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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risil分散固相萃取-HPLC-MS/MS联用法 
测定果蔬中氯吡脲的残留

张 燕，舒 平，徐 幸，阚海勋，狄家卫

（大理州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云南 大理 671000）

摘  要：采用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快速测定水果、蔬菜中的氯吡脲残留量。样品经乙腈均质提取，无水硫

酸镁和Florisil作为吸附剂净化，经0.22 μm微孔滤膜过滤，用0.1%甲酸溶液和乙腈为流动相梯度洗脱，C18柱分

离，采用电喷雾正离子多反应监测模式检测，外标法定量。结果表明，氯吡脲在0.5～40 μg/L质量浓度范围内与

峰面积呈良好的线性关系（R＞0.999），定量限为1.0 μg/kg，在添加量为1.0、5.0、20 μg/kg时，平均回收率为

85.9%～97.9%，相对标准偏差为2.8%～8.7%（n=6）。该方法分析速度快、灵敏度高、重复性好，适用于水果、蔬

菜中氯吡脲残留量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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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ation of Forchlorfenuron Residues in Vegetables and Fruits by Florisil Dispersive Solid Phase Extraction-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Tandem Mass Spectrometry

ZHANG Yan, SHU Ping, XU Xing, KAN Haixun, DI Jiawei 

(Dali State Comprehensive Technical Inspection Center, Dali 671000, China)

Abstract: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tandem mass spectrometry (HPLC-MS/MS) was applied to the rapid 

determination of residual amounts of forchlorfenuron in vegetables and fruits. The samples were extracted with acetonitrile 

while stirring, purified with the adsorbents Florisil and anhydrous magnesium sulfate, and filtered through 0.22 μm millipore 

membrane. The filtrate was separated on a C18 column using gradient elution with a mobile phase consisting of 0.1% formic 

acid and acetonitrile, detected by electrospray ionization (ESI) in the positive mode using multiple reaction monitoring 

(MRM), and quantified by an external standard method. The developed method showed a good linear relationship in the 

range of 0.5–40 μg/L for forchlorfenuron, with a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higher than 0.999. The limit of quantitation (LOQ) 

for forchlorfenuron was 1.0 μg/kg. The average recovery rates were 85.9%–97.9% at spiked levels of 1.0, 5.0, and 20 μg/kg, 

with relative standard deviation (RSD, n = 6) ranging from 2.8% to 8.7%. This method is fast, highly sensitivity, repeatable 

and suitable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forchlorfenuron residues in vegetables and fru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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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吡脲即1-（2-氯-4-吡啶）-3-苯基脲，分子式为

C12H10ClN3O，相对分子质量为247.68。20世纪80年代由

日本首先开发，之后引入中国，是经过国家批准的植物

生长调节剂，并不属于食品添加剂。氯吡脲在美国、欧

盟、日本等国家允许使用，也是中国农业部允许使用的

植物生长调节剂，允许用于西瓜、葡萄、猕猴桃 [1-2]。

由于氯吡脲可能会对人体带来潜在的危害，欧盟、美

国、日本等对其残留量作出了严格限定，限量为不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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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 mg/kg。目前，氯吡脲的检测方法主要有气相色

谱法 [3]、高效液相色谱法[4-12]、高效液相色谱法-串联质 

谱法[13-24]和液相色谱-飞行时间质谱法[25]等。气相色谱法、

液相色谱法的检出限达不到国际最高限量要求。另外，样

品的前处理方法都是采用不同类型的固相萃取柱净化，

或是采用相对比较昂贵的PSA和C18材料[20]进行快速去除杂

质，费时费力和消耗更多的有机试剂。其次，目前报道的

检测方法都是针对一种或几种水果、蔬菜的检测，没有一

种前处理方法同时测定水果、蔬菜中的氯吡脲残留量。

本实验对水果、蔬菜中的氯吡脲残留量进行检测，

通过乙腈提取，无水硫酸镁除水，再进一步加入氯化钠

盐析，直接将提取液移入Florisil固相分散剂中，进行净

化处理，建立了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测定水果、蔬

菜中氯吡脲残留的方法。该方法无需固相萃取小柱萃取

和浓缩溶液，省时省力，前处理方法简单快速、提取效

果明显，适用于当下水果、蔬菜中氯吡脲的快速检测。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试剂

水果、蔬菜购于当地市场。

氯吡脲标准品 东京化成工业株式会社；甲醇、乙

腈均为色谱纯 德国Merck公司；甲酸 比利时Acros 

Organics公司；有机相针式过滤器（0.22 μm） 上海安

谱科学仪器有限公司；所用其他试剂均为分析纯；实验

室用水为超纯水。

1.2 仪器与设备

UFLC（LC-20AD）高效液相色谱仪 日本岛津

公司；API3200质谱仪 美国AB公司；Phenomenex 

Gemini C18色谱柱（50 mm×2.00 mm，3 μm）、分析

天平（0.01 mg） 瑞士梅特勒-托利多公司；移液枪

（10～1 000 μL） 德国Eppendorf公司；TG16-WS台式

高速离心机 湘南湘仪实验室仪器开发有限公司；小型

旋涡混匀器 德国IKA公司。

1.3 方法

1.3.1 高效液相色谱-质谱分析条件

高效液相色谱条件：流速：0.3 mL/min；柱温：

35 ℃；进样量：5 μL；流动相：0.1%甲酸溶液（A）＋

乙腈（B），洗脱梯度见表1。

表 1 梯度洗脱比例

Table 1 Gradient elution program

时间/min 流速/
（mL/min）

流动相体积分数/%

A 0.1%甲酸溶液 B乙腈

0.0 0.3 80 20

1.0 0.3 20 80

3.0 0.3 20 80

3.5 0.3 80 20

6.0 0.3 80 20

质谱条件：电喷雾正离子源；多反应监测模式；电

喷雾电压：5 500 V；雾化气：50.0 psi；气帘气压力：

30 psi；碰撞气体：10 psi；辅助气流速：50 psi；离子

源温度：500 ℃；驻留时间：100 ms；定量离子对；去

簇电压（declustering potential，DP）、碰撞室入口电

压（entrance potential，EP）、碰撞气能量（collision 

energy，CE）及碰撞室出口电压（collision cell exit 

potential，CXP）见表2。

表 2 氯吡脲质谱定性、定量离子对及其参考条件

Table 2 Qualitation ions, quantitation ions and corresponding 

conditions for mass spectrometry analysis of forchlorfenuron 

化合物 离子对（m/z） DP/V EP/V CEP/V CE/V CXP/V

氯吡脲
248.0/129.0* 28.3 6.2 20.6 24.7 4.4

248.0/155.0 27.9 6.8 17.6 21.9 5.9

注：*.定量离子对。

1.3.2 标准溶液的配制和曲线绘制

准确称取0.001 00 g氯吡脲标准物质于10 mL容量

瓶，用乙腈溶解定容配制成100 μg/mL的标准物质储备

液，避光保存于4 ℃冰箱中。再逐级稀释配制成质量浓

度为0.5、1.0、2.5、5.0、10.0、20.0、40.0 μg/L标准使用

液，绘制标准曲线。

1.3.3 样品前处理

取有代表性的样品200 g，用组织捣碎机捣碎，准确

称取5.0 g试样（精确至0.001 g）于50 mL具塞螺纹离心管

中，准确加入乙腈10 mL，涡旋混合2 min，加入2 g无水

硫酸镁和0.5 g氯化钠，涡旋混合2 min，8 000 r/min高速

离心5 min，静置2 min，取其上层乙腈溶液3 mL于已称量

0.2 g Florisil固相分散剂的小试管中涡旋振荡净化1 min，

静置分层，澄清液过0.22 μm有机滤膜，上高效液相色谱-

质谱联用仪测定。

2 结果与分析

2.1 质谱条件的选择

采用针泵直接进样方式，以5  μ L / m i n的速率将

0.1 mg/L氯吡脲标准溶液注入离子源，采用正离子扫描

方式进行一级质谱分析（Q1扫描），得到质子化分子

离子峰为m/z 248.0，再对分子离子进行子离子扫描，得

到碎片离子m/z 129.0、155.0。根据子离子的丰度及其基

质对它的干扰，选择m/z 129.0作为氯吡脲的定量离子、 

m / z  1 5 5 . 0 作为定性离子。获得氯吡脲的质谱图 

（图1）。对碰撞气、电喷雾电压、雾化器和气帘气进行

优化，使分子离子与特征碎片离子对信号强度的响应值

达到最佳。最后接上流动相，再对离子源温度、辅助气

流速进行优化，使氯吡脲离子化效率达到最好。优化后

的参数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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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氯吡脲全扫描质谱图

Fig.1 Full scan mass spectrum of forchlorfenuron

2.2 色谱条件的优化

实验室比较了0 . 1 %甲酸溶液 -甲醇、0 . 1 %甲酸

5 mmol/L的乙酸铵溶液-乙腈和0.1%甲酸溶液-乙腈作为

流动相，各体系对氯吡脲质谱响应及色谱峰形的影响，

最后选择0.1%甲酸溶液-乙腈溶液作为流动相，采用时

间梯度洗脱，开始采用较高的水相80%保持1 min，在

1 min后变成20%至3 min，优化后的高效液相色谱条件 

见表1。在上述条件下，比较了两种色谱柱的峰形效果及

其响应程度，结果发现菲罗门的Gemini C18柱的峰形和

分离效果更佳。

2.3 样品前处理条件的选择

氯吡脲易溶于有机溶剂，二氯甲烷、丙酮、乙腈等均

为良好的提取溶剂，由于二氯甲烷的毒性较大，丙酮容易

挥发。其次，水果、蔬菜中含有大量的水分。本方法选用

极性溶剂，分别比较了乙腈、乙醇和甲醇的提取效果，乙

醇和甲醇作为提取剂时，溶解出更多的色素和杂质，且氯

吡脲的回收率都只有60%左右。因此选择乙腈提取，乙腈

对样品中的糖、油脂等物质的溶解性较小，且又能有效地

将溶解于水中的目标物提取至乙腈溶液中。

另外，实验还考察了分散剂无水无硫酸镁用量

0.5～4 g、Florisil分散剂用量0.1～1.0 g时对氯吡脲回收率

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Florisil分散剂用量增加，去除

色素和杂质的效果比较明显，随之增加至1.0 g时，氯吡

脲的回收率有所下降。另外，加入无水硫酸镁与乙腈溶

液混溶，产生放热现象；使用量少达不到除水的效果，

使用量大放热现象越严重，同时使用量增加也会对目标

物有吸收。辅助加入0.5 g氯化钠，能充分、有效地去除

水分，且氯吡脲充分地进入乙腈层。

最后，选用乙腈10 mL提取，2 g无水硫酸镁和0.5 g

氯化钠，只取上层乙腈溶液3 mL于0.2 g Florisil分散固相

萃取净化的方法进行除杂，不仅进化效果可以满足检测

需求，与目前报道的方法相比，样品前处理操作简单、

快速、净化效果明显。避免前处理过程费时、操作复

杂，大量使用有机溶剂对检测人员和环境的危害。

2.4 方法的线性范围与检出限

氯吡脲标准系列在0.5～40.0 μg/L质量浓度范围内，

校准的回归方程为Y=7.86×103X＋7.93×103（式中：Y为
氯吡脲的峰面积；X为氯吡脲的质量浓度），线性相关

系数为0.999 2。标准溶液的多反应监测图谱见图2。标准

溶液为0.5 μg/L时，信噪比大于3；且当添加量为0.5 μg/L 

时，实际样品含量为1.0 μg /kg时，信噪比也远大于3 

（图3）。本方法采用基质添加标样配制标准溶液，以消

除基质对样品检测的干扰。以3 倍信噪比在实际标准曲线

查出结果作为检出限，10 倍信噪比作为定量限，结合取

样量，计算得出水果、蔬菜中氯吡脲测定方法的检出限

为0.5 μg/kg，定量限为1.0 μ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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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标准溶液的多反应监测图谱

Fig.2 Multiple reaction monitoring (MRM) of standard 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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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0.5 μg/L各离子对的信噪比

Fig.3 Signal to noise ratios of 0.5 μg/L ion pairs

2.5 方法回收率与精密度

本实验选择了西瓜、葡萄、猕猴桃、黄瓜、豌豆、

甜瓜、茄子有代表性的样品，不同种类的水果、蔬菜阴

性样品进行3 个添加量（1.0、5.0、20.0 μg/kg）的回收实

验，测定后得到氯吡脲在不同基质的回收率和相对标准

偏差（relative standard deviation，RSD），见表3。空白

样品及添加回收样品的多反应监测色谱图见图4。表3结

果表明，加标量1.0～20 μg/kg范围内，水果、蔬菜中氯

吡脲的平均回收率均在85.9%～97.9%之间，且测定的批

内RSD小于10%（n=6）。说明该方法准确度和精密度完

全可以满足水果、蔬菜中氯吡脲残留量的检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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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氯吡脲加标回收率及精密度测定结果

Table 3 Recovery and precision of forchlorfenuron in spiked samples

%

样品
1.0 μg/kg 5.0 μg/kg 20.0 μg/kg

回收率 RSD 回收率 RSD 回收率 RSD

西瓜 86.7 4.3 90.3 5.9 92.3 2.8

葡萄 92.3 6.2 87.3 3.8 94.3 5.4

猕猴桃 89.7 8.7 91.3 2.9 87.4 3.8

黄瓜 88.2 7.3 86.4 7.2 97.9 6.4

豌豆 92.6 6.9 97.3 6.8 86.9 7.9

甜瓜 86.3 5.7 92.5 4.9 94.8 2.8

茄子 91.6 4.3 88.6 5.7 87.5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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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空白样品（A）和添加标准物质样品（B）的多反应监测图谱

Fig.4 Multiple reaction monitoring of blank sample (A) and spiked sample (B) 

3 结 论

本实验建立了水果、蔬菜中氯吡脲残留量的高效液

相色谱-串联质谱检测方法。采用乙腈提取样品中的氯吡

脲，同时用Florisil作为净化的分散剂，与目前报道的检

测方法相比，省略了固相萃取和氮吹浓缩的过程。通过

基质标准曲线，消除检测过程中所产生的基质效应，与

文献[24]报道的方法比较，本实验在定性、定量上更加准

确，定量限为1.0 μg/kg，灵敏度有了很大的提高。采用

此方法对当地市售的50 份水果、蔬菜样品进行检测，检

出氯吡脲残留量为5.3～10.9 μg/kg。本实验具有提取方法

简单、净化效果好等优点，可作为常规方法进行日常的

批量分析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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