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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磁共振技术在植物代谢研究中的应用 *
Applications of nuclear magnetic resonance in pl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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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基于核磁共振技术 (Nuclear Magnetic Resonance, NMR) 和模式识别技术的代

谢组学研究是近几年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组学技术。该文简要综述核磁共振技术用
于植物代谢研究的实验设计、图谱的获取、模式识别技术及其最新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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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谢组学是定量研究生物体内源性代谢物整体及其
变化规律的科学，它与基因组和基因组学、转录组和转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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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代谢研究中的最新应用及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进行综述。

组学、蛋白组和蛋白组学等一起构成系统生物学 (systems

1

biology)，是整体系统生物学 (global systems biology) 的重

1.1 代谢组核磁共振技术的分析过程

要组成部分。植物代谢组学是代谢组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代谢组分析技术与模式识别方法
代谢组学研究一般包括 4 个步骤：
（1）确定研究对象，

很多研究集中在细胞代谢组学这个相对独立的分支。与传

给予研究对象一定的刺激，如基因的改变，体内生物过程

统植物化学研究不同，它是从整体出发，系统地、全面地

的催化或抑制，致病或致病物质的引入，以及各种环境因

研究植物中代谢产物的成分、结构、合成途径及相关的基

素的改变和刺激时间、强度的变化等等 ；
（2）样品的前处

因功能，判断基因表达水平的变化，从而推断基因的功能

理，前处理方法将依赖代谢物提取方法进行选择，如氯仿
提取、酸提取、水提取、甲醇提取等 [7~9] ；
（3）用核磁共

[1]

及其对代谢流的影响 。
核磁共振技术作为研究代谢组学中结构分析的一种有

振分析手段测定其中代谢物的种类、含量等数据并对这些

利工具，已经有 20 多年的历史，广泛应用于植物代谢、

数据进行预处理，包括滤噪、重叠峰解析、峰对齐、峰匹

微生物代谢、药物毒性和疾病诊断中 [2~5]。该方法对样品

配、标准化和归一化等，将这些元数据转变为适合多变量

无损伤，不破坏样品的结构和性质，无辐射损伤 ；可在一

分析的数据形式，使相同的代谢产物在生成的数据矩阵中

定的温度和缓冲液范围内选择实验条件，能够在接近生理

由同一个变量表示，所有样品具有相同的变量数 ；
（4）采

条件下进行实验 ；可研究化学交换、扩散及内部运动等动

用模式识别和多维统计分析等方法进行数据分析，建立代

[6]

力学过程，给出丰富的有关动态特性信息 。同时，混合

谢物时空变化与生物体特性的关系，达到从不同层次和水

物中不同代谢物的核磁共振响应系数一致，属于无偏向检

平上阐述生物体对相应刺激响应目的。

测技术。由于植物代谢要比微生物、药物等的代谢复杂，

1.2 核磁共振分析原理

尤其是水生植物代谢研究很少，本文就核磁共振技术在植

核磁共振波谱是一种基于具有自旋性质的原子核在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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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磁场作用下，吸收射频辐射而产生能级跃迁的谱学技术。

中的分子结构。它利用各种强度变量具有多个共振线的优

原子核能级的变化不仅取决于外部磁场强度的大小及不同

势，从一套波谱中产生一个准 2D-NMR 谱，用以显示各种

种类的原子核，而且取决于原子核外部电子环境。在照射

峰强度与整个样品的相互关系。此方法能够进行代谢物的

频率确定时，同种核因在分子中的化学环境不同而显示吸

结构指认，尤其为单峰质子归属提供方法。

收峰位移变化。根据不同基团中核化学位移在各自特定的
区域内出现的特点，可以确定化合物分子中官能团的种类。

2

在植物代谢组学研究中的应用

邻近基团之间的耦合作用会导致谱峰裂分，利用这种裂分

植物代谢组学研究大多集中在代谢轮廓或代谢物指纹

裂距的大小与形状可以进一步确定分子内部基团的连接关

图谱上 [18~20]。根据研究对象、目的的不同，基于 NMR 的

系，最后便可推断分子的化学结构 [10]。

植物代谢组学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H-NMR 是目前研究最充分的波谱，由于氢谱灵敏度最

2.1 特定种类植物代谢物组学研究

高且所累积的数据最丰富，核磁共振的绝大部分研究工作

这类研究通常以某一植物为对象，选择某个器官或者

都集中于氢谱。核磁共振氢谱能提供重要的结构信息 ：化

组织，对其中的代谢物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Yang 等 [21]

学位移、耦合常数及峰的裂分情况、峰面积等。此外，核

通过对爵床科植物穿心莲代谢物中 4 种主要的萜类化合物

磁共振 C、 P、 N 等也是近年来研究的重点。

1

1.3 模式识别分析方法

具有很好的相关性，而且核磁共振方法简单快速，不需要

13

31

15

H-NMR 的定量检测，得到结果与高效液相色谱检测结果

代谢组学数据组是多变量数据集，这就需要可视化软

建立标准曲线，非常适合穿心莲的常规控制。Soininen 等 [22]

件、生物信息学和模式识别方法来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和

采用定量核磁共振技术和约束总体最小二乘法 (CTLS) 分

处理，进而发现和确定相关生物标志物及代谢通路的变化

析技术对黄色洋葱进行定量、定性分析并与传统的高效液

规律。模式识别 (patter recognition) 是化学计量学重要组

相色谱 - 质谱连用技术进行对比，结果发现除黄酮醇类和

成部分，是数据信息挖掘的主要方法之一。目前，最常用

它们的糖类衍生物由于浓度很低难于测定外，其它代谢组

的分析方法有主成分分析法
sis，PCA) 和偏最小二乘法

[11]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

[12]

(partial least squares，PLS)。

PCA 方法是采用线性投影将原来多个变量空间转换

份均可以被检出，基于 CTLS 的核磁共振代谢组学方法是
测定黄洋葱代谢组分浓度的一种有效方法。
2.2 不同基因型植物代谢组学表型研究

转化成一组新的正交变量统计分析方法。这些相互正交新

通过对 2 个或者 2 个以上的同种植物（突变型或者基

变量称为“主成分”，是原始变量的线性组合。PCA 方法

因修饰型植物和正常野生型植物）进行比较和鉴别，可达

主要应用于对高维数据空间进行降维，从而降低问题复杂

到评价基因改造或者组织培养的效果、筛选优良品种等目

性，在尽可能保留原有信息的基础上将高维空间中的样本

的。Grebenstein 等 [23] 用 1H-NMR 对荷兰野生胡萝卜和栽

投影到较低维的主成分空间中 [13]，以提取基本代谢物信

培品种西方橙色胡萝卜的幼苗进行代谢指纹分析，结果显

息，实现对数据的可视化、样本的分类聚集和异常样品的

示 2 种幼苗的初级代谢产物的含量，绿原酸和阿魏酰奎尼

剔除。 使用 PCA 分析可以从数学上简化这些变量，目的

酸的浓度有所不同。但通过代谢组学方法并不能看出基因

就是用较少的综合性变量替代原来众多的相关性变量。

修饰与未经过修饰的胡萝卜品种的区别，显示胡萝卜对

PLS 本质上是一种基于特征向量的回归方法

[14]

。在

基因渗透的适应性。Ren 等 [24] 应用核磁共振（1H-NMR）

化学计量学中主要用于回归建模 (PLS-R)，在很大程度上

和多变量分析技术，对野生型拟南芥和转基因拟南芥进行

可取代多元线性回归和主成分回归。它在克服自变量多重

代谢指纹分析。基于核磁共振数据的主成分分析结果表面

相关性的情况下，将从样品中得到的包含独立变量的矩阵

对分类起主要贡献作用的化合物被定性为一些具体的氨基

和与之相关的非独立变量的矩阵相关联

[15，16]

。如果将模

酸，如苏氨酸和丙氨酸。这种方法不需要预纯化步骤就可

式识别中的已知类别响应设为 0 或 1，偏最小二乘也可用

以区分野生型和转基因拟南芥。

于模式识别，称为偏最小二乘辨别分析 (PLS-discriminant

2.3 生态型植物代谢组学研究

analysis，PLS-DA)，相对于 PCA 所得到的投影图可以获

这类研究通常选择不同生态环境下的同种植物，研究

得更好的分类效果 。PLS-DA 是目前代谢组学中应用最

生产环境对植物代谢物产生的影响 [25，26]。Lucksanaporn

为主要的模式识别方法，被广泛应用于植物、药物、疾病

等 [27] 用 1H-NMR 和偏最小二乘法分析日本北川东当归代

的代谢组学研究。

谢物影响因素，发现地理差异对代谢物影响比其它因素如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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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模式识别方法，统计全相关谱 [17] (statistical total

种植面积、种类、样品制备方法及感官质量等要明显。同

correlation spectroscopy，STOCSY) 也有助于鉴定 NMR 谱

时也发现与感官质量有关的代谢物受气候条件的影响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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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Kim 等 [28] 对中国卷心菜和韩国卷心菜提取物进行
1

H-NMR 和主成分分析，结果表明对 2 种地区卷心菜代谢

组分分类起主要贡献作用的化合物被定性为 4- 氨基丁酸、

Mechanisms against Ultraviolet Radiation[J]. Biophysical
Journal Volume, 2011, 100(1): 215-224.
[3]

Kwon Y K, Jung Y S, Park J C, et al. Characterizing the
effect of heavy metal contamination on marine mussels using

甲酸、天冬酰氨酸、亮氨酸、异亮氨酸、O- 磷酸胆碱、

Metabolomics[J]. Marine Pollution Bulletin, 2012, 64(9): 1874-

乙酸苯酯、苯基丙氨酸、丁酸盐、蔗糖、酪氨酸和缬氨酸，
这些代谢物主要受到气候和地质条件影响有所变化。

综述与专论

1879.
[4] Wang Y L, Cloarec O, Tang H R, et al. Magic angle spinning

2.4 受外界刺激后植物自身免疫应答

NMR and 1H-31P heteronuclear statistical total correlation
spectroscopy of intact human gut biopsies [J]. Anal Chem, 2008,

通过化学、物理或者生物刺激引起植物代谢产物的改
变，利用基于核磁共振技术的植物代谢组学对这种变化进
行全面分析与检测，找出差异，进而为植物代谢规律做

80(4): 1058-1066.
[5] Waterman C L, Kian K C, Griffin J L. Metabolomic strategies to
study lipotoxicity in cardiovascular disease[J]. Biochim Biophys

出解释 [29，30]。Canam 等 [31] 应用基于核磁共振代谢轮廓分

Acta, 2010, 1801(3): 230-234.

析和 PCA 分析技术研究伊索比亚芥黄籽和褐籽的耐盐性，

[6]

发现黄籽代谢产物中色氨酸和甲酸含量增加，脯氨酸和苏

[7] Sheedy J R, Ebeling P R, Gooley P R, et al. A sample preparation
protocol for 1H nuclear magnetic resonance studies of

氨酸也有所变化，结果表明褐籽比黄籽有更好的耐盐性。
刘春光等

[32]

watersoluble metabolites in blood and urine[J]. Anal Biochem,

2+

采用室内培养试验方法，研究水体中 Cu 对

耐盐沉水植物川蔓藻的毒害作用。试验针对叶绿素、可溶
性蛋白和 POD 活性 3 项指标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川蔓藻

2010, 398(2): 263-265.
[8] Tuffnail W, Mills G A, Cary P, et al. An environmental NMR
metabolomic study of the exposure of the marine mussel

对低浓度铜离子的胁迫会产生一定适应性，Cu2+ 达到或超

Mytilus edulis to atrazine, lindane, hypoxia and starvation[J].

过 5mg/L 就会使川蔓藻植株的生理生化指标出现明显变
化，生长也会受到抑制。

许国旺 . 代谢组学方法与应用 [M]. 北京 : 科学出版社 , 2008.

Metabolomics, 2009, 5(1): 33-43.
[9]

Liu X, Zhang L, You L, et al. Toxicological responses to acute
mercury exposure for three species of Manila clam Ruditapes

3

结语
随着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遗传学的迅速发展

和对遗传标记研究的深入，NMR 为研究代谢和生理生化
变化提供条件，但是由于 NMR 技术自身的一些缺陷，造

philippinarum by NMR-based metabolomics[J]. Environ Toxicol
Pharmacol, 2011, 31(2): 323-332.
[10]

宁永成 . 有机化合物结构鉴定与有机波谱学 [M]. 第二版 .
北京 : 科学出版社 , 2000.

[11]

成其在代谢组学中的应用仍然处于早期发展阶段，面临

Eriksson L, Johansson E, Kettaneh-Wold N, et al. Multiand megavariate data analysis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D].

着方法学和广泛应用两方面的挑战。NMR 技术在代谢组

Sweden: Umeatrics Academy, Umetrics AB, 2001.

学研究中应用的局限性主要是其灵敏度较低，因此提高

[12] Word S, Trygg J, Berglund A, et al. Some recent developments

磁场强度以及通过使用超低温探头来提高灵敏度是较好

in PLS modeling[J]. Chemometrics and Intelligent Laboratory

的办法 [33]。另外，NMR 仪器价格和维护费用都比较昂贵，
在某种程度上限制该方法的普及应用。

Systems, 2001, 58(2): 131-150.
[13]

Probab Stat) [M]. New York: Wiley Inter science, 2003: 569-

相信随着核磁共振仪检测性能的不断提高以及与更多
分离检测手段的联合，数据处理工具的不断强大，代谢组

Jackson J E. User’s guide to principal components (Wiley Ser
571.

[14]

Smolinska A, Blanchet L, Lutgarde M.C, et al. NMR and

数据库的不断完善，核磁共振技术在代谢组学中的应用不

pattern recognition methods in metabolomics: From data

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会有很大的提高。人们将会更充分认

acquisition to biomarker discovery: A review[J]. Analytica

识到核磁共振技术在代谢组学中的应用优势，为动植物代

Chimica Acta, 2012, 750(10): 82-97.

谢研究、药物安全性评价、疾病的认知和环境污染评价等
提供一种有力的手段。

[15]

Höskuldsson A. Variable and subset selection in PLS
regression[J]. Chemometr Intell Lab, 2001, 55(1-2): 23-38.

[16]

Jiang H W, Xia J L. Partial least square and its application[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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