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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E HLB固相萃取/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 
质谱法测定乳制品中头孢菌素类药物残留

莫 楠，张立佳，吕志勇，段国霞，刘丽君，李翠枝，赵 静，胡 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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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牛乳、酸乳和乳粉3 种基质乳制品中采用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ultra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tandem mass spectrometry，UPLC-MS/MS）同时检测4 种头孢菌素类药物残留的方法。以5%甲酸

乙腈溶液进行提取，经Oasis PRIME HLB固相萃取柱净化，氮吹后复溶，采用电喷雾离子源正离子模式及多反应

监测模式进行检测。结果表明：牛乳和酸乳中头孢氨苄、头孢匹林、头孢洛宁和头孢喹肟的定量限为4 μg/kg，

乳粉中为32 μg/kg；4 种头孢菌素类药物添加量为4～150 μg/kg时的回收率为63.3%～112.1%，相对标准偏差为

1.6%～10.5%；基质效应为108.77%～379.91%。该方法具有检测周期短、适用于多种乳制品检测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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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ntitative Determination of Cephalosporin Residues in Dairy Products by Ultra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Tandem Mass Spectrometry Coupled with PRIME HLB Solid Phase Ext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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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 ultra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tandem mass spectrometry method for the simultaneous 

quantitative determination of four cephalosporin residues in dairy products, including milk, yogurt and milk powder, 

has been established. The samples were extracted with 5% formic acid acetonitrile. After being purified by solid-phase 

microextraction using an Oasis PRIME HLB cartridge, the extract was blown to dryness under a stream of nitrogen gas and 

then re-dissolved. The analysis was carried out using a positive electrospray ion source in the multiple reaction monitoring 

mode. The limit of quantification was 32 μg/kg for cefalexin, cefapirin, cefalonium and cefquinome in milk powder; the 

limit of quantification was 4 μg/kg in milk and yogurt. The recoveries at spiked concentration levels of 4-150 μg/kg were 

63.3%-112.1%, with relative standard deviations of 1.6%-10.5%. The matrix effects were 108.77%-379.91%. This 

method was characterized by short analysis time and was suitable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cephalosporin residues in 

different dairy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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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孢菌素类药物是β-内酰胺类抗生素中极为重要的

一类抗生素，被广泛应用于动物的疾病治疗和预防细菌

感染中，如奶牛乳腺炎、肺炎、痢疾及关节炎等[1]。头

孢菌素类药物的不规范使用会使其极易残留在动物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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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中，而长期食用此类食品类似于长期食用低剂量的抗

生素，可能会导致食用者产生过敏反应、致癌、肠道菌群

平衡被破坏，并可能使食用者对抗生素产生耐药性[2-3]。 

此外，生鲜牛乳中痕量抗生素的残留会影响甚至阻碍乳

制品的进一步加工，如乳制品发酵[4]。因此，欧盟制定了

牛乳中头孢菌素类药物的最高残留限量，其中头孢氨苄

100 μg/kg、头孢匹林60 μg/kg、头孢洛宁20 μg/kg、头孢

喹肟20 μg/kg[5]，而我国则作出了头孢氨苄100 μg/kg和头

孢喹肟20 μg/kg的限量规定[6]，对头孢匹林和头孢洛宁的

残留并无明确限量标准。

食品中头孢菌素类抗生素残留分析常用的检测方法有

薄层色谱法[7]、毛细管电泳法[8-9]、高效液相色谱法[10-11]、 

微生物抑制法 [12]、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法 [13]等。但薄层

色谱法和微生物抑制法仅可作为定性方法，无法用于定

量检测，而毛细管电泳法存在重现性较差和灵敏度较低

等不足。其中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法作为确证方法，具

有前处理简单、背景干扰少、灵敏度高、具有更广泛适

用性等特点。目前报道的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法，对于

头孢菌素类药物进行提取时大多选用乙腈、乙腈水溶

液和磷酸缓冲溶液作为提取溶剂[14-17]，净化过程多选用

Oasis HLB固相萃取柱作为净化用柱[18-19]。这些方法存

在前处理过程过于繁琐、实验周期过长、回收率低、方

法难以复制等缺点。而利用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

（ultra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tandem mass 

spectrometry，UPLC-MS/MS）同时测定液态乳、发酵乳

和乳粉中头孢菌素类药物残留的报道极少[20-21]。

本研究采用新型Oasis PRIME HLB固相萃取柱，

对样品前处理方法和仪器条件进行研究及讨论，建立 

UPLC-MS/MS快速测定液态乳、发酵乳和乳粉3 类乳制

品中头孢菌素类药物残留的检测方法。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试剂

标准物质：头孢匹林（纯度98.60%） 德国Witega

公司；头孢洛宁（纯度98.40%） 日本林纯药公司；

头孢氨苄（纯度99.00%）、头孢喹肟（纯度96.30%）  

德国Dr.Ehrenstorfer GmbH公司。

乙腈（色谱纯）  德国 M e k e r 公司；甲醇 

（UPLC-MS级） 美国Fisher公司。

1.2 仪器与设备

3K30低温高速离心机 德国Sigma公司；Waters 

Xevo TQ-S超高效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配备电喷雾离

子源） 美国Waters公司。

1.3 方法

1.3.1 样品前处理

牛乳样品称取约1.00 g（精确至0.01 g）于30 mL离

心管中；乳粉样品称取约0.3 g（精确至0.01 g），并加入

1 mL水溶解；酸乳样品称取约1.00 g（精确至0.01 g），

并加入0.6 mL水，混匀。然后分别加入5%甲酸乙腈溶液

4 mL，涡旋振荡1 min，5 000 r/min高速离心5 min；将上

清液全部转移至另一离心管中，重复提取1 次；合并2 次

上清液于同一离心管中，涡旋混匀，15 000 r/min高速离

心5 min；牛乳、乳粉样品移取上清液3 mL，酸乳样品移

取上清液3.2 mL至活化好的Oasis PRIME HLB固相萃取

柱，保持每秒1 滴的流速，收集全部流出液，低于40 ℃

氮气吹干；用1 mL乙腈-水溶液（1∶9，V/V）溶解，涡旋

振荡，过0.22 μm滤膜，供上机分析。

1.3.2 色谱条件

色谱柱：Acquity UPLC BEH C 18柱（50 mm× 

2.1 mm，1.7 μm）；柱温35 ℃；进样量5 μL；流动相：

A为0.1%甲酸水溶液，B为乙腈；流速200 μL/min；梯度

洗脱条件：0～2 min，95%～90%流动相A；2～5 min，

90%～75%流动相A；5～5.01 min，75%～5%流动相A；

5.01～6 min，5%流动相A；6～6.01 min，5%～95%流动

相A；6.01～8 min，95%流动相A。

1.3.3 质谱条件

电离模式：电喷雾离子源正离子模式；毛细管电压

2.74 kV；源温150 ℃；脱溶剂温度500 ℃；脱溶剂气流量

1 000 L/h；碰撞室气流量0.20 mL/min；多反应监测方式

检测，其他质谱参数如表1所示。

表 1 头孢菌素类药物的质谱测定参数

Table 1 Mass spectrometric parameters for cephalosporins

化合物
名称

保留
时间/min

离子对
（m/z）

锥孔
电压/V

碰撞
电压/V

头孢氨苄 3.90 348.15＞158.09*
348.15＞174.10 20 12

14

头孢匹林 2.59 424.20＞292.20*
424.20＞152.00 35 24

14

头孢洛宁 3.75 459.00＞152.00*
459.00＞123.00 35 18

29

头孢喹肟 3.51 529.25＞134.17*
529.25＞396.13 40 16

12

注：*. 定量离子对。

1.3.4 空白基质标准曲线的绘制

称取与待测样品基质相同的阴性样品，前处理与待

测样品相同，得到空白基质液，过膜后，按所需上机浓

度配制标准工作液，绘制空白基质标准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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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试样中头孢菌素类药物残留量的计算

试样中4 种头孢菌素类药物的残留量按照下式计算。

mX＝ρ V n

式中：X为试样中被测物的残留量/（μg/kg）；ρ为试

样上机溶液中被测物的质量浓度/（ng/mL）；V为样液最

终定容体积/mL；n为稀释倍数；m为试样质量/g。

2 结果与分析

2.1 样品前处理中提取溶剂的选择

根据文献报道，头孢菌素类药物的检测中主要选用

乙腈作为提取溶剂，因此，本研究选择牛乳为样品，对

乙腈、50%乙腈水溶液和75%乙腈水溶液作为提取溶剂

进行考察。结果表明，样品的回收率结果均小于60%，

均不能满足方法要求。参照Zhang Yaqian等[22]的方法，

采用酸化乙腈作为提取溶剂进行实验，回收率得到明显

改善，因此对提取溶剂中甲酸的含量进行进一步优化。

分别选择0.2%、0.5%、1.0%、3.0%、4.0%、5.0%、6.0%

甲酸乙腈作为提取溶剂，结果表明，以5.0%甲酸乙腈和

6.0%甲酸乙腈作为提取溶剂时的回收率最高，但二者结

果基本相同，回收率均在70%～110%范围内，因此选择

5%甲酸乙腈作为头孢菌素类药物的提取溶剂，这与文献

报道中的酸化比例相吻合。

在5%甲酸乙腈作为头孢菌素类药物提取溶剂的条件

下，牛乳样品回收率较高，但乳粉和酸乳样品的回收率

并不理想，这是由于头孢菌素类物质在水中更易溶解，

相较于牛乳，乳粉和酸乳样品中含水量较低，导致目标化

合物提取不完全，回收率偏低。在对乳粉样品加水复溶

后，回收率可以达到与牛乳样品相近的结果。对比发酵

乳中加水体积分别为0.2、0.4、0.6 mL时的添加回收率，

结果基本一致，为方便样品净化取样和考虑到结果计算

的准确性，最后选择以加入0.6 mL水作为最优条件。

2.2 提取次数的选择

对提取溶剂的添加体积进行优化，同时比较分别采

用4、8、10 mL的5%甲酸乙腈一次性加入提取和每次采

用2、4、5 mL的5%甲酸乙腈重复提取2 次的添加回收

率。结果表明，每次采用4 mL和5 mL、重复提取2 次的

回收率均在80%～100%范围内，选择用量较少的4 mL作

为提取溶剂的添加体积，重复提取2 次。

2.3 固相萃取柱的选择

根据头孢菌素类药物的理化特性和吴强[23]、王建凤[24] 

等的报道，基本均选用Oasis HLB固相萃取小柱作为净化小

柱，需要活化、洗脱和淋洗等复杂的前处理步骤。本研究

在无需活化、洗脱和淋洗的条件下，对Oasis HLB和Oasis 

PRIME HLB两款固相萃取小柱进行选择。结果表明，无论

是基质干扰还是回收率，采用Oasis PRIME HLB固相萃取

小柱净化后的样品均优于Oasis HLB固相萃取小柱。Oasis 

PRIME HLB固相萃取小柱可以更有效地去除乳及乳制品中

的蛋白质和磷脂等杂质，延长色谱柱的使用寿命，无需活

化、洗脱和淋洗，可大大缩短净化时间[25-26]。因此本研究最

终选择Oasis PRIME HLB固相萃取小柱作为净化小柱。

2.4 液相色谱流动相的选择

本研究以Acquity UPLC BEH C18柱作为分析所用色谱

柱，国标中采用0.1%乙酸水溶液和乙腈作为流动相，但

在选用不同仪器的前提下，发现以0.1%甲酸水溶液和乙

腈作为流动相即可获得满意的峰形和分离效果。综合现

有仪器设备和试剂使用频率等因素，选用0.1%甲酸水溶

液和乙腈作为流动相。

2.5 基质效应实验结果

针对不同种类样品，选取代表性的基质样品进行基

质效应的考查。使用经前处理的空白样品基质配制标准

溶液，绘制工作曲线，与采用前处理后的样品溶液配制

的标准溶液所得工作曲线进行比较，以二者的标准曲线

斜率比值作为衡量标准，大于100%为有基质增强作用，

小于100%为有基质抑制作用，不利于其电离。

表 2 3 种样品的基质效应测定结果

Table 2 Matrix effects of 3 samples

%

样品 头孢氨苄 头孢匹林 头孢洛宁 头孢喹肟

牛乳 111.97 184.63 169.11 320.10

酸乳 108.77 197.36 178.78 344.44

乳粉 122.59 140.48 132.19 379.91

由表2可知，乳粉有明显的基质增强作用，其中以头

孢喹肟的基质增强作用最为明显，同时其他基质样品也

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基质增强作用，因此在绘制标准工作

曲线时应选择空白样品基质对标准溶液进行稀释，以做

到准确定量。

2.6 标准曲线和定量限

表 3 不同基质中4 种头孢菌素类药物的标准曲线及定量限

Table 3 Standard curve equations and quantitation limits of  

4 cephalosporins in different matrices

基质 化合物名称 标准曲线 相关系数
定量限/

（μg/kg）

牛乳

头孢氨苄 y=5 501.730x＋803.563 0.998 778

4
头孢匹林 y=18 345.700x＋639.260 0.999 777

头孢洛宁 y=3 509.250x＋316.744 0.999 448

头孢喹肟 y=1 049.370x＋28.155 0.999 806

酸乳

头孢氨苄 y=7 093.390x＋496.713 0.999 563

4
头孢匹林 y=21 834.800x＋1 200.420 0.999 204
头孢洛宁 y=4 231.190x－28.347 0.999 411
头孢喹肟 y=1 614.190x－176.792 0.998 055

乳粉

头孢氨苄 y=6 014.840x＋420.067 0.999 650

32
头孢匹林 y=18 266.600x＋694.990 0.999 762
头孢洛宁 y=3 488.810x＋301.599 0.999 473
头孢喹肟 y=1 039.330x＋23.501 0.999 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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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用牛乳、酸乳、乳粉3 种空白基质绘制标准工

作曲线。由表3可知，4 种头孢菌素类药物在一定范围内

均呈现出良好的线性关系，相关系数均大于0.99。牛乳和

酸乳中4 种头孢菌素类药物的定量限为4 μg/kg，乳粉中

为32 μg/kg，其信噪比（RS/N）均满足≥10的要求。

2.7 回收率和精密度

在乳及乳制品中选取最为主要的3 大类基质进行

实验，从每一类基质中选取相应的代表样品进行加标

回收率实验，并计算相对标准偏差（relative standard 

deviation，RSD）。牛乳和酸乳中4 种头孢菌素类药物

的添加量分别为4、20、100 μg/kg，乳粉中分别为32、

100、150 μg/kg，并进行6 次平行实验。为保证数据的准

确性，以相应类别的空白样品基质配制的标准溶液所得

标准曲线进行定量。

表 4 回收率与RSD测定结果

Table 4 Recovery and precision (RSDs)

样品
添加量/

（μg/kg）
头孢氨苄 头孢匹林 头孢洛宁 头孢喹肟

回收率/% RSD/% 回收率/% RSD/% 回收率/% RSD/% 回收率/% RSD/%

牛乳

4 73.9～77.4 2.4 84.2～87.0 2.4 68.7～72.6 2.2 89.3～94.2 1.6

20 77.9～81.5 1.8 89.8～95.9 2.0 78.0～82.2 2.0 102.7～112.1 3.3

100 81.4～83.9 2.0 92.1～94.7 1.7 80.5～84.5 2.2 103.1～107.0 2.3

酸乳

4 93.0～99.0 5.0 77.1～92.2 10.5 75.0～84.7 3.2 78.3～86.8 2.5

20 71.0～77.5 6.2 75.3～83.2 5.7 63.3～70.9 6.8 75.0～81.9 5.9

100 83.0～87.8 2.9 88.7～93.1 3.4 80.1～83.0 2.7 88.9～81.8 4.1

乳粉

32 72.0～77.1 4.2 79.3～85.7 4.9 66.2～69.6 3.5 84.7～90.4 3.5

100 80.8～82.5 3.3 88.1～91.2 3.3 82.3～86.8 3.6 93.0～100.8 2.1

150 81.4～84.6 4.9 86.0～91.0 4.9 80.0～83.7 5.4 90.2～100.3 4.2

由 表 4 可 知 ， 4  种 头 孢 菌 素 的 回 收 率 均 在

63.3%～112.1%之间，RSD在1.6%～10.5%之间。除

4.0 μg/kg添加量时酸乳基质的头孢匹林加标回收率RSD大

于10%以外，其余RSD值均小于10%。上述结果表明，该

方法对测定牛乳、酸乳和乳粉中4 种头孢菌素类药物的残

留均具有较好的准确度和精密度。

3 结 论

通过对样品提取、净化、色谱分离、质谱测定等

条件进行优化，建立了一种同时适用于牛乳、酸乳和乳

粉中4 种头孢菌素类药物残留量测定的UPLC-MS/MS检

测方法，该方法具有操作简单、试剂消耗量少、检测周

期短等优势。验证该方法在4 种头孢菌素类药物含量为

4～150 μg/kg时的测定准确度和精密度，同时对不同种类

样品的基质效应进行考察，进一步加强了对方法适用性

和准确性的验证。定量限可同时满足国家标准和欧盟的

检测要求，本研究为乳及乳制品中头孢菌素类药物残留

的检测增加了一项新的检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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