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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DNA-SIP:

Correlation is not necessarily to be correct between metabolic activity 

and microbial community structure



基本概念
4



定向挖掘重要微生物资源的技术

2009年写入全美微生物
Brock经典教科书12版

2011年ASM出版专著：复杂样品中
微生物13C-DNA分离原理与应用

2000年Nature首次DNA-SIP



基本原理与技术路线
将原位或微宇宙(microcosm)的环境样品暴露于稳定性同位素
富集的基质中 , 被样品中的某些微生物吸收同化进入微生物
体内 ,参与各类物质如核酸(DNA和 RNA)及磷脂脂肪酸(P 

LFA)等的生物合成 ,通过提取、分离、 纯化、分析这些微
生物体内稳定性同位素标记的生物标志物 ,从而将微生物的
组成与其功能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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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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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位素，具有相同质子数，不同中子数的同一元素的不同核素互为同

素，在元素周期表上占有同一位置，化学性质相同。可分为：

稳定性同位素：原子核结构稳定，不发生衰变，没有放射性的同位素，

无辐照伤害、安全、不受半衰期的影响，可适用于长时间的示踪实验。

放射性同位素：原子核结构不稳定，会不间断、自发的放出α、β、γ等射

线，直至变成另一种稳定元素，即“核衰变”，具有一定的半衰期。属

毒类，对人体各部位、皮肤和其它组织有强烈的辐射损伤作用。

放性同位素要比稳定同位素应用广泛，例如，癌症放疗、放射性药物显影

产品测厚、材料辐照改性、放射性定年、污染来源检测等。

稳定性同位素：2H，13C，15N，18O

放射性同位素：3H，14C，32P，35S



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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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采用的生物标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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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微生物生态学的 SIP研究中 ,常采用的生物标志物有三大类: 

标志物 优点 缺点

P LFA 不需密度梯度离心，可以减少操
作过程中样品的损失。
GC-C-IRMS对 c同位素丰度的分辨
率可达到千分之一，即使很小的
13 C含量的差别也可以通过此方
法分辨开.

P L F A特异性不高。不同种类
的微生物可以合成相同的 P L F 

A，同一种微生物在不同的环境
条件中产生的 P L F A 也可能不
同；
对于缺乏 P L F A图谱的微生物
无法获知其具体的微生物种类。

适合 该技术较适用于环境样品中功能微生物数目少 ,生长速率低、只能同
化吸收少量标记基质的情况，如：山地土壤微生物对大气中甲烷的
利用、细胞数目较少，导致碳吸收利用率低的水体环境中微生物群
落的研究



PLFA-SIP-GC-C-IRMS
10



常采用的生物标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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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微生物生态学的 SIP研究中 ,常采用的生物标志物有三大类: 

标志物 优点 缺点

DNA 可以从环境样品中回收功能微生
物的同位素标记片段，从而使对
D NA 下游的一系列分析成为可能。
同时，由于 D NA含有丰富的信息，
通过 DNA- S I P可以获得更多、

更准确的关于样品中功能微生物
生物分类学和功能基因等方面的
信息。

必需含有 1 5 ％一 2 0 ％的 13 C

才能通过浮力密度差别被分开

环境样品中13 C的浓度为5 0  

μmo l／g( 土壤或沉积物) ，
5μmo l／ L  ( 水溶液) 可以将同
位素标记 DNA从背景中分离
出来.

13C标
记DNA

偏少解
决办法

1、增加同位素标记底物的浓度。但会产生富集偏差，即不能反映
自然状态下目标污染物的代谢途径
2、延长 S I P实验的培养时间, 但是有可能出现交叉喂食的情况
3、向 Cs CI 梯度溶液中加入合成或者天然13C载体 D NA ( 酵母菌或
者古菌)



常采用的生物标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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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微生物生态学的 SIP研究中 ,常采用的生物标志物有三大类: 

标志物 优点 缺点

RNA 可以独立于细胞分裂而进行复制，

因此可以在较短时间内灵敏的反
映环境样品中功能微生物对同位
素标记基质的利用状况。
对环境样品中基质被同位素标记
的程度以及浓 度要求 没有
DNA- S I P高，研究结果更接近
原位状况.

一般来说从污泥、淤泥、森林土壤、
河边土壤、稻田泥土、草地、池塘
泥土等样品提取RNA比较难，RNA

非常容易降解，对提取RNA非常不

利的腐植酸还会影响后续的实验，
限制了 R NA— S I P 的实 际应用

解决办
法

Ma n e f ie l d等从 13C-Phenol培养的环境样品中分离出 DNA 和
RNA，发现13 C- RNA 合成的速度比13C— DNA 快十倍，并且
13C-RNA 的合成与13C— Phe nol降解关系密切。
DNA- SI P和 RNA- SI P联合应用可以相得益彰，在探查环境中功能
微生物方面具有很大的潜力。



13C-基质主要有三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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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 SIP实验使用的13C-基质主要有三大类:
13CO2, 多用于植物-微生物相互作用对陆地
生态系统碳循环、 土壤中碳周转速率、 稻
田产甲烷机理及产甲烷菌的研究;

13C-甲 基 化 合 物 (13CH4、 13CH3OH、
13CH3Br和13CH3Cl), 多用于甲基营养菌(甲烷
营养菌、 甲醇营养菌、 卤化甲烷营养菌)的
研究;

13C-多碳化合物(13C-乙酸、 13C-葡萄糖、
13C-咖啡因、 13C-萘、 13C-菲、 13C-甲苯、
13C-苯酚、 13C-丙酸盐) 。多用于多氯联苯
(PCBs) 、 多环芳烃(PAHs)等有机污染物的
生物降解过程和机理的研究。



SIP技术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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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 DNA

Ultracentrifugation

Syringe pump

Fractionation

12C-DNA

贾仲君. (2011). 微生物学报. 51:1582

15th fraction

14th fraction

13th fraction

12th fraction

11th fraction

10th fraction

9th fraction

8th fraction

7th fraction

6th fraction

5th fraction

4th fraction

3rd fraction

2nd fraction

1st fraction

13C-DNA

13C-Labeled 
Methane

12C-Control
Methane

13C-DNA vs 12C-DNA

Metagenomics, qPCR, Clone library 

How DNA/RNA-SIP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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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FLPClone library

13C Cu-N-Cyclohexyldiazenium 

Dioxide

13C-DNA/RNA

12C-DNA/RNA

DNA/RNA Centrifugation Fraction

PLFA-SIP 

同位素标记分析流程



实验操作流程

超高速梯度离心

标记（微宇宙培养实验）

DNA回收及检测



微宇宙培养实验

取定量新鲜土壤（5.0g

干土）置于瓶中，调
节到田间土壤最大持
水量的60%，用橡胶塞
密封。

用注射器打入标记的
CO2 ，每隔1周换气，
重新打入标记的CO2,

连续培养8周。

培养结束后，土壤在-

20℃保存，进行后续
实验。



超密度离心溶液配制

1、超密度离心溶液所需试剂

氯化铯溶液（1.85g/ml密度)

DNA样品 (2ug)

Gradient Buffer (GB) (0.1M Tris-HCL,0.1MKCL, 1.0mM EDTA)

2、在15ml离心管中，依次加入：

4.9ml CsCl

1.0ml GB

2.0ug DNA

用涡旋混合器混合均匀。



超密度离心溶液配制

3、 混合液折光率测定

采用折光仪测定：

超高速离心溶液目标折射率：

nD-TC模式下，
1.4029±0.0002

⚫ 如值偏大，添加GB (20u约
为一个添加单位）

⚫ 如值偏小，添加CsCl

GB(20ul约为一个添加单位）



超密度离心溶液配制

4、将调好折光率的

溶液由注射器转移
到5.1ml的超高速

离心管中。



超密度离心溶液配制

5、配平（两管之差小于0.01g) 和封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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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工具

注意 : 

加热器充电需电压转换器

样品加至离心管颈底部，形成的气泡尽量小（小于 3mm）

确认离心管颈部无液体，密封快封管

热封管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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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封方法

A  

Seal former放

于离心管口

Seal guide放到Seal former 

上，光面朝下

热封器于USE位置，按压3-5秒

后，垂直放于 seal former上，按压

10秒左右，直至离心管肩部

移走热封器，吸热棒小

的一端放于Seal former 2-3 

秒

移走吸热棒、 Seal  

guide和Seal former 

B 

移走热封器，吸热棒 大

的一端放于Seal former 2-3秒

轻轻挤离心管，检查是否有漏液

离心管对称放于转头孔内，并使用相应的适配器

离心完毕后可剪去离心管头取样或穿刺取样



超高速离心

基本参数是：

• 44小时，

• 20°C，

• 速度45 krpm（190000×g）

• time：hold，

• Accel：9；

• Decel：no break

(Neufeld, et al., 2007)。



离心机上样和取样

先上内盖适配器，将外盖抹
润滑油后拧紧，力要到达120

内盖 外盖



取不同梯度层溶液



分层样品测定

1 检测各层折光率，看分层效果

2 各层样品DNA纯化（PEG6000,70%

乙醇洗涤）

3 定量PCR检测



密度梯度离心简要流程



密度梯度离心简要流程



密度梯度离心简要流程



密度梯度离心简要流程



密度梯度离心简要流程



密度梯度离心简要流程



定量PCR检测



定量PCR检测

样品基因组DAN 的提取 目的基因扩增

目的基因插入质粒提取质粒





注意事项

标记培养时间：

标记程度决定分离效果和实验

目的，在选择标记培养时间时
要多看文献



Objectives:

•To identify the active methanotrophs in the rice rhizosphere;

•To determine the effect of N on the activity and structure of 

methanotorphic communities.

+N-N

13CH4 labeling

13CH4 labeling



应用案例



应用案例



应用案例



应用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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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方法检测成本

定量PCR

分析

基因组DNA

样品

PCR扩增扩增子测序

标准品制备

宏基因组测序

基因组RNA

宏转录组测序

PLFA

图谱分析

PLFA

PLFA提取150元/样品

上机检测 80元/样品

DNA提取 60元/样品

96/384孔板 50元/个

上机扩增 100元/小时

细/真/古 3万条 290元/样品

功能基因 1.6万条 290元/样品

6G 数据量 4500元/样品

12G 数据量 5500元/样品

6G 数据量 3100元/样品

12G 数据量 4000元/样品

300元/样品

SI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