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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华衰亡过程中微囊藻群体胶鞘结构及其元素组成的变化
施丽梅，蔡元锋，孔繁翔∗∗，于

∗

洋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湖泊与环境国家重点实验室，南京 ２１０００８）
摘

要： 维系微囊藻群体结构的胶鞘是微囊藻水华维持优势的重要原因之一． 为了探讨微囊藻水华的衰亡机理，在太湖

梅梁湾水华衰亡过程中（１０ 月至次年 １ 月） ，对微囊藻群体大小的组成做了统计，同时对单位藻细胞的胶鞘多糖产量变化
进行了检测，并对微囊藻群体胶鞘的变化进行了能谱扫描电镜观察和元素组成分析． 结果表明，随着水华的衰亡，１００ ～

１８０ μｍ 的微囊藻小群体的比例表现出增多的趋势，而大于 １８０ μｍ 的大群体逐渐减少，单位藻细胞的多糖含量呈现下降
的趋势． 扫描电镜结果显示了微囊藻群体的胶鞘从完整到逐渐裂解的变化过程，群体表面的能谱化学元素分析显示，钠
和磷元素的百分含量呈下降的趋势，铝和硫元素的百分含量趋于稳定，而钙和硅元素的百分含量呈上升的趋势． 以上结
果说明了微囊藻群体中单位细胞的多糖产量减少，群体胶鞘裂解，元素组成发生变化，伴随着微囊藻群体的解聚，出现水
华的衰亡．
关键词： 微囊藻；胶鞘；扫描电子显微镜 ／ Ｘ 射线能谱仪；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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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囊藻（ Ｍｉｃｒｏｃｙｓｔｉｓ ｓｐｐ．） 是一个在全世界广泛分布，在富营养化的水体中频繁发生水华的蓝藻种类 ［１］ ．

在野外条件下，微囊藻大都以群体形式存在． 微囊藻群体主要是以微囊藻分泌的胞外多糖为主要成分的胶
鞘围绕在藻细胞周围形成 ［２］ ． 研究表明相比单细胞状态的微囊藻，群体微囊藻更能耐受低温、黑暗等条
件 ［３］ ，并且可以抵御浮游动物的捕食 ［４⁃５］ ． 微囊藻群体胶鞘能够吸收生长所必需的金属元素 ［６］ ，在微囊藻的
漂浮以及群体结构的维持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７］ ． 除此之外，胶鞘对微囊藻群体的形态和大小有着重要的影
响，而藻细胞表面的多糖在藻细胞聚合形成群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８⁃１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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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囊藻水华在一年中经过衰亡休眠、复苏、生物量增加和上浮积聚 ４ 个阶段 ［１１］ ，其中在秋、冬季节，微囊

藻水华进入衰亡阶段，除了小部分微囊藻群体仍然停留在水柱或者下沉到底泥中越冬，成为来年春季复苏
的主力军 ［１２］ ，大部分微囊藻群体消失 ［１３］ ． 胶鞘多糖是微囊藻在湖泊浮游植物中占据优势的主要原因之一．

水华衰亡期间，随着温度的逐渐下降，微囊藻群体胶鞘多糖的分泌可能会受到影响． 已有相关研究表明，多
糖的合成受到环境条件的影响 ［１４⁃１７］ ． 然而，关于微囊藻水华衰亡过程中胶鞘的变化目前研究仍然较少．

为了揭示对维持微囊藻群体优势起关键作用的胶鞘在水华衰亡过程中的变化，本研究探讨了太湖梅梁

湾水华衰亡过程中的微囊藻群体大小以及单位藻细胞多糖的变化，并采用能谱扫描电镜（ ＳＥＭ⁃ＥＤＳ） 方法研
究了微囊藻群体胶鞘和元素组成的变化．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微囊藻群体大小组成和单位细胞胶鞘多糖含量的变化
１．１．１ 样品的采集和不同大小群体藻细胞数分析

在微囊藻水华衰亡期间（ １０ 月至次年 １ 月） ，在太湖梅梁

湾用 ２５ 浮游生物网收集微囊藻群体，依次用 １８０、１００ 和 ５０ μｍ 尼龙筛绢过滤后，采用超声波破碎仪，在
＃

３０ ～ ４０ Ｗ 工作功率下，超声 １ ｍｉｎ，将群体打散 ［１８］ ，采用血球计数板计数每部分的细胞个数，用来计算组成
不同大小群体的细胞数的比例．

１．１．２ 苯酚硫酸法分析单位细胞胶鞘多糖含量的变化

采用苯酚硫酸法分析微囊藻群体胶鞘多糖 ［１９］ ． 具体

方法是收集一定体积湖水中的微囊藻群体，浸泡在终浓度为 ３％ 的戊二醛中，在 ４℃ 进行多糖提取 ［２０］ ． 以

６０００ 转 ／ ｍｉｎ 离心 １０ ｍｉｎ 收集上清液，采用 ３５００ 道尔顿透析膜透析后用于微囊藻群体胞外多糖浓度的测定．

藻群体沉淀重新悬浮于相同体积的 ＧＦ ／ Ｃ 膜滤过的湖水中，采用 １．１．１ 节中所述的方法打散藻群体计数藻
细胞．

葡萄糖标准曲线的绘制及样品多糖浓度的测定． 准确称取干燥至恒重的无水葡萄糖 ２０ ｍｇ 于 ５００ ｍｌ 容

量瓶中，加水至刻度，分别吸取 ０．４、０．６ 、０． ８、１．０、１．２、１．４、１．６ 及 １．８ ｍｌ，用水补至 ２．０ ｍｌ，然后加入 ５％ 苯酚

１ ｍｌ 摇匀，接着垂直加入浓硫酸 ５．０ ｍｌ，使浓硫酸迅速冲下去的同时起到混匀的效果，室温放置 ２０ ｍｉｎ 后摇
匀，在 ４９０ ｎｍ 处测光密度，２．０ ｍｌ 水按同样的显色操作为空白对照，横坐标为多糖浓度（ μｇ ／ ｍｌ） ，纵坐标为
光密度值，得到标准曲线． 取样品液 １．０ ｍｌ，按以上操作步骤测定光密度值，根据标准曲线公式计算对应多糖
浓度（ ｍｇ ／ Ｌ） ． 将多糖浓度除以细胞总数可得单位藻细胞的多糖含量．

１．２ 微囊藻群体胶鞘的显微分析

１．２．１ 阿利新兰（ Ａｌｃｉａｎ ｂｌｕｅ） 染色

用蒸馏水配制 １％ 的阿利新兰染液，用稀盐酸分别调节 ｐＨ 值到 ２．５ 和

０．５，在这两种 ｐＨ 值下该染料分别能选择性结合酸性多糖和硫酸多糖而使多糖呈现蓝色 ［２１］ ，以此证明两种
多糖的存在． 同时经过染色，原本无色透明的胶鞘将变得清晰可辨． 吸取两种 ｐＨ 值下该染料各 １．０ ｍｌ 加入

１．５ ｍｌ 离心管中，加入少量微囊藻群体，染色 ３０ ｍｉｎ 后，用蒸馏水冲洗微囊藻群体，直接于光学显微镜下观
察并拍照．

１．２．２ 能谱扫描电镜（ ＳＥＭ⁃ＥＤＳ） 分析

微囊藻群体在 ２．５％ 的戊二醛溶液中固定保存直到扫描电镜样品的制

作． 样品的前处理过程如下：首先用 ０．０１ ｍｏｌ ／ Ｌ 的磷酸缓冲液将微囊藻群体洗 ３ 次，以去除戊二醛． 然后依
次用不同浓度（３０％ 、５０％ 、７０％ 、８０％ 、９０％ 、１００％ ，ｖ ／ ｖ） 的乙醇溶液进行梯度脱水，最后在空气中风干． 样品
在喷镀金膜后，在扫描电镜（ ＪＳＭ－５６１０ＬＶ ／ Ｖａｎｔａｇｅ Ⅳ） 下，对样品中随机选定的微囊藻群体进行形貌特征观
察并拍照，同时，利用与扫描电镜相偶联的 Ｘ 射线能谱仪（ 实验所用电压为 １５ ｋＶ） 进行微囊藻群体表面元
素组成分析，通过获取二次电子图像得到主要组成元素的相对重量百分比．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微囊藻群体大小组成与微囊藻单位细胞胶鞘多糖含量分析

随着水华的衰亡，大于 １８０ μｍ 的微囊藻群体趋于减少，５０ ～ １００ μｍ 的群体在总群体中所占的比例变化不

大，而 １００ ～ １８０ μｍ 的群体显示出增加的趋势（图 １）． 微囊藻群体中大于 １８０ μｍ 的比例在 １１ 月上旬之前出现
增加趋势，可能是群体体积较小的惠氏微囊藻（Ｍ． ｗｅｓｅｎｂｅｒｇｉｉ）的比例逐渐减少，而群体体积较大的铜绿微囊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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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Ｌａｋｅ Ｓｃｉ．（ 湖泊科学） ，２０１６，２８（５）

（Ｍ． ａｅｒｕｇｉｎｏｓａ）比例增多，导致总体上大群体的增多；１１ 月上旬之后，大于 １８０ μｍ 的比例逐渐减少，有两个方
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存在不同形态的微囊藻的演替，如从铜绿微囊藻向水华微囊藻（ Ｍ． ｆｌｏｓ⁃ａｑｕａｅ） 的演
替，一般铜绿微囊藻群体平均大小大于水华微囊藻群体；另一方面是由于大群体裂解成为小的群体．
葡萄糖的标准曲线为：ｙ ＝ ０．００７ｘ－０．０１６，Ｒ ２ ＝ ０．９９，据此公式得出：在微囊藻水华衰亡过程中的微囊藻群
体中，单位细胞产生的胞外多糖含量总体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从 ８．９±０．６ ｐｇ ／ ｃｅｌｌ 增加到 ２５．８±１．８ ｐｇ ／

ｃｅｌｌ，然后下降到 ３．４±０．３ ｐｇ ／ ｃｅｌｌ（ 图 ２） ． 在 １１ 月上旬之前，多糖含量的增加与大于 １８０ μｍ 的藻群体的增加
一致，可能与微囊藻不同种类的演替有关，而在 １１ 月之后，单位细胞产生的胞外多糖含量的下降，与多糖合
成受到环境因素如温度、光照以及不同微囊藻种属的影响有关 ［２２］ ．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针对的是微囊藻群体
的附着多糖，即微囊藻群体胶鞘中的主要组分，在微囊藻形成群体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１０］ ． 多糖产量减少会
影响群体大小 ［２３］ ，引起胶鞘发生变化．

图 １ 水华衰亡过程中微囊藻群体大小组成变化
Ｆｉｇ．１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ｓｉｚｅ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ｔｅｄ Ｍｉｃｒｏｃｙｓｔｉｓ
ｃｏｌｏｎｉ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ｌｏｏｍ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ｐｅｒｉｏｄ

图 ２ 水华衰亡过程中单位微囊藻细胞多糖含量的变化
Ｆｉｇ．２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ｐｏｌｙ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ｄ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ｃｙｓｔｉｓ
ｃｏｌｏｎｉ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ｌｏｏｍ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ｐｅｒｉｏｄ

２．２ 微囊藻群体的阿利新兰染色

微囊藻群体经过阿利新兰染色，胶鞘结构明显，围绕在微囊藻细胞周围，ｐＨ 值为 ０．５（ 图 ３Ａ） 和 ２．５（ 图

图 ３ 微囊藻群体的阿利新兰染色结果：（ Ａ） ｐＨ 值为 ０．５ 时所染色的微囊藻群体；（ Ｂ） ｐＨ 值为 ２．５ 时所
染色的微囊藻群体；（ Ｃ） 正在裂解的微囊藻群体（ ｐＨ 值为 ２．５） ；（ Ｄ） 破碎的微囊藻群体（ ｐＨ 值为 ２．５）
Ｆｉｇ．３ Ｍｉｃｒｏｃｙｓｔｉｓ ｃｏｌｏｎｉｅｓ ｓｔａ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ｌｃｉａｎ ｂｌｕｅ： （ Ａ） ｃｏｌｏｎｙ ｓｔａｉｎｅｄ ａｔ ｐＨ ０．５； （ Ｂ） ｃｏｌｏｎｙ ｓｔａｉｎｅｄ ａｔ
ｐＨ ０．５； （ Ｃ） ｂｅｉｎｇ ｃｒａｃｋｅｄ ｃｏｌｏｎｙ ｓｔａｉｎｅｄ ａｔ ｐＨ ２．５； （ Ｄ） ｂｒｏｋｅｎ ｃｏｌｏｎｙ ｓｔａｉｎｅｄ ａｔ ｐＨ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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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Ｂ） 都可将微囊藻群体染色，显示群体中含有酸性多糖和硫酸多糖，这与以往报道的结果相似 ［１９，２４⁃２５］ ． 在正
在裂解和已经破碎的微囊藻群体中（ 图 ３Ｃ、Ｄ） ，可以看到微囊藻群体胶鞘的开裂，破碎的藻群体中含较少细
胞的胶鞘碎片，说明了微囊藻群体的裂解以及藻细胞的脱落．
２．３ 水华衰亡过程中微囊藻胶鞘结构以及元素组成变化

扫描电镜分析结果显示，不同时间的微囊藻群体胶鞘形态明显不同． 在 １０ 月、１１ 月 ８ 日和 １１ 月 １５ 日

采集的微囊藻群体具有较完整的胶鞘结构，细胞结合紧密，并包裹在胶鞘中（ 图 ４Ａ、Ｂ、Ｃ、Ｄ） ，说明此时的微
囊藻群体还没有开始衰亡． 而在后面的几个时期即 １１ 月 ２５ 日、１２ 月以及 １ 月所采集的微囊藻群体，胶鞘结

构趋于破碎，质地变硬，胶鞘出现裂解，胶鞘内的细胞外翻，细胞分散地裸露在胶鞘的表面（ 图 ４Ｅ、Ｆ、Ｇ、Ｈ） ，
一些藻细胞从群体中脱落出去，表现为采回来的微囊藻群体很容易解散． 这说明随着水华的衰亡，维持微囊
藻群体结构的胶鞘逐渐老化，藻细胞脱落，使得部分微囊藻不能维持群体的状态，从而被浮游动物捕食，或
者因为没有胶鞘的保护而无法耐受低温环境而死亡，因为单细胞的微囊藻对低温和黑暗的耐受都低于群体
状态的微囊藻 ［３］ ，从而导致微囊藻水华的衰亡．

图 ４ 水华衰亡过程中微囊藻群体胶鞘的扫描电镜照片：Ａ、Ｂ、Ｃ、Ｄ、Ｅ、Ｆ、Ｇ 和 Ｈ 分别是
１０ 月 １３ 日、１０ 月 ２６ 日、１１ 月 ８ 日、１１ 月 １５ 日、１１ 月 ２５ 日、１２ 月 ６ 日、１２ 月 ２１ 日和 １ 月 ９ 日所
采集的微囊藻群体（ 图中的电镜扫描照片代表该时期大部分微囊藻的群体状态）

Ｆｉｇ．４ Ｓｃａｎｎｉｎｇ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 ｍｉｃｒｏｇｒａｐｈｓ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ｃｙｓｔｉｓ ｃｏｌｏｎｉ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ｌｏｏｍ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Ａ， Ｂ， Ｃ， Ｄ， Ｅ， Ｆ， Ｇ ａｎｄ Ｈ ｓｈｏｗｅｄ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ｏｎ １３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６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８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５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５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６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１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ａｎｄ ９ Ｊａｎｕａｒｙ，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元素组分分析结果显示（ 图 ５） ，除了高含量的碳和氧元素（ 两者含量相对稳定，在主要组成元素中分别

占 ６０％ 和 ３０％ 左右，图 ５Ａ） ，以及部分群体中有含量较低的钾（ Ｋ） 、镁（ Ｍｇ） 、铁（ Ｆｅ） 以及氯（ Ｃｌ） 元素（ 图

５Ｄ） 之外，主要的元素有钙（ Ｃａ） 、硅（ Ｓｉ） 、钠（ Ｎａ） 、铝（ Ａｌ） 、磷（ Ｐ ） 和硫（ Ｓ） （ 图 ５Ｂ、Ｃ） ，其中含量最高的是
Ｎａ、Ｐ、Ｃａ 和 Ｓｉ 元素，这几种元素的相对重量百分比在水华衰亡过程的微囊藻群体中发生了变化． 其中 Ｃａ 和
Ｓｉ 元素在几个主要的元素组分中的比例呈增加趋势，Ｎａ 和 Ｐ 元素所占的比例则呈现波动下降的趋势，Ａｌ 和
Ｓ 元素则围绕初始值上下浮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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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Ｌａｋｅ Ｓｃｉ．（ 湖泊科学） ，２０１６，２８（５）
微囊藻的胶鞘具有吸附微量元素的作用，能够供给藻细胞生长必须的元素 ［２６］ ． 胶鞘的吸附功能实际上

是源于其主要组分多糖对于金属元素的吸附，吸附的机理包含络合、离子交换和表面沉降等，吸附能力与环
境温度，ｐＨ 值，离子强度、形态和种类有关，但主要还是取决于多糖本身结构和功能基团如羧基、羟基、磷酸
基等 ［２７］ ． 因此，胶鞘表面元素含量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胶鞘多糖对元素吸附功能的变化． 因而对于
了解微囊藻群体所处的状态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在所检测到的主要元素中，碳和氧含量很高，说明了所检测
的颗粒物质来自于胶鞘，而非非生物杂质颗粒． 除此之外，含量比较高的元素有 Ｎａ、Ｐ、Ｃａ 和 Ｓｉ． 其中 Ｎａ、Ｐ

元素是藻生长必需的元素之一，能够影响藻的大多数代谢活动，尤其是光合作用 ［２８２９］ ． Ｓｉ 元素存在于微囊藻
群体中已有相关报道 ［３０］ ，但是其作用机制并不清晰． 微囊藻胶鞘多糖中所含有的酸性多糖能够高效地螯合
金属离子，尤其是 Ｃａ 离子 ［３１］ ，而 Ｃａ 的浓度会影响到微囊藻多糖产量和群体大小 ［３２］ ． 也有研究报道蓝藻表
面含有较高含量的 Ｃａ 和 Ｓｉ 元素，可以导致蓝藻的钙化和硅化 ［３３⁃３４］ ． 我们推测在温度逐渐降低的过程中，微
囊藻细胞产生胞外多糖含量减少，而胶鞘吸附的钙和硅元素相对增多，伴随着胶鞘的质地变硬、变脆、易于
裂解，从而导致了水华的衰亡．

图 ５ 微囊藻群体胶鞘主要元素组成

Ｆｉｇ．５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ｈｅａｔｈ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ｃｙｓｔｉｓ ｃｏｌｏｎｉｅ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ｂｙ ＳＥＭ⁃ＥＤＳ

３ 结论
在富营养化水体中，每年秋、冬季节微囊藻水华开始衰亡，然而衰亡的机制并不清楚． 微囊藻维持优势
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具有胶鞘，形成群体． 因此，本文对太湖梅梁湾微囊藻水华衰亡过程中微囊藻群体的胶
鞘结构变化进行了分析． 结果表明：随着蓝藻水华的衰亡，大于 １８０ μｍ 的微囊藻群体趋于减少，而 １００ ～ １８０

μｍ 的群体显示出增加的趋势；单位细胞产生的胞外多糖含量呈下降的趋势；胶鞘结构趋于破碎，质地变硬，
胶鞘出现裂解，胶鞘内的细胞外翻，一些藻细胞从群体中脱落出去，表现为采回来的微囊藻群体很容易解散．
胶鞘中的 Ｎａ 和 Ｐ 元素所占的比例则呈现波动下降，Ｃａ 和 Ｓｉ 元素的比例呈增加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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