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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表油菜素内酯对三角褐指藻生长及有机质积累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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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三角褐指藻为原料, 探究了不同浓度2,4-表油菜素内酯(2,4-epibrassinolide, EBR)对该藻生长及对多糖、蛋白

质、总脂、岩藻黄素等有机质积累的影响。结果表明, EBR对三角褐指藻生长和有机质含量表现为低浓度促进、高浓度

抑制。当外源EBR浓度为0~0.2 mg·L-1
时, 随着EBR浓度的升高, 三角褐指藻的生物量、有机质含量及产量均呈先增加后下

降的趋势。生物量、多糖、蛋白质、岩藻黄素含量在EBR浓度为0.05 mg·L-1
达到最大值, 分别是1.36 g·L-1

、3.85%、

17.45%、0.065%。总脂含量在EBR浓度为0.1 mg·L-1
时达到最大值33.33%, 是对照组的2.15倍, 且总脂单位体积产量极显著

的高于其他组(P<0.01), 藻油产量高达52.69 mg·L-1·d-1
。表明适宜浓度的EBR可以促进三角褐指藻生长和有机质的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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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2,4-Epibrassinolide on Phaeodactylum tricornutum Growth and Or-
ganics Accu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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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ffects of 2,4-epibrassinolide (EBR) on the growth and accumulation of organics in Phaeodactylum 
tricornutum were investigated. The results showed low concentration of EBR promoted the growth and content 
of organic while high concentration inhibited it. When the concentration of exogenous EBR varied from 0 
mg·L-1 to 0.2 mg·L-1, the biomass, organic matter content and productivity were increased firstly and then de-
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concentration. When the concentration of EBR was 0.05 mg·L-1, the content of bio-
mass, polysaccharide, protein and fucoxanthin got the maximum, respectively were 1.36 g·L-1, 3.85%, 17.45% 
and 0.065%. The maximum total lipid content was 33.33% with 0.1 mg·L-1 EBR, which was 2.15 times as 
much as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hightest volumetric productivity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with the algal 
oil productivity was 52.69 mg·L-1·d-1. It indicated that the suitable concentration of EBR could promote the 
growth of P. tricornutum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organ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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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褐指藻(Phaeodactylum tricornutum)为真

核单细胞海洋硅藻(蔡卓平等2013), 生长速度快, 
适应范围广(王溢等2012), 富含丰富的蛋白质、脂

肪、多糖、岩藻黄素等生物活性物质, 可被制成

药品、保健品、饲料等, 在医药、食品、水产养

殖等领域具有重要开发应用价值。比如具有抗

癌、抗心血管疾病、抗肥胖等作用的岩藻黄素, 
5%粗品每公斤售价可高达450美元。如何提高三

角褐指藻的生长水平和有机质的积累, 成为制约

三角褐指藻深加工的一个重要因素。

油菜素内酯(brassinoslide, BR)又称芸薹素内

酯, 是一类多羟基甾醇类物质(Grove等1979), 广泛

存在于植物的根、茎、叶、花粉和种子等器官中, 
对植物的生长发育有重要的影响(Bajguz和Tretyn 

2003), 被称为“第六大植物激素” (Bajguz 2000)。
纳摩尔浓度的BR就能够影响植物的生长发育, 包
括细胞的分裂和伸长、细胞膜超级化、核酸和蛋

白质的合成、光合作用及内源激素(如乙烯)的合

成(Bajguz和Czerpak 1996; Bajguz 2000; Choudhary
等2012)。目前已经分离或合成了超过70种油菜素

内酯化合物(Bajguz 2009), 其中2,4-表油菜素内酯

(2,4-epibrassinolide, EBR)是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

(Ozdemir等2004)。目前国内外对于EBR的研究多

集中在番茄、甘薯、黄瓜等农作物上, 对单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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藻类研究较少 ,  仅有小球藻(Bajguz和Czerpak 
1996b)、盐藻(袁琳和赵毓橘1999)、亚心形扁藻

及球等鞭金藻(侯和胜和陈敏资1997)等被报道过, 
EBR对三角褐指藻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等方面的

影响鲜有研究。

本实验研究了不同浓度EBR对三角褐指藻生

长及对多糖、蛋白质、总脂、岩藻黄素等有机质

积累的影响, 拟找出促进三角褐指藻生长和有机

质积累的最适浓度, 缩短生长周期, 改善藻细胞品

质, 为其大规模培养及精深加工提供理论依据。

材料与方法

1  三角褐指藻的培养

三角褐指藻(Phaeodactylum tricornutum)由宁

波大学海洋生物工程重点实验室藻种室提供。天

然海水经沉淀和脱脂棉过滤后, 高温灭菌。待冷

却至室温后, 按1:1 000的比例加入宁波大学3#母
液(表1), 摇晃均匀后备用。以1:10的比例接入对数

期生长的藻种, 并置于光照培养箱中培养。培养

温度为20 ℃, 光照强度为90 μmol·m-2·s-1, 光照周期

为12 h/12 h (光/暗), 每天充分摇瓶3次, 并随机交换

位置以减少光照差异, 共培养10 d。

OD680为X轴, 三角褐指藻细胞密度为Y轴, 绘制光

密度 -细胞密度标准曲线 ,  得到回归方程为

y=18.063x+0.0047, 直线方程的相关系数是0.9964, 
说明OD680可以表征细胞密度。

培养过程中每天定时从不同质量浓度EBR处
理的培养液中取3 mL藻液, 测定OD680值, 并根据上

述光密度-细胞密度回归方程, 计算各样品中三角

褐指藻的细胞密度, 绘出三角褐指藻生长曲线。

比生长速率计算公式为μ=(lnNt–lnN0)/T, N0是

接种后初始的细胞数, Nt是经过t天后达到对数生

长期时的细胞数。

4  生物量的测定

取稳定期的藻液40、80、120、160、200 
mL, 分别加入160、120、80、40、0 mL海水培养

液, 测定其OD680的值。然后将这5组样品5 000 
r·min-1离心10 min, 收集藻泥, 冷冻干燥48 h, 称重, 
每个样品设3个平行组。以OD680为X轴, 生物量

(g·L-1)为Y轴, 绘制OD680-生物量标准曲线, 其线性

关系为y=1.5961x+0.031, 相关系数为0.9955。根据

不同浓度EBR处理下样品的吸光值, 通过该标准曲

线, 计算稳定期时三角褐指藻细胞的生物量。

5  有机质含量的测定

5.1  多糖含量的测定

取一定体积的藻液 ,  测定OD 680后 ,  5  000 
r·min-1离心10 min, 用去离子水洗涤2次后收集沉

淀, 加入少量蒸馏水, 反复冻融3次破壁, 离心得上

清液, 藻渣重复洗涤2次, 合并上清液。采用蒽酮

法测定多糖含量, 每组设3个平行。

5.2  蛋白质含量的测定

取一定体积的藻液 ,  测定其OD 680的值后 ,  
5 000 r·min-1离心10 min, 用去离子水洗涤2次后收

集藻泥, 加入适量蒸馏水, 反复冻融3次破壁, 5 000 
r·min-1离心10 min得上清液, 藻渣重复洗涤2次, 合
并上清液。采用考马斯亮蓝法测定蛋白质含量, 
每组设3个平行。

5.3  总脂含量的测定

取一定体积的藻液, 5 000 r·min-1离心10 min, 
用去离子水洗涤2次后收集藻泥, 冷冻干燥48 h后
称重。采用Bligh-Dyer法(Bligh和Dyer 1959)抽提

总脂, 每组设3个平行。

总脂含量=(藻油质量/藻粉干重)×100%

表1  宁波大学3#母液配方

Table 1  Composition of culture fluid

营养盐成分 质量浓度/g·L-1

KNO3 100
KH2PO4 10
FeSO4·7H2O 2.5
MnSO4 0.25
EDTA-Na2 10
VB1 6×10-3

VB12 5×10-5

2  EBR浓度设置

设置5个水平的EBR质量浓度 ,  分别为0、
0.05、0.1、0.15和0.2 mg·L-1, 每个浓度梯度设3个
平行。

3  三角褐指藻生长曲线及比生长速率测定

取5 mL对数生长期的三角褐指藻藻液, 倍比

稀释, 采用分光光度法测定各组稀释液的光吸收

值OD680, 同时用血球计数法计算各组样品中三角

褐指藻的细胞密度。根据测定结果以光吸收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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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岩藻黄素含量的测定

取一定体积的藻液, 5 000 r·min-1离心10 min, 
用去离子水洗涤2次后收集藻泥, 冷冻干燥后研磨

得到藻粉。采用有机溶剂法提取岩藻黄素, 向藻粉

中加入无水乙醇, 使其料液比为1:40 (g·mL-1), 在60 
℃的条件下避光静置, 浸提2次, 每次1 h。5 000 
r·min-1离心10 min, 得到上清液, 稀释后测定样品在

445 nm处的吸光值, 按如下公式计算岩藻黄素含量

(惠伯棣2005): 岩藻黄素含量(mg·g-1)=1 000A445NV/
(A1%

1cmM×100); 式中, A445为岩藻黄素最大吸收峰

值; N为稀释倍数; V为粗提液总体积(mL); A1%
1cm为

在1 cm光程长的比色皿中1 g·L-1岩藻黄素的理论

吸收值, 即1 600; M为样品质量g。

实验结果

1  EBR对三角褐指藻生长及生物量的影响

不同质量浓度EBR诱导培养后, 三角褐指藻

细胞生长结果见图1。由图1可见, 三角褐指藻在

密度均在稳定期时达到最大值, 最高细胞密度出

现在0.05 mg·L-1处理7 d后, 为7.374×106个·mL-1, 是
对照组(0 mg·L-1)培养下的1.16倍, 0.1 mg·L-1培养

的1.19倍, 0.15 mg·L-1培养的1.28倍, 0.2 mg·L-1培养

的1.68倍。

由图2可以看出, 当EBR浓度小于0.05 mg·L-1

时, 三角褐指藻的生物量和比生长速与浓度成正相

关, 处理浓度大于0.05 mg·L-1时, 与EBR浓度呈负相

关。经SPSS 19.0单因素方差分析, EBR浓度对三角

褐指藻生物量有极显著影响(P<0.01)。0.05 mg·L-1

培养条件下的生物量最高, 达1.54 g·L-1, 是对照组

的1.29倍, 0.1 mg·L-1培养下的1.18倍, 0.15 mg·L-1培

养下的1.27倍, 0.2 mg·L-1培养下的1.64倍。比生长

速率也在0.05 mg·L-1条件下达到最大, 是对照组的

1.04倍, 其他各组比生长速率均小于对照组。

0~0.2 mg·L-1的EBR浓度范围内均可生长, 在1~6 d
内整体均生长比较快, 处于对数生长期; 7~8 d内藻

细胞密度变化不大, 处于稳定期; 第8天之后, 藻细

胞密度逐渐降低, 处于衰亡期。从各曲线可以看

出, 在整个培养周期内, 0.05 mg·L-1的EBR处理后, 
细胞密度均高于对照组 ,  即此浓度促进细胞生

长。0.1 mg·L-1浓度处理后三角褐指藻的生长状况

和对照组相比差异不大 ,  略低于对照组。0.15 
mg·L-1和0.2 mg·L-1处理条件下, 细胞密度明显低于

对照组, 且0.2 mg·L-1浓度影响作用最大, 即此浓度

的EBR抑制三角褐指藻细胞生长, 浓度越高, 抑制

作用越明显。各组实验条件下, 三角褐指藻细胞

2  EBR对三角褐指藻多糖、蛋白质、总脂、岩藻

黄素含量的影响

对图3数据经SPSS 19.0单因素方差分析可知, 
E B R对多糖、蛋白质、总脂均有极显著影响

(P<0.01)。随EBR浓度的增加, 三角褐指藻多糖含

量呈先增加后下降的趋势, 在0.05 mg·L-1时达到最

大值, 为3.84%, 是对照组(2.98%)的1.29倍。之后

随浓度变大, 促进作用越来越弱, 0.2 mg·L-1时表现

为抑制作用, 多糖含量仅为2.86%。EBR对三角褐

指藻蛋白质含量的促进作用不明显, 浓度为0.05 
mg·L-1时 ,  蛋白质含量达17.46%, 仅为对照组

(16.83%)的1.04倍。当EBR浓度超过0.05 mg·L-1时, 
抑制作用非常明显, 浓度增大到0.2 mg·L-1时, 蛋白

质含量比对照组下降了49.2%。EBR对总脂的含

图1  EBR对三角褐指藻生长的影响

Fig.1  Effect of EBR on the growth of P. tricornutum

图2  EBR对三角褐指藻生物量及比生长速率的影响

Fig.2  Effect of EBR on the biomass and specific growth rate 
of P. tricornutum

**表示差异极显著(P<0.01)。下图同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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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影响也呈现先增加后下降的趋势, 且差异非常

显著, 在0.1 mg·L-1时到达最大值33.32%, 为对照组

(15.48%)的2.15倍。在0.05 mg·L-1和0.15 mg·L-1时

总脂含量虽然低于最大值, 但仍然起到促进作用, 
0.2 mg·L-1时表现为抑制作用, 仅为11.75%, 比对照

组下降了24.10%。如图3所示, EBR对岩藻黄素含

量有极显著影响(P<0.01), 表现为低浓度促进、高

浓度抑制。浓度为0.05 mg·L-1时, 含量达到最大值

(0.065%), 为对照组(0.053%)的1.23倍。随EBR浓
度增加, 促进作用逐渐减弱, 当达到0.2 mg·L-1时表

现为抑制作用, 比对照组下降了3.77%。

3  EBR对三角褐指藻多糖、蛋白质、总脂及岩藻

黄素产量的影响 
EBR对三角褐指藻多糖、蛋白质、总脂、岩

藻黄素产量的影响如图4所示, 与各有机物含量积

累趋势相同。多糖产量的最高值出现在0 . 0 5 
mg·L-1的处理组中, 达4.00 mg·L-1·d-1, 是未添加

EBR的对照组的1.22倍。EBR浓度为0.2 mg·L-1时, 
其对多糖产量的影响与对照组相比差异不显著(P> 
0.05)。EBR浓度对蛋白质产量有极显著影响(P< 

0.01), 随EBR浓度增加呈先增加后下降的趋势, 0.05 
mg·L-1时达到最大值, 当浓度超过0.05 mg·L-1时, 蛋
白质产量均低于对照组。总脂的产量随EBR浓度

增加变化非常明显, 在0.1 mg·L-1时达到最大值, 为
52.69 mg·L-1·d-1, 对照组仅为24.44 mg·L-1·d-1。浓度

大于0.2 mg·L-1时, 表现为抑制作用, 总脂产量比对

照组下降了23.36%。在0.05 mg·L-1浓度的EBR培

养条件下, 岩藻黄素产量达到最高0.029 mg·L-1·d-1, 
为对照组的1.38倍, 之后随着EBR浓度的增加, 促
进作用逐渐减弱, 当达到0.2 mg·L-1时, 岩藻黄素产

量比对照组降低了2.37%。

讨　　论

作为绿色环保型植物生长调节剂, 油菜素内

酯是公认的活性最高的高效、广谱、无毒的植物

生长激素, 它最突出的生理作用就是促进植物细

胞的伸长与分裂(张琳2011), 然而其作用机制目前

还未完全揭示。一些学者认为BR在植物体内单一

或协同其他激素对细胞分裂等过程起作用(Adam和

Marquardt 1986; Mandava 1988), 它通过激活CycD3
转录因子来调节细胞分裂素的水平, 进而控制细

胞分裂(Gaudinova等1995; Hu等2000)。袁琳和赵

毓橘(1999)认为EBR对盐藻细胞分裂的促进作用

可能是通过增加Ca2+通道的开放, 从而以较高的细

胞质Ca2+浓度经过钙调素的调控作用或Ca2+对其它

生理过程的调节作用而达到的。而鲁旭东和刘华

英(2005)认为油菜素内酯是促使细胞壁松弛、增

加细胞渗透吸水以及调节微管分布的方向等方面

来诱导细胞分裂和伸长。有研究证明, 用10-12~10-8 
mol·L-1的BR处理小球藻36 h后, 细胞数目明显增

多, 并且随着处理浓度的增加而增加, 最高可以达

到对照组的3.37倍(Bajguz 2000), 其中EBR的作用

效果非常显著。侯和胜和陈敏资(1997)用BR处理

亚心形扁藻和球等鞭金藻 ,  结果证明在0~0.05 
mg·L-1浓度下即可促进这两种单细胞藻的增值, 使
其生长延缓期缩短, 迅速进入指数生长期, 且可使

细胞保持较长时间的旺盛生长。在对盐藻的研究

中也证明, 很低浓度(0.005 mg·L-1)的EBR对盐藻细

胞的分裂就具有促进作用, 并且在0.5 mg·L-1时其

促进作用最为显著, 超过0.5 mg·L-1后, 促进作用逐

渐减弱(袁琳和赵毓橘1999)。本实验也得到了相

图3  EBR对三角褐指藻有机物含量的影响

Fig.3  Effects of EBR on organic matter contents of P. tricornutum

图4  EBR对三角褐指藻有机物产量的影响

Fig.4  Effects of EBR on organic matter productivity  
of P. tricornut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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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结果, 这表明EBR可以显著影响三角褐指藻生长

和生物量积累。

植物细胞中可溶性总糖可以作为一种渗透调

节物质, 淀粉是植物主要的能量贮存物质, 蔗糖是

植物碳水化合物运输的主要形式, 其含量受蔗糖

合成酶、蔗糖磷酸合成酶、酸性转化酶调节。

EBR能调节番茄叶片中相关酶在mRNA水平上的

表达(李天来等2008), 来维持蔗糖的合成与分解平

衡, 减少其在叶片中的积累, 使其更多地向相邻果

实运输, 从而提高果实产量与品质(李宁等2014), 
通过C14标记, 也证实了BR可以加强蔗糖的运输

(Vardhini和Rao 1998)。Mekhalfi等(2012)在对硅藻

的研究中发现EBR可以通过刺激卡尔文循环的关

键酶——3-磷酸甘油醛脱氢酶的活性, 从而加速卡

尔文循环, 提高光合作用。用6种油菜素内酯和3
种细胞分裂素、4种生长素互相作用于小球藻, 发
现无论哪种组合都可以显著增加小球藻细胞中多

糖的含量, 且均比单一激素处理时要高(Bajguz和
Niczyporuk 2013, 2014), 这可能是因为BR可以和

其他植物激素协同作用, 共同调节植物的生长代

谢(Sasse 2003)。胡伟等(2014)对浒苔的研究结果

也证实, EBR可以促进浒苔细胞中多糖含量的积

累, 表现为低浓度促进、高浓度抑制。本实验结

果也表明在低浓度范围内(0~0.05 mg·L-1)内, EBR
可以增加三角褐指藻细胞中多糖的含量, 超过0.05 
mg·L-1时, 抑制作用非常显著(P<0.01)。

细胞中可溶性蛋白质是植物代谢的主要调控

和促进物质, 其含量变化反映了植物的合成和代

谢能力(孙克香等2015)。可溶性蛋白含量的提高

可以增加细胞的渗透势和功能蛋白(如热激蛋白)
的数量, 有助于维持细胞正常的代谢, 提高植物的

抗逆性(吴雪霞等2013)。BR主要从翻译(Altmann 
1999)和转录(Xu等1995)两个水平对相关基因的表

达进行调节, 它可以促进RNA聚合酶的活性, 抑制

RNA、DNA水解酶的活性, 从而增加DNA、RNA
的含量, 促进植物核酸、蛋白质的代谢(吴登如和

赵毓橘1993)。一系列研究表明, 适宜浓度的BR处
理可以显著增加花生(Vardhini和Rao 1998)、甜瓜

(张永平等2011)、茄子(吴雪霞等2013)、木薯(李
一萍等2013)等农作物中可溶性蛋白的含量。用10 
μg·L-1的BR处理亚心形扁藻, 藻细胞内的DNA、

RNA、蛋白质含量分别增加了26.3%、37.4%、

14.3% (侯和胜和陈敏资1997)。10-8 mol·L-1的BR
处理小球藻36 h后, 藻细胞中蛋白质含量达到最高, 
是未处理组的2.96倍(Bajguz 2000)。低浓度的EBR
还可以提高浒苔可溶性蛋白的含量, 随处理浓度

的增加, 浒苔中可溶性蛋白含量呈先升高后降低

的趋势, 且0.2 mg·L-1的效果最好(胡伟等2014)。本

研究和其结果基本一致, 用系列浓度的EBR处理三

角褐指藻, 可溶性蛋白含量在0.05 mg·L-1时达到最

大值, 高浓度的EBR有一定的抑制作用。适宜浓度

EBR处理三角褐指藻, 一方面可以提高细胞干物质

含量, 另一方面也改善了藻细胞的品质, 提高了营

养价值。

郝宗娣等(2012)研究了5种植物激素(IBA、

NAA、6-BA、2,4-D、TDA)对小球藻油脂含量的

影响, 结果表明添加2,4-D的培养液对小球藻油脂

含量积累的促进作用最显著 ,  比空白对照高

26.21%。不同浓度的吲哚-3-乙酸(IAA)对枝鞘藻

总脂含量的影响也很显著, 0.5~1.5 mg·L-1浓度范围

内IAA均能不同程度的提高枝鞘藻总脂含量, 其中

1.0 mg·L-1达到最大值, 是对照组高的2.41倍(杨凯

和史全良2009)。此外, 用1 mg·L-1的脱落酸处理三

角褐指藻也证明了植物激素可以提高油脂产量, 
静止期比未添加脱落酸培养时油脂产量提高了

50%, 可能是因为脱落酸可以作为信号诱导油脂合

成代谢途径中一些基因的表达(王晓青等2011)。
植物激素造成油脂含量增加的原因可能是在培养

前期植物激素提升了藻类的光合作用效率, 从而

大量积累淀粉等储藏物质, 但植物激素对微藻来

说是一种环境胁迫, 在培养后期它刺激微藻启动

了抗逆生理反应, 即通过过量积累油脂来渡过不

利环境(范新照等2013)。具体表现为在培养后期

微藻中的多糖逐渐降解为葡萄糖单体, 葡萄糖进

入EMP途径从而大量生成脂肪酸脂肪酸合成的前

体——乙酰辅酶A转化, 再在乙酰辅酶A羧化酶作

用下进行碳链延长进入脂肪酸合成途径, 进而生

成油脂(杨凯和史全良2009; 郝宗娣等2012)。本研

究中采用不同浓度梯度EBR处理三角褐指藻, 其总

脂含量和产量均显著提高, 在0.1 mg·L-1时达到最

大值, 表明适宜浓度的EBR可以提高三角褐指藻中

油脂的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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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激素对三角褐指藻中岩藻黄素代谢的影

响少有报道。本实验室通过用不同浓度的硫酸铈

铵、甲基茉莉酸、水杨酸等诱导子来培养三角褐

指藻, 结果表明这些诱导子在低浓度时对岩藻黄素

积累有促进作用, 高浓度有抑制作用, 较低浓度的

诱导子可以显著提高岩藻黄素合成相关基因的转

录水平, 特别是番茄红素β-环化酶基因、八氢番茄

红素脱氢酶基因的表达(朱帅旗等2014)。可以推

测, EBR提高三角褐指藻岩藻黄素的作用机理可能

和甲基茉莉酸等植物激素类似, 通过调节岩藻黄素

合成关键基因的转录, 来控制岩藻黄素的积累。

2,4-表油菜素内酯对三角褐指藻的生长和有

机质的积累表现为低浓度促进、高浓度抑制现

象。0.05 mg·L-1的EBR处理三角褐指藻, 可显著提

高细胞密度、生物量及多糖、蛋白质、岩藻黄素

的含量, 而0.1 mg·L-1的EBR更适合三角褐指藻中

油脂的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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