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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酵乳及果酱中苯甲酸、山梨酸、糖精钠和 
安赛蜜的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

陈 静，岳 虹，刘春霞，武伦玮，刘丽君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110）

摘  要：建立发酵乳及果酱中苯甲酸、山梨酸、糖精钠和安赛蜜的反相高效液相色谱分析方法。用水做提取剂，在

C18反相色谱柱上进行分离，采用乙酸铵缓冲溶液（20 mmoL/L，pH 4.6）-甲醇为流动相进行等度洗脱，用于苯甲

酸和山梨酸测定时流动相A、B的体积比为85∶15，糖精钠和安赛蜜测定时为95∶5，采用紫外检测器在254 nm波长处

检测，外标法定量。结果表明：发酵乳样品中苯甲酸、山梨酸、糖精钠和安赛蜜的添加量为1～20 mg/kg时，加标

回收率为92.0%～102.4%；果酱样品中苯甲酸、山梨酸、糖精钠和安赛蜜的添加量为5～20 mg/kg时，加标回收率为

92.3%～105.8%；发酵乳中苯甲酸、山梨酸、糖精钠和安赛蜜的定量限为1 mg/kg，果酱中苯甲酸、山梨酸、糖精钠

和安赛蜜的定量限为5 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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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Determination of Benzoic Acid, Sorbic Acid, Saccharin Sodium and 

Acesulfame K in Fermented Milk and J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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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ic (HPLC) method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four sweeteners and 
one preservative in fermented milk and jam was developed in this paper. Water was used as the extraction solvent. The 
chromatographic separation was performed on a reversed phase C18 column using a mobile phase composed of a mixture of 
20 mmol/L ammonium acetate buffer solution (pH 4.6) and methanol by isocratic elution. The ratio between mobile phase A 
and B was 85:15 (V/V) for the detection of benzoic acid and sorbic acid and 95:5 (V/V) for the detection of saccharin sodium 
and acesulfame K. The analytes were detected using an ultraviolet detector at 254 nm and quantified by an external standard 
method. The recoveries for benzoic acid, sorbic acid, saccharin sodium and acesulfame K in fermented milk at spiked levels 
of 1–20 mg/kg were 92.0%–102.4%, and the recoveries in jam at spiked levels of 5–20 mg/kg were 92.3%–105.8%. The 
limit of quantification (LOQ) for all analytes was 1 and 5 mg/kg in fermented milk and jam,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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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人们消费和认识水平及对食品营养与

健康追求的提高，食品中各种添加剂的使用情况越来越

受到关注，特别是防腐剂和甜味剂。最常见的防腐剂有苯

甲酸和山梨酸，最常见的甜味剂有糖精钠和安赛蜜[1-2]。 

GB 2760—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对

防腐剂和甜味剂的加入量均有严格规定[3]。食品添加剂在规定

的剂量范围内使用对人无害，若超量使用，则可能引起各种形

式的不良反应，因此，必须对其使用量进行严格管理[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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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建立发酵乳及果酱中苯甲酸、山梨酸、糖精

钠和安赛蜜的反相高效液相色谱（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HPLC）检测方法，采用沉淀剂沉淀蛋

白，反相色谱柱分离，紫外检测器检测，外标法定量。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试剂

甲醇、乙腈（均为色谱纯）（诺尔施） 成都市

科隆化学品有限公司；冰乙酸（色谱纯）、乙酸铵（优

级纯） 天津市光复精细化工研究所；0.45 μm微孔过

滤器 上海安谱实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苯甲酸、山

梨酸、糖精钠和安赛蜜标准品（纯度99.90%） 美国

Supelco公司。

1.2 仪器与设备

1260高效液相色谱仪（配备紫外检测器） 美国

Agilent公司；AB265-S分析天平 瑞士Mettler-Doledo公司；

KQ300-DE超声提取仪 昆山市超声仪器有限公司。

1.3 方法

1.3.1 溶液配制

乙酸铵溶液（0.02 moL/L，pH 4.6）：称取1.542 g乙
酸铵于800 mL水中，用冰乙酸调节pH值至4.6，用水定容

至1 000 mL。
亚铁氰化钾溶液（106 g/L）：称取106 g亚铁氰化

钾，用水定容至1 000 mL。
乙酸锌溶液（220 g/L）：称取220 g乙酸锌，用水定

容至1 000 mL。
1.3.2 色谱条件

C 18色谱柱（250  mm×4 .6  mm，5  μm）；流速

1.0 mL/min；进样量20 μL；柱温35 ℃；紫外检测波

长230 nm；流动相A：乙酸铵溶液（0.02  moL /L，

pH 4.6）；流动相B：甲醇；用于苯甲酸和山梨酸测定时

流动相A、B的体积比为85∶15，糖精钠和安赛蜜测定时

为95∶5。
1.3.3 标准溶液配制及标准曲线的绘制

标准储备液配制（质量浓度均为1 mg/mL）：分别称

取0.050 g（精确至0.000 01 g）苯甲酸、山梨酸标准品，

置于50 mL容量瓶中，用甲醇溶解并定容，置于0～4 ℃
冰箱中保存（有效期6 个月）；分别称取已120 ℃烘干4 h
的糖精钠标准品0.117 0 g、安赛蜜标准品0.100 0 g，置于

100 mL容量瓶中，用水溶解并定容，置于0～4 ℃冰箱中

保存（有效期3 个月）。

标准中间液配制（质量浓度均为100 μg/mL）：分别

准确吸取1.0 mL苯甲酸、山梨酸、糖精钠和安赛蜜标准

储备液至10 mL容量瓶中，水溶解定容，现用现配。

标准工作液配制：分别吸取标准中间液适量，用水

溶解、稀释，配制质量浓度分别为0.5、1.0、2.0、5.0、
8.0、10.0 μg/mL的系列标准工作液，现用现配。

标准曲线制作：将标准工作液进行色谱测定，记录

组分的色谱峰面积，以质量浓度为横坐标（x），峰面积

为纵坐标（y），绘制标准曲线。

1.3.4 样品处理

称取粉碎均匀的样品10 g（精确至0.000 1 g），放

入50 mL容量瓶，用25 mL水溶解，超声10 min，加入亚

铁氰化钾溶液（106 g/L）和乙酸锌溶液（220 g/L）各

5 mL，涡旋混匀后用水定容；静置数分钟，用干燥滤纸

过滤，再经滤膜（0.45 μm）过滤，上机测定。

1.3.5 结果计算

将试样溶液进行色谱测定，记录组分的色谱峰面

积。按照下式计算样品中苯甲酸、山梨酸、糖精钠和安

赛蜜的含量。

X
ρV
m

式中：X为样品中苯甲酸、山梨酸、糖精钠和安赛蜜

的含量/（mg/kg）；ρ为由标准曲线计算得出的试样中苯

甲酸、山梨酸、糖精钠和安赛蜜的质量浓度/（μg/mL）； 

V为定容体积×稀释倍数/mL；m为样品质量/g。
1.3.6 回收率和精密度测定

回收率测定：在空白发酵乳和果酱中分别添加不同

质量浓度的苯甲酸、山梨酸、安赛蜜和糖精钠，进行加

标回收率实验，分别平行测定6 次，并计算相对标准偏差

（relative standard deviation，RSD）。

精密度测定：对发酵乳和果酱加标样品分别进行6 
次重复测定，并计算RSD。

2 结果与分析

2.1 样品前处理方式的选择

分别使用无沉淀剂、乙酸铅-草酸钾磷酸氢二钠沉淀

剂、甲醇和乙酸锌-亚铁氰化钾沉淀剂[6-8]进行样品前处

理。由于样品成分比较复杂，还有蛋白质与脂肪等干扰

物质影响峰分离，因此无沉淀剂和加入甲醇的前处理方

式不能有效去除杂质，色谱测定时杂质对糖精钠和安赛

蜜2 种物质的干扰极大[9-10]；采用乙酸铅-草酸钾磷酸氢

二钠沉淀剂和乙酸锌-亚铁氰化钾沉淀剂的除杂效果比较

好，由于乙酸铅有毒性，故选择乙酸锌-亚铁氰化钾沉淀

剂进行样品前处理[11]。

2.2 流动相的选择

分别使用磷酸缓冲盐-甲醇体系、乙酸铵缓冲盐-甲
醇体系、磷酸缓冲盐-乙腈体系和乙酸铵缓冲盐-乙腈体系

作为流动相进行分离[12-13]，结果表明，乙酸铵缓冲盐-甲
醇体系和乙酸铵缓冲盐-乙腈体系的洗脱分离效果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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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谱峰形较好。由于乙腈的环境污染较大，故选择乙酸

铵缓冲盐-甲醇体系作为流动相。当乙酸铵浓度为0.02、
0.04 mol/L时，对分离效果影响不大，考虑到缓冲盐浓度

增大对色谱柱及系统管路体系的伤害也增大，因此选择

乙酸铵缓冲盐（0.02 mol/L）-甲醇体系作为流动相[14]。

调节乙酸铵缓冲盐溶液的pH值分别为3.5、4.0、
4.6、5.0、5.5、6.0和6.5，结果表明，在pH值为4.6的条件

下几种化合物的峰形和分离度较好。当pH值为3.5、4.0
时，出峰时间太晚，且对色谱柱长期使用不利；当pH值

为5.5、6.0、6.5时安赛蜜和糖精钠出峰时间较早，不能与

杂峰完全分离；当pH值为4.6时，目标峰与杂峰分离效果

较好，故乙酸铵溶液流动相的pH值为4.6[15]。

2.3 流动相比例的选择

使用乙酸铵-甲醇体系[16-17]作为流动相进行样品的分

离，选择3 个不同的流动相比例（流动相A、B的体积比

分别为70∶30、80∶20、85∶15）对苯甲酸和山梨酸进行

实验。由于果酱样品成分比较复杂[18]，70∶30比例下苯

甲酸和山梨酸出峰较早，与杂峰不能完全分离；80∶20
比例下山梨酸与大杂峰重合；流动相A、B的体积比为

85∶15时，目标峰能够与杂峰完全分离，峰形较好且对

称，故分析苯甲酸和山梨酸时流动相A、B的体积比选择

85∶15，此时可以准确定量。

选择2 个不同的流动相比例（流动相A、B的体积比

分别为95∶5和90∶10）对安赛蜜和糖精钠进行实验[19-20]。

90∶10比例下安赛蜜峰与杂峰重合；95∶5比例下安赛蜜与

糖精钠均可得到很好地分离，无杂峰干扰，故分析安赛

蜜和糖精钠时流动相A、B的体积比选择95∶5，此时可以

准确定量。

2.4 标准曲线及检出限

将不同质量浓度的苯甲酸、山梨酸、安赛蜜

和糖精钠系列标准工作液在上述洗脱条件下经液相

色谱仪测定，得到线性回归方程分别y=83.472 0x＋
6.018 4、y=91.971 5x＋6.748 0、y=59.085 0x＋2.172 2和
y=42.408 0x－0.622 9，相关系数均为0.999 9，线性关系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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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苯甲酸和山梨酸标准溶液的HPLC图

Fig. 1 HPLC chromatograms of standard solution of benzoic acid and 

sorbic ac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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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安赛蜜和糖精钠标准溶液的HPLC图

Fig. 2 HPLC chromatograms of standard solution of acesulfame K 

and saccharin sodium

由图1～2可知，苯甲酸和山梨酸标准品（质量浓度

均为5 μg/mL）的保留时间分别为22.526、39.399 min，安

赛蜜和糖精钠标准品（质量浓度均为10 μg/mL）的保留

时间分别为9.079、19.297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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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加入苯甲酸和山梨酸的发酵乳加标样品HPLC图

Fig. 3 HPLC chromatograms of fermented milk spiked with benzoic 

acid and sorbic ac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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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加入苯甲酸和山梨酸的果酱加标样品HPLC图

Fig. 4 HPLC chromatograms of jam spiked with benzoic acid and 

sorbic ac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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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加入安赛蜜和糖精钠的发酵乳加标样品HPLC图

Fig. 5 HPLC chromatograms of fermented milk spiked with 

acesulfame K and saccharin sod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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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加入安赛蜜和糖精钠的果酱加标样品HPLC图

Fig. 6 HPLC chromatograms of jam spiked with acesulfame K 

 and saccharin sodium

向发酵乳和果酱中添加山梨酸、苯甲酸（2 种物

质添加量均为5 mg/kg）、糖精钠和安赛蜜（2 种物质

添加量均为10 mg/kg），由图3～6可知，色谱图杂质

峰干扰较小，可进行准确定量检测。按照信号噪声比 

（R S /N）=10计算，得出该方法的定量检出限：发酵

乳中山梨酸、苯甲酸、糖精钠和安赛蜜的定量限均为 

1 mg/kg；果酱中山梨酸、苯甲酸、糖精钠和安赛蜜的

定量限均为5 mg/kg。

2.5 方法的回收率和精密度

表 1 发酵乳和果酱的加标回收率测定结果

Table 1 Recoveries for spiked fermented milk and jam

加标量/
（mg/kg）

回收率/% RSD/%

发酵乳 果酱 发酵乳 果酱

苯甲
酸

山梨
酸

安赛
蜜

糖精
钠

苯甲
酸

山梨
酸

安赛
蜜

糖精
钠

苯甲
酸

山梨
酸

安赛
蜜

糖精
钠

苯甲
酸

山梨
酸

安赛
蜜

糖精
钠

1 99.0 92.0 94.5 96.8 － － － － 2.38 1.43 2.38 5.09 － － － －

5 100.6 92.6 95.1 97.7 98.6 92.3 95.7 97.4 1.08 2.30 2.28 5.02 8.02 1.32 2.84 5.88

10 102.4 94.3 95.3 97.4 101.0 92.9 93.0 99.1 2.61 1.95 2.09 4.51 1.58 2.73 2.05 6.87

20 101.5 92.5 96.7 99.0 105.8 93.6 96.4 98.9 2.46 1.80 2.44 3.31 1.21 2.23 2.72 4.73

注：－ . 未检出。下同。

由表1可知：每1  0 0 0  g发酵乳本底样品中苯甲

酸、山梨酸、安赛蜜和糖精钠的添加量为1～20  mg

时，回收率分别为99.0%～102.4%、92.0%～94.3%、

9 4 . 5 % ～ 9 6 . 7 % 和 9 6 . 8 % ～ 9 9 . 0 % ， R S D 分别为

1.08%～2.61%、1.43%～2.30%、2.09%～2.44%和

3.31%～5.09%；每1 000 g果酱本底样品中苯甲酸、山

梨酸、安赛蜜和糖精钠的添加量为1～20 mg时，回收率

分别为98.6%～105.8%、92.3%～93.6%、93.0%～96.4%

和9 7 . 4 %～9 9 . 1 %，R S D分别为1 . 2 1 %～8 . 0 2 %、

1.32%～2.73%、2.05%～2.84%和4.73%～6.87%。

向发酵乳和果酱样品分别加入苯甲酸、山梨酸、安

赛蜜和糖精钠，其中发酵乳的加标量均为1.5 mg/kg，

果酱的加标量均为5.5 mg/kg，进行6 次重复测定。由

表2可知，添加苯甲酸、山梨酸、安赛蜜和糖精钠的发

酵乳加标样品的RSD分别为2.40%、2.60%、1.10%和

1.35%，果酱加标样品的RSD分别为0.85%、0.71%、

0.81%和0.77%。

表 2 发酵乳和果酱加标样品的精密度测定结果

Table 2 Precision (RSDs) for spiked fermented milk and jam

检测结果/（mg/kg） RSD/%

发酵乳 果酱 发酵乳 果酱

苯甲酸 山梨酸 安赛蜜 糖精钠 苯甲酸 山梨酸 安赛蜜 糖精钠 苯甲酸 山梨酸 安赛蜜 糖精钠 苯甲酸 山梨酸 安赛蜜 糖精钠

1.49 1.46 1.51 1.49 5.36 5.39 5.34 5.36

2.40 2.60 1.10 1.35 0.85 0.71 0.81 0.77

1.51 1.46 1.49 1.46 5.29 5.32 5.40 5.39

1.56 1.42 1.46 1.45 5.30 5.29 5.31 5.30

1.57 1.38 1.48 1.46 5.40 5.38 5.43 5.42

1.48 1.46 1.49 1.43 5.39 5.34 5.35 5.35

1.52 1.39 1.49 1.45 5.35 5.33 5.35 5.34

上述结果表明，本方法的准确度满足定量要求，方

法精密度良好。

3 结 论

采用HPLC法对发酵乳及果酱中的苯甲酸、山梨酸、

安赛蜜和糖精钠含量进行测定。样品中加入沉淀剂进行

沉淀，采用C18色谱柱分离，应用甲醇和乙酸铵缓冲溶液

的二元系统流动相进行等度洗脱，目标峰不受杂质峰干

扰，结果测定准确。

本方法适用于发酵乳及果酱中苯甲酸、山梨酸、安

赛蜜和糖精钠的测定，准确度满足定量要求，方法精密

度良好，适用于发酵乳及果酱中苯甲酸、山梨酸、安赛

蜜和糖精钠的含量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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