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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壁碳纳米管分散固相萃取净化在测定水产品中 
3 种微囊藻毒素的应用及与固相萃取法的比较

徐潇颖，刘 柱，梁晶晶，陈万勤，周 霞，罗金文*
（浙江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浙江 杭州 310052）

摘  要：建立多壁碳纳米管净化-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对水产品中3 种微囊藻毒素残留量的测定方法。水产

品用80%甲醇溶液提取，经多壁碳纳米管净化后，采用电喷雾正离子多反应监测模式进行分析。对不同性质碳纳米

管进行考察，并对净化条件进行优化。将优化后的分散固相萃取条件与采用HLB柱固相萃取的净化方式进行比较，

两者在1～50 μg/L范围内呈现良好的线性，线性相关系数均大于0.99，3 种微囊藻毒素的检出限为0.1～0.2 μg/kg。

在不同浓度水平下进行加标实验，平均回收率在88.7%～95.5%之间，相对标准偏差不大于4.2%。该方法适用于水

产品中微囊藻毒素的痕量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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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Multi-Walled Carbon Nanotubes as a Sorbent in Dispersive Solid Phase Extraction and Comparison 

with Solid Phase Extraction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Three Microcystins in Aquatic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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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 ultra-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tandem mass spectrometry (UPLC-MS/MS) method was 

developed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3 microcystins (MCs) in aquatic products. The samples were extracted with methanol-

water (8:2, V/V) and the extract was then cleaned up by multi-walled carbon nanotubes (MWCNTs). The target analytes were 

detected by UPLC-MS/MS using positive electrospray ionization (ESI+) in the multiple reaction monitoring (MRM) mode. 

Different MWCNTs were investigated for their suitability as sorbents for dispersive solid phase extraction (DSPE) and the 

purification conditions were optimized. The efficiency of the optimized DSPE conditions was compared to that of solid 

phase extraction using HLB column. Both purification methods showed a good linearity (R2 ≥ 0.99) over the concentration 

range from 1 to 50 μg/L and their limits of quantification were in the range of 0.1–0.2 μg/kg. The average recoveries of three 

MCs at different spiked levels were 88.7%–95.5% with relative standard deviations (RSDs) equal to or lower than 4.2%. 

This DSPE method can be suitable for the rapid detection of trace microcystins in aquatic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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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体出现富营养化现象时，藻类会大量繁殖，不

仅可使水生生物死亡，其产生的次级代谢产物（如藻毒

素），也会通过饮用水和水产品危害人类健康[1-4]。在水

华藻类中，毒性最强、范围最广的是蓝藻，其广泛分布

于江河、湖沼、海洋等水体中，在代谢过程中产生各种

毒素，其中微囊藻毒素（microcystins，MCs）是危害最

为严重的一类，具有强烈致癌作用[5-8]。MCs是一类有单

环七肽的天然毒素，其主要结构为环D-丙氨酸-R1-R2-

赤-β-甲基-D-异天冬氨酸-L-Z-adda-D-异谷氨酸-N-甲基

脱氢丙氨酸，通过两个可变的L-氨基酸（R1和R2）的

更替及其构成氨基酸的去甲基化从而衍生出众多的毒素

类型，至今为止，发现的异构体已超过了100 种 [9-13]。

肝毒性是MCs的主要毒性，MCs进入体内后，专一性地

与肝细胞内的蛋白磷酸酶结合，当摄入的藻类毒素浓度

低时，具有潜在的肝毒性和癌诱发活性，当摄入浓度

高时，则会引起急性中毒，严重者导致肝细胞肿胀、

坏死、甚至死亡。MCs构型中所含有的环状结构和间隔

双键，使其能稳定存在于水体及蓝藻中。若水体受到

MCs的污染，一方面会对饮用受到污染水的人群造成威

胁；另一方面，MCs会在以浮游植物为食的淡水水产品

（鱼、虾以及贝类等）体内进行富集[14-17]，食用受到污染

的水产品亦对人类健康存在潜在威胁[18]。

近年来，水体富营养化导致的藻类毒素安全问题日

益受到重视，所以饮用水中MCs的测定方法也日趋多样

化，除了传统的酶联免疫法、蛋白磷酸酶抑制等生化分

析法，还有液相色谱法[18-20]、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21-23]

以及高分辨色谱分析法[24]等色谱分析方法。而水产品相

比饮用水基质更复杂，所以需采用适当的前处理降低基

质对分析过程中的干扰，不少学者[25-26]采用HLB进行净

化，但净化过程耗时较长且成本较高；也有采用加速溶

剂萃取法[27]，对水产品中的藻类毒素进行提取。目前已

有研究发现，活性炭可以吸附藻类毒素，由于需要大量

活性炭才能达到有效的吸附，而过量活性炭的使用对环

境会造成不可避免的污染[28-29]。因此，本研究创新使用

了碳纳米管作为吸附剂，利用其化学稳定性高、比表面

积大、吸附容量大、成本低等优点，对水产品中的MCs
进行富集，再结合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进行定量分

析。通过优化实验条件以达到较好的回收率，建立水产

品中痕量MCs的高选择性和高灵敏度的精确分析方法。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试剂

鲈鱼、鲢鱼、鳙鱼、河蚌、河虾等实验所用水产品

购买于浙江杭州当地水产品市场。

多壁碳纳米管（multi-walled carbon  nanotubes，

MWCNTs）（纯度＞97%，直径20～40 nm，长度＞5 μm） 

深圳市纳米港科技有限公司；磁性多壁碳纳米管

（magnetic multi-walled carbon nanotubes，mMWCNTs）
制备过程为利用浓硝酸羧化后磁化[30]；羧基化碳纳米管

（carbon nanotubes-COOH，CNTs-COOH）、氨基化碳

纳米管（carbon nanotubes-NH2，CNTs-NH2） 中科时

代纳米中心；Oasis HLB固相萃取小柱（200 mg/6 mL） 

美国Waters公司。

M C s标准品M C -YR（C A S： 1 0 1 0 6 4 - 4 8 - 6，
（10±0.54）μg/mL）、MC-RR（CAS：111755-37-4，
（10±0.50）μg/mL）、MC-LR（CAS：101043-37-2，
（10±0.52）μg/mL） 香港Bepure公司；甲醇、乙腈

（均为色谱级） 德国Merck公司；甲酸铵、乙酸铵

（均为分析纯） 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甲酸

（质谱级） 美国Sigma Aldrich公司。

1.2 仪器与设备

XR  30A液相色谱仪 日本Shimadzu公司；三重

四极杆串联质谱仪（配有电喷雾离子源）  美国AB 
SCIEX公司；Milli-Q超纯水器 美国Millipore公司；氮

气吹干仪 瑞典Biotage公司；涡旋混合器 上海琪特 

公司；酸度计 瑞士Mettler Toledo公司。

1.3 方法

1.3.1 色谱条件

色 谱 柱 ： W a t e r s   C o r t e c s   C 1 8 色 谱 柱

（2.1 mm×100 mm，2.7 μm）；柱温35 ℃；进样量

2  μL；流动相：流动相为甲醇（A）和5 mmol/L乙酸

铵溶液（B），梯度洗脱程序：0～2 min，25%  A；

2～4 min，25%～80% A；4～6 min，80% A；6～9 min，
80%～25% A。流速0.35 mL/min。
1.3.2 质谱条件

电喷雾离子源，多重反应监测正离子扫描，电离电

压5 500 V，离子源温度500 ℃，气帘气流速30 L/min，碰

撞气流量50 L/min，化合物定性离子对、定量离子对、去

簇电压、碰撞能量见表1。

表 1 多重反应监测模式下MCs的质谱条件

Table 1 MS parameters for the analysis of microcystins under MRM mode

化合物 母离子（m/z）子离子（m/z） 定量离子（m/z） 去簇电压/V 碰撞能量/eV

MC-YR 523.2
135.1

135.1
54 15

911.5 42 10

MC-RR 519.7
135.1

135.1
42 35

127.0 55 51

MC-LR 498.5
135.1

135.1
30 17

482.3 42 13

1.3.3 前处理

1.3.3.1 提取 

准确称取2 g淡水产品的食用部分于50 mL离心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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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加入8 mL 80%甲醇溶液，均质器上以8 000 r/min混
合1 min，然后超声提取5 min，以15 000 r/min离心5 min
后，取上清液，重复提取1 次，合并上清液于20 mL容量

瓶中，用80%甲醇溶液定容至刻度。

1.3.3.2 固相萃取（solid phase extraction，SPE）法净化 

准确移取4.0 mL定容后的上清液转移至50 mL离心

管中，用水稀释至40 mL，待SPE净化。HLB固相萃取小

柱在使用前依次用甲醇和水各5 mL以1～2 mL/min流速

淋洗活化后，将40 mL稀释液转移至HLB小柱上，控制

流速1～2 mL/min；用5 mL 10%甲醇溶液溶液淋洗抽干

后，用5 mL 0.1%甲酸-甲醇溶液洗脱，收集洗脱液，于

35 ℃氮吹至近干，最后用20%甲醇溶液定容至2.0 mL，
过0.22 μm滤膜，供液相色谱-质谱仪测定。

1 .3 .3 .3  分散固相萃取（d i spe r s ive   so l i d   phase 
extraction，DSPE）法净化 

取上述提取液2.0 mL于50 mL离心管中用水稀释至

20 mL后，加入40 mg碳纳米管后，涡旋振荡10 min，使

含有MCs的样品与吸附剂充分接触混合后，5 000 r/min离
心5 min（mMWCNTs可采用磁铁置于样品底部吸附），

使吸附剂聚集于离心管底部，除去上清液。随后加入体

积分数0.1%甲酸-乙腈洗脱液1.0 mL，超声混合10 min，
5 000 r/min离心5 min后，过0.22 μm滤膜，进行高效液相

色谱-串联质谱仪测定。

2 结果与分析

2.1 DSPE的条件优化结果

在室温条件下，向含有3 种MCs的空白鲈鱼基质溶液

中分别加入CNTs-COOH、CNTs-NH2、MWCNTs以及自

制mMWCNTs，对萃取条件进行优化。以3 种MCs的回收

率为衡量指标选择最优的萃取条件，对实验过程中涉及

的吸附剂用量、洗脱溶剂以及溶液pH值进行考察。

2.1.1 碳纳米管种类对回收率的影响

以不含目标物的鲈鱼为空白基质，分别采用4 种
碳纳米管作为分散固相萃取吸附剂，对10 μg/kg加标水

平下3 种MCs的回收率进行考察，结果见图1。结果表

明，CNTs-COOH以及mMWCNTs对3 种MCs都有较好的

吸附效果，回收率在90.2%～96.2%之间，而CNTs-NH2 

以及MWCNTs的回收率远低于前两者。主要是由于 

CNTs-COOH、mMWCNTs在基团功能化中都带有羧

基，而羧基在净化过程中的酸性（洗脱）条件下带正电

荷，对带有两个可变氨基酸的MCs可以有效的吸附，而 

CNTs-NH2、MWCNTs在酸性条件下对MCs都存在部分

吸附作用，致使回收率偏低，因此考虑mMWCNTs作为

DSPE的吸附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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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碳纳米管对3 种MCs回收率的影响

Fig. 1 Recoveries of 3 MCs by using different CNTs

2.1.2 mMWCNTs添加量对回收率的影响

分别称取5、10、20、50、100 mg mMWCNTs吸附

剂，加入20 mL含有3 种MCs（质量浓度均为10 μg/L）的

混合对照品基质溶液中，使mMWCNTs与含目标物的溶

液充分混合后，在相同的条件下进行洗脱，比较不同质

量吸附剂对MCs的回收率，结果见图2。在5～20 mg范围

内，随吸附剂添加量的增大，3 种MCs的回收率都呈增加

趋势，20～50 mg时增加趋势变缓慢，大于50 mg后，目

标物的回收率不再随吸附剂的增加而增大。因此，选择

40 mg作为mMWCNTs的添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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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mMWCNTs添加量对MCs吸附的影响

Fig. 2 Effect of mMWCNTs addition on microcystins adsorption 

2.1.3 不同洗脱剂对回收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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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洗脱剂对MCs洗脱的影响

Fig. 3 Effects of different eluents on microcystins recovery

分别对甲醇、乙腈、0.1%甲酸-甲醇溶液、0.1%甲

酸-乙腈溶液4 种洗脱剂的洗脱效果进行考察，由图3可
知，乙腈较甲醇的洗脱效果更优，在洗脱溶剂中加入

0.1%甲酸与不加甲酸进行比较时，发现相同溶剂中，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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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甲酸的洗脱回收率较高，其中采用0.1%甲酸-乙腈溶

液洗脱mMWCNTs吸附的MCs回收率在92.3%～95.5%之

间，主要是由于MCs分子存在两个自由的、可离子化的

羧基和一个自由的氨基，这决定了生物分子MC-LR、
MC-YR、MC-RR的带电情况。因此酸性洗脱液促进了多

肽羧酸基团的质子化，使目标物更容易被洗脱，所以选

择0.1%甲酸-乙腈溶液为最终洗脱剂。

2.2 不同净化方式下MCs的方法学实验结果

取混合标准储备液使用鲈鱼空白基质制备溶液进行

逐级稀释，得到1～50 μg/L的系列标准溶液，以目标物的

峰面积Y为纵坐标、质量浓度X为横坐标进行线性拟合，

各化合物的线性范围如表2所示，在1～50 μg/L范围内线

性关系良好，其相关系数均在0.99以上。

采用外标法定量，在鲈鱼的空白基质中添加不同浓

度的待测物，应用1.3.3节的前处理方法，以信噪比为3确
定各目标化合物在不同方法中的检出限，信噪比为10确
定各目标化合物的定量限，结果见表2。3 种MCs在不同

净化方式得到检出限分别为0.1、0.2 μg/kg，可以达到对

水产品中痕量藻毒素检测的灵敏度。

表 2 不同净化方式下3 种MCs的标准曲线、相关系数和检出限

Table 2 Linear regression equation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and 

detection limits for 3 MCs

净化方式 目标物
线性范围/
（μg/L） 相关系数

检出限/
（μg/kg）

定量限/
（μg/kg）

HLB

MC-LR 1～50 0.999 2 0.1 0.4
MC-RR 1～50 0.998 5 0.1 0.4
MC-YR 1～50 0.999 1 0.1 0.4

mMWCNTs

MC-LR 1～50 0.998 7 0.2 0.8
MC-RR 1～50 0.995 2 0.2 0.8
MC-YR 1～50 0.999 0 0.2 0.8

表 3 不同净化方式下MCs的回收率与RSD（n=6）

Table 3 Recoveries and relative standard deviations (RSDs) of microcystins 

from spiked fish sample using different clean-up methods (n = 6)

净化方式
加标量/

（μg/kg）
MC-LR MC-RR MC-YR

回收率/% RSD/% 回收率/% RSD/% 回收率/% RSD/%

HLB

0.5 93.6 2.7 91.3 3.0 90.8 2.9

2 95.2 2.2 96.3 2.4 94.8 2.1

10 94.8 1.9 96.7 2.0 95.5 1.2

mMWCNTs

0.5 89.7 3.1 90.9 3.0 88.7 3.5

2 91.6 4.2 92.3 2.7 91.5 2.4

10 92.3 2.6 95.5 1.4 92.7 1.1

以未检出3 种藻类毒素的鲈鱼为空白样品进行3 个
不同含量（0.5、2、10 μg/kg）的加标实验，按1.3.3节中

所述前处理方法，每个含量设定6 个平行，分别对2 种不

同的净化方式进行考察，结果如表3所示。结果表明，

采用HLB获得的回收率为90.8%～96.7%，相对标准偏差

（relative standard deviation，RSD）为1.2%～3.0%，相

比于DSPE，该方法更为稳定，且回收率较高，但成本

较高、净化步骤繁琐、操作过程费时。DSPE回收率为

88.7%～95.5%，略低于SPE法，但可以有效地将采用SPE
法时每个样品成本降低至10%以内，并将缩短净化时间

至原来的1/2。
2.3 不同基质中MCs的回收率与精密度

采用不同的净化方式在不同基质的空白水产品中进

行2 μg/kg的加标实验，实验结果如表4所示，采用不同净

化方法时，HLB固相萃取柱获得的回收率在89.6%～96.3%

之间，且RSD均不大于2.8%，而采用DSPE获得的回收率

较低，RSD大。在不同基质中，以鱼为基质获得的加标

回收率要略高于另2 种基质，主要是由于贝类和虾中的蛋

白含量较高，含水量较低，当加入80%甲醇溶液进行提取

时，基质中蛋白变性，进而导致提取回收率下降。

表 4 不同基质中MCs的回收率与RSD（n=6）

Table 4 Recoveries and RSDs of microcystins in different matrixes 

spiked at 2 μg/kg (n = 6)

净化方式 目标物
鲈鱼 河蚌 河虾

回收率/% RSD/% 回收率/% RSD/% 回收率/% RSD/%

HLB

MC-LR 95.2 2.2 93.6 2.1 92.4 2.8

MC-RR 96.3 2.4 92.7 1.9 92.7 1.8

MC-YR 94.8 2.1 90.1 1.7 89.6 2.0

mMWCNTs

MC-LR 91.6 4.2 91.4 4.5 89.5 4.3

MC-RR 92.3 2.7 89.4 4.1 88.9 3.5

MC-YR 91.5 2.4 88.7 3.5 88.1 3.6

2.4 实际样品的测定结果

在2017年7月浙江省杭州地区附近水域采集60 个水

产样品，包括鲢鱼、鳙鱼、河蚌、河虾等常见的水产

品。去除不可食用部分，匀浆后进行测定。结果表明，

确有少数水产品中存在藻毒素，其中MC-LR检出量在

0.28～0.77 μg/kg之间，检出率为10%，而MC-RR的检出

值为0.32～0.58 μg/kg，检出率为6.7%，MC-YR未见检

出，有检出的样品主要为鱼类和河虾。对有检出样品进

行两种净化方式比较，结果差异不显著，说明DSPE净化

也可对水产品中的MCs进行测定。

3 结 论

对4 种不同性质的碳纳米吸附剂进行考察，并通过

单一变量法对碳纳米吸附剂的添加量以及不同洗脱溶剂

的考察，最终确立了以40 mg的mMWCNTs为分散固相萃

取吸附剂对含有MCs的提取溶液进行吸附后，利用0.1%

甲酸-乙腈溶液进行洗脱，能获得较好的回收，回收率在

88.7%～95.5%之间，RSD均小于4.2%，而HLB回收率为

89.6%～96.7%，但其节约时间以及耗材成本低，检出限

能够满足我国标准控制要求，且在对不同基质的回收率

及精密度考察中，具有较好的适用性，回收率水平均在

88.1%以上，为水产品中MCs的测定提供了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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