端光强 463 μmol·m-2·s-1 组螺旋藻出现下
降趋势外，其他各组均进入对数生长期。可见光照
强度对螺旋藻的生长影响较大。

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下同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mean significant difference(P＜
0.05), and the same below
图 1 不同光照强度对螺旋藻比生长速率的影响
Figure 1 Effects of different light intensities on the specific
growth rate of S. maxima

Figure 2

图 2 不同光照强度对螺旋藻生长的影响
Effects of different light intensities on the growth of
S. maxima

2.2 光照强度对螺旋藻叶绿素 a 和类胡萝卜素含量
的影响
随着培养时间的延长，除极端光强组外其他各
处理组藻细胞内叶绿素 a 和类胡萝卜素的积累量均
逐渐升高(图 3 和图 4)。并且在光照强度为 278~373
μmol·m-2·s-1 时，叶绿素 a 的产量随着光照强度的升
高而显著增加，光照强度大于 373 μmol·m-2·s-1 时，
产量开始显著下降。在培养的前 3 d，除最佳光强
373 μmol·m-2·s-1 组叶绿素 a 含量有所上升外，其他
各组含量变化不大，第 4 天开始极端光强组出现下
降，各处理组的叶绿素 a 含量顺序依次是 373>327>
420>278>463 μmol·m-2·s-1，这与螺旋藻生长变化趋
势 一 致 。 而 类 胡 萝 卜 素 在 光 照 强 度 小 于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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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mol·m-2·s-1 时，随着光强的升高产量一直显著增
加，当光照强度大于 420 μmol·m-2·s-1 时，产量开始
显著下降。培养的前 4 d，各处理组的类胡萝卜含量
顺序依次是 420>373>463>327> 278 μmol·m-2·s-1。
表明随光照强度的升高积累的叶绿素 a 和类胡萝卜
素逐渐增多，并且在一定范围内，高光强组有利于
类胡萝卜素的积累。但当光照强度大于一定值时，
叶绿素 a 和类胡萝卜素含量均出现显著下降趋势。

图 3 不同光照强度对螺旋藻叶绿素 a 含量的影响
Figure 3 Effects of different light intensities on the chl a content in S. maxima

图 4 不同光照强度对螺旋藻类胡萝卜素含量的影响
Figure 4 Effects of different light intensities on the carotenoid
content in S.maxima

图 5 不同光照强度对螺旋藻藻蓝素含量的影响
Figure 5 Effects of different light intensities on the phycocyanobilin content in S.maxima

2.3 光照强度对螺旋藻藻蓝素含量的影响
螺旋藻在不同光照强度下的藻蓝素变化如图 5
所示。由图 5 可知，随着光照强度的增加，藻蓝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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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积 累 呈 显 著 下 降 趋 势 。 光 照 强 度 为 278
μmol·m-2·s-1 时藻蓝素积累量最高，达单位质量藻体
的 0.094 g·g-1。而且在低光强 278 和 327 μmol·m-2·s-1
时，藻蓝素的积累量显著高于其他高光强组。表明
低光照强度更有利于藻蓝素的积累。并且除极端光
强组外，其他各处理组培养第 5 天时藻蓝素含量达
到最高，然后呈显著下降趋势。

图 6 不同光照强度对螺旋藻可溶性蛋白含量的影响
Figure 6 Effects of different light intensities on the soluble
protein content in S.maxima

A. 胞内多糖；B. 胞外多糖
A. Intracellular polysaccharide; B. Extracellular polysaccharide
图 7 不同光照强度对螺旋藻可溶性糖含量的影响
Figure 7 Effects of different light intensities on the soluble
sugar contents in S.maxima

2.4 光照强度对螺旋藻可溶性蛋白含量的影响
由图 6 可以看出，可溶性蛋白的含量随光照强
度的升高而下降，低光强 278 μmol·m-2·s-1 组可溶性
蛋白含量最高，达到单位质量藻体的 45.91 mg·g-1，
显著高于其他各处理组。并且除极端光强组外，其
余各处理组之间无显著差异。而随着培养时间的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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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可溶性蛋白含量在第 4 天时达到最大，随之开
始显著下降。第 10 天时低光强组含量下降了 53%。
而在极端光强组第 3 天时开始下降，最后达到最低。
2.5 光照强度对螺旋藻可溶性糖含量的影响
不同光照强度下螺旋藻胞内多糖和胞外多糖含量变
化（图 7）结果显示，当光强小于 373 μmol·m-2·s-1 时，
胞内和胞外多糖含量随光强的升高而显著增加；当
光强大于 373 μmol·m-2·s-1 时，胞内多糖含量下降不
显著，胞外多糖含量开始显著下降。表明光照强度
373 μmol·m-2·s-1 胞内多糖和胞外多糖的含量最高。
不同的是，胞内多糖在各处理组的含量大小依次是
373>327>278>420>463 μmol·m-2·s-1，而胞外多糖在
各处理组的含量大小依次 373>420>327> 278>463
μmol·m-2·s-1 ，表明高光强时更利于胞外多糖的积
累。并且随着培养时间的延长，胞内和胞外多糖在
各处理组中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

3

讨论与结论

光是影响螺旋藻生长的最重要因子之一。本研
究中，螺旋藻在光照强度小于 373 μmol·m-2·s-1 时生
长速率随着光强的增加而增大，373 μmol·m-2·s-1 时
达到最高，可能是 373 μmol·m-2·s-1 已经达到了螺旋
藻生长的光饱和点。 Zarrouk[13]在 1966 年测得极大
螺 旋 藻 的 光 饱 和 区 间 为 462~555 μmol·m-2·s-1 ，
Vonshak [14]在螺旋藻生理、细胞和生物技术一书中
提 到 螺 旋 藻 生 长 的 最 适 光 照 为 150~200
μmol·m-2·s-1，本试验结果则显示极大螺旋藻光饱和
点处于二者中间。光补偿点、光饱和点和光抑制点
均受到培养环境因子的影响，尤其是光照强度、温
度和时间，因此不宜简单比较。试验中发现在极端
光强 463 μmol·m-2·s-1 时，培养 3 d 后藻体突然变黄
而死亡，这可能是由于光照强度达到了光抑制点，
叶绿素被氧化光解，藻体变黄，从而导致光合速率
下降，生长速率降低。因此为了充分利用日光能又
避免藻体死亡，夏季时可以提高接种密度，使藻细
胞能够相互遮阴而减弱光照强度[15]。
叶绿素含量的变化反映了藻细胞生理特征的变
化。本试验中叶绿素 a 含量大小与螺旋藻生长率趋
势基本一致。类胡萝卜素的含量随着光强的升高而
增加，这是由于在高光强下，藻细胞内产生较多的
的活性氧自由基[16]，而类胡萝卜素是一种内源性抗
氧化剂[17]，可以淬灭多余的氧自由基，防止脂膜发
生过度氧化，这也是藻体的自我保护；当光照强度
达到极端时，类胡萝卜素含量依然较高，可能是因
为藻细胞死亡变黄而产生的色素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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藻蓝素在低光强下更利于积累，和螺旋藻的色
素组成以及光能利用率有关[18-19]。螺旋藻虽然没有
叶绿体但具有叶绿素 a、藻蓝素、别藻蓝素和藻红
素，光合作用是在他们的共同作用下完成的。光能
吸收传输路线是：光照→藻红素→藻蓝素→叶绿素
a。前三者传递光能，而叶绿素 a 作为光合作用反应
中心将光能转化为电能[20]。在光照强度较低时，螺
旋藻为了适应环境，刺激藻蓝素的产生，通过补偿
性的增加光合色素来增强光吸收能力，从而弥补光
照不足引起的光能利用率低和生长缓慢等问题，维
持了光能转换的分布平衡[21-22]，保证了光合作用的
正常进行。当光照强度升高时，藻蓝素含量下降可
能是因为光合速率过于旺盛，导致氮素缺乏而引起
光合色素的减少[23]。同时在培养后期藻蓝素在各处
理组中均出现下降趋势，可能是由于培养后期营养
盐的消耗使氮素缺乏，藻细胞对氮素饥饿反应使自
身含氮大分子降解，从而引起藻蓝素减少[24]。当然，
黑光和弱光条件时，藻细胞的低生长速率也不利于
其合成[21]。
植物体内的可溶性蛋白大多是参与各种代谢的
酶类。本研究发现螺旋藻可溶性蛋白随光照强度的增
加呈下降趋势，这与石莼、鼠尾藻、海黍子一致[25-27]。
可能是因为低光强下藻类生长受到抑制，体内酶水
平补偿性的增加，从而提高藻体对光能的有效利用
率。培养后期最低光强 278 μmol·m-2·s-1 组可溶性蛋
白出现明显下降，可能是环境胁迫超过了耐受极限，
细胞受损，蛋白水解，可溶性蛋白含量开始下降[28]。
螺旋藻在极端光强组受胁迫最为严重，可溶性蛋白
含量最低。
胞内多糖积累的最佳条件和生长最适条件相
同，这与文献报道一致[29]。胞外多糖在光照强度为
278~373 μmol·m-2·s-1 时，随光强的升高其含量增加，
是由于光合速率过于旺盛而导致氮素缺乏，从而使
自身含氮大分子降解引起碳水化合物如多糖和脂类
的积累。这同时与本文中藻蓝蛋白的结果相互补。
各处理组在培养后期胞内和胞外多糖的含量下降可
能和培养基中营养盐的消耗有关。氮是影响蓝藻胞
外多糖合成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且不论氮浓度还是
氮形态都对蓝藻胞外多糖的分泌有重要影响[30-32]。
因此在培养后期，可能由于培养基中营养盐的消耗
而导致胞内和胞外多糖的合成受阻。
以极大螺旋藻为试验材料，采用平板式光生物
反应器培养，发现光照强度为 373 μmol·m-2·s-1 时有
利 于 其 生 物 量 和 可 溶 性 糖 积 累 ， 高 光 照 420
μmol·m-2·s-1 有利于其类胡萝卜素积累，低光照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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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mol·m-2·s-1 有利于藻蓝素或可溶性蛋白积累。同
时，在大规模培养时后期添加适量的营养盐有助于
提高相关指标的产量。此培养工艺可为极大螺旋藻
在平板式光生物反应器中扩大规模培养提供理论依
据和技术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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