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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相萃取-高效液相色谱检测法测定

食用菌中三聚氰胺残留量

王登飞，黄智辉，郑俊超，陈练洪，王瑞龙

(漳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福建 漳州      363000)

摘   要：建立食用菌中三聚氰胺的固相萃取 - 高效液相色谱检测法。样品经三氯乙酸、乙腈提取，离心，混合型

固相萃取小柱净化后，过 0.45μm 滤膜，用配有二极管阵列检测器(PAD)的液相色谱仪检测，外标法定量。同时，

以三聚氰胺标准品进行添加回收率测定，结果显示，本方法对三聚氰胺的测定低限为 2.0mg/kg，回收率为 81.3%～

91.7%，测定的相对标准偏差均不大于 5.6%。本方法能满足食用菌中三聚氰胺残留量常规检测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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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novel method based on solid phase extraction followed by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HPLC) was

developed for the analysis of melamine residue in edible fungi. Samples were extracted with a mixed system composed of

trichloroacetic acid and acetonitrile (3:1, V/V), cleaned up on mixed-mode SPE column and filtrated through 0.45 μm pore size

membrane prior to analysis using a HPLC system equipped with PAD. Melamine was quantified by external standard method.

The method exhibited a limit of detection of 2.0 mg/kg and a spike recovery range of 81.3% to 91.7% at three levels, with  relative

standard deviations (RSDs) of not more than 5.6%. The method proves to be most suitable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melamine

residue in edible fun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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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聚氰胺(melamine) 简称三胺，学名三氨三嗪，别

名蜜胺、氰尿酰胺、三聚酰胺，是一种重要的氮杂环

有机化工原料 [ 1 ]。国家规定不得做为食品添加剂使用，

但仍有少数不法商贩为了谋取利益，将三聚氰胺作为

“蛋白精”添加到饲料、食品中 [ 2 ]。由于之前发生的

三鹿奶粉中“三聚氰胺事件”，导致中国食品安全重

新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许多国家不但加大对中国食

品的负面报道，还加强对中国出口的农产品、食品检

测，特别是三聚氰胺的检测，其检测范围从奶制品延

伸到其他如水产品、蔬菜、食用菌等几乎所有的食品

范畴，而三聚氰胺在国内外被检出的报道也时有发生。

此外，2007 年，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和世界卫生组织

联 合 发 布 的 一 份 报 告 指 出 ， 以 一 种 名 为 灭 蝇 胺

(cyromazine)的常用农药为例，其降解之后的惟一重要产

物，就是三聚氰胺。其后，科学家在莴苣、芹菜、

西红柿、土豆甚至蘑菇等农作物中，都发现有残留的

三聚氰胺，尤其在蘑菇中，其残留最高达到 17mg/kg 左

右。鉴于其可能的潜在危害，各国都加强对食用菌中

三聚氰胺残留的检测，国内各检测机构也在进行食用菌

中三聚氰胺残留的检测方法的开发。

目前国际上还没有统一的三聚氰胺检测标准，我国

已制定的三聚氰胺检测标准有 NY/T 1372 — 2007《饲料

中三聚氰胺的测定》[3]、GB/T 22388 — 2008《原料乳和

乳制品中三聚氰胺检测方法》和 GB/T 22400 — 2008《原

料乳中三聚氰胺快速检测：液相色谱法》[ 4 - 5 ]，以及最

近新出台的用气相色谱 - 质谱法(GC-MS)检测的植物源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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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中三聚氰胺[6]。现已报道三聚氰胺的检测方法包括高

效液相色谱法(HPLC-UV，PAD)[3-5,7-10]、气相色谱 - 质谱

法(GC-MS)[3-4,6-12]、高效液相色谱 - 串联质谱(HPLC-MS/
MS)检测方法[1-2,4,11]。GC-MS 需要衍生化，过程比较繁

琐；HPLC-MS/MS 由于成本太高很多实验室无法采用。

HPLC-UV/PAD 由于其无需衍生化且成本较低，是目前

最为常用的检测方法，该方法操作简便、灵敏、结果

准确。本实验采用三氯乙酸、乙腈做为提取剂，用 SPE
固相萃取小柱进行净化，建立利用 HPLC-PAD 测定食用

菌中残留的三聚氰胺方法。大量样品的分析结果表明，

该方法快速、简单，可作为食用菌中三聚氰胺残留的

检测方法。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剂与仪器

蘑菇    市购。

三聚氰胺标准品(含量 99.5%)    Dima Technology 公

司；甲醇、乙腈( 均为色谱纯)；水为超纯水；除非特

别说明，其余试剂均为分析纯；三氯乙酸溶液(质量浓

度 1g/100mL)：称取 10g 三氯乙酸于容量瓶，加水定容

至 1000mL；氨水 - 甲醇(体积分数 5%)：量取 5mL 氨水

于容量瓶，加甲醇定容至 100mL；离子对试剂缓冲液：

称取 2 . 1 0 g 柠檬酸和 2 . 0 2 g 庚烷磺酸钠加水定容至

1000mL，并用柠檬酸调 pH3.0 左右。

Waters2695 高效液相色谱系统(配 2996 二极管检测

器及 Empower2 数据处理工作站)、固相萃取装置、Oasis
MCX 混合型阳离子交换固相萃取柱(60mg，3mL)    美国

Waters 公司；PCX 阳离子交换固相萃取柱(60mg，3mL)
美国 Varian 公司；AE163 分析天平(感量 0.1mg)    瑞士

Mettler 公司；2-16 型离心机    美国 Sigma 公司；溶剂

过滤器    美国 PALL 公司；MilliQ 型超纯水器    美国

Millipore 公司。

1.2 方法

1.2.1 色谱条件

图1   三聚氰胺标准溶液色谱图

Fig.1   HPLC chromatogram of melamine 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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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相为离子对试剂缓冲液 - 乙腈(85:15，V/V)，使用

前经 0.45μm 滤膜过滤；流速为 1.0mL/min；色谱柱温

度 40℃；进样量为 20μL；PAD 选择波长 236nm 作为检

测波长。当样品谱图和标准品谱图色谱峰保留时间一致

时，采用 PAD 对该色谱峰进行紫外光谱特征扫描，作

为定性确证的依据，以避免假阳性结果。应用此色谱

条件可获得良好的分离，出峰时间和峰形对称性较理

想。三聚氰胺标准溶液的色谱图如图 1 所示。

1.2.2 标准溶液的配制及线性范围的确定

三聚氰胺标准品储备液：称取三聚氰胺标准品10.0mg，
用甲醇溶解并定容到 100mL，质量浓度为 100μg/mL(标
准品储备液在－ 18℃冷冻条件下储存)。

三聚氰胺标准品中间液：使用时移取 10mL 三聚氰

胺标准品储备液，用甲醇定容到 100mL，质量浓度为

10μg/mL(标准品储备液在 4℃冷藏条件下储存，每周配

制 ) 。

三聚氰胺标准品工作液：分别移取上述标准品中间

液 0、5 0、1 0 0、2 0 0、5 0 0、1 0 0 0μL，氮吹至干，

用 1mL流动相定容配制成 6种不同质量浓度的标准品工作

液(现配)。标准品工作质量液浓度分别为：0、0 . 5、
1.0、2.0、5.0、10.0μg/mL，每个质量浓度进样 3 次，

按上述色谱条件进行分析，得出 0～10μg/mL 质量浓度

范围内三聚氰胺标准品所对应的峰面积和峰高，其质

量浓度(x)与峰面积或峰高(y)均有良好的线性关系，取

峰面积计算。回归方程为 y ＝ 93142x － 2182.4，R2 ＝

0.9997。

1.2.3 样品预处理

以蘑菇为例，称取 2.0g 均质蘑菇样品，加入 15mL
三氯乙酸(1g/100mL)溶液和 5mL 乙腈，旋涡混匀 1min 后

超声 25min，7800r/min 离心 5min。取 4mL 上清液过依

次用 3mL 甲醇、5mL 超纯水活化的固相萃取小柱(Oasis
MCX，60mg，3mL)，然后用 3mL 超纯水、3mL 甲醇

进行反淋洗，弃去淋洗液。接着用 6mL 氨水 - 甲醇进行

洗脱，整个固相萃取过程流速不超过 1mL/min。收集洗

脱液于 50℃氮气吹干。用 1.0mL 流动相溶解残余物，经

0 . 4 5μm 滤膜过滤后，供液相色谱测定用。

1.2.4 三聚氰胺含量计算

样品中三聚氰胺的含量由色谱数据处理软件或按下

式计算获得：

         A × c × V × 1000
X ＝—————————× f
　       As × m × 1000

式中：X 为样品中三聚氰胺的含量 /(mg/kg)；A 为

样液中三聚氰胺的峰面积；c 为标准溶液中三聚氰胺的

质量浓度 /(μg/mL)；V 为样液最终定容体积 /mL；A s 为色谱柱为 Alltima C8 柱(4.6mm × 250mm，5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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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溶液中三聚氰胺的峰面积；m 为样品的质量 / g；f
为稀释倍数。

1.2.5 检出限(LOD)和定量限(LOQ)的确定

以蘑菇空白基质添加标样并逐级稀释，通过 E m -
power 系统适应性功能计算每次进样的信噪比 RSN。当稀

释至峰信号值是 3 倍噪声时，此进样质量浓度为检出限

(LOD)，为 0.30mg/L；当稀释至信噪比 RSN 约为 10 时，

此进样质量浓度作为最小定量限(LOQ)，为 1.0mg/L。考

虑到部分食用菌基体较为复杂，可能会产生较大的干

扰，若将检出限定得过低，不利于结果的判定，经过

对其他食用菌如香菇、木耳等的实验，在 2.0mg/kg 的

添加水平下，定量、定性结果都较为理想，故将检出

限定为 2.0mg/kg。

2 结果与分析

2.1 提取溶剂的选择和优化

三聚氰胺属于强极性碱性化合物，因此提取溶剂

一般都选用极性较强的有机溶剂、缓冲溶液或有机溶

剂和水的混合溶液。试验中选择乙腈和三氯乙酸溶液

(lg/100mL)体积比分别为 1:1、1:2、1:3、1:4 作为提取

溶剂，在蘑菇中添加 2.0mg/kg 水平的三聚氰胺标准品，

用 HPLC-PAD 测定其回收率，并比较不同提取溶剂的提

取效果见表 1，结果表明乙腈和三氯乙酸溶液体积比为

1:3 时效果最佳。

乙腈: 三氯乙酸溶液(V/V) 回收率 /% 相对标准偏差 /%
1:1 65.9 5.6
1:2 78.4 4.5
1:3 88.5 2.8
1:4 82.3 3.6

表1   不同提取溶剂条件下三聚氰胺的回收率

Table 1   Effect of mixed proportion of trichloroacetic acid
acetonitrile on recovery of melamine

添加量 /(mg/kg) 回收率 /% 相对标准偏差 /%
1.0 90.5 3.9
2.0 91.7 2.8
5.0 83.8 3.4

表2   不同添加水平的回收率与相对标准偏差

Table 2   Spike recoveries and RSDs of melamine in a commercial
mushroom sample at three levels

图3   添加 2.0mg/kg 三聚氰胺标准品的蘑菇样品色谱图

Fig.3   HPLC chromatogram of a spiked commercial mushroom
sample at 2.0 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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胺2.2 净化条件的选择

水和甲醇的清洗可以除去样品中水溶性的杂质、无

机盐和非离子化的脂溶性杂质。本实验对 PCX、MCX
两种混合型阳离子固相萃取小柱进行实验比较，谱图显

示 PCX 净化后杂峰比较多，而采用 MCX 净化后杂峰较

少。在 2.0mg/kg 水平条件下做添加回收实验，MCX 回

收率可达 91.7%，高于 PCX 的 85.6%。

2.3 流动相的优化

由于三聚氰胺属于强极性化合物，其在 C 8 色谱柱

上保留效果较差，因此 HPLC-PAD 分析时流动相加入离

子对试剂如辛烷磺酸钠、庚烷磺酸钠。采用柠檬酸调

节流动相的 pH 值，实验表明，流动相为 0.01mol/L 庚

烷磺酸钠和 0.01mol/L 柠檬酸可以使三聚氰胺产生很好的

保留，峰形更尖锐对称 [ 8 ]，且操作方便。

2.4 添加回收率及精密度实验

设计三聚氰胺添加量水平，包括测定最低检出限和

线性范围内检出限上下两点共 3 个不同水平，每个水平

做 3 个平行样。在 2.0g 蘑菇样品中添加适宜质量分数的

混合标准溶液，制得所需的阳性添加样品，并按 1 .2 .3
节的步骤进行样品的预处理，通过外标法定量，得到

相应的平均回收率及批间相对标准偏差，测定结果见表

2 ，样品和添加回收的色谱图见图 2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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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蘑菇样品色谱图

Fig.2   HPLC chromatogram of an unspiked commercial mushroom
sample

由表 2 可以看出，3 个水平的添加回收率均较高，

相对偏差≤ 50%，而 2.0mg/kg 的添加水平，无论回收

率还是相对标准偏差均优于其他两个。

从图 2、3 的对比可以看出，三聚氰铵与其他干

扰物质能有效分离，加标峰明显，可进行准确的定性

定 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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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  论

实验结果表明，采用三氯乙酸、乙腈超声辅助提

取、混合型固相萃取小柱(mixed-mode SPE)净化的方法，

前处理简单，可以排除食用菌中大部分干扰物质的影

响，加标回收率良好。建立的 HPLC-PAD 方法具有重

复性好、定性准确、灵敏度高等特点，与 G C - M S 分

离方法比较，无需衍生化，分析时间大大缩短，定量

下限为 2.0mg/kg。该方法适用于食用菌中三聚氰胺的

检 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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