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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藻类是低等的光合自养生物，与农业生产具有十分紧密的联系，并且随着人们对藻类生理生态特性

认识的深入，在农业生产实践中其应用越来越广泛。本文从藻类对农业环境的改善、作为食品，食品添加剂或保
健品，以及作为饲料或饵料等几个方面对其在农业生产中的资源化利用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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藻类是地球上最早出现的光合自养生物，作为

Frank［1］发现某些藻类具有固氮的生物学特性后 ，人

最低等的光合生物，它们的存在不但改变了原始大

们才开始自觉地去认识、利用固氮蓝藻为农业生产

气组成，并且通过光合作用为随后通过进化形成的

服务。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为止，世界各地已报道发

多种生命形态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物质 O2 。此外，与

现有 33 属 150 多种藻类具有固氮能力

农业生产密不可分的关键性物质土壤的形成 ，也离

固氮蓝藻多数属于念珠藻属和鱼腥藻属，随着研究

不开藻类的贡献： 藻类、地衣等生物死后的残体形成
最初形态的土壤，苔藓类植物在此基础上才进一步

手段和方法的进步，将有更多种类有固氮能力的藻
类被发现。

形成如今人类赖以生存的土地。 因此，从某种意义

藻类所具有的固氮特性和自身的生活特性使其

上讲，没有藻类就没有人类和现代农业的发展 。

［2］

，所报道的

藻类与农业生产具有如此密切的关系 ，因此，早

在水生作物的栽培方面具有广阔的应用空间 。1939
年 De 发现生长有固氯蓝藻的稻田在不施肥的情况

在 2 000 多年前就有关于劳动人民利用藻类作为食

下，可以通过藻类的固氮作用使水稻连年保持较高

物、药材、饲料的记载。 并且，随着人们对藻类知识

的产量

［3］

。由于水稻是世界各国重要粮食作物之

的深入了解，藻类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 ， 一，因此这一发现引起了各国利用固氮蓝藻提高水
涉及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 归纳起来，现有的关于 稻产量的研究热潮。 研究表明，在水稻田中接种固
藻类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包括： 利用藻类改善农业

［4］
氮蓝藻，可使稻谷增产 15% ～ 30% 。 国内关于固

生产环境、直接作为食品、作为食品添加剂或保健

氮蓝藻的研究起步较晚，20 世纪 50 年代末中国科

品、利用藻类生长物质促进农作物生长以及作为饲
料或饵料。本文围绕以上几个方面综述藻类在农业

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先后在湖北各地分
离纯化到固氮鱼腥藻、多形鱼腥藻及满江红鱼腥藻，

生产中的资源化利用。

并对其固氮特性和培养条件进行了研究

1
1． 1

藻类作为农业肥源的应用
固氮蓝藻作为水稻肥源

［5］

。 这些

工作为后来利用固氮蓝藻在稻田中作为肥源提供了
［6-7］

直接的理论依据。 自 1958 年以来，黎尚豪等
［8］

其所在研究团队

及

通过多年实验室和田间研究，解

已经发现某些藻类能促进水稻生长，并不自觉地利

决了限制固氮蓝藻肥田应用的两大瓶颈，即如何获
得大量藻种和如何使藻种快速繁殖两大问题 ，并在

用了固氮藻类这种生物学特性，但是直到 1889 年

2
随后的大田试验中成功运用固氮蓝藻使 3 000 hm

虽然很早以前人们在农业生产的实践过程中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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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成功增产 10% ～ 30% 。
1． 2 利用藻类改土固沙

用，不但可以快速、有效地消除蓝藻水华，而且还可
以对农业生产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 。

土壤作为农业生产的基础，其质量是限制农业
生产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性因素之一 。目前改善土壤

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国内就有研究者直接利
用水华蓝藻作为肥料进行肥田研究，也取得了一定

质量的方法很多，但是如何更经济、更有效地改善土
壤的质量是摆在农业生产面前的一道难题 。由于土

的效果

壤藻类是几乎在所有类型土壤中普遍存在的一类能
够进行光合放氧的微生物，在土壤形成、改善土壤微
生态系统以及提高土壤肥力等方面具有独特的生理
［9］
生态学功能 。因此，利用藻类改善土壤质量是一

［17］

。但是，由于在利用过程中对蓝藻水华未

经过任何处理，一些产毒的水华蓝藻释放的毒素 ，对
农业生产具有潜在的威胁，使其推广应用受到一定
［18］

限制。沈银武等 采用机械收获方法在滇池获得
大量的蓝藻干粉，并尝试采用多种处理方法解决其

种经济可行的方法。

安全脱毒问题，发现臭氧处理和发酵处理均可在较
［19-20］
。
短时间内达到对蓝藻干粉彻底脱毒的效果

藻类改善土壤质量的途径有三个方面： 增加土
壤中氮的含量、改善土壤结构以及通过光合放氧提

这一研究很好地解决了水华蓝藻资源化利用的脱毒
问题，为其生物利用提供了安全性基础。 在对农作

高土壤氧气含量。土壤中的藻类几乎涵盖藻类所有 物进行田间肥效试验时发现，施用蓝藻有机无机复
门类，就生物量而言，土壤藻类以绿藻门种类居多， 混肥的烟草、西芹、韭菜、康乃馨等作物的产量较使
而具有固氮能力的藻类则是蓝藻门的一些种类 。固 用普通复合肥提高 10% ～ 20% ，并且在作物及土壤
氮蓝藻不仅可直接同化空气中的游离态氮 ，还可以
通过影响其他固氮土壤微生物活性，增加其固氮能
［10］

力以间接改善土壤质量

。有研究表明，藻类能够

［21-22］
。 国外也有将水华蓝藻作
中均未检出藻毒素
为有机肥料的报道，研究发现以蓝藻制备的有机肥

料肥效优于一般化肥。到 1992 年，日本对收获的水
华微囊藻已全部实现肥料化，产量达 120 ～ 180 t /

提高土壤 中 有 机 质 和 有 效 磷 的 含 量，提 高 土 壤 肥
［11］
［12-13］
力 。刘永定等
对中国长江及黄河流域土壤

a［23］。利用水华蓝藻作为农业生产中有机无机复混

藻类进行的调查研究发现，藻类物种多样性随着土
壤有机质或无机 N、P、K 含量的增多而增加，说明土

肥，既解决了水华蓝藻巨大生物量难以处置的问题 ，
又改善了环境，增加了社会和经济效益。 这种“变

壤藻类与土壤肥力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 。藻类还可 废为宝”的做法，符合以可持续发展原则为基础的
以通过分泌胞外多糖等物质，使土壤微粒粘结，从而 “循环经济”理论，在以后农业生产实践中应积极地
［14-15］
，这一特性有助于土壤氮、磷营 加以推广。
改变土壤结构
养的保持以及有机质的增加。 不仅如此，不同层次

2

的土壤藻类通过光合放氧为异养微生物创造了良好
的生境，从而有利于促进土壤的形成，推动整个生态 2． 1
系统的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
利用藻类改善土壤质量的另一个重要研究方面
就是利用其形成的生物结皮防风固沙 。在广大的荒
漠、半荒漠地区，藻类形成的生物结皮对于水土保
持、流沙固定、其他生物类群的生长繁殖以及土壤微
［9，
16］

藻类作为食品的应用
藻类直接作为食品

藻类作为食品被人类食用有悠久的历史，根据
3 000 多年前亚太地区的人们就已经有食用海
资料，
藻的记载。现代研究表明： 藻类植物中富含人类所
需要的 8 种必需氨基酸、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
以及多种微量元素等营养物质。 因此，开发以藻类

。因
生态系统的最终形成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此，研究藻类结皮的分布、结构以及形成机理对利用

为原材料的食品替代传统农业生产中的种植产品具
有很广阔的应用前景。

土壤藻类固沙改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
1． 3 微囊藻作为有机无机复混肥的应用

目前，全世界记录的 3 万余种藻类植物中，约有
近百种海藻能被人类食用，多属于红藻、褐藻和绿藻

湖泊富营养化程度加剧，引起蓝藻水华频繁暴
发，水华暴发过程产生的巨大生物量是目前水环境
治理所面临的一大难题。由于形成水华的蓝藻含有

三大类。 如红藻门的紫菜 （ Porphyra sp． ） 、鸡毛菜
（ Pterocladia tenuis） 、石花菜（ Gelidium sp． ） ，褐藻门

很高的氮、磷营养以及其他多种微量元素，因此，如

的海带 （ Laminaria japonica Aresch． ） 、裙带菜 （ Undaria pinnatifida （ Harv． ） Sur． ） 以及绿藻门的石莼

能利用收获的巨大藻类生物量进行合理的资源化利

（ Ulvaceae lactuca L． ） 、浒 苔 （ Enteromorpha prolif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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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l j． Ag． ） 等都是人们所喜爱的可食用海产藻类
植物。此外，海产藻类中还有少数几种蓝藻门和黄
藻门的种类也可以食用。
淡水种类中的发菜（ Nostoc flagelliform） 、葛仙米
（ Nostoc sphaeroides） 、刚毛藻 （ Cladophora sp． ） 等是

［24，
27］

疗、保健作用

141

。 因小球藻细胞较小难以收获、

细胞壁较厚不易吸收利用，并且用其制成的保健品
口感较差； 杜氏藻最适生长温度较高，低于 30 ℃ 往
往竞争不过其他藻类，限制了其在户外的大规模露
天培养。这些客观原因造成了小球藻和杜氏藻的研

人们所喜爱的藻类食品之一，具有悠久的食用历史。 究开发较螺旋藻落后的局面。 但是，目前已经发现
如发菜，由于其与“发财 ”谐音，因此常作为吉祥与 小球藻和杜氏藻含有多种不同于螺旋藻的生物活性
好运的象征而为人所喜食。 关于葛仙米食用价值， 物质，如利用小球藻对特殊元素的富集作用制成各
早在清代的《本草纲目拾遗 》中已有记载。 葛仙米
不仅含人体必需的 8 种氨基酸，而且蛋白含量高达

［28］
种用途不同的保健品 。杜氏藻则在受到高盐、低
营养、高光强胁迫时可以产生具有很强抗氧化活性

56% ，是一种营养价值很高的食品资源［24］。而刚毛

的 β -胡萝卜素

藻则是云南景洪地区傣族同胞传统食用和出口缅甸
等国的“岛”和“解”的主要成分。 除此之外，螺旋藻

保健功能明显优于螺旋藻。

［29］

。在这些方面，小球藻和杜氏藻的

作为食品被食用也有悠久的历史，非洲中西部以及

除以上介绍的几种常见的具有保健功能的藻类
及其生物活性物质外，近年来人们发现藻多糖具有

美洲墨西哥部分地区的居民长久以来有以螺旋藻为
食的传统。

很好的抗癌、抗衰老、抗疲劳、抗辐射的活性。 而 γ亚油酸能显著降低血液中胆固醇含量，促进血液流

除以上传统的食用藻类，小球藻 （ Chlorella val- 通和细胞的新陈代谢。以往提取藻类多糖是以螺旋
garis Beij） 由于其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 藻为原 料，γ-亚 油 酸 则 是 从 月 见 草 （ Evening prim质，可以满足人体对各种营养的需要，自 1890 年由 rose） 籽中进行提取。 因此，在大规模生产时往往受
Beijerinck 发现并命名以来，就一直备受人们 的 关
［25］
注 。目前，日本、美国、德国、印度和我国等十几

到成本和原材料的限制。 国家“863”项目“滇池蓝
藻水华污染控制技术研究 ”课题组，针对滇池蓝藻

个国家和地区都在开展小球藻的培养 、食用研究。 水华暴发时产生的巨大生物量，研究利用微囊藻水
为此，相信小球藻作为一种新型食品，会在未来的几 华提取 γ-亚油酸和藻类多糖，并取得了很好 的 效
［22，
30］
。 此外，有
十年内产生十分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
果，其产率分别为 0． 895% 和 6． 2%
2． 2

藻类作为保健品

藻类除被人类用作食品直接食用外，在对其进
行研究时，人们还发现很多藻类在生长的某一时期

研究者对从藻类中提取的多糖类活性物质进行了抗
癌试验，发现其在较低的浓度下就能够对肿瘤细胞
［31］
表现出很强的抑制作用 。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
藻类植物作为保健品，对人类健康的贡献不容忽视。

或生长在某种特殊环境时可以产生许多具有生物活
性的物质，包括生物多糖、多支链不饱和脂肪酸、各 2． 3

藻类作为食品添加剂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 》规定，食品

种维生素、各种微量元素、人体必需氨基酸以及抗氧
化成分等活性物质。在抗癌、防癌、增强机体免疫能

添加剂是指“为改善食品品质和色、香、味，以及为

力、促进新陈代谢、均衡营养、延缓衰老等方面具有
［24，
26-27］
。 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
很好的保健功效

防腐和加工工艺的需要而加入食品中的化学合成或
者天然物质 ”。 可以看出，可以用作食品添加剂的

选择藻类作为保健品，相信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藻
类在保健品行业中所占的比重会逐渐加大 。

物质既可以人工合成，也可以从天然物质中提取。
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渐发现长期食用部分

目前市场上常见的藻类保健品有螺旋藻、小球
藻、杜氏藻等，对这些藻类的研究已经比较透彻，生

合成的食品添加剂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各种损害 ，因
此，近年来逐渐将目光转向了天然的食品添加剂 。

产上也已经形成一定规模。 螺旋藻是一种研究、开
发较早的藻类保健品，自 1989 年云南程海建成第一

由于藻类含有大量人体所必需的微量元素 、色素蛋
白、抗氧化物质，并且其易于快速、大量培养，所以已

座螺旋藻生产基地以来，目前我国的螺旋藻生产规
模已跃居世界第一。螺旋藻产业的快速发展是同其

经成为人们获得天然食品添加剂的一条经济 、可行
的重要途径。目前，藻类在作为食品添加剂方面除

良好的保健功能分不开的。 实践证明，螺旋藻对高
血压、贫血、胃病、糖尿病、癌症等都具有很好的治

主要用来提取藻蓝蛋白、叶绿素、β -胡萝卜素、虾青
素等食用色素，还可以作为食品中维生素、脂肪、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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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肪酸以及糖类的天然添加剂。

以 1% 螺旋藻饲喂仔猪，发现能
明显提高断奶仔猪生长状况，减少腹泻发生率。 螺

饲料。韦启鹏等

藻类作为一种光合自养型生物，细胞内具有含
量很高的捕光色素和光合色素———藻胆蛋白和叶绿

旋藻还可以显著提高肉牛和绵羊的饲料吸收效率 ，
［43］
素，这两种光合色素是食品添加剂中的常用色素 。 提高产奶量和乳品质量 。

藻胆蛋白是一类光合辅助色素，包括藻蓝蛋白、别藻
蓝蛋白和藻红蛋白等三类。 其中，藻蓝蛋白是卟啉

［44］

除以上两种用作饲料的藻类外，沈银武等 利
用鱼腥藻作为肉鸡饲料，发现以添加 2% 鱼腥藻粉

类色素蛋白，常作为蓝色食品添加剂而广泛使用 。 的饲料饲喂肉鸡，对其生长没有显著影响，但显著降
20 世纪 80 年代，提取藻蓝蛋白往往是以螺旋藻为 低了鸡 肉 中 重 金 属 的 积 累。 朱 煜 兰 等［45］ 和 谢 萍
［46］
材料，因此，其生产受到成本及原料的限制。 刘永 等 分别研究了利用微囊藻粉作为饲料添加剂对
［22］

定

在“滇池蓝藻水华污染控制技术研究 ”课题中
研究利用水华蓝藻生产藻蓝蛋白，既解决了生产原

猪血相、肠道菌落和育肥的影响，发现微囊藻粉对猪
血相无显著影响，但是显著增加了肠道中有害菌的

料的问题，又达到了变废为宝的目的。 利用该方法
提取 藻 蓝 蛋 白，其 提 取 率 为 87． 5% ，纯 度 达 1． 2

数量，并可以引起肝、肾的显著病变。这可能是由于
在以微囊藻作为饲料时，未对其进行脱毒处理引起

～ 2． 0（ A260 / A280 ） ，并且对其进行毒性检测确定其为

的。在利用脱毒水华蓝藻作为鸡、鸭饲料添加剂的
研究中发现，蓝藻粉可明显改善肉鸡和鸭生长状况 ，

［22］

实际无毒级

。 β -胡萝卜素是所有藻类细胞内存

在的一种具有很强抗氧化活性的细胞色素 ，可以从
［32］
盐生杜氏藻、小球藻中提取以用作食品添加剂 。

［22］

提高蛋鸡产蛋率，缩短鸭的上市时间

，表明水华
蓝藻在进行脱毒处理后是可以用作家禽饲料的 ，这

另外一种天然食品添加剂是虾青素，其属于类 也为水华蓝藻的资源化利用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 。
胡萝卜素类物质，是甲壳类和三文鱼的主要色素，因 3． 2 藻类作为水产养殖业饵料
［33-34］
。目
此常用作此类产品加工过程中的添加剂
前，虾青素可以人工合成，并且其质量可以达到食品

水生态系统和陆地生态系统在能量来源上是相
同的，都依赖于植物的光合作用提供能量 ，不同之处

添加剂的要求，还可以从甲壳动物、酵母菌以及雨生 是陆地生态系统的能量供应者是植物，而水生态系
红球藻（ Haematococcus pluvialis） 等多种生物中提取。 统的能量供应者是藻类。 因此，可以认为藻类是水
但是，无论从生产成本还是从虾青素产量来看 ，通过 生态系统食物链的基础。在水产养殖中藻类不仅可
雨生红球藻生产虾青素是目前最经济、最有效的方
［35］
法 。此外，也有报道小球藻的某些品系在不良生
［36］

长环境中也可以产生大量虾青素
发利用价值。

，具有潜在的开

以直接作为水产种类的饵料，也可以通过强化动物
性饵料，间接作为水产养殖种类的饵料。目前，国外
应用在鱼类、贝类、甲壳类等水产养殖中的饵料藻类
约有 40 余种，在海产养殖中常用的饵料已有 20 余
［47］

3

藻类作为农业饲料或饵料的应用

3． 1

藻类作为家禽、牲畜饲料
如前文所述，藻类一般含有较高的蛋白质和碳

水化合物，是一种可以用作家禽、牲畜的天然优质饲
料。20 世纪 80 年代人们就已经利用某些藻类作为
家禽、牲畜饲料或饲料添加剂，最常用的是小球藻和
螺旋藻。国内以螺旋藻饲喂雏鸡、肉仔鸡或者蛋鸡
的研究表明，其可以显著促进鸡只性成熟、增加体质
［37-38］
。Kato［39］ 的研究表
量、提高鸡肉质量和产蛋率

，主要是蓝藻门、绿藻门、硅藻门，金藻门和黄
藻门的一些种类。 由于藻类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碳
种

水化合物、维生素、无机盐及微量元素，可以满足不
同水产种类对饵料的要求，因此，在高密度养殖的环
境中，可以作为人工饵料主要成分。
螺旋藻和小球藻不但可以作为食品和保健品，
也是一种常见的人工饵料，是用作鱼、虾幼苗的优良
［48］

饵料

。研究表明，小球藻可以显著地提高鱼类抗
［49］

病能力和肉质 ，螺旋藻可以使鱼、虾、蟹、贝料肉
［50］
比显著降低，幼体成活率和肉品质地明显提高 。

明： 螺旋藻作为饲料添加剂还可以提高鸡蛋质量 。 以鱼腥藻作为饵料生物的研究发现，其不仅可以提
Anderson 等［40］研究了螺旋藻对鹌鹑蛋品质的影响， 高鲤的成活率，降低其饵料系数，并可以显著增加对
［44］
发现同样可以提高产蛋质量。以小球藻作为家禽饲 虾体长和体质量 。此外，雨生红球藻具有产生虾
［41］
料进行的研究也获得类似的效果 。 小球藻和螺
旋藻不仅可以作为家禽的饲料，还是牲畜类的优良

青素的特点，用作饵料可以增加三文鱼和甲壳类动
物 肉 品 颜 色，也 是 目 前 应 用 比 较 广 泛 的 一 种 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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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藻类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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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algae as a resource in agricultural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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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gae are lower photosynthetic autotrophs which have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agricultural activities． With the deep understanding of physiological and ecological characteristics，algae have used more and more
widelyin the practice of agricultural activitie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application of algaeas a resourcein agricultural activities including improvement of agricultural environment，utilized as food or food additives and health
care products，as well as feed or b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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