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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联免疫吸附分析技术及其在食品农药残留

检测中的应用

杜小粉，董 全 *
(西南大学食品科学学院，重庆市特色食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庆      400716)

摘   要：农药残留对食品安全的影响越来越明显，这就对食品农药残留的快速检测提出高要求。本文主要介绍酶

联免疫分析技术的基本原理以及建立酶联免疫技术的关键技术，并对其在食品农药残留检测中应用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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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pesticide residues on food safety have become more and more obvious, so high requirements

have been made for the rapid detection of pesticide residues in foods.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basic principle of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 and the key technologie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ELISA, and reviews the applications in the

detection of pesticide residues in fo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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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为天，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

高，人们对食品的质量安全要求也逐渐提高。随着全

球经济一体化发展和贸易国际化，食品安全问题已延伸

为全球性公共问题。尤其是近年来，食品安全事件大

量发生，如何确保食品的安全性成为食品行业面临的重

要课题。

药物和有害化学添加剂的残留是引起食品安全问题

的一个重要因素。我国是农业大国，为保证农业的丰产

丰收，农药的使用必不可少，从而造成食品尤其是果蔬

中农药残留污染。农药残留是农药使用后残存在生物

体、食品和环境中农药原体、有毒代谢物、降解物和

杂质的总称[1]。我国常用的农药以杀虫剂最为广泛，毒

性也较其它农药大。常用的杀虫剂主要有：有机氯杀虫

剂、有机磷杀虫剂、氨基甲酸酯类杀虫剂、拟除虫菊

酯类杀虫剂等。农药残留对人体具有明显的急、慢性毒

性，会直接危害人们的健康。同时农药残留污染还与进

出口贸易、国家声誉，乃至社会安定有密切联系。

目前，常用的农药残留检测手段有气相色谱( g a s
c h r o m a t o g r a p h y ，G C ) 、薄层色谱( t h i n  l a y e r
chromatography，TLC)、高效液相色谱(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HPLC)等。这些方法大多需要

对被分析样品进行前处理，且操作复杂，不能满足现

场快速检测样品的要求。开发特异性强、灵敏度高、

方便快捷、安全廉价的新分析技术极为迫切。

1 酶联免疫分析技术

酶联免疫法(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是在免疫荧光和组织化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技

术。其主要是利用抗原与抗体的高特异性反应，通过

合适的载体，使酶标抗原或抗体与待测样品反应，形

成酶标抗原抗体复合物，在相应的酶底物参与下，复

合物上的酶催化底物使之水解成有色物质。一定条件

下，呈色物质与待测物的含量直接相关，因此可以根据

呈色物质颜色的深浅，对待测样品进行定性定量分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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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的标记酶有：辣根过氧化物酶、葡萄糖氧化物酶、

碱性磷酸酯酶等，这一类酶通常满足以下条件：具有较

高的催化专一性和活性；与抗原抗体偶联后不影响自身

酶活性和抗原抗体的免疫活性；催化反应的信号产物易

检测；价廉易得，对人体无害 [ 3 ]。

自 20 世纪 70 年代初，Engvall 等[3]用碱性磷酸酶标

记抗原或抗体，建立酶联免疫吸附实验后，这一技术

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尤其在药物残留检测方面。对于

农药小分子的酶联免疫分析方法的建立，主要包括待测

目标化合物的选择、半抗原的设计和合成、人工抗原

的合成、抗体制备、测定方法的建立、样本前处理方

法和方法评价等步骤，这其中以半抗原的合成、人工

抗原的合成、抗体制备最为关键。

1.1 抗原的制备

抗原是指能够引起机体特异性免疫应答，并能与相

应抗体发生特异性反应的物质，即同时具有免疫原性和

抗原性。具有免疫原性的物质也必然具有抗原性，不

具有免疫原性只有抗原性的物质称为半抗原。半抗原相

当于一个抗原决定簇，即只具有抗原性，能与抗体结

合，但不具有免疫原性，不能诱导机体产生免疫应答。

抗原分子量一般在 10kD 以上，主要成分是蛋白质。一

般认为，分子量越大，抗原的表面决定簇越多，越有

利于免疫应答的产生。抗原的纯度会影响到抗体制备的

质量，也会间接影响 ELISA 的效果。因此，制备稳定

且有良好免疫原性的人工抗原是 ELISA 的关键环节。

农药一般为不含蛋白质的小分子化合物，是只具有

抗原性的半抗原，在进行免疫分析之前，还要对其

进行结构修饰，使之成为可用的半抗原。典型的半

抗原结构中应具备适当末端活性基团，如－ N H 2、

－ C O O H、－ O H、－ S H 等，可直接与载体偶联；

与载体连接后应保证该特征结构能最大程度地为免疫活

性细胞识别和结合，以制备出具有预期选择性和亲合性

的抗体；同时还需相应地突出特定农药的结构或者一类

农药中共有的结构特征[5]。

半抗原修饰好后，一般要与合适的载体蛋白以共价

键偶联，使之具有免疫原性，称之为人工抗原。如果

农药分子上不具有所需的活性基团，则需利用化学方法

引入制成半抗原，再与载体偶联。常用的载体蛋白有

牛血清白蛋白、卵清蛋白、兔血清白蛋白、人血清白

蛋白、人血纤维蛋白、甲状腺球蛋白、猪血清白蛋白

等。常用的偶联方法有：混合酸酐法、碳二亚胺法、

重氮化法、戊二醛法等 [ 6 - 7 ]。

1.2 抗体的制备

抗体是机体受到抗原刺激后，机体体液中产生的能

与相应抗原特异性结合的免疫球蛋白。抗体的质量直接

影响测定的性能和效率，制备高特异性、高效价的抗

体同样也是 ELISA 中最为关键的环节。目前，较为常

见的抗体有多克隆抗体和单克隆抗体。

多克隆抗体是经特定的抗原免疫动物后得到的抗血

清抗体，是免疫分析中常用的抗体类型。由单个 B 细

胞增殖形成的群落产生的结构相同、功能均一的抗体称

为单克隆抗体。产生抗体的单克隆细胞可在体外无限繁

殖，不受动物免疫时间限制。

多克隆抗体的特异性、稳定性以及抗体效价都不及

单克隆抗体。苏婧等[8]取免疫小鼠的脾细胞进行细胞融

合制备单克隆杂交瘤细胞，产生有机磷农药单克隆抗

体。该抗体对于毒死蝉的检出限为 0.004μg/ml，对于

甲基对硫磷的最低检测限降至 0.02μg/ml，而对与半抗

原结构差异稍大的辛硫磷和三唑磷的检测限则分别为 2.00、
3.80μg/ml。

但是单克隆抗体制备涉及细胞培养及细胞融合，对

实验条件要求较高，不易制备。多克隆抗体实际也能

满足检测的需要，因此，目前 ELISA 的研究以使用多

克隆抗体较多[9-13]。免疫动物一般选用小鼠或新西兰大

白兔，免疫途径有腹腔内、淋巴结内、皮下、足底

注射等，以皮下或背部多点注射最为常用。

抗体制备好后，需要对抗体进行效价(又称滴度)、
亲和力及交叉反应的表征来判断制备的抗体是否有效。

效价只可观察到抗原抗体反应时，抗血清的最大稀释倍

数；亲和力表示抗原决定簇和抗体结合位点之间的牢固

度，亲和常数的范围一般在 108～1012L/mol 之间；交叉

反应是指抗血清对于相应抗原结构相似的抗原的识别能

力 [ 1 ]。

2 酶联免疫分析技术类型

ELISA 技术主要有双抗体夹心法、间接法、竞争

法、PCR- ELISA 法和斑点免疫吸附法等几种类型，其

中较为常用的有双抗体夹心法、间接 ELISA 以及竞争

ELISA。

2.1 双抗体夹心法

双抗体夹心法主要用于目的抗原的检测。该法要求

目的抗原上要具有至少两个抗原决定簇，且这两个抗原

决定簇空间上的分布、指向都不相同。通过固定化抗

体和酶标抗体分别与抗原上的两个抗原决定簇结合，形

成夹心结构，然后加入酶底物显色，从而达到检测目

的抗原的目的。该法中固定抗体和酶标抗体与目的抗原

均可特异性结合，具有高特异性。

双抗体检测法要求抗原具有多个抗原决定簇，由于

农药分子一般都为半抗原，即只有一个抗原决定簇，因

此该法不适于农药分子的检测。

2.2 间接 ELISA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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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 ELISA 法常用于检测抗体。先将待测抗体与包

被在固定载体上的抗原反应，形成固相免疫复合物，再

添加酶标记的抗抗体与免疫复合物中的待测抗体结合，

间接给固相免疫复合物引入酶，添加酶底物显色，从

而定性定量检测目的抗体。

该法对抗体的要求不高，一般为通用型抗体，因此

只需改变包被的抗原即可检测不同的抗体，简单方便。

2.3 竞争 ELISA 法

该法既可检测抗原，也可用于检测抗体。主要通

过待测抗原(抗体)与酶标抗原(抗体)竞争性地与固定化抗

体(抗原)特异性结合来检测目的抗原(抗体)。由于结合位

点一定，待测抗原(抗体)越多，占据的固定化抗体(抗
原)上的结合位点就越多，酶标抗原(抗体)与固定化抗体

(抗原)的结合就越少。添加酶底物后显色反应颜色就越

浅，从而达到定性定量检测待测抗原(抗体)的目的。

3 在农药残留检测中的应用

国内外对于农药小分子的免疫分析研究大多集中在

针对单个农药小分子进行的半抗原设计和合成及抗体的

制备，即一种抗体只对单一目标化合物有特异性识别和

检测能力，对于农药多残留的研究还很少。目前，免

疫技术在农药检测中的应用研究较多的有：有机磷类、

拟除虫菊酯类、氨基甲酸酯类等。

3.1 有机磷农药检测

有机磷农药是目前我国使用量最大的农药，常用的

有：对硫磷、甲胺磷、敌敌畏、氧乐果、辛硫磷、

敌百虫等。有机磷农药多数属于剧毒和高毒类农药，通

过抑制生物体内的胆碱酯酶活性，产生迟发性神经毒

性，引发运动失调、昏迷、呼吸中枢麻痹，严重可

致死亡 [ 1 4 ]。农药残留在人体内积蓄后容易引起慢性中

毒，出现神经功能紊乱、精神错乱、皮肤刺激等症状，

不容小视。

Kolosova 等利用单克隆抗体对甲基对硫磷分别进行

直接、间接竞争酶联免疫测定，IC-ELISA(indirect com-
petitive- ELISA，间接竞争性 ELISA )对甲基对硫磷的检

出限为 0.08ng/ml，所需时间 3.5h；DC-ELISA(direct
competitive-ELISA，直接竞争ELISA)法的检出限 0.5ng/ml，
其所需时间仅为 1.5h[15]。有人以氯磷酸二乙酯为半抗原

与牛血清蛋白偶联生产多克隆抗体，建立有机磷农药的

间接竞争酶联免疫吸附试验(IC-ELISA)，对硫磷的检出

限降至 0.0125μg/ml，嘧啶磷和敌敌畏的检出限分别为

0.0116μg/ml 和 0.048μg/ml，对硫磷、嘧啶磷和敌敌畏

样品的回收率都高于 90%[16]。王华等[17]研制的用于检测

蔬菜中甲胺磷残留的竞争酶联免疫测定试剂盒，检测甲

胺磷的最低检测限为 0.01μg/ml，线性检测范围为 0.01～

100μg/ml，与其他有机磷农药交叉反应较小，具有较

高的特异性；回收率在 93.12%～102% 之间，试剂盒在

4℃下可保存 6 个月以上；用碳二亚胺法制备免疫原免疫

兔子得到多克隆抗体进行竞争 ELISA，检测了三种有机

磷农药的残留。甲胺磷和甲基对硫磷的最低检出限都为

0.01μg/ml，对硫磷的最低检出限为 0.001mg/ml；ELISA
检测添加的农药样品的平均回收率均达到 94.74%[18]。

3.2 氨基甲酸酯类农药检测

氨基甲酸酯类农药是我国当前广泛使用的农药种类

之一，其对人体的危害同有机磷农药类似。

吴慧明等[19]研制了一种用于检测土壤中克百威残留

量的直接竞争 ELISA 试剂盒。该试剂盒的最低检测限为

0.01mg/L，线性检测范围为 0.01～10mg/L。张齐等[20]制

备了氨基甲酸酯类杀虫剂速灭威的兔抗血清，建立了定

量定性检测速灭威的间接竞争 ELISA 法。该方法对速灭

威的检出限为0.08～0.10μg/L，检测线性范围为1～10000μg/L，
可有效的用于农产品中速灭威残留的检测。

3.3 拟除虫菊酯类农药检测

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是根据天然除虫菊素结构仿生合

成的杀虫剂，目前，使用量仅次于有机磷类杀虫剂。拟

除虫菊酯具有神经毒性，人类长期食用含有拟除虫菊酯类

农药的食物易造成慢性中毒，对人体具有潜在威胁[21]。

利用碳二亚胺法将半抗原与牛血清偶联制成免疫

原，建立联苯菊酯的竞争间接酶联免疫检测，在最佳

条件下，联苯菊酯类农药的检出限降至(0.016± 0.002)mg/L，
与其他菊酯农药无交叉反应[22]。余向阳等[23]以辣根过氧

化物酶对兔抗拟除虫菊酯类农药抗体进行标记，建立了

可同时检测蔬菜中多种拟除虫菊酯类农药的直接竞争抑

制 ELISA 法。用该方法对南京市场抽取的 107 个样品进

行检测，并与气相色谱法进行比较，直接竞争 ELISA 阳

性检出率为 8.46%，而气相色谱法阳性检出率为 3.74%。

4 结  语

药物残留分析是复杂混合物中痕量组分的分析技

术，既需要精细的微量操作手段，又需要高灵敏度的

痕量检测技术，难度大、仪器化程度和分析成本高，

为药物残留分析带来一定难度。高敏感性的快速检测方

法和试剂盒则成为保障无残留的最重要的手段。因此，

在生产中趋向于研究更为灵敏、准确、简便、快速的

检测方法。

ELISA 技术在农药检测方面已得到了初步应用和发

展。免疫分析化学技术具有特异性强、灵敏度高、方

便快捷、分析容量大，多个样品可同时检测、分析费

用低、仪器化程度要求不高等特点，在对复杂样品中

超微量农药残留分析和现场快速检测方面，检测方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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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完善，尤其是亲和力高、特异性强的抗体生产技

术也日臻完善，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和开发潜力。目

前国外已研制的酶联免疫试剂盒，包括有机磷类、氨

基甲酸酯类、硫代氨基甲酸酯类、有机氯类、拟除虫

菊酯类等。我国关于农药残留检测试剂盒的研发起步较

晚，目前试剂盒的市场多被国外的公司占领，致使样

本检测成本较高，极大地限制了试剂盒的应用与推广。

此外，ELISA 是建立在抗原抗体反应的特异性基础

上，该特异性识别对结构类似的化合物有一定的交叉反

应，从而影响检测的有效性，同时，由于其特异性不

能同时用于多种成分的检测。在面对未知农药样品的检

测时，仍然无能为力，具有盲目性。另外，目前最

为常用的为多克隆抗体，其制备虽然便宜、简单，但

其特异性和检测效果都不及单克隆抗体，而产生单克隆

抗体的杂交瘤细胞株的制备比较困难，需要大量的人力

和费用，仍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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