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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乙基硼化钠衍生-气相色谱-串联质谱法测定 
畜禽肉中有机锡农药残留

王建华1，张慧丽2

（1.山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山东 青岛 266002；

2.中国海洋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摘  要：建立气相色谱-三重四极杆串联质谱测定畜禽肉中三唑锡、三环锡、三苯基氢氧化锡和苯丁锡的分析方

法。样品经1%甲酸-乙腈提取，四乙基硼化钠衍生后用弗罗里硅土固相萃取柱净化，用正己烷-丙酮（99∶1，V/V）
洗脱，以HP-5MS毛细管柱分离，采用三重四极杆串联质谱的选择反应监测模式进行分析。同时研究了衍生化产物

的一级和二级质谱的裂解途径和机理。结果表明：采用优化条件，三环锡、三苯基氢氧化锡在20～500 μg/L、苯

丁锡在20～200 μg/L范围内，线性关系良好，相关系数均在0.997以上，以鸡肉和猪肉为代表性样品基质，在添加

0.03 mg/kg和0.10 mg/kg两个水平，方法的平均回收率范围为82.4%～109.6%，相对标准偏差为4.1%～8.9%。三唑

（三环锡）、三苯基氢氧化锡和苯丁锡的方法定量限为0.01、0.01 mg/kg和0.02 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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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method for simple and rapid determination of azocylotin, cyhexatin, triphenyltin hydroxide and fenbutatin 

oxide pesticide residues in livestock and poultry meat was developed by sodium tetraethylborate derivatization and g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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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锡化合物广泛地应用于农业和工业产品中，例如

用作聚氯乙烯热稳定剂、农业上用作杀虫剂、木材防腐剂

和船底防污剂等[1-2]。三唑锡、三环锡、三苯基氢氧化锡和

苯丁锡在农业上常作为杀螨剂和杀菌剂的有机锡类农药，

三唑锡的残留物为三环锡[3]，苯丁锡具有较高的分子质量

和正辛醇-水分配系数、低蒸汽压，是一种高度持久性和

高毒性化合物[4]；三苯基锡毒性较大，低浓度就能导致生

物体内分泌混乱[5]。国内尚无对畜禽产品中有机锡残留有

限量的规定，欧盟规定了鸡肉、猪肉、牛肉中苯丁锡的最

大残留限量为0.05 mg/kg；欧盟规定鸡肉、猪肉、牛肉、

羊肉中三唑锡和三环锡的总量不得超过0.01 mg/kg；三环

锡农药已经在日本、加拿大、中国、美国和巴西等国家禁

用；香港特区政府在2014年8月实施的《食物中除害剂残

余规例》规定了三苯基氢氧化锡在牛肉、羊肉、马肉中的

最大残留限量为0.05 mg/kg，在猪肉中为0.06 mg/kg。

有关工业产生的有机锡的分析方法较多[6-8]，而食品

中有机锡农药残留分析方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蔬菜、水果

等植物性食品。王建华等[3]采用四乙基硼酸钠（NaBEt4）

衍生、气相色谱-火焰光度法和气相色谱-质谱分析测定苹

果汁中三唑锡和三环锡残留量。Campillo等[4]采用NaBEt4

衍生，顶空固相微萃取处理蜂蜜和葡萄酒样品，比较了

气相色谱-质谱法和气相色谱-原子发射检测器两种仪器

检测样品中三唑锡、三环锡、苯丁锡等的差异，表明气

相色谱-质谱具有更高的灵敏度。刘志杏等[9]建立了乙基

溴化镁（格氏试剂）衍生，气相色谱-火焰光度检测器测

定柑橘类水果中苯丁锡残留量的检测方法。付善良等[10] 

采用正戊基溴化镁衍生，采用在线凝胶渗透色谱-气相色

谱-质谱测定了茶叶中三唑锡和苯丁锡残留。李娟等[11]建

立了四乙基硼酸钠衍生，气相色谱-火焰光度检测大米中

三苯基锡的残留量。李晓玉等[12]采用格式试剂溶液衍生

化，气相色谱-质谱测定粮谷中三环锡和苯丁锡残留。

Mino等[13]采用格氏试剂衍生，报道了人乳中丁基锡和三

苯基锡的检测方法。朱艳梅等[14]采用改进的QuEChERS
（quick, easy, cheap, effective, rugged, safe）方法结合超高

效液相色谱-串联四极杆质谱仪快速检测柑橘中苯丁锡的

残留。崔宗岩等[15]建立了检测水果和蔬菜中三环锡、三

苯锡和苯丁锡的格氏试剂衍生-气相色谱-串联质谱方法。

气相色谱-三重四极杆串联质谱弥补了气相色谱和气

相色谱-质谱在有机锡农药残留的检测确证方面的不足，

但文献报道较少 [15]。鸡肉基质复杂，含有大量的蛋白

质、脂肪等干扰物。本实验研究了四乙基硼化钠衍生-气
相色谱-三重四极杆串联质谱测定鸡肉中三环锡、三苯基

氢氧化锡和苯丁锡的残留，并解析了一级和二级质谱裂

解途径，尚未见文献报道。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试剂与仪器

禽肉样品 市购。

三唑锡（纯度 9 8 %）、苯丁锡（纯度 9 7 . 7 %）  

德国Dr.  Ehrenstorfer公司；三苯基氢氧化锡（纯度

99%） 美国Sigma Aldrich公司。以上试剂用丙酮配制

成1 000 mg/L标准储备液，于4 ℃避光保存。标准工作液

配制：标准储备液用甲醇稀释到相应质量浓度，于4 ℃

避光保存。弗罗里硅土和C18（1 g/6 mL） 固相萃取柱 

博纳艾杰尔公司；四乙基硼化钠（NaBEt4，纯度98%） 

美国Stem Chemicals公司；其他试剂均为分析纯。

TSQ Quantum GC气相色谱-三重四极杆质谱仪（配有

电子电离源、Trace GC Ultra 2000气相色谱系统、Triplus

自动进样器） 美国Thermo Fisher Scientific公司；HP-

5MS毛细管柱 美国Agilent公司；MS3 Basic旋涡振荡

器、HS501水平振荡器 德国IKA公司；KQ-300DE型

数控超声仪清洗器 昆山市超声仪器有限公司；R-200

旋转蒸发仪 瑞士Büchi公司；3-18K台式冷冻离心机 

美国Sigma公司；PL303电子天平 瑞士Mettler-Toledo

公司。

1.2 方法

1.2.1 气相色谱-串联质谱条件

1.2.1.1 气相色谱条件

色谱柱：HP-5MS毛细管柱（30 m×0.25 mm，

0.25 μm）；程序升温：60 ℃保持2min，以20 ℃/min升

至280 ℃，保持10 min，总运行时间为23 min；进样口温

度：270 ℃；载气：氦气（纯度大于99.999%）；进样方

式：不分流进样；进样量：1.0 μL。
1.2.1.2 质谱条件

电子电离源；传输线温度2 8 0 ℃；离子源温度

250 ℃；接收极电流50 μA；溶剂延迟时间5.0 min；碰撞

气体氩气，碰撞压力7.93 Pa，扫描范围m/z 50～650。

1.2.2 样品前处理

提取：称取2 g（精确到0.01 g）试样于50 mL离心

管中，加入15 mL甲酸-乙腈（1∶99，V/V），均质提取

1 min，加入5 mL磷酸盐缓冲液，加入氯化钠5 g，在水平

振荡器上振荡30 min，5 000 r/min离心5 min，取上清液

于梨形瓶中，再加入15 mL 1%的甲酸-乙腈溶液，重复上

述操作，合并提取液在旋转蒸发仪浓缩至近干，再用氮

气吹干。加入2 mL甲醇溶解残留物，转移至离心管中用

氮气吹至1 mL，待衍生。

衍生：将上述提取溶液加入5 mL乙酸-乙酸钠缓冲溶

液（pH 4.5）及1 mL NaBEt4溶液（2 g/100 mL），迅速旋

上瓶盖，手动振摇后超声衍生反应15 min，然后加入2 mL

正己烷提取衍生产物，混匀，离心后取上清液，待净化。

净化：先用6 mL正己烷预淋洗Florisil固相萃取柱，

待Florisil柱中溶液的液面降至无水硫酸钠层时，将上述

衍生的上层有机相取1 mL转移至Florisil柱上。再用10 mL

正己烷-丙酮（99∶1，V/V）溶液进行洗脱，收集全部流

出液，35 ℃条件下氮气吹干，用正己烷溶解并定容至

1 mL，供气相色谱-串联质谱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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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标准工作液的衍生化反应

分别取不同浓度相同体积标准工作液于15 mL离

心管中，加入5 mL乙酸-乙酸钠缓冲溶液（pH 4.5）及

1 mL 2%四乙基硼化钠溶液，手动振摇后超声衍生反应

15 min，然后加入1 mL正己烷提取衍生产物，混匀，离

心后取上清液，进行气相色谱-串联质谱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衍生化试剂的选择

三唑锡、三环锡、三苯基氢氧化锡和苯丁锡具有一

定的极性和较高的相对分子质量（苯丁锡相对分子质量

为1 052.66），在进行气相色谱分析时难以直接气化，通

常需要将其衍生为全有机基团取代的形式。衍生化主要

使用格氏试剂和NaBEt4，格氏试剂衍生反应需要在严格

的无水与不带活泼氢离子的非极性溶剂中进行[9]，NaBEt4

是一种可以在水介质中使用的高效化的衍生化试剂[16-21]，

本实验采用NaBEt4作为衍生试剂；三唑锡先水解为三环

锡，其乙基化衍生物为三环己基乙基锡；三苯基氢氧化

锡的乙基化衍生物为三苯基乙基锡，苯丁锡的衍生物为

三（2-甲基-2-苯基丙基）乙基锡。

2.2  质谱特征离子对的选择

3 种有机锡衍生物在电离电离源进行Q1全扫描，得

到全扫描质谱图，选择质荷比响应较强的一个碎片离子

做母离子，采用产物离子扫描方式选择子离子后进行碰

撞能量优化，改变碰撞能量电压测定峰面积，确定最佳

碰撞能量见图1；3 种有机锡的保留时间、监测离子对和

最优碰撞电压见表1。在选定的气相色谱-串联色谱条件

下，3 种有机锡化合物的乙基化衍生产物通过选择离子方

式得到良好的分离，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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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3 种有机锡衍生物在不同能量下的峰面积

Fig.1 Peak areas of cyhexatin, triphenyltin and fenbutain oxide 

derivatives at different energy le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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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基质中有机锡的多反应监测色谱图

Fig.2 SRM chromatograms of the ethyl derivative sof cyhexatin, 

triphenyltin and fenbutatin oxide in matrix

表 1 选择反应监测模式下3 种有机锡衍生物的保留时间、 

监测离子对和碰撞电压

Table 1 Retention time, monitoring ion pairs and collision energies 

of cyhexatin, triphenyltin hydroxide and fenbutain oxide derivatives in 

selective reaction monitoring (SRM) mode

化合物
保留

时间/min
母离子
（m/z）

定量离子对 定性离子对

m/z 碰撞能量/eV m/z 碰撞能量/eV

三环己基乙基锡 13.28 315 315＞123 40 315＞151 30

三苯基乙基锡 13.26 351 351＞197 40 351＞120 50

三（2-甲基-2-苯基
丙基）乙基锡

21.01 415 415＞275 20 415＞197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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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有机锡衍生物的质谱裂解途径的推测

有文献报道了三环锡、苯丁锡一级质谱的裂解规

律；文献[3]解析了三环锡衍生产物一级质谱的裂解规

律；文献[18]解析了苯丁锡衍生产物一级质谱的裂解规

律；但没有二级质谱的裂解规律报道；由于锡元素共有

71 个同位素，其中有10 个同位素是稳定的[21]，分别是

Sn112、Sn114、Sn115、Sn116、Sn117、Sn118、Sn119、Sn120、

Sn122、Sn124，所以含锡化合物的质谱图是以团簇离子的

形式出现的。三环己基乙基锡的全扫描质谱图见图3a；

图中未发现其分子离子峰（C20H38Sn，m/z 398.2022），

第1簇的m/z以368.91（Sn120）为中心，推测是分子离子丢

失乙基的碎片离子峰；第2簇的m/z以314.85（Sn120）为中

心，推测是丢失环己基的碎片离子峰，m/z 314.85的离子

强度大于m/z 368.91，选择m/z 314.85为母离子（不是最

高离子），这也与文献[15]选择的一致；其二级质谱图及

二级断裂途径如图3所示，对三环锡衍生物的母离子m/z 
314.85（Sn120）进行串联质谱的子离子研究，m/z 314.85

丢失两个环己基碎裂产生离子m/z 150.51（Sn120），m/z 
150.51继续碎裂丢失乙基产生离子m/z 122.85（Sn123）。 

三苯锡衍生物三苯基乙基锡的一级质谱图（图4a）

中未发现其分子离子峰（C20H20Sn，m/z 380.0613.），第

1簇的m/z以350.80（Sn120）为中心，推测是丢失乙基的碎

片离子峰，并且m/z 350.80离子强度最高，所以选择m/z 
350.80为母离子，其二级质谱图及二级断裂途径如图4b、

c所示，对衍生物的母离子m/z 350.80（Sn120）进行MS/

MS的子离子研究，m/z 350.80丢失两个苯基碎裂产生离

子m/z 196.62（Sn120），m/z 196.62继续碎裂丢失最后一个

苯基产生离子m/z 119.58（Sn120）。

三（2-甲基-2-苯基丙基）乙基锡的一级质谱图（图

5a）中未发现其分子离子峰（C32H44Sn，m/z 548.249 

1），第1簇的m/z以519.32为中心，推测是丢失乙基的碎

片离子峰，第2簇的m/z以415.10（Sn119）为中心，推测

是丢失2-甲基-2-苯基丙基的碎片离子峰；m/z 415.10的离

子强度是最高的，所以选择m/z 415.10为母离子，其二级

质谱图及二级断裂途径如图5b、c所示，对苯丁锡衍生物

的母离子m/z 415.10（Sn120）进行MS-MS的子离子研究，

m/z 415.10丢失一个2-甲基-2-苯基丙基碎裂产生离子m/z 

275.08（Sn113），m/z 275.08继续碎裂丢失一个苯基产生

离子m/z 196.68（Sn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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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三环己基乙基锡的一级质谱图；b.三环己基乙基锡的二级

质谱图（子离子扫描）；c.三环己基乙基锡的二级谱图。

图 3 三环己基乙基锡的质谱图及断裂途径

Fig.3 Mass spectra and fragmentation pattern of tricyclohexylethyl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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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三苯基乙基锡的质谱图及断裂途径

Fig.4 Mass spectra and fragmentation pattern of triphenylethyl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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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三（2-甲基-2-苯基丙基）乙基锡的二级质谱图；

c .三（2 -甲基 - 2 -苯基丙基）乙基锡的二级谱图。

图 5 三（2-甲基-2-苯基丙基）乙基锡的质谱图及断裂途径

Fig.5 Mass spectra and fragmentation pattern of tri (2-methyl-2-

phenylpropyl) ethyltin

2.4 衍生化试剂溶剂的选择及产物稳定性实验

四 乙 基 硼 化 钠 常 用 溶 剂 是 水 和 四 氢 呋 喃

（tetrahydrofuran，THF），混合标准工作液分别采用

NaBEt4水溶液和NaBEt4-THF溶液进行衍生，气相色谱-串

联质谱分析后比较3 种有机锡衍生物的响应值，见图6。

三环锡、苯丁锡经NaBEt4水溶液衍生后的响应值显著高

于NaBEt4-THF溶液。所以，本实验NaBEt4采用水溶解。

实验发现，NaBEt4水溶液衍生化产物稳定性：在室温条

件下至少稳定2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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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NaBEt4溶剂对衍生化效率的影响

Fig.6 Effect of NaBEt4 solvents on derivatization efficiency

2.5 提取试剂的选择

考察了正己烷和乙腈两种提取溶剂对三环锡、三苯

基氢氧化锡锡和苯丁锡提取效果的影响。实验发现，使

用正己烷提取时三环锡、三苯基氢氧化锡和苯丁锡的回

收率分别为18.6%、12.2%和60.5%，提取率较低；采用

1%甲酸-乙腈提取时三环锡、三苯基氢氧化锡和苯丁锡

的回收率分别为86.5%、93.4%和95.7%。三环锡、三苯

基锡和苯丁锡具有一定的极性，而乙腈的极性强于正己

烷；鸡肉组织中含有大量的油脂，相对正己烷等极性较

小的溶剂用乙腈进行提取时被提取的油脂量相对较少。

另外，乙腈提取固体样品时加入一定量的稀酸，可使样

品中有机锡化合物的回收率明显提高[22]。所以本实验采

用1%甲酸-乙腈混合溶液作为提取液。

2.6 样品净化条件的选择

采用文献[23]的方法，样品前处理过程中先净化后衍

生，鸡肉样品用3 mol/L乙酸-甲醇溶液提取后，先用C18

柱净化，柱活化和洗脱过程以及衍生过程按照文献[23] 

的操作，50 μg/L加标样品中三环锡和苯丁锡均未出峰，

三苯基氢氧化锡的回收率为57.6%。三环锡和苯丁锡未

出峰表明这两种化合物在提取和净化过程损失较大，以

致在衍生过程中未出现衍生产物。改变思路，采用常

规方法：先衍生后净化，优化提取条件和净化条件。最

后采用1.2.2节所述方法进行前处理，采用Florisil固相萃

取柱净化，3 种有机锡的回收率分别为85.9%、94.8%、

95.0%，回收率明显提高，因此选择florisil固相萃取柱。

考察洗脱液正己烷 -丙酮的体积比对回收率的影

响。将衍生化后的1  μ g / m L标准液用正己烷稀释至 

0.02 μg/mL，然后采用1.2.2节中净化方法处理衍生后的标

准液，洗脱液分别采用正己烷-丙酮（9∶1，V/V）和正己

烷-丙酮（9∶1，V/V）。收集全部流出液，35 ℃条件下氮

气吹干，用正己烷溶解并定容至1 mL，上机分析。重复

3 次结果如表2所示。

表 2 3 种有机锡衍生物在不同洗脱液条件下的平均回收率

Table 2 Average recoveries of organo-tin derivatives with using 

different eluents

化合物
回收率/% 

正己烷-丙酮（9∶1，V/V） 正己烷-丙酮（9∶1，V/V）
三环锡 67.0 87.4

三苯基锡 86.8 94.3

苯丁锡 64.8 118.7

表2表明：洗脱液正己烷-丙酮（99∶1，V/V）洗脱

效果好，3 种有机锡的回收率高。三环锡、三苯基锡和

苯丁锡经NaBEt4衍生后极性降低，正己烷为弱极性有机

溶剂，若单纯用正己烷洗脱，会消耗40 mL正己烷，加

入1%的丙酮可提高洗脱液的极性，减少正己烷的用量，

提高洗脱效率；而加入10%的丙酮，极性更强，不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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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锡衍生物的洗脱。所以，本实验采用正己烷-丙酮

（99∶1，V/V）作为洗脱溶液。

2.7 线性关系和检出限

将20、50、100、200、500 μg/L混合标准工作液上机进

行分析，以目标物含量（μg/L）为横坐标，以目标物峰面

积为纵坐标，绘制标准曲线，结果如表3所示。三环锡和三

苯基氢氧化锡衍生物的响应与其质量浓度在20～500 μg/L

线性范围内呈良好的线性关系，而苯丁锡衍生物的标准曲

线在20～200 μg/L范围内呈良好的线性关系。

表 3 三环锡、三苯基氢氧化锡和苯丁锡的线性方程、相关系数（r2）

Table 3 Linear equations with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r2) of 

azocylotin, triphenyltin hydroxide and fenbutain oxide

农药 线性方程 相关系数（r2）线性范围/（μg/L）

三环锡 Y=－323.75＋588.876x 0.997 7 20～500

三苯基氢氧化锡 Y=－9 634.46＋4 371.31x 0.999 2 20～500

苯丁锡 Y=－13 354.7＋2 553.35x 0.998 0 20～200

2.8 方法学验证和实际样品分析

向空白鸡肉、猪肉样品基质中添加0.10、0.03 mg/kg 

的三环锡、三苯基锡和苯丁锡混合标准工作液，每个水

平设置6 个平行样，并做一个样品空白实验。将样品进行

前处理，再经过提取、衍生和净化，气相色谱-串联色谱

测定其含量，样品空白基质未出现目标峰，有机锡农药

的添加回收率、精密度和定量限见表4。该方法的回收率

范围为82.4%～109.6%，相对标准偏差为4.1%～8.9%，

三环锡（三唑锡）、三苯基氢氧化锡和苯丁锡的方法定

量限为0.01、0.01、0.02 mg/kg。采用本实验所建立方法

对实际样品的进行分析，没有发现待测农药。

表 4 3 种有机锡化合物在鸡肉、猪中的添加回收率、 

精密度和定量限（n=6）

Table 4 Recoveries, precision and limits of quantitation of azocylotin, 

triphenyltin and fenbutain-oxide in chicken (n =6 )

化合物
添加量/

（mg/kg）

平均
回收率/%

相对标准
偏差/% 添加量/

（mg/kg）

平均 
回收率/%

相对标准
偏差/% 定量限/

（mg/kg）
鸡  猪 鸡  猪 鸡  猪 鸡  猪

三环锡 0.10 90.3  87.2 7.0  5.0 0.03 88.2  95.2 6.2   6.2 0.01

三苯基锡 0.10 82.4  95.3 8.9  6.1 0.03 84.3  88.7 7.8  8.3 0.01

苯丁锡 0.10 91.3  98.0 5.7  7.0 0.03 109.6  100.2 4.1  8.9 0.02

3 结 论

本实验采用甲酸-乙腈提取，四乙基硼化钠衍生，弗

罗里硅土柱净化，气相色谱-三重四极杆串联质谱法同时

检测鸡肉、猪肉中三环锡、三苯基氢氧化锡和苯丁锡残

留。该方法的回收率范围为82.4%～109.6%，相对标准偏

差为4.1%～8.9%，三环锡（三唑锡）、三苯基氢氧化锡

和苯丁锡的方法定量限为0.01、0.01、0.02 mg/kg。该方

法具有准确、灵敏度、稳定等特点，可用于畜禽肉中有

机锡残留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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