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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亲和柱净化-UPLC-MS/MS测定 
鱼虾肉中的3 种氨基糖苷类抗生素

王 强，王旭峰，赵东豪，黎智广，蔡 楠，关婉琪，黄 珂，李刘冬*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农业部水产品加工重点实验室，农业部水产品贮藏保鲜质量安全风险评估实验室

（广州），农业部渔业环境及水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广州），广东 广州 510300）

摘  要：将庆大霉素（gentamicin，GEN）、卡那霉素（kanamycin，KAN）和安普霉素（apramycin，APR）

的抗体同时偶联到溴化氰活化的琼脂糖凝胶上，制备成复合型免疫亲和柱（immunoaffinity column，IAC）。

建立鱼虾肉中3 种氨基糖苷类抗生素的免疫亲和柱净化-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分析方法。采用BEH Amide

（100 mm×2.1 mm，1.7 μm）色谱柱分离，以0.05%甲酸溶液和乙腈为流动相梯度洗脱，电喷雾正离子多反应模式

监测。结果表明，所制备的IAC对GEN、KAN和APR的柱容量分别为1 127、1 368、925 ng/mL，洗脱液选用0.1%甲

酸-甲醇溶液。GEN的线性范围为80.0～500 μg/L，KAN和APR的线性范围为20～500 μg/L，相关系数均大于0.995。

鱼虾肉基质中3 种物质的平均回收率为71.7%～96.8%，相对标准偏差为4.2%～10.9%（n=6），检出限和定量限分

别为10～40 μg/kg和20～80 μg/kg。为水产品中氨基糖苷类药物残留监控提供一种有效的技术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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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ation of Three Aminoglycoside Antibiotics in Fish and Shrimp by Ultra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Tandem Mass Spectrometry with Immunoaffinity Column Clean-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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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olyclonal antibodies against gentamicin, kanamycin and apramycin were simultaneously coupled 

to CNBr-activated Sepharose 4B to make a composite immunoaffinity column (IAC). An ultra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tandem mass spectrometry (UPLC-MS/MS) method was developed for the simultaneous determination 

of the three aminoglycosides (AGs) in fish and shrimp with immunoaffinity column clean-up. The analytes were separated 

on a BEH Amide column（100 mm × 2.1 mm, 1.7 μm）utilizing gradient elution with a mixture of acetonitrile and 0.05% 

formic acid solution as the mobile phase. The analysis was carried out in the multiple reaction monitoring (MRM) mode 

using positive ion electrospray ionization (ESI). The column capacities of gentamicin, kanamycin and apramycin were  

1 127, 1 368, and 925 ng/mL of gel, respectively. The optimum elution solvent was methanol containing 0.1% formic acid. 

The linear range of the method was 80.0–500 μg/L for gentamicin and 20–500 μg/L for kanamycin and apramycin, and the 

corresponding coefficients of correlation were all above 0.995. Recoveries from spiked fish and shrimp were in the range of 

71.7%–96.8%, with relative standard deviations (RSDs) ranging from 4.2% to 10.9%. The limits of detection and the limits 

of quantitation were in the range of 10–40 and 20–80 μg/kg, respectively. The developed method would be a useful tool for 

monitoring aminoglycoside residues in aquatic products.

Keywords: immunoaffinity column (IAC); ultra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tandem mass spectrometry (UPLC-M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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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基糖苷类药物（aminoglycosides，AGs）属于广

谱类抗生素，其分子结构由氨基糖与氨基环醇通过糖苷

键连接而成，临床上主要用于对革兰氏阴性菌、绿脓杆

菌等感染的治疗，可有效抑制细菌的生长和繁殖[1-3]。在

畜牧水产行业中，AGs常被添加到动物饲料或其他饵料

中，用于预防疾病和促进生长，其进入动物机体后与动

物组织有很强的亲和力，残留代谢时间较长[4-6]。耳毒性

和肾毒性是AGs共有的毒副作用，会影响神经传导，引发

菌群失调从而损害肠道的吸收。消费者直接食用这类残

留超标的动物食品会带来潜在的危害。目前，我国农业

部、美国FDA和欧盟委员会等相关管理机构对动物性食品

中常用的氨基糖苷类抗生素都设置了残留限量标准[7-9]。 

因此，有必要建立准确有效的检测方法，从而进一步加

强该类药物在动物性食品中的风险隐患排查。

目前，AGs的残留定量检测主要依靠以液相色谱法

为基础的仪器分析法[10]。由于该类物质极性大，易溶于

水且与样品基质结合紧密，样品提取后净化难度大，现

有的文献方法多采用固相萃取技术，常用的有C18
[11-12]、

HLB[8,10,13]和WCX[14-15]等通用型固相萃取柱，但其专属净

化效果不强，样品基质干扰严重，导致方法灵敏度差，

回收率不稳定。高玲等[1]建立了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

法测定水产品中5 种AGs类抗生素，样品经磷酸缓冲液

（含50 mmol/L庚烷磺酸钠）提取后，用HLB固相萃取进

行净化；GB/T 21323—2007《动物组织中氨基糖苷类药

物残留量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质谱/质谱法》方法中样

品提取后，在提取液中加入一定量的七氟丁酸溶液，经

C18固相萃取柱净化后上机测定；这些方法引入了离子对

试剂，会造成质谱检测器信号抑制和离子源的污染。

相 比 于 传 统 固 相 萃 取 技 术 ， 免 疫 亲 和 柱

（immunoaffinity column，IAC）净化是通过抗原抗体

之间特异性的分子识别而建立的分离萃取技术，具有

特异性好、净化彻底和样品富集效率高等优点，可以

从复杂的待测样品中有目的地捕获提取目标物 [16-18]。

研究表明，样品经IAC净化后无明显的基质效应，目标

物响应强度高，无需采用基质匹配标准曲线定量检测

结果，净化效果显著优于HLB和C18等通用型固相萃取

柱，且使用后的IAC可用缓冲液平衡再生，重复利用率

高[19-21]。而进一步推进IAC在复杂基质样品前处理中的推

广应用，是目前兽药多残留检测的热点[22-23]。现有的AGs

类IAC主要是单一型柱，即一次测定一种药物含量，李哲

等[24]以四甲氧基硅烷为柱载体制备IAC，该柱对庆大霉素

标准品的回收率均大于60%，可重复使用5 次。郑琦等[25] 

以新霉素多克隆抗体为配基制备IAC，用高效液相色谱

测定南美白对虾中新霉素，所制备IAC的最大柱容量为 

2 182 ng/mL，该柱可重复使用5 次，并于4 ℃贮存110 d，

性能良好。而目前可应用于安普霉素（apramycin，

APR）和卡那霉素（kanamycin，KAN）样品净化处理的

IAC国内尚鲜见报道。本研究制备了复合型IAC，其可以

同时保留庆大霉素（gentamicin，GEN）、KAN和APR，

样品提取液经IAC净化后，用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

法（ultra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tandem mass 

spectrometry，UPLC-MS/MS）分析测定，建立一种快

速、简便、高效测定鱼虾肉中3 种AGs的分析方法。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试剂

鱼虾样品由农业部渔业环境及水产品质量监督检验

测试中心（广州）提供。

C N B r - S e p h a r o s e  4 B溴化氰活化琼脂糖凝胶

（46～165 μm） 美国GE Healthcare公司；GEN、

KAN、APR、链霉素、双氢链霉素、妥布霉素、大观 

霉素、阿米卡星标准品（纯度＞9 2 %）  德国D r . 

Ehrenstorfer公司；甲醇、乙腈（色谱纯） 美国Fisher 

Scientic公司；Na2EDTA 广州化学试剂厂；GEN、

KAN、APR多克隆抗体为本实验室自制；其他试剂均为

国产分析纯。

1.2 仪器与设备

Acquity UPLC I-Class/Xevo TQS超高效液相色谱仪

串联三重四极杆质谱仪（配备电喷雾离子源及Masslynx

数据处理软件） 美国Waters公司；5810型台式离心机  

德国Eppendorf公司；MS3旋涡混合器 德国IKA公司； 

M i l l i - Q去离子水发生器  美国M i l l i p o r e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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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VAP-111型12位氮吹仪 美国Organomation公司；

24 通道固相萃取装置 美国Phenomenex公司；UV-1601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日本日立公司。

1.3 方法

1.3.1 溶液的配制

AGs标准溶液：分别称取适量AGs标准品，用乙腈-

水（1∶9，V/V）溶解并稀释成质量浓度均为500 μg/mL的

标准品储备液，置于塑料离心管中4 ℃避光保存。使用时

用乙腈-0.1%甲酸溶液（1∶1，V/V）配成不同质量浓度的

标准工作溶液。

磷酸盐缓冲液（PBS，pH 7.4，0.01 mol/L，含

0.01% NaN3）：分别称取KH2PO4 0.2 g、NaCl 8 g、

Na2HPO4·12H2O 2.9 g、KCl 0.2 g，加水溶解定容至

1 000 mL。

混合提取试剂（含0.4 mmol/L EDTA和2%三氯乙酸

溶液）：准确称取磷酸二氢钾1.36 g，用980 mL水溶解，

用1.0 mol/L盐酸溶液调pH 4.0，分别加入Na2EDTA 0.15 g

和三氯乙酸20 g，溶解并定容至1 000 mL。

1.3.2 IAC的制备

参照CNBr-Sepharose 4B产品说明书并略有改变，具

体操作步骤如下：

洗涤：于玻璃烧杯中准确称取CNBr-Sepharose 4B干

粉1.0 g，加入5 mL HCl溶液（1 mmol/L），搅拌溶胀后

转移至G3砂芯漏斗上，用200 mL HCl溶液（1 mmol/L） 

充分洗涤，进一步用200 mL NaHCO3溶液（pH 8.3，

0.1 mol/L）洗涤平衡。

偶联：将上述湿胶转移至玻璃烧杯中，分别加

入1.5 mL GEN抗体（4.6 mg/mL）、1.2 mL KAN抗体

（5.8 mg/mL）和3.0 mL APR抗体（2.3 mg/mL），室温

下缓慢搅拌2 h后于4 ℃反应过夜，使抗体与凝胶充分偶

联。随后，将反应液转移至砂芯漏斗上，收集流出液

体，进一步用约30 mL上述NaHCO3溶液洗去未与凝胶偶

联的抗体，紫外分光光度计（280 nm）测定流出液和洗

涤液中未偶联蛋白含量，计算反应偶联率。

封闭：先用10 mL Tris-HCl缓冲液（pH 8.0，0.1 mol/L） 

在砂芯漏斗洗涤上述凝胶，随后将全部凝胶用10 mL 

Tris-HCl缓冲液转移至烧杯中，4 ℃封闭2 h。

平衡：用25 mL醋酸盐缓冲液（pH 8.0，0.1 mol/L）

和20 mL Tris-HCl缓冲液（pH 8.0，0.1 mol/L）交替冲洗

平衡上述凝胶。

装柱：取6 支3 mL的固相萃取空柱，每个柱子装

填0.5 mL上述湿胶，上端加装筛板后注入适量的PBS

（pH 7.4，0.01 mol/L）于4 ℃密封保存。

1.3.3 色谱及质谱条件

色谱条件：色谱柱：Waters ACQUITY BEH Amide

柱（100 mm×2.1 mm，1.7 μm）；柱温：40 ℃；进样

量：10 μL；流速：0.30 mL/min；流动相：乙腈（A）

和0.05%甲酸溶液（B）。梯度洗脱程序：0～2.5 min，

95%～20% A；2.5～4.5 min，20% A；4.5～5.5 min，

20%～95% A；5.5～7.0 min，95% A。

质谱条件：电喷雾离子源；正离子扫描；离子

源温度：150 ℃；毛细管电压：3.5 kV；脱溶剂气温

度：600 ℃；脱溶剂气流量：750 L/h；碰撞气流速： 

0.15 mL/min，锥孔反吹气流量：150 L/h；监测方式：多

反应监测，定性及定量离子对、锥孔电压、碰撞能量等

质谱条件如表1所示。

表 1 3 种化合物的MRM离子对及质谱条件参数

Table 1 MRM transition and mass spectrometric parameters for the  

3 analytes

化合物 母离子 子离子 锥孔电压/V 碰撞能量/eV

GEN 478.2 157.1*，160.1 18 22，24

KAN 485.1 163.0*，205.1 22 22，24

APR 540.2 199.1，217.1* 32 28，28

注：*.定量离子。

1.3.4 样品提取与净化

准确称取已充分均质的鱼虾肉样品[26]2.0 g于50 mL

聚苯乙烯离心管中，加入20 mL混合提取试剂，涡旋振

荡提取10 min，4 000 r/min离心5 min。取10 mL上清液于

另一干净离心管中，用1 mol/L的NaOH溶液调节样品溶

液pH 7.5左右，加入10 mL PBS（pH 7.4，0.01 mol/L）。

IAC预先用15 mL PBS（pH 7.4，0.01 mol/L）平衡后，

将上述样品提取液以每秒1～2 滴的速率通过IAC，上样

结束后用5 mL PBS（pH 7.4，0.01 mol/L）和5 mL水冲洗

IAC，挤干柱内液体，用4 mL 0.1%甲酸-甲醇溶液洗脱，

收集洗脱液，于45 ℃氮气吹干，用1 mL乙腈-0.1%甲酸

溶液（1∶1，V/V）溶解并定容，经0.2 μm滤膜后供UPLC-

MS/MS分析。

1.3.5 方法验证

将GEN、KAN和APR的标准储备液用乙腈-0.1%甲

酸溶液（1∶1，V/V）分别配制成质量浓度为80～500、

20～500 μg/L和20～500 μg/L的系列标准工作液，用

UPLC-MS/MS进行分析，以标准品质量浓度为横坐标x，
以对应峰面积为纵坐标y，获取相应的标准曲线和相关系

数。在空白样品中添加低浓度的标准溶液，按照1.3.4节

方法处理后上机测定，记录保留时间和峰面积，以信噪

比RSN≥3和RSN≥10分别确定方法的检出限及定量限。

称取空白鱼肉和虾肉样品，分别添加相当于80、

200 μg/kg和400 μg/kg含量水平的GEN标准工作液，20、

50 μg/kg和100 μg/kg含量水平的KAN和APR标准工作液，

涡旋混匀后于室温下静置30 min。每个质量浓度水平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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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6 个平行样品，按1.3.4节所述方法处理，外标法定量，

计算回收率和相对标准偏差（relative standard deviation，

RSD），考察方法的准确度和精密度。

1.3.6 样品测定

从2016—2017年度广东省水产品例行监测样本库

（水产批发市场或超市所采集）中，抽取草鱼8 份、鲫

鱼6 份、鲈鱼4 份、乌鳢5 份、鳜鱼5 份和南美白对虾

12 份，经1.3.4节方法处理后进行测定。

1.4 数据处理

采用Waters Masslynx 4.1软件对UPLC-MS/MS所采集

的数据进行积分处理，并导出色谱图，其他数据和图谱

经OriginPro 8.5绘图软件分析处理。

2 结果与分析

2.1 色谱与质谱条件选择结果

选择电喷雾离子源正离子模式，对AGs的标准溶液

进行IntelliStart扫描，对毛细管电压、脱溶剂气温度和碰

撞能量等参数进行优化，结果如图1所示。AGs类物质的

化学结构中含有多个氨基和羟基，极性大，亲水性强，

在普通的反相C18色谱柱上难以保留，往往需要在流动

相中添加七氟丁酸或三氟乙酸等离子对试剂实现色谱分

离。本研究选用ACQUITY UPLC BEH Amide色谱柱，其

柱体的键合固定相是基于亚乙基桥杂化（BEH）颗粒的

三键键合酰胺基（Amide），属于亲水作用液相色谱柱，

流动相初始比例可以保持在95%的有机相，水相中无需

添加其他盐或离子对试剂等改性剂增加目标物的保留效

果，非常适合于分离高极性的化合物[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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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3 种AGs（200 μg/L）的多反应监测色谱图

Fig. 1 MRM chromatograms of a mixed standard solution (200 μg/L) 

of the three AGs

流动相比较了甲醇-水、乙腈-水、甲醇-甲酸溶液和乙

腈-甲酸溶液，其中甲酸的体积分数为0.01%～0.5%。结果

表明，水相单纯使用水时，AGs几乎不出峰，而水相中仅

添加0.01%甲酸，色谱峰形有明显的改善，甲酸的添加有

助于质谱的正电离，但此时目标峰形较宽；当甲酸体积分

数为0.05%时，3 种AGs的峰形尖锐，进一步增加甲酸含

量，目标物的峰面积响应值反而有所降低。使用乙腈洗

脱的效果显著优于甲醇，向水相中添加不同浓度的乙酸

铵（5～50 mmol/L），结果目标物的保留时间和峰形没

有显著的变化。如图1所示，在0.05%甲酸溶液-乙腈流

动相体系下进行梯度洗脱，3 种物质峰响应值高且峰形

尖锐对称，保留时间稳定，满足定量分析检测的要求。

2.2 IAC性能的测定和IAC条件的优化结果

2.2.1 抗体偶联率测定结果

琼脂糖凝胶是制备IAC最常用的柱体基质，其依靠糖

链之间的次级链维持网状结构，具有相对稳定的生物化

学性质[18]。商业化的CNBr-Sepharose 4B具有良好的亲水

性且易于活化，1 g CNBr-Sepharose 4B干粉可以溶胀获得

约3.5 mL湿胶。研究表明每毫升溶胀的凝胶与4～10 mg

抗体偶联可以获得性能优良的IAC[29-30]。本实验向反应液

中投入约21 mg的抗体总量，即每毫升胶体与大约6 mg

的抗体蛋白进行偶联，通过测定反应流出液和洗涤液中

蛋白含量，测得抗体与凝胶的偶联率为91.8%。每个IAC

（0.5 mL）中的单个抗体绝对质量约为0.91 mg。

2.2.2 柱容量的选择

柱容量是影响IAC性能的重要指标，通过向IAC加载

过量的标准溶液，计算过柱前后目标物质含量的差异，

计算IAC柱容量。取20 mL质量浓度为100 ng/mL的AGs混

合标准溶液，缓慢地加载至IAC上，检测上样液中漏穿的

目标物质含量X。柱容量/（ng/mL）=（2 000－X）/0.5，

其中，2 000为加载至IAC上单个物质的绝对质量/ng，0.5

是单个IAC凝胶的体积/mL。结果表明，GEN、KAN和

APR的IAC容量分别为1 127、1 368、925 ng/mL，而针对

链霉素、双氢链霉素、妥布霉素、大观霉素和阿米卡星

等其他氨基糖苷类物质则无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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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洗脱液及其体积的选择

取10 mL质量浓度为20 ng/mL混标上样，分别采用

80%、90%、100%甲醇溶液作为洗脱液，洗脱体积均为

10 mL，考察3 种AGs的回收率。结果表明，随着甲醇

体积分数的增加，回收率不断增加，当使用纯甲醇洗脱

时，3 种物质的回收率保持在80%左右。可能是由于AGs

水溶性极强，仅使用有机溶剂无法将其从IAC上彻底洗

脱，因此本研究尝试降低洗脱液的pH值，分别采用0.1%

甲酸-甲醇溶液和1%甲酸-甲醇溶液进行洗脱，结果如图2

所示，使用0.1%甲酸-甲醇溶液洗脱时3 种AGs的回收率

为90.5%～94.1%，而使用pH值更低的1%甲酸-甲醇溶液

洗脱时回收率并没有进一步提高。收集0.1%甲酸-甲醇溶

液的洗脱液（1 mL/管），上机测定洗脱液中的目标物质

含量，结果显示洗脱液第4管里目标物质的含量已经很

低，前4 管洗脱液里3 种AGs总量的回收率均大于90%，

为节约下一步氮气浓缩的时间，并降低过多溶剂对IAC容

量的破坏，洗脱液体积选择4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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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洗脱条件下AGs的回收率（n=3）

Fig. 2 Recoveries of AGs (200 ng) under different elution conditions (n = 3)

2.2.4 IAC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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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IAC容量的变化

Fig. 3 Variation in the AG adsorption capacity of the IAC column 

after repeated use

将所制备的IAC在20 d内连续使用10 次，每隔2 d

使用一次，每一次洗脱后用PBS（pH 7.4，0.01 mol/L）

再生后于4 ℃密封保存，计算柱容量和回收率的变化。

结果表明（图3），随着IAC的多次使用，3 种物质的

柱容量随之不断下降，使用10 次后柱容量下降至392～ 

445 ng/mL，柱容量整体下降了约60%，此时按照1.3节方

法条件处理时回收率仍可以达到88.3%～96.6%。在实际

样品测定中，如果待测样品中目标物含量较高，可将样

品提取液进行适当的稀释后用于IAC净化处理，依然可

以满足检测需求。同时，本研究结果表明，将IAC置于

4 ℃密封保存1～6 个月，其柱容量没有明显的变化，3 种

AGs的回收率大于90%。

2.3 线性方程、检出限及定量限结果

表 2 线性方程、相关系数、检出限、定量限

Table 2 Linear ranges, linear equation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limits 

of detection and limits of quantification for the AGs

化合物
线性范围/
（μg/L） 线性方程

相关
系数

检出限/
（μg/kg）

定量限/
（μg/kg）

GEN 80～500 y=124.6x－588.7 0.995 4 40 80

KAN 20～500 y=661.6x－5 291.9 0.996 7 10 20

AMK 20～500 y=234.4x－2 653.9 0.995 2 10 20

由表2可知，GEN在80.0～500 μg/L质量浓度范围内，

KAN和APR在20～500 μg/L质量浓度范围具有良好的线

性，相关系数均大于0.995。在空白样品中分别添加AGs

混合标准溶液，按照1.3节方法处理，以3 倍和10 倍信噪

比计算出方法的检出限和定量限，分别为10～40 μg/kg 

和20～80 μg/kg。

2.4 方法的回收率和精密度结果

由于待测物质具有较高的水溶性和质子化倾向，易

与组织成分结合或被玻璃器皿吸附，在整个样品前处理过

程均需要采用聚丙烯塑料类容器。混合提取液中含2%的

三氯乙酸溶液用于除去大部分的蛋白，提取液经NaOH溶

液调至中性后加入等体积的PBS（pH 7.4，0.01 mol/L）， 

进一步用IAC对其净化。每个添加水平重复5 次，计算

平均回收率和精密度。结果表明（表3），鱼肉基质中

3 种目标待测物的平均回收率为71.7%～96.8%，RSD为

5.2%～8.8%；虾肉基质中目标待测物的平均回收率为

75.8%～96.4%，RSD为4.2%～10.9%。方法准确度和精

密度良好，满足水产品中3 种AGs残留检测的要求。

表 3 鱼肉和虾肉中AGs的回收率和精密度（n=6）

Table 3 Recoveries and precisions for the AGs in spiked fish and 

shrimp (n = 6)

化合
物

添加量/
（μg/kg）

鱼肉 虾肉

测定值/
（μg/kg）

平均
回收率/% RSD/% 测定值/

（μg/kg）
平均

回收率/% RSD/%

GEN
80 62.5±4.5 78.1 7.2 74.2±8.1 92.8 10.9

200 179.8±14.5 89.9 8.3 171.4±8.4 85.7 4.9
400 330.4±22.8 82.6 6.9 316.5±13.3 79.1 4.2

KAN
20 19.4±1.3 96.8 6.7 16.9±1.2 84.5 7.1
50 41.2±3.2 82.4 7.8 48.2±3.9 96.4 8.1

100 92.3±4.8 92.3 5.2 78.2±6.6 78.2 8.4

APR
20 14.3±0.9 71.7 6.0 17.1±1.4 85.4 8.4

50 43.1±3.8 86.3 8.8 37.9±3.6 75.8 9.5
100 81.9±6.1 81.9 7.4 91.6±5.7 91.6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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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实际样品测定结果

采用所建立的方法测定了广东省内的水产批发市

场或超市的40 批次鱼虾类样品，未检出GEN、KAN、

APR 3 种AGs残留。

3 结 论

本研究制备了一种复合型 I A C，其针对G E N、

KAN、APR的柱容量分别为1 127、1 368、925 ng/mL，

洗脱液选用4 mL 0.1%甲酸-甲醇溶液。IAC于20 d内连

续使用10 次后，柱容量下降至392～445 ng/mL，但回

收率没有明显的变化，有效期为6 个月。鱼虾肉样品用

磷酸盐缓冲液提取，提取液经IAC净化后选用亲水性的

BEH Amide色谱柱分离待测的物质。该方法操作简便，

灵敏度高，杂质干扰少，能够较好地满足鱼虾中3 种AGs

残留检测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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