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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空间夹角判据测定水产品中孔雀石绿残留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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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通过高效液相色谱-光谱联用采集数据，应用向量-子空间夹角计算判据，建立水产品中孔雀石绿的快速

分析方法。先采用全波长紫外-可见光纤光谱仪建立孔雀石绿的标准光谱数据库，以及市售水产品样品的紫外-可
见光谱数据，再通过高效液相色谱-光谱联用方法，建立扣除水产品中待测组分孔雀石绿的本底光谱数据库；运
用向量-子空间夹角判据计算草鱼、罗非鱼、黄蜂鱼、海蟹、海虾、玉米螺样品中孔雀石绿的含量。结果表明，
在0.2～4.0 μg/mL的线性范围内，孔雀石绿标准工作曲线的线性相关系数r=0.999 7（λ=618 nm），加标回收率为
99.24%～109.38%，相对标准偏差小于5.0%。此方法可用于水产品中孔雀石绿残留量的快速检测。
关键词：向量-子空间夹角；多波长紫外-可见光谱；高效液相色谱；孔雀石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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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collected with a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 (HPLC)-spectrometer, vector-subspace
angle criterion was calculated. A new method was developed to rapidly analyze malachite green residues in aquatic products.
Multi-wavelength UV-visible optical fiber spectrometer was applied firstly to set up a malachite green standard spectral
database and a spectral database for marketed aquatic product samples. Then using HPLC-spectrometer, a background
spectral database of malachite green in aquatic products was created. The vector-subspace angle criterion was applied
to calculate the contents of malachite green residues in aquatic products including grass carp, tilapia, yellow catﬁsh, sea
crab, shrimp and corn snail.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within a concentration range of 0.2–4.0 µg/mL, the linear correlation
coefﬁcient for the standard curve was 0.999 7 (at 618 nm), and the recoveries of malachite green in spiked samples were
99.24%–109.38%, with a relative standard deviation of less than 5.0%. Thus, this method can be used to rapidly and
accurately detect malachite green residues in aquatic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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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雀石绿是一种人工合成的三苯甲烷类化工染料，

预防养殖鱼类的小瓜虫病、鳃霉病、水霉病等[1-2]，如果

对真菌、细菌、寄生虫等有致死作用，主要用于治疗和

人体长期食用含有孔雀石绿的鱼类，则会产生致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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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变等副作用 [3]。目前国内外检测孔雀石绿的方法主要
有：分光光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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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高效液相色谱法

[6-7]

、液相色谱-质

谱联用法[8-9]、免疫学检测法[10]、表面增强拉曼光谱法[11]

223

4.6 mm，5 μm）；流动相：乙腈-乙酸铵（0.125 mol/L、
pH 4.5）（20∶80，V/V）溶液；流速1 mL/min；进样量
20 μL；柱温30 ℃。
光谱条件：流动比色皿1 cm；积分时间15 ms；积分

等。其中分光光度法运用广泛但灵敏度不高，色谱类方
法灵敏高但检测消耗试剂多而费时，酶联免疫检测法则

20 次；紫外-可见光纤光谱仪扫描波长190～1 100 nm。

需要消除蛋白质的干扰，前处理过程较复杂。近年来，

1.3.2

[12-13]

相关文献

报道了化学计量学与紫外光谱响应相结合对

多组分的同时测定，由于需要大量建模，所以对复杂组

孔雀石绿标准品光谱数据库的建立

准确称取0.010 2 g孔雀石绿标准品，用二次蒸馏水
溶解，转移定容至100 mL容量瓶中，得到102 μg/mL孔

不同物质的光谱信号均可由空间里的一个向量表

雀石绿标准储备液，再用二次蒸馏水稀释成10 μg/mL
的标准储备液。将10 μg/mL的标准储备液分别稀

示，向量的模代表不同物质的含量，向量的方向代表不

释成0.2～4.0 µg/mL的标准工作液，采集其在波长

同的光谱特征。多组分体系中的不同组分在空间中对应

210～1 100 nm处紫外-可见光谱数据，经最小二乘回归得

不同方向的向量，那么该体系即为多个向量所构成的空

到多波长标准光谱数据库v。

间[14-16]。通过从混合光谱信号中不断扣减待测组分的纯光

1.3.3

分的分析结果仍然不理想。

本底光谱数据库的建立

谱信号，并与不含待测组分的本底光谱数据库构成新的

草鱼、罗非鱼、黄蜂鱼、海蟹、海虾、玉米螺6 种

集合-子空间，从而计算出纯组分光谱向量与子空间的夹

水产品，在组织匀浆机中将样品匀浆粉碎，各称量5 g至

角，当待测组分被完全扣除时夹角出现最大值，由夹角

烧杯，加入5 mL乙酸-乙酸铵（0.125 mol/L pH 4.5）溶液

最大值所需扣减步数即可计算出待测组分在混合体系中

和5 mL体积分数80%乙醇溶液，超声5 min，85 ℃水浴

的含量。

加热5 min，减压抽滤，用10 mL体积分数80%乙醇溶液

目前，该分析方法已运用于化妆品中对羟基苯甲酸
酯的测定

[17-18]

[19]

分3 次洗涤肉糜，滤液转移至25 mL棕色容量瓶中，再加

、橙汁中苯甲酸钠的分析 ，酱油中山梨酸

入1 mL体积分数20%盐酸羟胺溶液和2 mL 0.05 mol/L对

钾和苯甲酸的测定[20-21]等。本实验以6 种水产品为研究对

甲苯磺酸溶液，用体积分数80%乙醇溶液定容。取2 mL

象，通过建立不含被测组分孔雀石绿的本底光谱数据库以
及孔雀石绿的标准光谱数据库，根据向量-子空间夹角判

样品滤液加2 mL石油醚进行振荡和离心（12 000 r/min）
5 min，取下层清液经0.22 μm滤膜过滤得到样品溶液，分

据的计算步骤[22-23]，实现水产品中孔雀石绿的快速分析。

别记为S1～S6。通过高效液相色谱找出被测组分与其他组
分完全分离的高效液相色谱条件，然后将高效液相色谱

1

材料与方法

仪与紫外光谱联用，分别采集样本S1～S6经过色谱柱完全
分离后的全波长紫外光谱数据，分别扣除待测组分孔雀

1.1

材料与试剂

石绿的光谱数据，然后合并各个样品的本底光谱数据，

黄峰鱼、草鱼、罗非鱼、海蟹、海虾、玉米螺
孔雀石绿标准品（纯度不小于98%）

市售；
德国Dr.

得到本底光谱数据库N。
1.3.4

Ehrenstorfer公司；乙酸铵、石油醚（均为分析纯）
广东西陇化工厂；乙腈（色谱纯）

安徽时联特种溶剂

待测样品中孔雀石绿含量的测定
将6 种水产品分别按照1.3.3节进行处理后，分别采

股份有限公司；对甲苯磺酸（分析纯）

天津科密欧化

集样品S 1 ～S 6 的多波长紫外-可见光谱数据，分别记为
a1～a6。根据空间夹角判据，计算待测样品S1～S6中孔雀

学试剂有限公司；盐酸羟胺（分析纯）

广东光华科技

石绿含量，并与高效液相色谱分析结果对比。

股份有限公司；无水乙醇、乙酸（均为分析纯）
科龙化工试剂厂；二次蒸馏水
1.2

成都

实验室自制。
日本岛津公司；

Maya2000Pro型紫外-可见光纤光谱仪
Optics公司；AL104型电子分析天平

美国Ocean

梅特勒-托利多仪

器（上海）有限公司；TGL-16G高速离心机

1.3.1

行处理，计算加标回收率。分别对样品罗非鱼、玉米
螺（S 2 、S 6 ）测定5 次，计算相对标准偏差（relative
standard deviation，RSD）。

上海安亭

科学仪器厂。
1.3

加标回收率及精密度的测定

选用草鱼、海蟹（ S 1 、S 4 ）为研究对象，分别添
加1、2、4 μg/mL孔雀石绿标准溶液，依照1.3.3节进

仪器与设备
LC - 2 0 A T型高效液相色谱仪

1.3.5

2

结果与分析

方法
高效液相色谱-光谱条件
高 效 液 相 色 谱 条 件 ： A g i l e n t C 18柱 （ 2 5 0 m m ×

2.1

孔雀石绿标准光谱库的建立
以水为参比，使用Maya2000Pro在全波长条件下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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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0.2～4.0 μg/mL系列孔雀石绿标准溶液的光谱数据。将
不同波长对应的吸光度与对应的孔雀石绿质量浓度作最
小二乘回归，得孔雀石绿的多元线性回归方程组yi=aix＋
bi，即标准光谱数据库，记为v。孔雀石绿在波长618 nm
处的标准工作曲线为：y=0.142 8x－0.006 8，线性相关系
数r=0.999 7，表明线性关系良好。
2.2
紫外-可见光谱波段选择

※安全检测

2.3.2

本底光谱数据库的降维
从高效液相色谱-光谱联用得到的样品本底多波长

色谱数据阵列，由于数据量较大不利于高效运算，本实
验应用奇异值分解的方式对所得本底光谱数据库进行降
维。在降维之前，需先求出本底光谱数据库的主成分
数，本实验以二阶差分值序列的折点判断独立变量数
目，即主成分数[24-25]，得到体系主成分数为20，然后应用

1.0

੨ݹᓖ

奇异值分解[U，S，V]=svd（N）对本底光谱数据库N进

ᆄ䳰⸣㔯ḷ߶૱
ṧ૱S1

0.8
0.6

行分解降维，得到m阶行正交矩阵U、n阶列正交矩阵V和

0.4

奇异值矩阵S，取U的前20 列，作为降维后的本底光谱数

0.2

据库N。

0.0
200 250 300 350 400 450 500 550 600 650 700 750
⌒䮯/nm
图1
孔雀石绿标准品及样本紫外-可见光谱图

2.4

Fig. 1

UV-visible spectra of standard and sample S1

市售水产品中的孔雀石绿含量
将数据库v、N以及待测样本光谱数据a 1 ～a 6 导入

计算平台，选取a 1 ～a 6 的波长580～750 nm范围内的数
据进行运算。以样品S 2为例，设定扣减步长Δ=1 000，

本实验所用Maya2000Pro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的波
长范围为190～1 100 nm，由图1可知，孔雀石绿在波长
293、425、618 nm处均有吸收。在波长580～750 nm范
围内，孔雀石绿在0.2～4.0 μg/mL范围内线性关系良好
（r＞0.999 5），所以选取波长580～750 nm内的光谱数
据进行后续计算。
2.3
建立水产品本底光谱数据库
2.3.1
建立不含孔雀石绿的本底光谱数据库

样品S 2在估算质量浓度为0.44 μg/mL时对应的夹角和扣
减步数的变化图。如图3所示，出现最大夹角的步数为
908，根据yi=xi×m/Δ，计算得样品S 2中孔雀石绿的含量
为0.40 μg/mL。

།㾦ؐ

a

24
ᕪᓖ˄h103˅

将某质量浓度值x i 带入y i =a i x＋b i 中得v i ，经计算，得到

ᆄ䳰⸣㔯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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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Fig. 3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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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S2夹角与扣减步数变化图

Release curve (subspace vs. deduction steps) for sample S2

通过计算得到各水产品中的孔雀石绿含量，并与高
ṧ૱S1

效液相色谱法测定结果进行对比，如表1所示，相对误差
在±10%范围内，说明向量-子空间夹角判据的测定结果

ṧ૱S4
0

Fig. 2

1

200

0

1

2

4 5 6 7 8 9 10
ᰦ䰤/min
孔雀石绿标准品（a）及样品S1、S4（b）高效液相色谱图

较好。
表1

3

Table 1

and HPLC

HPLC chromatograms of standard and samples S1 and S4

在最优色谱分离条件下，采用高效液相色谱-光谱联
用法，采集扣除待测组分后的光谱数据作为样品的本底
光谱数据库。由图2可知，孔雀石绿标准品的出峰时间为
5.8～6.4 min，通过扣除样品中与孔雀石绿具有相同保留
时间的光谱数据，剩余光谱数据则作为水产品的本底光
谱数据库。

向量-子空间夹角判据法与高效液相色谱法比较

Comparison between vector-subspace angle criterion method
样品名称

S1

S2

S3

S4

S5

S6

含量/ 向量-子空间夹角判据法
（μg/mL）
高效液相色谱法
相对误差/%

0.31
0.29
6.9

0.40
0.41
－2.4

0.30
0.33
－9.1

0.60
0.55
9.1

0.33
0.30
10

0.64
0.61
4.9

2.5

加标回收率及精密度结果
计算样品S 1 、S 4 加标回收率，如表2所示，回收率

在99.24%～109.38%之间。分别对样品S 2、S 6平行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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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次，计算方法的精密度，结果见表3。测定结果的RSD

[6]

小于5.0%，分析方法准确可靠，精密度良好。
表2
Table 2
样品

加标回收率

Recovery of standard added to samples

[7]

本底值/
（μg/mL）

加标量/
（μg/mL）

测量值/
（μg/mL）

回收率/%

0.31

1.00
2.00

1.30
2.30

99.24
99.57

S1

0.60

S4

表3
Table 3

4.00

4.32

100.23

1.00

1.75

109.38

2.00
4.00

2.70
4.60

103.85
100.00

[8]

[9]

[10]

精密度实验结果（n = 5）

Precision of experimental results (n = 5)

样品

测定值/（μg/mL）

RSD/%

S2
S6

0.40、0.38、0.41、0.40、0.43
0.64、0.65、0.62、0.63、0.60

4.5
3.1

[11]

[12]

3

结

论
[13]

本研究根据向量-子空间夹角判据计算方法，快速

[14]

测定水产品中孔雀石绿的含量，实验回收率好、精密度
高，可满足水产品中孔雀石绿含量的检测要求。该方法

[15]

对于同类样品进行检测时只需进行一次建模，采集各样
品的紫外-可见光谱即可进行定量分析，数据处理高效快

[16]

捷，可实现水产品中孔雀石绿含量的快速检测分析。在
建立本底数据库时，通过不断更新累积本底数据库，以

[17]

使得本底数据库信息更加全面、方法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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