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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基于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的代谢组学方法，研究不同致病性青枯雷尔氏菌诱导番茄植株代谢物

变化的异质性。将青枯雷尔氏菌强致病力菌株ＦＪＡＴ９１和无致病力菌株ＦＪＡＴ１４５８分别单独接种和混合接种番

茄植株，以清水为对照，接种后６、２４、４８、７２、９６ｈ取样，测定番茄植株代谢产物的变化。结果表明，检测到

的代谢物种类主要为醇类、酯类、酸类、醛类、吡啶类和烷烃类。不同处理番茄代谢产物组成变化的时间动态

结果表明，ＦＪＡＴ９１单独接种处理４８ｈ、ＦＪＡＴ１４５８单独接种处理４８ｈ、同时接种ＦＪＡＴ９１和ＦＪＡＴ１４５８处理

９６ｈ及对照处理７２、９６ｈ的番茄中检测到代谢物种类最多，分别为１２、１８、１５和１５种。邻苯二甲酸二丁酯在

不同处理不同时间的番茄中均检测到，为完全分布类型，其他代谢物为不完全分布类型。ＦＪＡＴ９１单独接种处

理能诱导番茄代谢产物棕榈酸消亡，而ＦＪＡＴ１４５８单独接种或与菌株ＦＪＡＴ９１混合接种及对照处理的番茄植株

该代谢物维持在相当含量，说明该代谢物可能与植株免疫抗病有关。主成分分析表明，不同接种处理诱导番茄

植株的代谢谱存在一定的差异，主成分一和主成分二基本上能将其区分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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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ａｂｕｕｃｈｉｅｔａｌ．引起的番茄青枯病是一种毁灭性的

土传病害，广泛分布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１］。青枯

病在番茄中危害严重，一旦发病难以控制，造成植

株大面积枯萎死亡和果实产量的严重下降，轻病田

块减产１０％～３０％，重病田块减产５０％以上，甚

至绝收，严重制约着番茄产业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

提高［２］。目前该病害尚未得到有效防治［３］。青枯雷

尔氏菌无病力菌株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青枯病的发

展，具有一定生防潜力［４］。青枯雷尔氏菌与番茄互

作会诱导其代谢物发生变化，比较分析强、弱青枯

雷尔氏菌株诱导番茄代谢产物变化的异质性，对于

阐明强致病力菌株的致病机制和无致病力菌株的诱

导抗病机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代谢组学是研究生物体受刺激或扰动而引起的

体内代谢物的定性和定量变化，并将代谢信息与生

物体的病理生理过程关联起来，从而了解生物体生

命活动的代谢过程［５－６］。代谢组学技术可对植物获

得系统抗性发生过程中的所有代谢物进行定性和定

量分析，并能识别未知代谢产物，该技术的发展和

应用有助于我们更好了解生物体各种复杂相互作用

及生物系统对外界因素干扰的应答反应［７－８］，已成

为系统生物学研究的主要手段之一。作为众多化学

分析方法中的一种，气相色谱质谱 （ＧＣＭＳ）技

术由于具有快速、高灵敏度和高分辨率，已成为代

谢组学研究的首要技术［９－１１］。

目前，不同致病力青枯雷尔氏菌与番茄互作的代

谢机制研究未见报道。本研究运用ＧＣＭＳ技术对青

枯雷尔氏菌强、弱菌株侵染番茄植株诱导其代谢产物

的变化进行了初步研究，在代谢物水平上为进一步揭

示青枯雷尔氏菌与番茄寄主互作机制提供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青枯雷尔氏菌致病性菌株ＦＪＡＴ９１和无致病

力菌株ＦＪＡＴ１４５８分别分离自番茄青枯病病株和

健康植株，由福建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生物资源研究

所菌种库收集并保存。青枯雷尔氏菌鉴别培养基为

ＴＴＣ（１％ 蛋白胨、０．１％水解酪蛋白、０．５％葡萄糖、

１．８％ 琼脂和０．０５％２，３，５氯化三苯基四氮唑），

液体培养基为ＳＰ培养基（２％蔗糖、０．５％蛋白胨、

０．０５％ＫＨ２ＰＯ４和０．００２５％ＭｇＳＯ４）。

１２　菌株活化及培养液制备

将菌株ＦＪＡＴ９１和ＦＪＡＴ１４５８活化于 ＴＴＣ

培养基上，３０℃培养４８ｈ，挑取单菌落转接种于３５

ｍＬＳＰ液体培养基中，３０℃、１７０ｒ·ｍｉｎ－１振荡培养

４８ｈ后，将培养液涂布于ＴＴＣ平板上，３０℃培养４８

ｈ后统计活菌数，确定ＦＪＡＴ９１和ＦＪＡＴ１４５８培养

液的原始浓度。２种培养液均用无菌水稀释至１．０

×１０８ｃｆｕ·ｍＬ－１备用。

１３　接种处理

采用伤根接种法，接种至５～６叶龄的番茄（金

石王１号）盆栽苗。各处理如下，处理１：只接种

菌株ＦＪＡＴ９１，接种１．０×１０８ｃｆｕ·ｍＬ－１，接种

量８０ ｍＬ·盆－１；处理 ２：只接种菌株 ＦＪＡＴ

１４５８，接 种 １．０×１０８ ｃｆｕ·ｍＬ－１，接 种 量 ８０

ｍＬ·盆－１；处理３：同时接种菌株 ＦＪＡＴ９１和

ＦＪＡＴ１４５８，二者接种均为１．０×１０８ｃｆｕ·ｍＬ－１，

２种菌等量混合后接种，接种量为８０ｍＬ·盆－１；

处理４：清水对照，８０ｍＬ·盆－１，各处理设３个

重复。处理后６、２４、４８、７２、９６ｈ取植株叶片

约５ｇ，同种处理不同重复的叶片混合成小样，

－８０℃冰箱保存备用。

１４　番茄植株代谢产物的提取

番茄植株代谢产物的提取参照Ｊａｎ等
［１２］的方

法进行，具体步骤如下： （１）每个样本设３次重

复，分别称重１ｇ，液氮研磨后置于２ｍＬ离心管

中；（２）加入１００％甲醇至１．５ｍＬ，涡旋混匀；（３）

加入６０μＬ核糖醇（０．２ｍｇ·ｍＬ
－１）涡旋１０ｓ；（４）

７０℃，水浴１５ｍｉｎ；（５）１００００ｒ·ｍｉｎ－１离心１５

ｍｉｎ；（６）将分层的上层溶液转移至１０ｍＬ玻璃管

中；（７）加入７５０μＬ氯仿（－２０℃预冷），再加入１．５

ｍＬｄｄＨ２Ｏ（４℃ 预 冷），涡 旋 １０ｓ；（８）６０００

ｒ·ｍｉｎ－１离心１５ｍｉｎ；（９）转移上层相至一个新的

三角瓶中；（１０）氮吹仪吹干有机溶剂；（１１）加入４０

μＬｍｅｔｈｏｘｙ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试剂（需新制现用现配：１ｍｇ

ｍｅｔｈｏｘｙａｍｉｎｅｈｙｄｒｏｃｈｌｏｒｉｄｅ＋５０μＬ 纯 吡 啶），

３７℃、２５０ｒ·ｍｉｎ－１振荡１２０ｍｉｎ；（１２）加入７０μＬ

ＭＳＴＦＡ（Ｎ甲基Ｎ三甲基硅烷基三氯乙酰胺）试

剂（４℃预冷）；（１３）加入１０μＬ正十八烷时标试剂

（０．２２ ｍｇ· ｍＬ
－１ 溶 于 纯 吡 啶 中），３７℃、２５０

ｒ·ｍｉｎ－１振荡３０ｍｉｎ；（１４）转入ＧＣＭＳ玻璃小瓶；

（１５）ＧＣＭＳ分析。

１５　番茄植株代谢产物的ＧＣＭＳ分析

气相 色 谱质 谱 联 用 仪 为 Ａｇｉｌｅｎｔ７８９０Ａ／

５９７５Ｃ，色谱柱为 ＨＰ５ＭＳ。气相色谱条件：分流比

１０∶１，进样口温度２５０℃，柱温５０℃；起始温度

５０℃，保持２ｍｉｎ；６℃·ｍｉｎ－１升温到２５０℃，保持５

ｍｉｎ；２０℃·ｍｉｎ－１升到２８０℃，保持５ｍｉｎ。质谱条

件：离子源ＥＩ；采集模式为全扫描；ＥＭＶ模式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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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值；质量扫描范围：５０．００～５５０．００ａｍｕ；ＭＳ离子

源温度为２３０℃，ＭＳ四级杆温度１５０℃。

１６　番茄植株代谢产物的鉴定

数据经ＮＩＳＴ谱库检索，匹配度大于８０％的鉴

定化合物予以报道［１３］。采用峰面积归一化法，以各

组分的峰面积占总峰面积之比值表示组分相对含量。

１７　主成分分析

采用ＤＰＳ７．０５软件，以不同处理不同时间番

茄叶片为样本，以各样本中各代谢物相对含量为指

标，进行主成分分析。主成分分析 过 程 采 用

ＤＰＳ７．０５软件的相关模块进行处理，主要包括数

据求协方差矩阵，计算特征方程中所有特征值，并

根据特征值累积比例确定主成分的数量，计算主成

分载荷值和主成分得分，进行一级主成分评分等。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代谢产物的鉴定

利用ＮＩＳＴ０５质谱数据库对谱图中的代谢物逐

一进行检索和鉴定，通常匹配度高于８０％的化合

物较为可信予以报道［１３］。根据这一原则，各类化

合物在不同处理番茄植株中的分布情况如表１所

示，只接种青枯雷尔氏菌致病性菌株ＦＪＡＴ９１的

番茄植株中，酯类和烷烃类化合物在不同处理时间

均有分布，而醛类化合物均未检测到，醇类化合物

除了处理６ｈ均检测，酸类化合物只在接种初期

（６、２４、４８ｈ）番茄植株分布，吡啶类化合物只在

接种后期 （７２ｈ和９６ｈ）有分布；接种青枯雷尔

氏菌无致病力菌株ＦＪＡＴ１４５８的番茄植株，酯类、

酸类和烷烃类化合物在不同处理时间均有分布，醇

类除接种４８ｈ均检测到分布，醛类和吡啶类化合

物除接种初期 （６、２４ｈ），在其他时期均检测到；

同时接种ＦＪＡＴ９１和ＦＪＡＴ１４５８的番茄植株中，

酯类除了接种４８ｈ、酸类除了接种６ｈ和吡啶类除

了接种２４、７２ｈ，其他接种时期均检测到这类化

合物；对照处理的番茄植株中，各类化合物分布情

况与只接种ＦＪＡＴ１４５８相似。

表１　不同接种处理下番茄代谢产物的种类和数量

犜犪犫犾犲１　犜狔狆犲狊犪狀犱狀狌犿犫犲狉狊狅犳犱犲狋犲犮狋犲犱犮狅犿狆狅狌狀犱狊狌狀犱犲狉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狋狉犲犪狋犿犲狀狋狊

处理 化合物类型
化合物种类数目／种

６ｈ ２４ｈ ４８ｈ ７２ｈ ９６ｈ

只接种ＦＪＡＴ９１ 醇类 ＮＤ ２ １ ３ ２

酯类 １ １ ３ １ １

酸类 ２ ２ ３ ＮＤ ＮＤ

醛类 ＮＤ ＮＤ ＮＤ ＮＤ ＮＤ

哌啶类 ＮＤ ＮＤ ＮＤ １ １

烷烃类 ２ ２ １ １ ２

只接种ＦＪＡＴ１４５８ 醇类 １ ２ ＮＤ １ ２

酯类 １ ４ ３ ２ １

酸类 １ ２ ７ １ ２

醛类 ＮＤ ＮＤ １ １ １

哌啶类 ＮＤ ＮＤ １ １ １

烷烃类 ３ ２ １ １ ３

同时接种ＦＪＡＴ９１和ＦＪＡＴ１４５８ 醇类 ２ １ ＮＤ ４ ２

酯类 １ ４ ２ ３ ５

酸类 １ ２ ３ ２ ２

醛类 ＮＤ １ １ １ １

哌啶类 １ ＮＤ １ ＮＤ ２

烷烃类 ２ ２ ３ １ ３

清水对照 醇类 １ ＮＤ ＮＤ ２ １

酯类 １ １ ２ ４ １

酸类 １ １ ２ ２ １

醛类 ＮＤ ＮＤ ２ １ １

哌啶类 ＮＤ ＮＤ １ １ １

烷烃类 ２ ２ ２ １ ３

注：ＮＤ表示未检测到该类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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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不同处理番茄代谢产物组成变化的时间动态

比较不同处理番茄代谢产物组成变化的时间动

态，结果表明，ＦＪＡＴ９１处理不同时间的番茄代

谢物组成不同，处理６、２４、４８、７２、９６ｈ的番茄

中分别检测到５、１０、１２、７、７种代谢物，其中邻

苯二甲酸二丁酯在各时间均检测到，为完全分布类

型，其他代谢物随时间呈不完全分布；ＦＪＡＴ１４５８

处理６、２４、４８、７２、９６ｈ的番茄中分别检测到６、

９、１８、１２、１０种代谢物，其中邻苯二甲酸二丁酯

和棕榈酸为完全分布类型，其他代谢物为不完全分

布类型；同时接种ＦＪＡＴ９１和ＦＪＡＴ１４５８处理９６

ｈ的番茄检测代物种类最多为１５种，处理６ｈ最

少８种，邻苯二甲酸二丁酯和棕榈酸为完全分布类

型，其他代谢物为不完全分布类型；对照处理的番

茄９６、７２ｈ均检测到１５种代谢物，处理６、２４ｈ

均检测到５种代谢物。

邻苯二甲酸二丁酯在不同处理不同时间的所有

样本中均检测到，在只接种ＦＪＡＴ９１处理６、２４、

４８、７２、９６ｈ的番茄植株中，相对含量分别为

５．３５％、３．７２％、３．１４％、１．９８％、１．７４％；邻苯

二甲酸二丁酯在只接种 ＦＪＡＴ１４５８处理６、２４、

４８、７２、９６ｈ的相对含量分别为２．５３％、３．８４％、

４．１３％、４．４５％、５．４５％；在同时接种 ＦＪＡＴ９１和

ＦＪＡＴ１４５８处理６、２４、４８、７２、９６ｈ番茄中的相对含

量分别为３．６６％、３．８４％、５．４７％、３．６４％、５．８１％；

在清水对照中６、２４、４８、７２、９６ｈ的相对含量分别为

１．５２％、４．２５％、５．０５％、１．７３％、４．５３％。该物质在

不同处理不同时间样本（处理２４ｈ除外）中的分布

量均达显著水平（犘＜０．０５）（图１）。

图１　邻苯二甲酸二丁酯在不同处理不同时间番茄中的相

对含量

犉犻犵．１　 犇犻犫狌狋狔犾狆犺狋犺犪犾犪狋犲犻狀狋狅犿犪狋狅狆犾犪狀狋狊犻狀犱狌犮犲犱犫狔

狋狉犲犪狋犿犲狀狋狊狑犻狋犺狏犪狉犻犲犱犱狌狉犪狋犻狅狀狊

注：图中数据为平均数±标准差，不同字母表示同一时间不同处

理之间差异达显著水平 （犘＜０．０５），图２同。

棕榈 酸 在 只 接 种 ＦＪＡＴ１４５８、同 时 接 种

ＦＪＡＴ１４５８和ＦＪＡＴ９１及对照处理不同时间的番

茄植株中均保持一定的分布数量，在只接种

ＦＪＡＴ９１的番茄植株中，４８ｈ后分布量低，显著

低于其他３种处理 （犘＜０．０５），７２ｈ后未检测到，

说明 ＦＪＡＴ９１可能诱导番茄植株棕榈酸的消亡

（图２）。

图２　棕榈酸在不同处理不同时间番茄中的相含量

犉犻犵．２　狀犺犲狓犪犱犲犮犪狀狅犻犮犪犮犻犱犻狀狋狅犿犪狋狅狆犾犪狀狋狊犻狀犱狌犮犲犱犫狔

狋狉犲犪狋犿犲狀狋狊狑犻狋犺狏犪狉犻犲犱犱狌狉犪狋犻狅狀狊

图３　不同处理番茄代谢谱的主成分分析

犉犻犵．３　犘狉犻狀犮犻狆犪犾犮狅犿狆狅狀犲狀狋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狀 犿犲狋犪犫狅犾犻狋犲狊犻狀

狋狅犿犪狋狅狆犾犪狀狋狊犻狀犱狌犮犲犱犫狔狋狉犲犪狋犿犲狀狋狊

注：ｖＲＳ为接种强致病力菌株ＦＪＡＴ９１；ａＲＳ为接种无致病力菌

株ＦＪＡＴ１４５８；ａ＆ｖＲＳ为接种ＦＪＡＴ９１＋ＦＪＡＴ１４５８；ＣＫ为

空白对照。

２３　不同处理番茄代谢谱变化分析

主成分分析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ＰＣＡ）是将高维数据降维，投影变换到变异最大的

主轴上，从而提取出数据集的特性，有效解决了样

本变量较多情况下利用肉眼分析Ｌｏａｄｉｎｇ图可靠性

差的问题［１４］。将不同处理的番茄代谢物相对含量

数据组成数据矩阵，用ＤＰＳ软件的因子分析程序

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后进行主成分分析 （ＰＣＡ）。

选取２个主成分绘制成主成分二维谱图 （图３）。

ＰＣＡ分析结果表明，不同处理的样本被分成４组，

不同处理接种番茄植株６ｈ的样本与对照组处理在

同一组，且在主成分一和二的坐标零点附近，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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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处理接种初期 （６ｈ）未诱导番茄植株代谢产物

的变化。致病性菌株ＦＪＡＴ９１接种４８、７２、９６ｈ

的样本归在同一组，且与主成分一和主成分二均呈

负相关。无致病力菌株ＦＪＡＴ１４５８接种７２、９６ｈ

及同时接种菌株 ＦＪＡＴ１４５８和 ＦＪＡＴ９１的４８ 、

７２、９６ｈ的样本在同一组，与主成分一和主成分

二均呈正相关。菌株ＦＪＡＴ１４５８接种２４、４８ｈ及

同时接种菌株ＦＪＡＴ１４５８和ＦＪＡＴ９１的２４ｈ的样

本归在同组，与主成分一成正相关，与主成分二成

负相关。

３　讨论与结论

代谢物是生物体生理调控过程的终产物，其种

类和数量变化反映了生物系统对基因或环境变化的

最终响应［７］。本研究以 ＧＣＭＳ联用技术为平台，

通过多元统计分析等手段探索了不同致病性青枯雷

尔氏菌诱导番茄植株代谢谱的变化。结果表明，不

同处理诱导番茄代谢产物变化主要表现在棕榈酸和

邻苯二甲酸二丁酯含量的变化。青枯雷尔氏菌强致

病力菌株ＦＪＡＴ９１诱导番茄植株棕榈酸的消亡，

而无致病力菌株ＦＪＡＴ１４５８处理及对照处理的番

茄植株棕榈酸维持一定的含量，推测棕榈酸在无致

病力青枯雷尔氏菌诱导番茄免疫抗病反应中起重要

作用，此结果与尹玉玲等［１５］的研究结果相吻合。

尹玉玲等的研究结果表明棕榈酸和豆蔻酸与根系土

壤黄萎病菌的分布数量呈显著负相关。张恩平

等［１６］研究表明，高浓度的邻苯二甲酸二丁酯会导

致土壤生态系统退化，土壤有效养分利用率下降。

本研究不同处理不同时间样本中均检测到邻苯二甲

酸二丁酯，说明该物质可能是番茄一种自毒物质，

今后利用无致病力青枯雷尔氏菌防治番茄青枯病

时，也可以利用邻苯二甲酸二丁酯为检测指标，分

析其对土壤肥力的影响。

主成分分析是一个无监督数据降维方法，可用

来考察样品的分组情况［１７］，其对应的载荷图可以

用来识别对分组有较大贡献的代谢物［１８］。本研究

对不同处理不同时间的番茄代谢物进行主成分分

析，结果表明，只接种ＦＪＡＴ１４５８处理或只接种

ＦＪＡＴ９１或同时接种ＦＪＡＴ１４５８和ＦＪＡＴ９１处理

６ｈ样本与对照组处理不同时间样本聚在同一区，

且在原点附近，说明各不同处理初期 （６ｈ）未能

诱导番茄代谢产物发生明显变化。强致病力菌株

ＦＪＡＴ９１处理进程中各样本划分在同一区，说明

其诱导的番茄代谢产物变化相似。无致病力菌株

ＦＪＡＴ１４５８处理和同时接种ＦＪＡＴ１４５８和ＦＪＡＴ

９１处理的样本，随着接种进程分别划在２个区，

表明这２种处理诱导的番茄代谢产物变化相似。

不同植物的初生代谢物差异并不大，但因组织

器官或生长发育状态的多样性，对代谢组学研究方

法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样品的前处理和制备往往会

因物种而异。因此，建立一套重复性好、分离效果

好的代谢物测定方法是成功开展并深入研究代谢组

学的必要步骤。本研究采用ＧＣＭＳ技术对所收集

的样本进行代谢物测定分析，样本处理方法相对简

单，已有许多文献报道［１９－２０］，且有很好分离效率，

但需要对样本进行衍生化处理，这一步骤可能会引

起样本的变化，因此，需要制定实验操作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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