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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北部湾球形棕囊藻(Phaeocystis globosa)
的表面形态和细胞超微结构的电镜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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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次对分离于我国广西北部湾的一株棕囊藻(Phaeocystis)纯培养进行了形态学研究。通

过对其核糖体大亚基序列(LSU rDNA)进行了系统进化分析, 并运用光学显微镜、扫描电镜和透射电
镜等, 对该藻的游动单细胞和囊体细胞表面结构和超微结构进行了详细的观察。结果表明, 通过分子
序列和形态学特征确证了该纯培养为球形棕囊藻(Phaeocystis globosa)。通过分子系统进化分析, 从
北部湾获得的球形棕囊藻与同属的 P. antarctica 和 P. rex 的亲缘关系较近, 但与 P. jahnii 的亲缘关系
相对较远。我们发现该藻至少有两种类型的细胞: 具鞭毛游动细胞和无鞭毛囊体细胞, 其大小分别
为 2.30—3.98µm 和 3.69—6.49µm。具鞭毛游动细胞表面具有 1—2 个位置不固定但形状较为规则的
圆盘状凸起, 细胞表面的鳞片大小无明显差别; 囊体细胞均匀地分布在囊体上, 囊体细胞表面光滑,
有三个较短的附属物。具鞭毛游动细胞和囊体细胞有 2 个或 4 个叶绿体, 具鞭毛游动细胞的细胞核
位于细胞的中下部, 而囊体细胞的细胞核则位于细胞的中上部。细胞分泌物在扫描电镜样品处理过
程后形成多数与细胞相连的丝状物, 且丝状物形成较为规则的五角星形结构, 每个角与一根丝相连,
有些丝状体上有“瘤状”结构。研究结果填补了我国在球形棕囊藻形态学和超微结构研究上的空白,
为深入认识其生物学特征及其成囊机理提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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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形棕囊藻(Phaeocystis globosa Scherffel)隶属

et al, 2013; Smith et al, 2014; 覃仙玲等, 2016; 曹西

定鞭藻纲(Haptophyceae 或 Prymnesiophyceae)、定鞭

华等, 2017; Xu et al, 2017)。球形棕囊藻能产生粘多

藻目(Prymnesiales), 是一种广温广盐性的浮游植物,

糖、二甲基丙磺酸(DMSP)和二甲基硫醚(DMS)等, 因

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近海和开阔海洋中有着广泛的分

此被认为可能在碳和硫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过程中

布, 在中国、越南、泰国、巴基斯坦、缅甸、荷兰、

具有重要的调控作用(杨和福, 2004)。

阿拉伯海、北海等国家和地区都曾报道形成有害赤潮

生活史(life history, life cycle), 是指藻类细胞或

且导致养殖区大量鱼类的死亡, 赤潮暴发时形成的

个体在不同形态、生理、遗传状态, 以及时空位置上

大量囊体还可堵塞核电站冷源取水系统, 给海洋环

转换的全过程, 如从浮游到底栖、运动到静止、光合

境、水产养殖业和核电安全等造成极大危害(Cadée,
1996; Qi et al, 2004; Schoemann et al, 2005; Rousseau

自养到异养、自由生活到寄生、高代谢到低代谢、无
性有丝分裂及伴随的种群增加、有性融合和与此伴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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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细胞从单倍体到二倍体甚至多倍体等(唐赢中等,

的生态学意义(Rousseau et al, 1994, 2007, 2013), 因

2016)。球形棕囊藻最主要的特征是具有复杂的异型

此, 弄清球形棕囊藻生活史中不同细胞的类型对于

生活史, 具有两种迥异的生活形态: 含有众多细胞的

认识由该藻引发的赤潮暴发机理具有重要的意义。

囊体和具鞭毛的游离单细胞。单细胞大小为 3—10µm,

最近二十多年来, 我国近海球形棕囊藻赤潮发

而囊体一般在几百µm 以上, 我国沿海发现的囊体直

生的范围、频次、规模呈现出增加的趋势, 如 1997

径甚至高达 3cm, 是目前全球发现的最大囊体(Parke

年, 在我国东南沿海包括福建省厦门以南至广东省

et al, 1971; 陈 菊 芳 等 , 1999; 齐 雨 藻 等 , 2001;

东部海域首次报道球形棕囊藻赤潮, 这也是该藻在

Rousseau et al, 2007, 2013)。球形棕囊藻特殊异型生

我国沿海的首次赤潮记录(陈菊芳等, 1999), 2000 年

活史的不同阶段, 具有不同的生态学意义, 如囊体的

以后, 在广东的珠江口、湛江等地沿海均有不同规模

细胞具有较快的生长速度、抵御小型捕食者的捕食及

的球形棕囊藻赤潮发生(江涛等, 2006; 王超等, 2010);

病毒的侵袭等(Hamm, 2000; Brussaard et al, 2005;

2004 年, 在我国渤海首次暴发了球形棕囊藻赤潮(曲

Veldhuis et al, 2005; Rousseau et al, 2013), 游离单细

凌云等, 2008); 2011 年, 在我国广西北部湾海域首次

胞具有能快速进行无性繁殖、较快地适应营养盐限制

暴发了球形棕囊藻赤潮(覃仙玲等, 2016), 随后几年

条件和具有快速的运动能力等(Riegman et al, 1992;

又有不同规模的赤潮发生(曹西华等, 2017)。这些不

Rousseau et al, 1994)。国外学者研究认为球形棕囊藻

同规模的球形棕囊藻赤潮对我国沿海海洋环境、水产

具有四种不同的细胞类型, 包括二倍体的群体(囊体)

养殖业、核电安全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引起了科

细胞(Diploid colonial cells)、二倍体的具鞭毛细胞

学家和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国内关于球形棕囊藻已

(Diploid flagellates)及两种不同类型的单倍体具鞭毛

经开展了大量研究, 包括较早的分子鉴定及最近通

细胞(Haploid flagellates), 这些不同类型的细胞均参

过分子手段来确定种源(陈月琴等, 2002; 陈丽芬等,

与到了球形棕囊藻“单倍体-二倍体”异型生活史
(Parke et al, 1971; Rousseau et al, 1994, 2007, 2013;
Vaulot et al, 1994)。然而, 有关球形棕囊藻具鞭毛细

2003; 曲凌云等, 2008; 覃仙玲等, 2016)、生活史(沈

胞的类型、倍性(单倍体或二倍体)等的认识仍然不是

et al, 2011)、影响囊体形成的因素(王艳等, 2007, 2010;

很清楚。在过去的研究中, 这些细胞被称为棕囊藻鞭

王小冬等, 2012; Wang et al, 2015; 丁立等, 2018)、赤

毛游动细胞(phaeocystis flagellates, swarmer)、自由生

潮防控(晏荣军等, 2006; 刘玉芳等, 2011; 曹西华等,

活细胞(free-living cells)、大、小动孢子(macrozoospore,

2017)等方面, 这些研究为认识球形棕囊藻生物学特

microzoospore)等(Rousseau et al, 1994; 沈萍萍等,

性、赤潮的形成机理及防控等方面提供了重要基础和

2000), 主要原因是对于球形棕囊藻生活史中不同类

科学依据。然而, 到目前为止, 除通过光镜对单细胞

型细胞的形态特征缺乏清晰和全面的认识(Rousseau

进行形态学观察外(陈菊芳等, 1999; 沈萍萍等, 2000;

et al, 2013), 仅有部分研究通过光镜或扫描电镜观察

覃仙玲等, 2016), 尚未见到对球形棕囊藻细胞形态的

到了其中的一种具鞭毛细胞(Parke et al, 1971;
Rousseau et al, 1994, 2007; Vaulot et al, 1994; Antajan
et al, 2004; Medlin et al, 2007)。Guiselin 等(2009)通过

详细特征(鳞片、鞭毛和分泌物等)和胞内超微结构的

电镜观察具鞭毛细胞和囊体细胞, 并且观察到了具

(Lange et al, 2002; Verity et al, 2007), 但它们在细胞

鞭毛细胞表面的鳞片, 但是鳞片的形态不是很清楚,

形态上是否有差别目前还不清楚。因此, 详细研究我

很难辨别鳞片是否有大小之分; Rousseau 等(2013)通

国球形棕囊藻不同类型细胞的形态、超微结构等, 并

过扫描电镜以及流式细胞仪, 观察到了二倍体囊体

与欧洲等地的株系进行比较, 可以为深入认识其生

细胞、二倍体具鞭毛细胞和单倍体具鞭毛细胞, 并且

物学特征及其成囊机理提供基础。我们 2015 年从广

也观察到了圆形和椭圆形两种类型的鳞片, 但是从

西防城港近海海域分离到一株棕囊藻纯培养, 通过

文中的图片很难看出差别。综上, 球形棕囊藻不同类

分子鉴定及基于电镜的形态学观察确证其为球形棕

型的细胞在染色体倍性、鞭毛、鳞片等方面存在着比

囊藻, 本文报道了其分子系统学地位、表面形态和超

较大的差别, 在其异型生活史中可能有着不同

微结构。

萍萍等, 2000)、赤潮形成与环境因子的关系(陈菊芳
等, 1999)、影响 DMSP 产生的因素(王艳等, 2003; Shen

研究。早前的分子系统进化分析认为球形棕囊藻可能
是一个包括暖温带亚种和寒温带亚种的复合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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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模型为 GTR+I+G, bootstrap 值设置为 1000。使用

1

材料与方法

1.1

藻种及培养条件
2015 年 12 月自广西防城港近海海域采集棕囊藻赤

潮衰亡期水样, 带回实验室后通过毛细管分离单个棕
囊藻囊体, 经灭菌海水反复清洗后置于 24 孔板中培养。
培养基中添加 1%—2%青-链霉素混合液(北京索莱宝科
技有限公司), 建立棕囊藻纯培养系。藻种置于光照培养
箱 培 养 : 温 度 为 (21±1)°C, 光 照 强 度 约 为 100μmol/
(m2·s), 光暗比为 12L︰12D。选用不添加 Si 的 f/2 培养
基(Guillard, 1975), 基础介质为天然海水(盐度为 32)。
1.2 分子测序与系统进化分析
1.2.1 分子测序
取 10mL 处于对数生长期的藻
液, 离心收集藻细胞, 根据植物 DNA 提取试剂盒
(DP305, 天根生化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说明书推荐
的方法提取总 DNA。提取的 DNA 序列作为 PCR 的
模板来扩增大约 1400bp 的核糖体大亚基序列(LSU
rDNA), 扩 增 引 物 为 D1R (Scholin et al, 1994) 和
28-1483R (Daugbjerg et al, 2000)。PCR 反应体系为
25µL, 包 括 9.5µL ddH2O, 12.5µL 2×Taq PCR
MasterMix, 1µL 正向引物 D1R (10mmol/L), 1µL 反向
引物 28-1483R (10mmol/L)和 1µL DNA 模板。PCR 反

MrBayes3.2.6 (Ronquist et al, 2003) 构 建 贝 叶 斯 树
(Bayesian tree), 选择的最适合替换模型为 GTR+I+G,
四条 MCMC 链运行 20000000 代, 每 1000 代进行一次
取样。使用 FigTree (v1.4.3)对进化树进行分析和编辑。
1.3

光镜观察
将培养在培养板中处于对数生长期的棕囊藻置

于倒置显微镜(IX73, 奥林巴斯, 日本)下观察, 使用
CCD 制冷显微数码相机(DP80, 奥林巴斯, 日本)分别
对不同大小的囊体进行拍照。
1.4

扫描电镜样品的制备
游离单细胞样品制备: 取一定体积处于对数生

长期的 棕囊 藻藻液, 先 经尼龙 膜(Millipore, 孔径 为
11μm)过滤, 滤出液中绝大部分只有游离单细胞, 取
2mL 滤出液加入到等体积 4%的锇酸中固定, 固定时
间为 40—50min, 然后收集藻细胞, 在不同浓度丙酮溶
液(10%, 30%, 50%, 70%, 90%, 100%, 100%, 100%, 每个
浓度处理 15min)中脱水, 经 CO2 临界点干燥仪(EM CPD
300, 莱卡, 奥地利)干燥, 镀膜仪(Sputter/Carbon Thread,
EM ACE200, 莱卡, 奥地利)喷金, 使用扫描电子显微
镜(S-3400N, 日立, 日本)观察藻细胞形态, 细胞大小、
鳞片和鞭毛等通过电镜软件进行测量。

应程序为: 94°C 预变性 5min, 94°C 20s, 55°C 30s,

囊体样品制备: 用毛细管挑取多个囊体, 加入到

72°C 2min, 35 个循环, 72°C 延伸 10min。PCR 产物在

锇酸(终浓度为 2%)中固定, 其他处理方法同“游离单

溴化乙锭染色的 1.0%琼脂糖平板进行电泳, 最后在

细胞样品制备”。

凝胶成像分析仪下进行凝胶成像与图谱分析。将目的

1.5

DNA 条带从琼脂糖凝胶中切下, 并使用 DNA 回收试

透射电镜样品的制备
取一定体积处于对数生长期的棕囊藻藻液, 其

剂盒(GK2043-50, 上海捷瑞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回收

中包括游离单细胞和囊体细胞, 加入到 25%戊二醛

纯化 PCR 产物, DNA 与载体连接, 连接产物的转化后,

中, 终浓度为 2.5%, 固定 3h, 5000r/min 离心, 去掉上

挑取阳性克隆菌液送至生物公司测序。序列结果上传

清, 加入新鲜培养基清洗 3 遍, 收集藻细胞加入到

到 GenBank 中, 登录号为 MH657229。

4% 的 锇 酸 中 固 定 , 终 浓 度 为 1%, 4°C 过 夜 后 ,

1.2.2

序列比对和系统分析

将我们获得的序列

5000r/min 离心, 去掉上清, 加入新鲜培养基清洗 3 遍,

在 NCBI 中进行检索, 选取与之亲缘关系较近的其它

在不同浓度丙酮溶液(10%, 30%, 50%, 70%, 90%, 每

30 个分类群进行序列分析(序列号见进化树上物种名

个浓度处理 10min)中脱水, 然后经 100%丙酮脱水 3

后), 甲藻 Crypthecodinium sp. (序列号 AB871543)作

次, 每次处理时间为 15min。树脂包埋(Spurr, 1969),

为外类群。首先, 使用 MAFFTv.7 (http://mafft.cbrc.jp/

切 片 (EM UC7, 莱 卡 , 奥 地 利 ), 染 色 (3%醋 酸 铀 和

alignment/ server/; Katoh et al, 2002)对所有序列进行比

2%柠檬酸铅), 使用透射电子显微镜(HT7700, 日立,

对, 并使用 BioEdit(v7.2.5) (Hall, 1999)对序列进行修剪

日本)观察藻细胞超微结构。

至 1573 个碱基(包括缺失(gap))。使用 jModelTest 2.1.14

2

结果与分析

2.1

PhyML (Guindon et al, 2003; Guindon et al, 2010)构建最

系统进化分析
通过正向引物 D1R 和反向引物 28-1483R 获得棕

大似然树(Maximum likelihood, ML), 选择的最适合替

囊藻北部湾株的核糖体大亚基(LSU rDNA) D1—D6

(Darriba et al, 2012)程序中的 AIC 功能选择最适合的分
子进化模型, 分析结果选择 GTR+I+G 模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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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长度为 1412bp, NCBI 登录号为 MH657229。将所

n=10) (图 2a, c, d, e 和 f), 凸起结构上也有鳞片分布,

获得棕囊藻序列与 GenBank 中已报道的其它棕囊藻

鳞片数量不等, 形状和大小与细胞表面其它部位分

进 行 比 较 , 发 现 其 与 P. globosa (NCBI 登 录 号

布 的 鳞 片 无 异 , 大 小 为 0.16—0.23µm ( 平 均 值

JX660933 和 JX660937)、Phaeocystis sp. (NCBI 登录

0.18±0.02µm; n=25, 随机挑选了 5 个细胞, 每个细胞

号 JX660805 和 EU502882)以及环境样品中的定鞭金

中的“凸起”结构随机挑选 5 个鳞片)。

藻(NCBI 登录号 EU616448)的相似性分别为 99.5%
(815bp/819bp)、98.8% (802bp/812bp)、99.6% (933bp/
937bp)、99.5% (830bp/834bp)和 98.8% (823bp/833bp),
与 同 属 中 鉴 定 为 P. antarctica (NCBI 登 录 号 为
AF289040 和 KP144256) 的 相 似 性 分 别 为 98.7%
(1393bp/1412bp)和 98.8% (711bp/720bp), P. rex (NCBI
登录号 KP144259)为 97.6% (727bp/745bp), P. cordata
(NCBI 登 录 号 EU729459 和 JX660941) 为 94.6%
(789bp/834bp)和 95.5% (784bp/821bp), 以及 P. jahnii
(NCBI 登录号 KP144257)为 86.9% (628bp/723bp)。
以 甲 藻 Crypthecodinium sp. (NCBI 登 录 号 为
AB871543)为外类群, 用最大似然法和贝叶斯法构建
进化树(图 1)。从系统发育树上看, 棕囊藻北部湾株
与 GenBank 中的太平洋株(NCBI 登录号 JX660937)、
北大西洋株(NCBI 登录号 JX660933)及其它几种棕囊
藻(Phaeocystis sp.; NCBI 登录号 EU502882, JX660805
和 JX660939)聚在一起, 表明我们从北部湾分离到的
棕囊藻是球形棕囊藻(图 1)。与球形棕囊藻亲缘关系
最近的是 P. antarctica (NCBI 登录号 AF289040 和
KP144256), 棕 囊 藻 属 的 P. rex (NCBI 登 录 号
KP144259)、P. cordata (NCBI 登录号 EU729459 和
JX660941)和 P. jahnii (NCBI 登录号 KP144257)则在
与球形棕囊藻独立的分支上(图 1)。
2.2

光镜和扫描电镜观察
通过光镜和电镜观察到了球形棕囊藻(北部湾株)

两种类型的细胞以及星形分泌物, 这两种细胞包括

图1

基于核糖体大亚基 D1—D6 区所构建的球形棕囊藻
的分子系统发育树

Fig.1

Phylogenetic analysis for P. globosa based on the
D1—D6 rDNA sequences

具鞭毛游动细胞和囊体细胞。
(1) 具鞭毛游动细胞(small flagellates)

(2) 囊体及无鞭毛的囊体细胞(colonial cells)

细 胞 呈 椭 圆 形 至 球 形 , 大 小 为 2.30—3.98µm

实验室培养的球形棕囊藻囊体大小为几十到几千

(平均值(2.96±0.43)µm; n=20), 具两根等生鞭毛, 长

微米(图 3), 囊体细胞不规则的分布在囊体表面, 细胞

4.6—6.4µm (n=10), 一根定鞭毛位于两根等生鞭毛中

呈圆形或椭圆形(图 3, 图 4a, b 和 c), 大小为 3.69—

间, 是等生鞭毛长度的 1/5—1/4 (图 2a, c, e 和 f), 鞭

6.49µm (平均值(5.22±0.65)µm; n=20), 部分细胞正在进

毛直径约 0.4µm。细胞表面分布有椭圆形至圆形鳞片

行分裂(图 3)。由于有有机物覆盖在细胞表面, 很难观

(scale), 大小为 0.15—0.23µm (平均值(0.18±0.02)µm;

察到包裹在囊体中细胞表面的结构(图 4a)。从囊体上脱

n=50, 随机挑选了 10 个细胞, 每个细胞随机挑选 5

落的细胞呈球形至椭球型, 细胞表面光滑, 无鳞片, 细

个鳞片), 每个鳞片边缘有凸起的脊(图 2a 和 b)。每个

胞的一端有 3 个几乎是起源于同一位置的较短的附属

细胞上有 1—2 个圆盘状凸起结构, 在细胞上的位置

物(图 4b, c)。部分囊体细胞正在进行分裂, 但细胞上的

不固定, 大小为 1.37—1.80µm (平均值(1.58±0.16)µm;

附属物数量与单个囊体细胞有差别(图 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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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Fig.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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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体细胞的形态

SEM micrographs for cells in colonies

注: a: 包裹在囊体中细胞的形态; b, c: 单个的囊体细胞及细胞上

图2
Fig.2

球形棕囊藻具鞭毛游动细胞的形态

的附属物; d: 正在分裂的囊体细胞(比例尺: a=20µm, b=5µm, c,
d=4µm)

SEM micrographs of small flagellate

(3) 星形分泌物

注: a, b: 具鞭毛游动细胞及细胞表面鳞片的详细形态; c, d: 具“凸
起”结构细胞及“凸起”形态; e, f: 具两个“凸起”的细胞(比例尺: a,
c, e, f=3µm; b, d=1µm)

通过扫描电镜观察到较多的丝状体以及五角星
状的星形分泌物, 星形分泌物的每个角都连接着一
根丝状体, 其直径大小为 0.51—0.93µm (n=12)(图 5a)。
部分丝状体上还有大小不等的“瘤状”结构(图 5b)。

图5
Fig.5

星形分泌物及丝状体的形态

SEM micrographs of typical pentagonal star-like
filaments

注: a: 两个星形分泌物及与之相连的丝状体; b: 丝状体及其“瘤
状”物(比例尺: 3µm)

2.3

透射电镜观察结果
通过透射电镜观察到了具鞭毛游动细胞(图 6a, b

和 c)和囊体细胞(图 6d)。具鞭毛游动细胞的细胞核位
于其中上部, 近似椭圆形(图 6a 和 b); 有 2 个或 4 个
叶绿体, 叶绿体呈长棒状(图 6a, b 和 c); 淀粉核跟叶
图3
Fig.3

不同大小囊体及囊体上细胞的形态

LM micrographs of colonies and colonial cells with
different sizes

注: a, b: 不同聚焦位置的小型囊体及囊体细胞; c, d: 不同聚焦位

绿体相连, 位于叶绿体中间, 呈纺锤体形(图 6a 和 b);
高尔基体位于细胞的中下部(图 6a 和 b); 线粒体为椭
圆形或长椭圆形(图 6a 和 b); 细胞中有较大的液泡(图

置的中型囊体及囊体细胞; e, f: 不同聚焦位置的较大囊体及囊体

6a 和 b)。囊体细胞的细胞器与具鞭毛细胞类似, 细胞

细胞(比例尺: 20µm)

核位于细胞中下部, 近似椭圆形, 叶绿体长棒状,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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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洋

与

淀粉核相连, 细胞的一侧有较大的液泡(图 6d)。

湖

沼

50 卷

是否有差异还不清楚。
对分离于我国北部湾的一株球形棕囊藻的单细
胞形态、超微结构的观察表明, 北部湾株存在两种不
同类型的细胞: 具鞭毛游动细胞和囊体细胞。这也是
首次观察到了中国近海球形棕囊藻不同类型细胞的
精 细 结 构 , 与 欧 洲 的 株 系 相 似 (Parke et al, 1971;
Antajan et al, 2004; Rousseau et al, 2007, 2013), 但是
也存在部分差别。我们在具鞭毛游动细胞上观察到了
一种近似圆盘状的“凸起”结构, 每个细胞上 1—2 个,
有些细胞上没有观察到, 可能是进行电镜观察时受
细胞所处位置的限制被遮挡, 也可能是部分细胞没
有此结构, 但是在欧洲的所有株系上都没有观察到
这 一 结 构 (Parke et al, 1971; Antajan et al, 2004;
Rousseau et al, 2007, 2013)。我们推测可能是北部湾

图6

球形棕囊藻具鞭毛游动细胞和囊体细胞的超微结构

Fig.6

TEM micrographs of flagellate and colonial cells

株这一暖水种区别于欧洲冷水种的重要特征, 但还
需对中国近海其它的株系以及欧洲株系进行进一步

注: a、c: 具鞭毛游动细胞横切显示细胞内部结构; b: 具鞭毛游动

的形态学研究。Parke 等(1971)观察到棕囊藻(Edvardse

细胞纵切显示细胞内部结构(箭头所示为鞭毛); d: 囊体细胞纵切

等(2000)认为该种是球形棕囊藻)小型鞭毛细胞有两

显示细胞内部结构(箭所示为鞭毛)(比例尺: a, d=1µm, b, c=2µm)。
C: 叶绿体, P: 淀粉核, N: 细胞核, M: 线粒体, G: 高尔基体, V:

种大小的鳞片(圆形的, 0.18µm×0.19µm; 椭圆形的,

液泡

0.10µm×0.13µm), 但并没 有说明 统计 了多少 细胞 上

3

讨论

的鳞片数量; Rousseau 等(2013)对球形棕囊藻不同类
型细胞的形态进行了详细的研究, 观察到了两种大

在棕囊藻的分类中, 形态特征非常重要, 包括是

小的鳞片(~0.18—0.22μm 和~0.15—0.18μm), 二者差

否能形成囊体(群体), 囊体的形态、大小和囊体细胞

别较小, 从其电镜图片上很难看出差别, 小鳞片的尺

的分布, 鞭毛藻细胞的形态特征、大小、分泌物的形

寸较 Parke 等(1971)观察到的稍大, 而我们观察到的

状等(Parke et al, 1971; 齐雨藻等, 2001; Medlin et al,

鳞片(图 1, 0.15—0.23µm, 平均值(0.18±0.02)µm)与

2007; Rousseau et al, 2007, 2013)。对于细胞较小、很

Rousseau 等(2013)描述的类似, 但是很难将这些鳞片

难通过光镜观察到精细的表面结构等的藻类如棕囊

分成大、小两种类型, 而同属的 P. scrobiculata 和 P.

藻, 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在藻类分类中的广泛应用,

jahnii 形 成 的 两 种 类 型 的 鳞 片 大 小 差 别 则 较 大

通过形态学特征、超微结构结合系统进化分析对于这

(Moestrup, 1979; Zingone et al, 1999)。Rousseau 等

类微藻的分类和鉴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Zingone

(2013)首次观察到了大型具鞭毛细胞的精细结构, 与

et al, 1999; Lange et al, 2002; Andersen et al, 2015)。我

小型具鞭毛细胞最大的差别除细胞大小外, 这种类

国自 1997 年首次暴发棕囊藻赤潮以来, 广东、福建、

型的细胞表面没有鳞片, 而我们在球形棕囊藻北部

广西和天津等地沿海也暴发了不同规模的棕囊藻赤

湾 株 中 观 察 到 了 一 种 细 胞 , 其 形 态 与 Rousseau 等

潮(陈菊芳等, 1999; 江涛等, 2006; 曲凌云等, 2008;

(2013)观察到的大型鞭毛细胞相似, 大小较具鞭毛游

王超等, 2010; 覃仙玲等, 2016), 这些赤潮原因种主

动细胞无明显的差别, 鞭毛较短, 鞭毛起始的地方无

要是通过囊体形态以及分子测序(18S rDNA)鉴定为

明显凹陷, 与 Rousseau 等(2013)研究结果最大的差别

球形棕囊藻(陈月琴等, 2002; 陈丽芬等, 2003; 曲凌

是这种细胞有鳞片, 我们推测这种细胞可能是一种

云等, 2008; 覃仙玲等, 2016), 而且, 通过系统进化

中间状态, 是否将其作为一种细胞类型还有待于进

分析认为分布于我国东南海域的球形棕囊藻可能是

一步的研究。我们观察到的囊体细胞与 Rousseau 等

一种本地起源的暖水种(陈月琴等, 2002)。然而, 有关

(2013)相似, 包括单个的囊体细胞及正在分裂的囊体

我国球形棕囊藻的细胞形态、类型、超微结构等还没

细胞(图 4)。星形分泌物被认为是棕囊藻分类的重要

有详细的研究, 与欧洲等地的冷水种相比较, 形态上

特征之一, Parke 等(1971)最早在棕囊藻中观察到了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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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星形的结构, 但五角星形结构为中空的; Antajan 等
(2004)也观察到了星形结构, 每个角分别与一根丝状
体相连; Rousseau 等(2013)也观察到了类似的结果;
我们的结果与 Antajan 等(2004)和 Rousseau 等(2013)
类似, 而且我们也观察到了有些丝状体上形成了“瘤
状”结构以及可能正在形成的星形结构(图 5b)。同属
P. pouchetii 和 P. cordata 的分泌物也能形成五角星形
的结构, 而 P. scrobiculata 则形成九角星形的结构
(Moestrup, 1979; Hallegraeff, 1983; Zingone et al,
1999)。综上, 球形棕囊藻北部湾株与欧洲的株系相比
较, 表面形态相似, 但是北部湾株具鞭毛游动细胞表
面有“凸起”结构, 鳞片并无明显的大小之分, 这是否
是暖水种和冷水种的差别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过去关于棕囊藻的分类主要是基于囊体、单细胞
形态特征等, Medlin 等(2007)首次利用核糖体小亚基
序 列 (18S rDNA)来 分 析 棕 囊 藻 几 个 种 的 系 统 进 化 ,
结果有力地支持了这个种属的分类地位。后来, 有更
多的研究将 DNA 分析作为棕囊藻分类及种类鉴定的
重要手段(Zingone et al, 1999; 陈月琴等, 2002; Lange
et al, 2002; 陈丽芬等, 2003; Rousseau et al, 2013;
Andersen et al, 2015; 覃仙玲等, 2016)。我们利用核糖
体大亚基(28S rDNA)对已有棕囊藻的几个种进行了
分析(NCBI 上除了 P. pouchetii 没有核糖体大亚基序列
外, 其它 5 个种均可获得), 通过进化树可以进一步确认
我们从北部湾获得的是球形棕囊藻, 球形棕囊藻与 P.
antarctica 和 P. rex 的亲缘关系较近, 而与 P. jahnii 的亲
缘关系较远, 这也与过去的研究相符合(Zingone et al,
1999; Rousseau et al, 2013; Andersen et al, 2015)。

4

结论
通过分子序列和形态学特征证实了我国广西北

部湾的棕囊藻为球形棕囊藻, 并且观察到了两种类
型的细胞: 具鞭毛游动细胞和囊体细胞。具鞭毛游动
细胞表面具有圆盘状“凸起”结构但囊体上的细胞无
此结构, 凸起结构上的鳞片与细胞表面其它处的鳞
片没有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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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PHOLOGY AND ULTRASTRUCTURE OF PHAEOCYSTIS GLOBOSA FROM BEIBU
GUL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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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G Yun-Yan1, 2, 3,

TANG Ying-Zhong1, 2, 3

(1. CAS Key Laboratory of Marine E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Institute of Ocean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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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strain of Phaeocystis sp was isolated from the Beibu Gulf, Guangxi, China, and its fine morphology was
reported first time in the country. The flagellate and colonial cells were observed by light microscope, scanning and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and molecular phylogeny using partial large subunit ribosomal RNA gene (LSU rDNA)
sequence was also analyzed. Results show that this species is Phaeocystis globosa identified from its molecular sequence
and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zation. The LSU rDNA sequence and phylogenetic tree reveal that this species is more closely
related to P. antarctica and P. rex, but is diverged from P. jahnii. Two cell types are observed in P. globosa: small
flagellates and colonial cells, and their sizes are 2.30—3.98µm and 3.69—6.49µm, respectively. The small flagellate cell
has 1—2 circular bulges, and the cell surface is covered with an external layer of scales without difference in size. Colonial
cells are randomly distributed at the periphery of spherical colonies, which have smooth surface without scales and have
three short appendages. Two or four chloroplasts are observed and the nucleus locates in the middle and upper parts. The
filaments extruded by the cells form pentagonal star-like structures, the structure connected five filaments at their proximal
ends, and a tuberculiform structure appears in some filaments. This study fills the blank in fine morphology and
ultrastructure of P. globosa in China and provides a base on understanding its biological characterization and mechanisms
of colony 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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