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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紫外指纹图谱结合化学计量学方法分析铁皮石斛样品，建立快速鉴别不同产地铁皮石斛的方

法．通过单因素实验确定铁皮石斛特征成分提取条件：最适称样量 ０．２０００ ｇ，最佳提取时间 ３０ ｍｉｎ；分别用石油

醚、氯仿和无水乙醇 ３ 种溶剂提取铁皮石斛样品并进行紫外光谱测定，建立不同产地铁皮石斛紫外指纹图谱．
结果显示，铁皮石斛的石油醚、氯仿、无水乙醇提取液在 ２４ ｈ 内稳定性 ＲＳＤ 分别在 ０ ～ ０．９９％、０ ～ １．７９％、０ ～ ０．
５２％之间，精密度 ＲＳＤ 分别在 ０～０．０４％、０～０．０４％、０～０．０９％，重现性 ＲＳＤ 分别在 ０～０．３４％、０～ ０．３０％、０．０３％ ～
０．１３％，表明该方法稳定、可靠．以样品紫外吸收波长、吸光度值进行偏最小二乘判别分析，结果表明，主成分得

分的二维投影图可以准确区分 ５ 个产地铁皮石斛样品．该方法能够简单快速地鉴别同一种源不同产地种植的

铁皮石斛，为其他物种的产地鉴别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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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皮石斛（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ｕｍ ｃａｎｄｉｄｕｍ Ｋｉｍｕｒａ ｅｔ Ｍｉ⁃
ｇｏ）又名黑节草、铁皮兰，是我国传统中药之一；富
含多糖、石斛碱、酚类、氨基酸等多种成分［１－５］，具
有益胃生津，滋阴清热、抗氧化、抑制肿瘤、降血糖、
增强免疫力等功效［６－９］，可用于热病津伤，口干烦

渴，胃阴不足，病后虚热不退，目暗不明等症状［１０］，
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和保健功能．铁皮石斛为附生

植物，生境独特，生长缓慢，对气候环境要求十分严

格，云南得天独厚的自然立体气候，为铁皮石斛生

长提供了有利条件，吸引了多家企业投身于铁皮石

斛驯化种植产业，不同规模的铁皮石斛种植基地分

布于云南各地．刘文杰等［１１］研究发现云南勐海、文
山、玉溪等 ６ 个产地铁皮石斛多糖、甘露糖等药效

成分含量高于药典标准，且不同产地成分含量具有

显著差异；胡世林等［１２］ 提出不同产地药材质量因

环境引起的变化有时大于种间变化；云南气候环境

多样，不同产地铁皮石斛品质异同亟待研究，为适

宜种植产地区划和引种栽培提供科学依据．
指纹图谱是一种综合、可量化的质量控制或物

种鉴 别 方 法， 能 全 面、 综 合 地 反 应 样 品 的 信

息［１３－１４］，有利于对成分复杂的样品进行质量控制．
殷放宙等［１５］ 建立了铁皮石斛的 ＨＰＬＣ（高效液相

色谱）指纹图谱，并进行相似度计算，为中药材质

量控制提供新方法；崔娟等［１６］ 研究了对不同产地

铁皮石斛的 ＨＰＬＣ 指纹图谱，为铁皮石斛质量控制

提供方法依据，但 ＨＰＬＣ 法操作较复杂．紫外指纹

图谱技术具有操作简单，分析快速，稳定性好，信息

较全面等优点，已广泛用于三七、滇龙胆、重楼等药

材产地鉴别［１７－１９］，真假酒鉴别［２０］，食品质量控

制［２１］等多个领域，而在铁皮石斛产地鉴别中的应

用尚未见报道．本研究从规范样品采集开始，应用

紫外指纹图谱技术结合主成分分析（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ｃｏｍ⁃
ｐｏｎ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偏最小二乘判别分析（ｐａｒｔｉａｌ ｌｅａｓｔ
ｓｑｕａｒｅｓ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等化学计量学方法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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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快速鉴别不同产地铁皮石斛的方法．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实验材料　 铁皮石斛种苗是由玉溪祥馨公司

在相同条件下通过植物组织培养获得的同一种源

铁皮石斛种苗，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分别种于玉溪、文

山、普洱、勐海和景洪 ５ 个地区，相同的栽培基质和

大棚种植精细化管理，均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采收，生
长期 ２０ 个月，每个种植地采集封顶可作为商品出

售的鲜条 １０ 条，去叶，６０ ℃烘干，每条茎为一个样

品，粉碎，过 ０．３０１ ｍｍ 筛，备用．样品编号及来源见

表 １．

表 １　 铁皮石斛样品

Ｔａｂ．１ Ｔｈｅ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ｏｆ 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ｕｍ ｃａｎｄｉｄｕｍ

样品编号 种植地 纬度 经度 海拔 ／ ｍ

０１～１０ 云南文山州文山市 Ｎ２３°１９′４５．１６″ Ｅ１０４°１５′４０．４５″ １ ２４７

１１～２０ 云南玉溪市红塔区 Ｎ２４°２６′０．３４″ Ｅ１０２°３１′５２．４４″ １ ６６０

２１～３０ 云南普洱市思茅区 Ｎ２２°４９′４４．９７″ Ｅ１００°５９′２６．４８″ １ ３４９

３１～４０ 云南西双版纳州勐海县 Ｎ２１°５７′４２．３２″ Ｅ１００°２５′５１．８２″ １ １６９

４１～５０ 云南西双版纳州景洪县 Ｎ２２°３０′１２．６４″ Ｅ１０１°０４′３２．０７″ ８５７

１．２　 仪器与试剂 　 ＵＶ－２５５０ 双通道紫外光谱仪

（配 ＵＶ ｐｒｏｂｅ 工作站，日本岛津）；０．３０１ ｍｍ 筛（北
京中西泰安技术服务有限公司）；ＡＲ１１４０ 型万分

之一分析天平（梅特勒－托利多仪器上海有限公

司）；ＳＹ－３２００Ｔ 型超声波清洗机（频率 ５５ ｋＨｚ，功
率 １５０ ｋＷ，上海声源超声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石
油醚、乙酸乙酯和无水乙醇（分析纯，天津市风船

化学试剂科技有限公司）；氯仿（分析纯，云南汕滇

药业有限公司）；蒸馏水．
１．３　 样品制备　 精密称取 ０．２００ ０ ｇ 样品于 ２５ ｍＬ
具塞比色管中，加入 ５ ｍＬ 石油醚，超声提取 ３０
ｍｉｎ，补足挥发部分，过滤，得石油醚提取液，备测；
挥干样品所带石油醚，加入 ５ ｍＬ 氯仿，超声提取

３０ ｍｉｎ，补足挥发部分，过滤，得氯仿提取液，备测；
挥干样品所带氯仿，加入 ５ ｍＬ 无水乙醇，超声提取

３０ ｍｉｎ，补足挥发部分，过滤，乙醇提取液稀释 １ 倍

后备测．
１．４　 测试条件　 以相应溶剂调整基线并作为参比

液进行紫外光谱测定，设定扫描波长：１９０ ～ ７００
ｎｍ，狭缝 １．０ ｎｍ，阈值 ０．００１，采样间隔 ０．２ ｎｍ，每个

样品重复测定 ３ 次，取平均值．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最佳提取溶剂　 以采自玉溪的多条铁皮石斛

混合样品为考察对象，准确称取 ０．２００ ０ ｇ 样品，分
别加入 ５ ｍＬ 石油醚、无水乙醇、乙酸乙酯、氯仿和

蒸馏水，每组平行 ３ 次；室温下超声提取 ５０ ｍｉｎ，过
滤，经 １９０ ～ ７００ ｎｍ 紫外光谱测定，以图谱吸收峰

数考察不同溶剂对铁皮石斛化学成分的提取效果，
结果见图 １．由图 １ 可知，乙酸乙酯和蒸馏水提取液

几乎没有紫外吸收峰；无水乙醇、氯仿和石油醚提

取液在不同的波长段有多个特征吸收峰，表明不同

种类或不同极性铁皮石斛化学成分被提取，因此以

无水乙醇、氯仿和石油醚为提取溶剂．

　 　 图 １　 不同溶剂提取铁皮石斛紫外指纹图谱

Ｆｉｇ．１ ＵＶ ｆｉｎｇｅｒｐｒｉｎｔ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ｏｆ 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ｕｍ ｃａｎｄｉｄｕｍ ｅｘ⁃
ｔｒａｃｔｅｄ ｂ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ｏｌｖｅｎｔｓ

２．２　 最适称样量　 以采自玉溪的多条铁皮石斛混

合样品为考察对象，准确称取 ０． １００ ０、０． １５０ ０、
０．２００ ０、０．３００ ０ ｇ 样品分别加入 ５ ｍＬ 石油醚、氯仿

和无水乙醇，每个称样量平行 ３ 次，超声提取 ５０
ｍｉｎ，过滤，进行紫外光谱测定．结果显示，称样量为

０．１００ ０ ｇ 和 ０．１５０ ０ ｇ 时样品的吸光度较小，吸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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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稳定；称样量为 ０．２００ ０ ｇ 和 ０．３００ ０ ｇ 时吸收峰

数目和吸光度值差别不明显，故选 ０．２００ ０ ｇ 为实

验称样量．
２．３　 最佳提取时间　 以采自玉溪的多条铁皮石斛

混合样品为考察对象，准确称取 ０．２００ ０ ｇ 样品，加
入 ５ ｍＬ 石油醚、氯仿和无水乙醇，分别超声提取

２０、３０、４０、５０、６０ ｍｉｎ，过滤，进行紫外光谱测定．结
果显示，提取 ２０ ｍｉｎ 时铁皮石斛样品的紫外图谱

吸光度最低，超声 ３０、４０、５０、６０ ｍｉｎ 的吸收峰数目

及吸光度变化不大，因此，选择 ３０ ｍｉｎ 为最佳超声

提取时间．
２．４　 精密度、稳定性和重现性 　 以采自玉溪的多

条铁皮石斛混合样品为考察对象， 准确称取

０．２００ ０ ｇ样品，按 １．３ 节方式制备石油醚、氯仿、无
水乙醇提取液，按照 １．４ 的条件测试 ６ 次，以石油

醚、氯仿和无水乙醇提取液紫外吸收波长计算平均

相对标准偏差 ＲＳＤ 分别为 ０ ～ ０．０４％，０ ～ ０．０４％，
０～０．０９％，表明该方法精密度好．

以采自玉溪的多条铁皮石斛混合样品为考察

对象，各取 １ 份石油醚、氯仿、无水乙醇提取液，在
室温下密封放置，分别在 ０、０．５、１．０、２．０、４．０、２４．０ ｈ
进行紫外光谱测定，以紫外吸收波长计算平均相对

标准偏差 ＲＳＤ 分别为 ０ ～ ０． ９９％，０ ～ １． ７９％，０ ～
０．５２％，表明样品制备液在 ２４ ｈ 内稳定．

以采自玉溪的多条铁皮石斛混合样品为考察

对象，准确称取 ０．２００ ０ ｇ 样品 ６ 份，按 １．３ 方法制

备石油醚、氯仿和无水乙醇提取液，测试条件同１．４
节，以石油醚、氯仿和无水乙醇提取液紫外吸收波

长计算 ＲＳＤ 分别为：０ ～ ０．３４％，０ ～ ０．３０％，０．０３％ ～
０．１３％，结果表明该方法重现性较好．
２．５　 不同产地铁皮石斛紫外指纹图谱　 紫外指纹

图谱是由于不同物质体系化学成分含量和不饱和

程度的差异，导致峰形、峰高、峰面积等具有差

异［２２］，将不同物质体系紫外指纹图谱进行比较，即
可对物质体系进行鉴别分析［２３］ ．５ 个产地铁皮石斛

样品石油醚、氯仿和无水乙醇提取液的紫外指纹图

谱见图 ２～４．由图可知，同一溶剂提取的不同产地

铁皮石斛样品紫外指纹图谱出峰位置和峰形相似，
但不同产地样品吸光度大小具有差异；勐海和文山

样品石油醚提取液在 ６７０ ｎｍ 和 ４０９ ｎｍ 处、氯仿提

取液在 ４１３ ｎｍ 处和无水乙醇提取液在 ６６５ ｎｍ 处

的吸收峰明显高于其它 ３ 个产地．表明 ５ 个不同产

地铁皮石斛样品化学组成相似，但成分含量不同，

勐海和文山 ２ 个地区铁皮石斛化学成分含量高于

玉溪、普洱和景洪地区．

　 　 图 ２　 铁皮石斛石油醚提取液紫外指纹图谱

Ｆｉｇ．２ ＵＶ ｆｉｎｇｅｒｐｒｉｎｔ ｏｆ 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ｕｍ ｃａｎｄｉｄｕｍ 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 ｂｙ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ｅｔｈｅｒ

　 　 图 ３　 铁皮石斛氯仿提取液紫外指纹图谱

Ｆｉｇ．３ ＵＶ ｆｉｎｇｅｒｐｒｉｎｔ ｏｆ 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ｕｍ ｃａｎｄｉｄｕｍ 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 ｂｙ
ｃｈｌｏｒｆｏｒｍ

　 　 图 ４　 铁皮石斛无水乙醇提取液紫外指纹图谱

Ｆｉｇ．４ ＵＶ ｆｉｎｇｅｒｐｒｉｎｔ ｏｆ 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ｕｍ ｃａｎｄｉｄｕｍ 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 ｂｙ
ｅｔｈａｎｏｌ

２．６　 铁皮石斛紫外指纹图谱相似度评价及共有峰

识别分析　 将同种溶剂提取的不同产地铁皮石斛

紫外指纹图谱中一组非常接近的吸收峰，采用 Ｗ－
正态检验法识别共有峰；满足正态分布的，视为一

组共有峰，若不满足正态分布，则对组内吸收峰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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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极差值与该组和相邻组的平均波长差值大小进

行比较，当极差值小于相邻组间平均波长值时，视
为一组共有峰，反之则视为非共有峰［２４］ ．３ 种溶剂，
５０ 个样品的指纹图谱经识别，共有 １１ 组共有峰，
见表 ２．由表 ２ 可看出文山和勐海样品在石油醚

６７０，４０９，２７０ ｎｍ 处，氯仿 ６６８，４１３ ｎｍ 处，以及无水

乙醇 ６６５．５，２７０ ｎｍ 处吸光强度明显高于玉溪、普
洱和景洪，可见相应吸收峰处文山和勐海产铁皮石

斛的成分含量相对高于玉溪、普洱和景洪；其余共

有峰氯仿 ６０９，５３５，５０４ ｎｍ 和 ３００ ｎｍ 处，５ 个产地

的吸光度相近，表明营养成分含量相近．
２．７　 主成分分析　 主成分分析法（ＰＣＡ）是将反映

样品信息的多个变量压缩综合成少数几个综合变

量（主成分）在二维或三维空间中直观反映样品性

质，该方法具有信息损失少，相关最优和回归最优

等特点［２５］ ．５０ 个样品，３ 种溶剂提取液的紫外指纹

图谱共有峰吸光度值组成 ５０×１１ 的数据矩阵，用
ＳＩＭＣＡ－Ｐ＋ １０．０ 软件进行主成分分析．图 ５ 为主成

分分析二维得分分布图，由图 ５ 可知，第一和第二

主成分的累计贡献率为 ８１．２％，５ 个产地铁皮石斛

样品在得分图中分布混乱，不能区分不同产地样

品；表明以共有峰吸光度进行主成分分析对不同产

地铁皮石斛样品鉴别有一定的局限性．
２．８　 偏最小二乘判别分析　 偏最小二乘判别分析

（ＰＬＳ－ＤＡ）是集多自变量对多因变量的回归建模

和主成分分析为一体的多元数据分析方法，对自变

量和因变量分别提取能最大代表其特性的潜在变

量（ ｔ 和 Ｕ），对潜在变量进行线性或非线性回归建

模，最终得出自变量和因变量相关［２６］ ．
将 ５０ 个样品 ３ 种溶剂提取液的紫外指纹图谱

吸收波长按从大到小顺序排列并与其相应的吸光

度值一一对应，没有吸光度值的补零，本实验最终

形成 ５０×２２９ 数据矩阵．将其导入 ＳＩＭＣＡ－Ｐ＋ １０．０
软件，采用有监督模式的 ＰＬＳ－ＤＡ 进行分析．结果

见图 ６，由图 ６ 可以看出不同产地样品之间无重叠

现象，各产地样品分别聚在一起．模型经 ＳＩＭＣＡ－Ｐ
＋ １０．０ 软件自动优化，选择 ５ 个潜在主成分构建模

型；结果显示，训练集 ５ 个潜在主成分的累计解释

力 Ｒ２ 为 ０．８９０，模型交叉验证集 ５ 个潜在主成分的

累计解释力 Ｑ２ 为 ０．４３６．
图 ７ 显示不同产地铁皮石斛样品特征吸收峰

对应吸光度对区别产地的贡献大小；石油醚 ２０１
ｎｍ、氯仿 ６６８．５ ｎｍ 和无水乙醇 ６０７ ｎｍ 处的吸收峰

对区别文山产地样品贡献较大；石油醚 ２０９ ｎｍ，氯
仿 ２５９ ｎｍ 和 ２５７．５ ｎｍ，以及无水乙醇 ５３２ ｎｍ 和

２６８．５ ｎｍ 处的吸收峰对区别玉溪样品贡献较大；石
油醚 ２０９ ｎｍ 和 ２０９．５ ｎｍ，氯仿 ２５９．５ ｎｍ 和 ２５９ ｎｍ
处的吸收峰对区别普洱样品贡献较大；石油醚

表 ２　 不同产地铁皮石斛紫外指纹图谱共有峰吸光度

Ｔａｂ．２ Ｔｈｅ Ａｂｓｏｒｂａｎｃｅｓ ｏｆ ｐｅａｋｓ ｉｎ ＵＶ ｆｉｎｇｅｒｐｒｉｎｔ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ｏｆ 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ｕｍ ｃａｎｄｉｄｕｍ ｆｒｏ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ｒｅａｓ

溶剂
λ ／
ｎｍ

吸光度平均值±标准偏差

文山 玉溪 普洱 勐海 景洪

６７０．０１ ０．２２６±０．１０５ ０．０８３±０．０３０ ０．０５８±０．０３９ ０．１６２±０．１２４ ０．０６７±０．０３７

石油醚 ４０９．０１ ０．４１８±０．１６４ ０．１７１±０．０５０ ０．１２３±０．０８４ ０．３７８±０．３００ ０．１８８±０．０９２

２７０．０１ ０．５８３±０．１７５ ０．３９３±０．０５８ ０．２９９±０．０９０ ０．５１４±０．２４４ ０．３７２±０．０８０

６６８．０２ ０．３１９±０．０９５ ０．２２４±０．０６２ ０．１７４±０．０５６ ０．３２９±０．１２９ ０．２７７±０．０７１

６０９．０２ ０．０８７±０．０２７ ０．０９２±０．０６６ ０．０５９±０．０２９ ０．０９７±０．０３６ ０．１０７±０．０４９

氯仿
５３５．５２ ０．１１１±０．０３２ ０．１０９±０．０７１ ０．０７６±０．０２９ ０．１２６±０．０４６ ０．１３５±０．０５８

５０４．５２ ０．１２３±０．０３４ ０．１１９±０．０７５ ０．０８３±０．０２９ ０．１３７±０．０４８ ０．１５２±０．０６２

４１３．０２ ０．８２０±０．２５２ ０．５３１±０．０８９ ０．４５６±０．１６４ ０．９０３±０．３３７ ０．７３２±０．１８９

３００．０２ １．２１８±０．３０９ ０．９８６±０．３３３ ０．８６７±０．２１６ １．３７５±０．３８７ １．５５６±０．３５９

无水乙醇
６６５．５３ ０．１１７±０．０２８ ０．０７０±０．０１０ ０．０５３±０．０１８ ０．０９７±０．０４２ ０．０７７±０．０２０

２７０．５３ ３．９１３±０．９５７ ３．３５５±０．５６９ ２．２６３±０．４０１ ４．００５±０．９３３ ３．５４０±０．８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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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不同产地铁皮石斛主成分分析得分图

Ｆｉｇ．５ ＵＶ ｆｉｎｇｅｒｐｒｉｎｔ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ｏｆ 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ｕｍ ｃａｎｄｉｄｕｍ ｏｆ ＰＣＡ ｓｃｏｒｅ ｐｌｏｔ

图 ６　 铁皮石斛紫外指纹图谱的 ＰＬＳ－ＤＡ 得分图

Ｆｉｇ．６ ＵＶ ｆｉｎｇｅｒｐｒｉｎｔ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ｏｆ 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ｕｍ ｃａｎｄｉｄｕｍ ｏｆ ＰＬＳ－ＤＡ ｓｃｏｒｅ ｐｌｏｔ

４７１．５ ｎｍ 和 ２７１ ｎｍ，氯仿 ５０４．５ ｎｍ 和 ２９８ ｎｍ，以及

无水乙醇 ６０６ ｎｍ 和 ５３５ ｎｍ 处的吸收峰对区别景

洪样品贡献大；石油醚 ２３１ ｎｍ 和 ４９９ ｎｍ，氯仿 ６６８
ｎｍ 和 ５０６ ｎｍ，以及无水乙醇 ６６５ ｎｍ、５０３．５ ｎｍ 和

２７１ ｎｍ 处的吸收峰对区别勐海样品贡献最大．

３　 讨　 论

通过单因素实验确定了铁皮石斛提取溶剂为：
石油醚、氯仿和无水乙醇，最佳提取时间为 ３０ ｍｉｎ，

最适称样量为 ０．２００ ０ ｇ．铁皮石斛紫外光谱曲线重

现性好，稳定性高．不同产地铁皮石斛样品紫外指

纹图谱的峰形（出峰位置）比较相似，但不同样品

的紫外吸光度（峰高）不同，表明不同产地样品化

学成分含量有一定差异．对 ５０ 个样品谱图的共有

峰强度进行比较，发现文山和勐海产地部分共有峰

吸光度值较玉溪、普洱和景洪大，其余共有峰吸光

度相近，这与刘文杰等［１１］ 用高效液相色谱法分析

云南文山、勐海、玉溪、思茅（普洱）、德宏和红河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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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铁皮石斛紫外指纹图谱的 ＰＬＳ－ＤＡ 载荷图

Ｆｉｇ．７ ＵＶ ｆｉｎｇｅｒｐｒｉｎｔ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ｏｆ 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ｕｍ ｃａｎｄｉｄｕｍ ｏｆ ＰＬＳ－ＤＡ ｌｏａｄｉｎｇ ｐｌｏｔ

皮石斛，认为文山和勐海地区铁皮石斛化学成分比

玉溪和普洱地区含量高的结果相似，这可能与不同

产地气候环境的差异有关．将铁皮石斛样品的紫外

吸收波长及吸光度数据用偏最小二乘判别分析进

行分析，可以较好地区分不同产地铁皮石斛样品，
该方法可用于不同产地铁皮石斛药材的快速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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