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77分析检验 食品科学 2005, Vol. 26, No.9

收稿日期 2004-08-31                               *通讯作者

基金项目 国家 "十五"重大科技专项

作者简介 操海群(1975- ) 男 在职博士 从事农药残留与环境毒理研究

辣椒 白菜中氟虫腈残留分析方法的研究

操海群 1 施艳红 1 花日茂 1 汤 锋 1 岳永德 2 ,*

(1.安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农药学系 安徽 合肥     230036

2.国际竹藤网络中心 北京      100080)

摘   要 研究并建立了氟虫腈(Fipronil)在辣椒和白菜中的残留分析方法 样品以乙腈提取 中性氧化铝(含活性炭)

柱层析净化 气相色谱测定 氟虫腈的最小检测量为2 10-13g 最低检测浓度为25ng/kg 辣椒中氟虫腈的添加

回收率(0.005 0.5mg/kg)为81.20% 90.58% 变异系数是3.94% 9.46% 白菜中氟虫腈的添加回收率(0.005 0.5mg/

kg)为 82.48% 89.35% 变异系数为2.77% 9.21% 方法的准确性 灵敏度均达到农药残留分析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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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Analytical Method on Fipronil Residue in Pepper and Chinese Cabb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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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as chromatography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residue of fipronil in pepper and Chinese cabbage. Residues of Fipronil

were extracted from pepper and Chinese cabbage with acetonitrile, cleaned up by column chromatography of Al2O3, and

determined with GLC equipped by ECD.The average recoveries and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s of the method were 81.20%

90.58%, 3.94% 9.46% for pepper, and 82.48% 89.35%, 2.77% 9.21% for Chinese cabbage, respectively. The minimum

detectable amount of fipronil was 2 10-13g , the minimum detectable concentration of fipronil in the samples of tomato and soil

was 25ng/kg. Thes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method was in accordaue with demands of residue analysis of pestic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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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食品安全性问题越来越

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 蔬菜作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主要

消费农产品 其中的农药残留问题直接关系食用者的身

体健康 同时 我国加入 W T O 以后 来自各蔬菜输

入国的非关税技术壁垒使我国蔬菜出口遇到了前所未有

的压力 其中尤为重要的就是农药残留超标问题[1] 近

年来许多国家均制定了农药在蔬菜中的最高残留限量

( M R L ) 并制定 颁布了残留测定标准方法

氟虫腈英文通用名称为fipronil 商品名称锐劲特

(Regent) 化学名称(RS)-5-氨基-(2.6-二氯-4a-三氟甲基

苯基)-4-三氟甲基亚磺酰基吡唑-3-腈 是法国罗纳普朗

克农化公司于1987 年开发研制的苯基吡唑类新型高活性

杀虫剂 用于防治水稻 蔬菜 棉花 烟草 公共

卫生 蓄牧业 贮存用品及地面建筑等各类作物害虫

和卫生害虫[2] 美国环境保护局(EPA)曾报道了牛肉 牛

奶 饲用玉米 棉籽中氟虫腈残留分析的标准方法[3 5]

而我国目前尚无辣椒 白菜中氟虫腈残留分析的标准方

法 本文作为国家 十五 重大科技专项子课题 1 6

项农药残留检测方法标准研究 内容的一部分 通过

系统研究不同提取方法 净化方法对蔬菜中氟虫腈添加

回收的影响 建立了气相色谱测定辣椒 白菜中氟虫

腈残留量的分析方法 该方法不仅节约分析成本和分析

时间 而且具备良好的环境友好性 适合我国国情

实际应用效果良好

1 材料与方法

1.1 仪器设备与试剂

Agilent 6890 Series气相色谱仪 配 63Ni电子捕获

检测器(ECD) 旋转蒸发仪(RE-52D 上海青浦沪西仪

器厂) 超声波清洗器(KQ100 昆山市超声波仪器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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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食品搅拌机

氟虫腈标准品 纯度 99.6%(国家农药质检中心

北京)

乙腈 丙酮 甲醇 乙酸乙酯 正已烷 石油

醚均为分析纯 氯化钠(分析纯) 无水硫酸钠 450

烘 4h 中性氧化铝(层析用 200 300 目) 550 下活

化 4 h 用前 1 3 0 烘 4 h 加 5 % 水脱活 混匀备用

活性炭(粉状 分析纯) 1 3 0 烘 4 h 蒸馏水

1.2 实验方法

1.2.1 标准曲线绘制

1.2.1.1 母液配制   用万分之一电子天平准确称取氟虫

腈5.0mg 溶于乙腈中 配制成1.0 10-3g/ml 的标准母

液

1.2.1.2 工作曲线的制作  用正乙烷将标准母液配制成

0.2 0.5 1.0 2.0 3.0mg/L 的工作溶液 进样分析

以进样量( n g ) 为横坐标 峰面积为纵坐标 作标准

曲 线

1.2.2 农药的添加

市购新鲜辣椒与白菜 洗净 切碎后放入食品搅

拌机中搅拌成糊状 分别准确称取20.0g 样品于具塞三

角瓶中 加入一定体积的氟虫腈工作标准溶液 混匀

配制成不同的添加浓度 每种浓度设置三个重复 同

时设置空白

1.2.3 样品前处理

1.2.3.1 提取  在添加氟虫腈的辣椒和白菜样品中分别

加入 60ml 乙腈 再加入 20g 无水硫酸钠 置于超声波

中振荡10min 提取液过滤至盛有2g NaCl 的具塞量筒

中 剧烈震荡1min 静置 5min 左右待水相与乙腈相分

层 取乙腈相减压浓缩近干 待过中性氧化铝柱净化

1.2.3.2 净化  在玻璃层析柱内分别加入2g 无水硫酸

钠 5g中性氧化铝和活性炭的混合物(中性氧化铝/活性

炭=49.5/0.5 W/W) 2g 无水硫酸钠 用30ml 石油醚

预淋后将样品上柱 用40ml淋洗液(石油醚/乙酸乙酯=5:

3 ) 淋洗 收集淋洗液 于旋转蒸发器中浓缩至干 用

正己烷定容至 5 m l 供 G C 测定

1.2.4 GC E C D 测定条件

用配有电子捕获检测器的气相色谱仪检测氟虫腈的

残留量 色谱柱 1 . 5 m 0 . 3 m m 玻璃柱 固定液

3%OV-101 担体 Chromosorb W AW DMCS(80-100

目) 检测温度 柱室 1 8 0 进样口 2 6 0 检测器

310 载气为高纯氮气(99.99%) 载气流速为50ml/

m i n 进样量为 2 l

2 结果与分析

2.1 标准曲线

用一定浓度的标准工作溶液进样分析 以进样量

(ng)为横坐标 峰面积为纵坐标 做标准曲线(图 1)

氟虫腈标准工作溶液的进样量与色谱峰面积存在显著的

线形关系 其线形方程为Y=19312X 5154.1(R2=0.9998)

该测定条件下氟虫腈最小检出量为2.0 10-13g 氟虫腈

标准样色谱图见图 2 所示 该测定条件下 氟虫腈的保

留时间为4.321min

图1    氟虫腈标准曲线

Fig.1    The standard curve of fipronil

2.2 提取方法的确立

在添加浓度为0.5mg/kg的辣椒样品中分别加入60ml

不同提取溶剂 比较了不同提取溶剂对氟虫腈残留添加

回收率的影响(表 1 ) 结果表明 乙腈提取效果最好

平均添加回收率为 91.88% 变异系数为 6.98%

提取溶剂 平均添加回收率(%) 标准差(SD) 变异系数(CV)(%)

乙腈 91.88 6.41 6.98

丙酮 82.32 6.82 8.28

甲醇 57.56 9.87 17.15

乙酸乙脂 68.60 4.93 7.19

表1   不同提取溶剂对辣椒中氟虫腈添加回收结果的影响

Table 1     Recoveries and CVs of fipronil in pepper by selected

extract solvents

在添加浓度为0.5mg/kg 的白菜样品中加入60ml 乙

腈 比较了机械振荡和超声波振荡等不同提取方法对氟

虫腈残留添加回收率的影响(表 2) 结果表明 超声波

图2   氟虫腈标样色谱图

Fig.2      The GC Chromatogram of fipron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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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荡10min 的回收率最高 平均添加回收率为99.36%

变异系数为 2.14%

提取方法
提取时间 平均添加回收率 标准差 变异系数

(min) (%) (S.D) CV(%)

30 40.60 2.64 6.50

机械振荡 60 87.10 3.50 4.02

30+15 49.24 8.94 18.16

超声波振荡
10 99.36 2.13 2.14

20 52.67 4.78 9.08

表2   不同提取方法对白菜中氟虫腈添加回收结果的影响

Table 2     Recoveries and CVs of fipronil in Chinese cabbage by

selected extract methods

2.3 净化方法的确立

在添加浓度为0.5mg/kg 的白菜样品中加入60ml 乙

腈 用超声波振荡法提取 10min 在过中性氧化铝柱净

化时采用80ml 不同的淋洗液淋洗 比较了不同淋洗液对

氟虫腈残留添加回收率的影响(表 3) 结果表明 4 种

不同淋洗剂基本均能满足农残分析的需要 其中以石油

醚/乙酸乙酯(5/3 V/V)的淋洗效果最好 杂质干扰小

添加回收率为100.40%

淋洗剂
平均添加 标准差 变异系数

回收率(%) (SD) CV(%)

石油醚/乙酸乙酯(5/3,V/V) 100.4 2.60 2.59

正已烷/乙酸乙酯(5/3,V/V) 121.7 2.75 2.26

石油醚/乙酸乙酯(3/1,V/V) 74.69 7.27 9.73

石油醚/丙酮(4/1,V/V) 86.57 7.79 9.00

表3    柱层析净化中不同淋洗剂对白菜中氟虫腈添加回收结果的影响

Table 3     Recoveries and CVs of fipronil in Chinese cabbage

using different elute solvents in cleanup procedure

在添加浓度为1.0mg/kg 的白菜样品中加入60ml 乙

腈 用超声波振荡法提取 10min 采用中性氧化铝柱净

化 用60ml 的石油醚/ 乙酸乙酯(5/3)分成 5 5 10

10 10 5 5 m l 收集 获得 7 个淋洗液流分 第 1

5流分回收率分别为8.12% 42.25% 22.38% 14.38%

5.13% 而第6 7 流分已没有氟虫腈检出(图3) 因此

流份

图3  氟虫腈在中性氧化铝柱上的淋洗曲线

(淋洗液为石油醚/ 乙酸乙酯 5/3 V/V)

Fig.3     The cleanup curve of Friproiul by column chromatography

of Al2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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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层析净化中用 40ml 淋洗剂即可

2.4 添加回收试验

分别在辣椒和白菜样品中加入一定体积的氟虫腈标准

工作溶液 添加浓度分别为0.5 0.1 0.05和0.005mg/kg

添加回收试验结果表明(表4) 在添加浓度范围内 辣椒

中氟虫腈的添加回收率(0.005 0.5mg/kg)为81.20% 90.58%

变异系数是3.94% 9.46% 白菜中氟虫腈的添加回收率

(0.005 0.5mg/kg)为 82.48%~89.35% 变异系数为

2. 77% 9.21% 该方法的准确性 精确性均达到农药

残留分析的要求 氟虫腈在辣椒和白菜中的添加样品和

空白样品色谱图见图 4 所示

添加浓度
辣椒 白菜

(mg/kg)
平均添加 标准差 变异系数 平均添加 标准差 变异系数

回收率(%) (SD) (CV)(%) 回收率(%) (SD) (CV)(%)

0.5 88.51 3.49 3.94 88.21 4.74 5.37

0.1 84.99 3.73 4.39 84.97 2.35 2.77

0.05 81.20 5.68 7.00 82.48 7.08 8.58

0.005 90.58 8.57 9.46 89.35 8.23 9.21

表4   辣椒和白菜中氟虫腈添加回收试验结果

Table 4      Recoveries and CVs of fipronil in spiked pepper and

Chinese cabbage

3 结论与讨论

3.1 本文建立的蔬菜中氟虫腈的残留分析方法相对其它

方法具有节约分析成分 缩短分析时间 环境良好等

诸多优点 具体体现在 在提取溶剂的筛选中 乙

腈与丙酮的提取效果均可满足农残分析的要求 但是

用丙酮提取番茄中的氟虫腈 要经过液- 液分配(于分液

漏斗中加入100ml 6% Na2SO4 溶液 以 30ml 和 15ml 乙

酸乙酯萃取两次)才能获得较好的实验结果 而乙腈提取

时 通过在盛有 2gNaCl 具塞量筒的振摇 即可将样品

中的水分 水溶性杂质等去除 减少了实验步骤以及

有机溶剂的用量 达到节约 省时的目的 本方法

应用超声波振荡提取大大节约了分析时间 提取仅需要

10min即可完成 而陆贻通(2001)等曾报道的分析方法中

用传统机械振荡法需要60min 的提取时间 这一结果也

与本文所得到的结果一致[6,7] 本方法在柱层析净化中

应用中性氧化铝作为柱填料 其价格比国外方法中常用

的弗罗里硅土要便宜 特别在淋洗液的选择上 不再

使用前人报道过的甲苯[7] 苯[6]以及其它含氯有机溶剂

[8] 所用的乙酸乙酯与石油醚具有相对较好的环境相容

性 对操作者以及外界环境更加安全

3.2 美国环保局(EPA)在1994年以及1995年分别颁布了

氟虫腈在动物性产品及玉米中的最高残留限量( M R L )

其中在动物性食品中最低的是猪肉中的 M R L 值为

0.01mg/L 在植物性食品中最低的是稻米中的0.04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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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也制订了氟虫腈在蔬菜 水果以及谷物中的 M R L

值 其中最低的是为大米 马铃薯 甜菜 甘蔗

香蕉 油菜籽中的 0. 0 1 m g / L 在甘蓝中的 MR L 值为

0. 05mg/L 目前 我国尚无氟虫腈在番茄上的限量标

准 因此 参照国外的最低 M R L 值 本方法的准确

性和精确性均达到农药残留分析的要求 完全可以满足

辣椒和白菜中氟虫腈残留检测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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