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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水产品中残留的甲氧苄啶

梅光明，陈雪昌，张小军，朱婧睿，李铁军，郑  斌 *
(浙江省海洋水产研究所，浙江 舟山      316100)

摘   要：建立测定水产品中残留的甲氧苄啶的高效液相色谱法。样品经三氯甲烷和酸性甲醇溶液提取，提取液调

至碱性后用二氯甲烷萃取，萃取液经 MCX 柱净化，洗脱液浓缩至近干后用流动相溶解，过微孔滤膜，采用高效

液相色谱紫外检测，外标法定量。结果表明，甲氧苄啶在 0.05～5.0μg/mL 质量浓度范围内，色谱峰面积与甲氧苄

啶质量浓度之间线性关系良好(相关系数为 0.999967)，在空白样品的 20、40、200μg/kg 3 个加标量条件下，样品

平均回收率均大于 80%，相对标准偏差小于 7%，方法的检测限为 20μg/kg。该方法简便快速，基体干扰小，精

密度、准确性均能满足水产品中甲氧苄啶的残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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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LC Determination of Trimethoprim Residue in Aquatic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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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reversed-phase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ic (RP-HPLC) method was developed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trimethoprim residue in aquatic products. Samples were extracted with a mixture of chloroform, sulfuric acid and methanol

(15:14:6, V/V). The resulting extraction solution was alkalized, reextracted with dichloromethane and cleaned up on MCX column.

The eluate was pooled, concentrated nearly to dryness, rediluted with the HPLC mobile phase and filtrated through a 0.45 μm pore

size membrane. Trimethoprim was detected with an ultraviolet (UV) detector and quantified by external standard method.

Good linearity between chromatographic peak area and trimethoprim concentration ranging from 0.05 to 5.0 μg/mL

was found (R2 = 0.999967). Average recoveries of trimethoprim in different blank aquatic products spiked at the levels of 20, 40,

200 μg/kg were all more than 80%, with relative standard deviations of less than 7%. The method exhibited a detection limit of

20 μg/kg. Due to the advantages of simplicity, rapidity, little matrix interference and high accuracy and precision, this method

is most suitable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trimethoprim residue in aquatic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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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氧苄啶学名为 2,4- 二氨基 -5-(3,4,5- 三甲氧苄基)嘧
啶，是一种抗菌增效药，与磺胺类药物联合使用时，

能使磺胺类药物抗菌谱扩大、抗菌活性大大增强。由

于其独特的作用，甲氧苄啶在养殖业病害防治中被广泛

应用。然而在积极发挥作用的同时，产生了水产品体

内的药物残留。虽然残留量很低，但通过食物链的长

期富集，对人类的健康造成很大危害。人们正对甲氧

苄啶这一药物进行评估，香港地区已实施包括甲氧苄啶

等药物残留的管制。我国农业行业标准 NY 5070《无公

害食品水产品中渔药残留限量》中规定甲氧苄啶的限量

为 50μg/kg，检测限为 20μg/kg。因此为保障消费者食

品质量安全，满足水产品检测需要，有必要研究开发

出快速、准确的色谱检测方法。

目前报道的甲氧苄啶的检测方法有紫外分光光度

法[1-2]、差示分光光度法[3]、吸附溶出伏安法[4]、高效液

相色谱法等[5-10]。紫外分光光度法方法简便，不需昂贵

的仪器，但检出限较高。高效液相色谱法稳定性高，

重现性好。本实验通过对样品前处理方法的研究，建

立合适的样品提取、净化和浓缩方法，并对高效液相

色谱条件进行优化，建立适用于各种水产品中甲氧苄啶

测定的高效液相色谱方法，以期为今后水产品中甲氧苄

啶残留检测提供方法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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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试剂

大黄鱼、甲鱼、鳗鲡、鲫鱼、南美白对虾和梭

子蟹 6 种水产品均购自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东河菜市场。

甲氧苄啶标准品(纯度大于 98%)    美国 Sigma 公

司；0.5% 高氯酸溶液；0.54% 稀硫酸溶液；2mol/L 氢

氧化钾水溶液；5% 乙酸溶液；氨水 - 甲醇溶液(5 :95，
V / V )；三氯甲烷、二氯甲烷、高氯酸、硫酸、氢氧

化钾、氨水和乙酸(均为分析纯)，甲醇(色谱纯)。
1.2 仪器与设备

Waters 2695高效液相色谱仪(配2489紫外检测器)    美
国 Waters 公司；SL-502N 型台式天平   上海华岩设备仪

器有限公司；AL204 型电子天平    瑞士梅特勒 - 托利多

仪器有限公司；T 1 8 基本型组织捣碎机、漩涡振荡器

德国 IKA 公司；Centrifuge5810 台式高速离心机    德国

艾本德公司；N-EVAP 112 氮吹仪    上海力创科学仪器有

限公司；R-201 型旋转蒸发仪    上海精胜科学仪器有限

公司；固相萃取装置    美国 Supelco 公司。

1.3 方法

1.3.1 甲氧苄啶标准储备液的制备

准确称取 10mg 的标准品于 100mL 容量瓶中，用

甲醇溶解并定容，配成 100mg/L 的标准储备液，避光

4℃保存，使用时用流动相稀释成适当质量浓度的标准

工作液。

1.3.2 样品提取

称取(5 ± 0.02)g 样品置于 50mL 离心管中，加入

15mL 三氯甲烷、14mL 甲醇和 6mL 0.1mol/L 硫酸溶液，

10000r/min 均质 2min，盖塞后于旋涡混合器上快速混合

2min，4000r/min 离心 3min，上清液倒入 150mL 分液漏

斗中，再加入 14mL 甲醇、6mL 0.1mol/L 硫酸溶液重复

提取一次，合并提取液于分液漏斗中。在分液漏斗中

加入2mL 2mol/L氢氧化钾溶液和30mL二氯甲烷充分振摇

萃取 2min，静置分层。将下层二氯甲烷转移至旋转蒸

发瓶，再加入 30mL 二氯甲烷于分液漏斗中重复操作一

次。两次提取的二氯甲烷溶液于 40℃水浴中减压浓缩至

近干，以 6mL 5% 乙酸溶液溶解残渣。

1.3.3 净化

将提取液通过预先以 6mL 甲醇活化、6mL 5% 乙酸

溶液平衡的 MCX 阳离子交换固相萃取柱上样，再分别

以 6mL 5% 乙酸溶液和 6mL 甲醇淋洗，最后以 15mL 氨

水 - 甲醇溶液洗脱。洗脱液经 40℃减压旋转蒸发浓缩至

近干，用 1.0mL 流动相定容，经 0.45μm 微孔滤膜过滤，

滤液备用。

1.3.4 色谱条件

色谱柱：ZORBAX SB-C18 柱(250mm × 4.6mm，

50μm)；流动相：甲醇 -0.5% 高氯酸溶液(30:70，V/V)；
流速：1.0mL/min；柱温：35℃；进样量：20μL；检

测器：紫外检测；检测波长：2 3 0 n m 。

1.3.5 标准曲线的绘制

准确移取甲氧苄啶标准贮备液，用流动相稀释成

0.05、0.2、0.5、1.0、2.0、5.0μg/mL 的标准品工作

液，供高效液相色谱分析。根据甲氧苄啶标准品的保

留时间定性，以峰面积为纵坐标，甲氧苄啶质量浓度

为横坐标，绘制标准曲线。

1.3.6 回收率和精密度

称取 5.00g 各种鱼肉空白样品，按 3 个加标量分别

为 20、40μg/kg 和 200μg/kg 向其中加入甲氧苄啶标准

溶液，旋涡混匀放置 1 5 m i n，然后再进行提取、净化

以及高效液相色谱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液相色谱分析条件的确定  

2.1.1 提取剂的确定

甲氧苄啶是弱碱性化合物，易溶于酸，选用甲醇 -
0.1mol /L 硫酸溶液作为提取剂进行实验，发现单独用

0.1mol/L 硫酸溶液，在进行液液分配中容易产生乳化现

象；用甲醇 -0.1mol/L 硫酸溶液(70:30，V/V)提取样品中

的甲氧苄啶，操作简单，较甲醇 -0.1mol/L 硫酸溶液体

积比为 50:50、30:70 时的提取回收率高，且又不影响

下一步的液液分配。所以选用甲醇 -0.1mol/L 硫酸溶液

(70:30，V/V)作为样品的提取剂。

2.1.2 萃取溶剂和萃取次数的选择

根据甲氧苄啶溶解性质，选用乙酸乙酯和二氯甲烷

作为萃取溶剂进行回收率实验。结果表明，乙酸乙酯

和萃取液已互溶为一体，而二氯甲烷与甲醇 - 硫酸溶液

不互溶，有利于溶液分层，且回收率高。因此，选

用二氯甲烷作为萃取溶剂，进行萃取次数的实验，测

定结果见表 1 。

萃取次数
                          回收率 /%

样品 1 样品 2 样品 3 平均值

1 82.1 81.5 81.2 81.6
2 88.6 87.7 85.1 87.1
3 87.4 86.8 88.2 87.5

表1   萃取次数对回收率的影响

Table 1   Effect of extraction times on extraction recovery of
trimethoprim

从表 1 可以看出，用二氯甲烷 30mL 萃取两次的方

法，可达到理想的回收率，满足实验要求。如果萃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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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次，回收率只是略有提高，从节约时间和有机溶剂使

用量的角度考虑，采用两次萃取的方法即可。

2.1.3 净化方法的选择

根据甲氧苄啶弱碱性化合物的特点，在酸性条件

下，甲氧苄啶几乎不溶于三氯甲烷，在样品提取中加

入一定量的三氯甲烷，在三氯甲烷中不仅能溶解样品中

一定量脂肪和色素等杂质，而且还能使一些磺胺制剂保

留在三氯甲烷中。这样可以达到一定的净化效果。提

取液浓缩后用乙酸溶解残渣再过 M C X 阳离子交换柱，

进一步达到了净化效果。

2.1.4 流动相的选择

根据文献报道[1-5]，分析甲氧苄啶常用的流动相为甲

醇 -0.5% 乙酸溶液(25:75，V/V)、甲醇 -0.5% 高氯酸溶

液(30:70，V/V)和 0.25% 三乙基乙酸铵溶液 - 乙腈 - 甲醇

(80:15:5，V/V)。经比较，3 种流动相在紫外波长 230nm
处都有较好的分离效果。但以甲醇 -0 .5% 高氯酸溶液

( 3 0 : 7 0，V / V )作为流动相，其峰形和灵敏度为最好，

所以采用甲醇 -0 .5% 高氯酸溶液(30:70，V/V )作为流

动 相 。

2.2 甲氧苄啶标准品和样品加标色谱图

在优化的实验条件下，得到甲氧苄啶标准品和各种

空白样品两倍检测限加标色谱图见图 1～5。由图中可以

看出，本方法对样品进行提取、净化后经高效液相色

谱检测，色谱图峰型均较好，信号响应高，且无干扰

杂峰，说明整个方法的提取和净化效果好。

2.3 方法的检测限及线性范围

图 6 为空白样品 20μg/kg 加标色谱图，目标峰信

噪比大于 1 0 ，方法回收率大于 7 0 % ，由此可知，

20μg/kg 作为方法的定量检测限可以满足检测需要。

图2   空白鲫鱼样品 40 μg/kg 加标色谱图

Fig.2   HPLC chromatogram of trimethoprim spiked in a blank
crucian carp muscle sample at 40 μ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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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空白鳗鲡样品 40 μg/kg 加标色谱图

Fig.3   HPLC chromatogram of trimethoprim spiked in a blank eel
muscle sample at 40 μ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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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空白甲鱼样品 40 μg/kg 加标色谱图

Fig.4   HPLC chromatogram of trimethoprim spiked in a blank
turtle muscle sample at 40 μ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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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空白对虾 40 μg/kg 加标色谱图

Fig.5   HPLC chromatogram of trimethoprim spiked in a blank
shrimp sample at 40 μ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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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空白大黄鱼样品 40 μg/kg 加标色谱图

Fig.6   HPLC chromatogram of trimethoprim spiked in a blank
large yellow croaker muscle sample at 40 μg/kg

图1   甲氧苄啶 0.2 μg/kg 标准品色谱图

Fig.1   HPLC chromatogram of trimethoprim standard at 0.2  μ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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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配有紫外检测器的液相色谱分析，以峰面积

为纵坐标 Y、甲氧苄啶的质量浓度为横坐标 X，绘制标

准曲线。由图 7 可知，回归方程为 Y ＝ 1.06 × 105X ＋

1.24 × 10 3，相关系数为 0.999967，说明甲氧苄啶在

0.05～5.0μg/mL 质量浓度范围内呈线性关系。

2.4 方法回收率和精密度实验

图7   甲氧苄啶标准工作曲线

Fig.7   Standard curve of trimethopr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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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氧芐啶质量浓度 /(μg/mL)

0 1 2 3 4 5

基体 添加量 /(μg/kg) 平均回收率 /% RSD/%
20 80.0 6.2

大黄鱼 40 82.7 5.2
200 83.0 4.7

20 81.0 3.3
甲鱼 40 82.4 4.5

200 82.8 3.3

20 84.3 4.4
鳗鲡 40 86.5 3.9

200 84.9 4.2

20 80.6 4.2
鲫鱼 40 82.1 5.8

200 82.5 3.7

20 80.6 5.5
南美白对虾 40 82.9 3.9

200 83.2 5.6

20 80.8 4.5
梭子蟹 40 84.5 6.7

200 81.1 4.9

表2   6种空白样品不同加标量下的回收率和精密度实验(n=6)
Table 2   Recoveries of trimethoprim in different aquatic products

spiked at three levels (n = 6)

品检测的适用性以及方法的准确度和精密度，选取 6 种

代表性水产品的空白样品 ( 大黄鱼、甲鱼、鳗鲡、鲫

鱼、南美白对虾和梭子蟹)为测试对象，进行加标回收

率和精密度实验，结果见表 2。从表 2 可以看出，6 种

水产品在 20、40μg/kg 和 200μg/kg 3 个加标量条件下，

回收率均大于 80%，且相对标准偏差值小于 7%，表明

该方法具有重现性好、回收率高和精密度高等特点，满

足分析检测要求。

3 结  论

本实验研究了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水产品中甲氧苄

啶药物残留的提取、净化和分析条件，建立了合适的

样品提取、净化和浓缩等前处理方法，建立最佳色谱

分离条件测定水产品中甲氧苄啶残留量。该方法简便快

速，基体干扰小，线性范围宽，回收率和检测限令人

满意，可以适用于该类药物残留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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