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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建立超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肉类食品中甲氧氯普胺含量的检测方法。样品用乙腈提取，经HLB小柱净

化后，采用C18色谱柱（2.1 mm×100 mm，1.7 μm），乙腈-0.1%甲酸水溶液（20∶80，V/V）为流动相，流速 

0.3 mL/min，检测波长275 nm，柱温35 ℃，进样量3.0 μL。结果表明：甲氧氯普胺在1～100 mg/L范围内呈良好的线

性关系，R2=0.999 5，检出限为0.25 mg/kg，定量限为0.5 mg/kg，相对标准偏差为0.79%～5.27%（n=12），平均回

收率为87.0%～106.0%。所建立的方法适用于检测肉类食品中甲氧氯普胺的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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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 analytical method for the quantitative determination of metoclopramide in meat by ultra-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UPLC) was established in this paper. Samples were extracted with acetonitrile and then the extract was 

purified using an HLB cartridge. The chromatographic separation was accomplished on a C18 column (2.1 mm × 100 mm, 1.7 μm)  

using a mobile phase consisting of acetonitrile and 0.1% formic acid in water (20:80, V/V) at a flow rate of  

0.3 mL/min. The detection wavelength was 275 nm and the column temperature was 35 ℃. The injection volume was  

3.0 μL.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linear range of metoclopramide was from 1 to 100 mg/L (R2 = 0.999 5). The limit 

of detection was 0.25 mg/kg, and the limit of quantitation was 0.5 mg/kg. The precision, expressed as relative standard 

derivation (RSD) was 0.79%–5.27% (n = 12). The average recovery was 87.0%–106.0%. The developed method proved to 

be applicable to the determination of metoclopramide in m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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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氧氯普胺又名灭吐灵、胃复安，为多巴胺D2受体

拮抗剂，兽药原料药，主要抑制延髓催吐化学感受区，有

较强的止吐作用，促进胃肠蠕动和胃功能恢复正常[1-3]， 

临床上主要用于镇吐，副作用是会引起患者昏睡、烦燥

不安、疲怠无力等。由于甲氧氯普胺价格低廉，经常违

规使用，引发多种不良反应[4-7]。《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

部公告第560号》指出，人用胃肠道药品用于动物源性

食品缺乏残留检测实验数据，会增加动物源性食品中药

物残留危害，因此明确规定动物源性食品中甲氧氯普胺

为禁用兽药。SN/T 2227—2008《进出口动物源性食品中

甲氧氯普胺残留量检测方法》适用于猪肉、猪肝、鱼、

虾、鸡蛋中甲氧氯普胺的检测，说明甲氧氯普胺在动物

源性食品中均可能有残留。日本规定了鳗鱼、鸡肉、鱼

片、去壳软体动物、甲壳类（螃蟹）、猪肉、冻虾仁、

牛肉、蜂蜜等动物源性食品中甲氧氯普胺的残留限量，

其中水生动物、鸡肉、鸭肉、鹅肉、蜂蜜中甲氧氯普胺

的残留限量为0.005 μg/mL，牛肝脏中甲氧氯普胺的残留

限量为0.03 μg/mL[8]。

近年来，国内外文献报道多集中于测定甲氧氯普

胺血药浓度以及测定盐酸甲氧氯普胺注射液中甲氧氯普

胺的含量等，检测方法有高效液相色谱（high pressure 
l iquid chromatography，HPLC） [9-11]、液相色谱-质 

谱[12-16]、毛细管电泳[17-18]、化学发光法[19-21]、紫外-可见

分光光度法 [22]、气相色谱法 [23]等。超高压液相色谱法

（ultra-high pressure liquid chromatography，UPLC）借助

HPLC的理论及原理，增加了分析通量、灵敏度及色谱峰

容量，广泛应用于生命科学、医药化学及食品卫生等方

面。多位学者相继报道了利用UPLC进行药物分析及食品

检测的研究工作[24-26]，但是UPLC测定肉类食品中甲氧氯

普胺的研究少有报道。本研究从肉类食品中提取甲氧氯

普胺所需提取溶剂、酸碱试剂对提取的影响、净化小柱

的选择、流动相的选择方面进行优化，建立UPLC测定肉

类食品中甲氧氯普胺类兽药的检测方法，可为肉类食品

分析检测工作提供一定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试剂

鱼肉、猪肉、牛肉当天购于海口市金鹿菜市场，鸡肉

当天购于海口市东门菜市场。抽检样品（用于检测样品中

甲氧氯普胺残留含量）信息如表1所示。

甲氧氯普胺标准品（纯度99.8%） 中国食品药品

检定研究院；甲醇、乙腈、甲酸（均为色谱纯） 德国

Merck公司；Oasis HLB柱（3 mL，60 mg）、酸性氧化铝

柱（3 mL，500 mg） 美国Waters公司。

表 1 抽检样品信息

Table 1 Information about samples tested in this study

样品 批号 抽检市县 抽检市场

鱼肉/猪肉/牛肉/鸡肉 20190505/20190505/20190506/20190505 海口 海口市琼山区凤翔市场

鱼肉/猪肉/牛肉/鸡肉 20190505/20190506/20190506/20190505 三亚 三亚丹州小区市场

鱼肉/猪肉/牛肉/鸡肉 20190505/20190505/20190505/20190505 五指山 五指山鸿鑫农贸市场

鱼肉/猪肉/牛肉/鸡肉 20190505/20190505/20190505/20190505 儋州 儋州那大红旗市场

鱼肉/猪肉/牛肉/鸡肉 20190507/20190505/20190506/20190505 琼海 琼海嘉积农贸市场

鱼肉/猪肉/牛肉/鸡肉 20190505/20190505/20190505/20190505 昌江 昌江石南市场

鱼肉/猪肉/牛肉/鸡肉 20190505/20190505/20190505/20190505 保亭 保亭三道市场

鱼肉/猪肉/牛肉/鸡肉 20190506/20190505/20190505/20190505 东方 东方市第三市场

鱼肉/猪肉/牛肉/鸡肉 20190505/20190507/20190505/20190507 白沙 白沙邦溪市场

鱼肉/猪肉/牛肉/鸡肉 20190507/20190506/20190506/20190506 琼中 琼中乌石农贸市场

鱼肉/猪肉/牛肉/鸡肉 20190505/20190508/20190508/20190505 屯昌 屯昌屯城水口市场

鱼肉/猪肉/牛肉/鸡肉 20190505/20190505/20190505/20190505 临高 临高江南市场

鱼肉/猪肉/牛肉/鸡肉 20190509/20190505/20190505/20190505 澄迈 澄迈福山农贸市场

鱼肉/猪肉/牛肉/鸡肉 20190505/20190506/20190505/20190505 文昌 文昌文城农贸市场

鱼肉/猪肉/牛肉/鸡肉 20190505/20190505/20190505/20190505 乐东 乐东乐城农贸市场

鱼肉/猪肉/牛肉/鸡肉 20190505/20190506/20190505/20190505 万宁 万宁万城市场

鱼肉/猪肉/牛肉/鸡肉 20190505/20190505/20190507/20190507 陵水 陵水椰林架场田农贸市场

鱼肉/猪肉/牛肉/鸡肉 20190505/20190505/20190505/20190505 定安 定安定城农贸市场

注：抽检时散装样品抽检日期设定为抽检批号。

1.2 仪器与设备

ACQUITY H UPLC® CLASS超高效液相色谱仪（配

备二极管阵列检测器） 美国Waters公司；Turbo Vap 
LV氮吹仪 力德生物科技（上海）有限公司；XS205
十万分之一分析天平 瑞士Mettler-Toledo公司。

1.3 方法

1.3.1 试剂配制

准确称取10.0 mg甲氧氯普胺标准品于10 mL容量瓶

中，加入0.1 mol/L盐酸溶液2 mL溶解，用甲醇定容，配

制成1 000 mg/L甲氧氯普胺标准储备液；将1 000 mg/L甲
氧氯普胺标准储备液用甲醇稀释为100 mg/L甲氧氯普胺

标准液，取适量100 mg/L甲氧氯普胺标准液配制成1、
5、10、20、50、100 mg/L系列甲氧氯普胺标准工作液。

1.3.2 样品前处理

精确称取2 g样品至50 mL离心管中，加入2.0 g无水

Na2SO4，再加入5 mL乙腈，涡旋振荡10 min，10 000 r/min 
离心3 min，残渣再加入5 mL乙腈重复提取1 次，合并上

清液，待净化。

取Oasis HLB柱，用3 mL乙腈淋洗活化小柱，取样品

上清液过柱，再用5 mL乙腈淋洗小柱1 次，置于50 mL氮
吹管中，于45 ℃条件下氮吹至干，残留物加入1.0 mL甲
醇-水溶液（80∶20，V/V）复溶，复溶液经0.22 μm滤膜过

滤后，作为待测液。

1.3.3 色谱条件

ACQUITY BEH C18色谱柱（2.1 mm×100 mm，1.7 μm）；

流动相：乙腈-0.1%甲酸水溶液（20∶80，V /V）；流

速0.3 mL/min；检测波长275 nm；柱温35℃；进样量

3.0 μL。以保留时间定性，峰面积定量。在上述色谱条件

下，甲氧氯普胺保留时间为1.711 min。



852020, Vol. 34, No. 01
分析检测

肉类研究
MEAT RESEARCH

中国肉类食品综合研究中心
CHINA MEAT RESEARCH CENTER

1.3.4 结果计算

mC＝
ρ V

式中：C为试样中甲氧氯普胺残留量/（mg/kg）；ρ为仪

器检测得出的试样中甲氧氯普胺残留质量浓度/（mg/L）； 

V为试样最终定容体积/mL；m为试样质量/g。

2 结果与分析

2.1 流动相的选择

选择合适的流动相能使目标物较好地分离。按照

1.3.2节的色谱条件，比较甲醇-水（30∶70，V/V）、甲

醇-0.1%甲酸水溶液（30∶70，V/V）、乙腈-0.1%甲酸水

溶液（20∶80，V/V）3 种不同的流动相对目标物色谱峰的

影响，标准品进样质量浓度为10.0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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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流动相为甲醇-水时甲氧氯普胺标准品色谱图

Fig. 1 Chromatogram of standard metoclopramide using mobile phase 

consisting of methanol and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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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流动相为甲醇-0.1%甲酸水溶液时甲氧氯普胺标准品色谱图

Fig. 2 Chromatogram of standard metoclopramide using mobile phase 

consisting of methanol and 0.1% formic acid in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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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流动相为乙腈-0.1%甲酸水溶液时甲氧氯普胺标准品色谱图

Fig. 3 Chromatogram of standard metoclopramide using mobile phase 

consisting of acetonitrile and 0.1% formic acid in water

由图1～2可知，在流动相的水相中加入一定量的酸

能使甲氧氯普胺的峰形更加尖锐，检测灵敏度也得到提

高，本研究选择在流动相的水相中加入0.1%甲酸控制溶

液pH值，得到较好的分离效果。甲醇-0.1%甲酸水溶液作

为流动相会使色谱峰分叉，由图3可知，将有机相甲醇换

成乙腈后，峰形尖锐不分叉，且目标物保留时间依然保

持在1.7 min左右。因此，本研究选择乙腈-0.1%甲酸水溶

液（20∶80，V/V）作为流动相。

普通HPLC法所用流动相配制复杂，进样量大，目

标物保留时间较长。例如：刘翔[27]采用普通HPLC法测定

盐酸甲氧氯普胺注射液中甲氧氯普胺的含量，流动相为

甲醇-乙腈-醋酸盐缓冲液（10∶15∶75，V/V，含0.1%三乙

胺，pH 4），进样体积20 μL，目标物保留时间为7 min左
右；石杰等[11]也采用普通HPLC法测定盐酸甲氧氯普胺注

射液中甲氧氯普胺的含量，所用流动相为乙腈-0.025 mol/L 
乙酸铵（20∶80，V/V，含0.2%三乙胺，冰醋酸调pH值至

5.7），进样体积20 μL，目标物保留时间为7 min左右；

范先鹏[28]、王静文[29]等采用普通HPLC法分别测定甲氧

氯普胺鼻腔喷雾剂及鱼腥草注射液中甲氧氯普胺含量，

目标物保留时间均为9 min左右。相比普通HPLC，本研

究流动相配制更简单、进样量更少、目标物保留时间更

短，大大提高了检测效率，更适合批量检测肉类食品中

甲氧氯普胺的含量。

2.2 提取溶剂的选择

以阴性猪肉为基质，在基质中添加一定量的甲氧

氯普胺标准品，比较乙腈和甲醇作为提取溶剂的提取效

果，回收率测定参考万译文[30]、张秀清[31]等的方法。

表 2 不同溶剂的提取效果

Table 2 Extraction efficiencies of different solvents

提取溶剂
甲氧氯普胺标准品
加入量/（mg/kg）

测定结果/
（mg/kg） 回收率/%

乙腈 25.0 26.4 105.6
甲醇 25.0 23.4 93.6

由表2可知，乙腈作为提取溶剂时回收率更高，故本

研究选择乙腈作为提取溶剂。SN/T 2227—2008及曹慧等[16] 

用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检测，前处理步骤均采用乙腈

作为提取溶剂，回收率为63.3%～119.5%。普通HPLC法
检测注射液中的甲氧氯普胺含量时多采用流动相或甲醇

进行提取，可能是由于甲氧氯普胺药物注射液成分较简

单，而动物源性食品的基质成分复杂，乙腈能较好地从

肉类基质中提取出甲氧氯普胺。

2.3 酸碱试剂的影响

以阴性猪肉为基质，在基质中添加一定量的甲氧氯

普胺标准品，以乙腈作为提取溶剂，在甲氧氯普胺提取

过程中加入0.1 mL 0.1 mol/L氢氧化钠、0.1 mL 0.1 mol/L
盐酸，与空白对照组进行比较，确定酸碱试剂对甲氧氯

普胺提取及测定结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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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提取过程中加入酸碱试剂对提取效果的影响

Table 3 Effects of acid versus alkali addition on extraction efficiency

组别
甲氧氯普胺标准品
加入量/（mg/kg）

测定结果/
（mg/kg） 回收率/%

加入氢氧化钠 25.0 26.1 104.4
加入盐酸 25.0 24.7 98.8
空白对照 25.0 25.3 101.2

由表3可知，在提取过程中加入酸碱试剂对甲氧氯

普胺提取效果无明显影响，说明甲氧氯普胺在一定pH
值范围内比较稳定，方法专属性较强。范先鹏等[28]采用

HPLC法测定甲氧氯普胺鼻腔喷雾剂中甲氧氯普胺的含

量和有关物质时，进行了一项强制破坏实验，对甲氧氯

普胺供试品分别进行碱（1 mol/L氢氧化钠溶液）、酸 

（1 mol/L盐酸溶液）、氧化（质量分数3%的过氧化氢溶

液）、光照（（4 500±500） lx光照5 d）等破坏处理后

进样分析，结果表明，几种处理对测定均无干扰，但在

破坏溶液的色谱图中均有不同程度的降解产物产生，各

降解产物均与主峰有良好的分离度，同样表明甲氧氯普

胺在一定pH值范围内比较稳定。

2.4 净化小柱的选择

已有文献报道中，采用液相色谱-质谱法检测甲氧氯

普胺含量时多采用酸性氧化铝柱。本研究以阴性猪肉为

基质，在基质中添加一定量的甲氧氯普胺标准品，以乙

腈作为提取溶剂，比较Oasis HLB柱（3 mL，60 mg）、

酸性氧化铝柱（3 mL，500 mg）2 种不同的固相萃取柱

对甲氧氯普胺的净化效果。

表 4 不同净化小柱的净化效果

Table 4 Purification efficiencies of different columns

净化小柱类型
甲氧氯普胺标准品
加入量/（mg/kg）

测定结果/
（mg/kg） 回收率/%

HLB柱 25.0 26.1 104.4
酸性氧化铝柱 25.0 26.3 105.2

由表4可知，HLB柱和酸性氧化铝柱净化效果均较

好。HLB柱具有适合小分子和治疗性多肽分析、灵敏度

更高、基质效应更低的优点，且适用于酸性、碱性和中

性分析物。由于本研究样品为肉类食品，基质成分复

杂，所需净化小柱的pH值应有较大的范围，以适应不

同基质样品的提取净化，综合考虑，本研究选择Waters 
Oasis HLB柱（3 mL，60 mg）作为净化柱。

2.5 线性范围和灵敏度

分别吸取1、5、10、20、50、100 mg/L系列甲氧氯

普胺标准工作液，根据其所得峰面积（y）与对应标准溶

液的质量浓度（x）绘制标准曲线，得到甲氧氯普胺质

量浓度1～100 mg/L范围内呈线性关系，其标准曲线方程

为y=2.26×104x＋1.63×104（R2=0.999 5），线性关系良

好，可满足定量分析的要求。

在方法规定的取样质量条件下，在阴性猪肉样品中

添加甲氧氯普胺标准储备液（添加水平为0.25 mg/kg），

经测定信噪比（RS/N）均大于3，表明目标物的检测限为

0.25 mg/kg。在阴性猪肉样品中添加甲氧氯普胺标准储备

液（添加水平为0.5 mg/kg），经测定RS/N均大于10，表明

其定量限为0.5 mg/kg。
阴性猪肉样品及甲氧氯普胺添加量0.5 mg/kg的阴性

猪肉样品色谱图如图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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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阴性样品（A）与甲氧氯普胺添加量0.5 mg/kg 

阴性样品（B）色谱图

Fig. 4 Chromatograms of negative sample (A) and spiked sample  

at 0.5 mg/kg (B)

2.6 回收率和精密度

表 5 回收率和精密度测定结果（n=12）

Table 5 Recoveries and precision of the method (n = 12)

基质
甲氧氯普胺

添加量/（mg/kg）
平均

回收率/%
基质相对

标准偏差/%
相对标准
偏差/%

鱼肉

4

87.0 2.28

6.42
猪肉 101.0 0.79
牛肉 96.5 2.75
鸡肉 98.7 3.47

鱼肉

10

87.6 5.27

7.51
猪肉 104.3 1.68
牛肉 98.3 3.09
鸡肉 101.8 4.97

鱼肉

25

102.4 1.53

1.95
猪肉 102.1 3.67
牛肉 106.0 1.16
鸡肉 101.6 3.86

在不同的基质（鱼肉、猪肉、牛肉、鸡肉）中分别

添加4、10、25 mg/kg 3 个水平的甲氧氯普胺标准品，每

个添加水平设12 个平行，进行加标回收率实验。由表5
可知，平均回收率为87.0%～106.0%，相对标准偏差为

0.79%～5.27%，说明方法精密度较好，且具有较好的重

复性，适用于肉类食品中甲氧氯普胺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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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样品测定

通过本研究建立的UPLC法对海南省各市县菜市场抽

检的鱼肉、猪肉、牛肉和鸡肉4 类样品中甲氧氯普胺的残

留量进行测定，每个样品平行测定2 次。

测定18 个市县抽检的各肉类样品共72 个，均未检

出甲氧氯普胺类兽药。虽然目前在海南省各市县抽检的

部分鱼肉、猪肉、牛肉和鸡肉中未检出甲氧氯普胺类兽

药，但仍需加强兽药残留检测的必要性，把控动物源性

食品的安全风险。

3 结 论

建立UPLC法测定肉类食品中甲氧氯普胺含量的检

测方法。样品用乙腈提取，经HLB小柱净化后，采用C18

色谱柱（2.1 mm×100 mm，1.7 μm），乙腈-0.1%甲酸

水溶液（20∶80，V/V）为流动相，流速0.3 mL/min，检

测波长275 nm，柱温35 ℃，进样量3.0 μL。结果表明：

甲氧氯普胺在1～100 mg/L范围内呈良好的线性关系，

R2=0.999 5，检出限为0.25 mg/kg，定量限为0.5 mg/kg，
相对标准偏差为0.79%～5.27%（n=12），平均回收率达

87.0%～106.0%。所建立的检测方法符合国内外有关标准

和法规的要求，相比普通HPLC法，本方法的流动相配制

更简单、进样量更少、目标物保留时间更短，且干扰性

小、线性范围广，大大提高了检测效率，更适合批量检

测肉类食品中甲氧氯普胺的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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