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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源性食品中青霉素类药物残留检测
马燕红，王 妍，李志刚，李莹莹，郭文萍

（中国肉类食品综合研究中心，北京 100068）

摘  要：建立动物源食品中同时检测4 种青霉素类药物残留的高效液相色谱法。以水合氨苄青霉素为内标，样品经

乙腈-水（10∶1，V/V）提取，HLB固相萃取小柱净化。采用C18色谱柱，以0.02 mol/L磷酸二氢钾溶液-乙腈为流动

相，梯度洗脱分离目标化合物进行定量分析。青霉素G、苯唑西林、乙氧萘青霉素、双氯青霉素在0.01～2 μg/mL范

围内线性良好，线性相关系数均大于0.999，检出限和定量限分别为3 μg/kg和10 μg/kg；回收率在69.9%～100.3%之

间，精密度的相对标准偏差在1.58%～9.15%之间。该方法前处理简单、快速、准确、灵敏，可以满足实际检测分

析的需要。用于猪、牛、羊、鸡、鱼等不同基质中青霉素类药物残留的检测，取得了满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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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ultaneous Determination of Four Penicillin Residues in Animal Origin Fo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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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Meat Research Center, Beijing 100068, China)

Abstract: A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HPLC) method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four penicillin residues 

in foods of animal origin was developed. Ampicillin trihydrate was used as the internal standard. Samples were extracted 

with a mixture of acetonitrile and water (10:1, V/V), and the extract was then cleaned up on an HLB solid-phase extraction 

cartridge. Penicillin G, oxacillin, nafcillin and dicloxacillin were separated on a C18 column by gradient elution with a mobile 

phase consisting of monopotassium phosphate (0.02 mol/L) and acetonitrile. The calibration curves were linear over the 

concentration range of 0.01–2 μg/mL with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of more than 0.999. The limits of detection (RSN > 3) (LOD) 

and quantification (RSN>10) (LOQ) were 3 and 10 μg/kg for all the analytes, respectively. The average recoveries were 

between 69.9% and 100.3% with relative standard deviations (RSDs) of 1.58%–9.15% (n = 6). The method is simple, rapid, 

sensitive and accurate and can meet the requirements for practical analysis. It has been applied with satisfactory results to 

detect penicillin residues in pork, beef, chicken and f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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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十年来抗生素，尤其是β-内酰胺类抗生素，由

于其在人类医学和兽药学上有效地预防和治疗各种传染

性疾病而备受关注。青霉素属于β-内酰胺类抗生素，由

于其药效高、价格低廉、使用方便，已成为临床上治疗

细菌感染最常用的抗生素，在畜牧兽医水产养殖领域也

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目前主要用于治疗奶牛乳腺炎、

鱼、虾细菌感染和海参的疾病[1]。然而，用药不规范对渔

业生产和生态环境都有严重的潜在危害，也会导致药物

在奶和动物、水产品组织中的残留，使人体产生耐药性

导致免疫力降低，也会使过敏个体存在潜在的风险，从

而危害人体健康[2]。同时，抗生素残留也成为国际贸易的

壁垒[3]。我国农业部235号公告规定苄星青霉素在动物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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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中的限量值为50 μg/kg、苯唑西林为300 μg/kg，欧盟

指令NO.2377/90/EEC对青霉素类抗生素在动物源性食品

中的残留进行了严格限制。所以对动物源性食品中此类

抗生素残留的有效监测已经成为保障食品安全的一个重

要环节。为满足残留检测的需要，建立一种动物源性食

品中青霉素类抗生素残留的分析方法非常重要。

青霉素类药物残留的检测方法一直以来都是科研人

员关注的热点，目前已报道的方法主要有微生物法[4]、 

免疫分析法 [5-6]、近红外光谱法 [7]、拉曼光谱法 [8]、高

效液相色谱-紫外法 [9-13]、高效液相色谱-荧光法 [14]、高

效液相色谱-化学发光法 [15]、液相色谱-质谱法 [16-19]、 

电泳法 [20]等。其中，微生物法操作快速简便、价格便

宜，但专属性不足，容易产生假阳性；免疫分析法由于

要选择配体发生结合反应，线性范围窄，在检测过程中

也易产生假阳性；光谱法在定量方面存在缺陷；液相色

谱-质谱法可避免生物法在准确性方面的欠缺，灵敏度

高、选择性强，但由于仪器价格昂贵，不能满足绝大多

数实验室的需求。高效液相色谱法成为这类药物残留应

用最广泛的检测技术，其准确性强、灵敏度高，能满足

青霉素类药物残留的痕量检测需求。

本实验旨在建立一种动物源性食品中青霉素G、苯

唑西林、乙氧萘青霉素、双氯青霉素4 种青霉素类药物的

高效液相色谱检测方法。采用乙腈-水提取目标化合物，

HLB固相萃取柱净化，高效液相色谱法对不同基质中4 种

青霉素类药物进行测定，并验证了所建方法的选择性、

准确性、稳定性和灵敏性。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试剂

青霉素G钾盐（纯度99.6%）、苯唑西林（纯度

91.0%）、乙氧萘青霉素（纯度99.0%）、双氯青霉

素（纯度97.5%）、水合氨苄青霉素（纯度98.5%）  

德国Dr. Ehrenstorfer Gmbh公司；乙腈、甲醇（HPLC级）   

美国Fisher公司；乙酸铵（色谱纯） 北京Dikma公司；

磷酸氢二钠、磷酸二氢钾（均为分析纯） 国药集团化

学试剂有限公司。

1.2 仪器与设备

1260 Infinity高效液相色谱仪（配有二极管阵列

检测器）、C 18色谱柱（150 mm×4.6  mm，5 μm）  

美国安捷伦公司；SCR20BA离心机 日本日立公司；

RE52CS-2旋转蒸发仪 上海亚荣生化仪器厂；Oasis 

HLB固相萃取柱（500 mg，3 mL）、C18固相萃取柱

（500 mg，3 mL） 美国Waters公司；HGC-36A氮吹仪    

天津市恒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3 方法

1.3.1 标准溶液配制

标准储备液的配制：准确称取青霉素G、苯唑西

林、乙氧萘青霉素和双氯青霉素的标准品各10 mg（精

确到0.000 1 g）于10 mL容量瓶中，用水溶解并稀释至

刻度，配制成质量浓度为1.00 mg/mL的青霉素G、苯唑

西林、双氯青霉素和乙氧萘青霉素标准贮备液，于4 ℃

以下避光保存。

标准工作液的配制：分别量取青霉素G、苯唑西林、

双氯青霉素和乙氧萘青霉素质量浓度为1.00 mg/mL标准

贮备液各1.00 mL于100 mL容量瓶中，用水溶解并稀释至

刻度，配制成质量浓度为10.0 μg/mL的4 种青霉素混合标

准工作液，于4 ℃以下避光保存。

内标储备液的配制：准确称取水合氨苄青霉素标准

品10 mg（精确到0.000 1 g）于10.0 mL容量瓶中，用水溶

解并稀释至刻度，配制成质量浓度为1.00 mg/mL的水合

氨苄青霉素标准贮备液，于4 ℃以下避光保存。

内标工作液的配制：量取1.00 mL 1.00 mg/mL水合氨

苄青霉素标准贮备液于100 mL容量瓶中，用水溶解并稀

释至刻度，配制成质量浓度为10.0 μg/mL的水合氨苄青霉

素标准工作液。

1.3.2 高效液相色谱条件

C18色谱柱（150 mm×4.6 mm，5 μm）；流动相A

为0.02 mol/L磷酸二氢钾溶液，流动相B为乙腈。梯度

洗脱程序：0.00～3.00 min，87% A；3.01～10.0 min，

87%～65% A；10.01～15 min，65%～87% A。流速

1.0 mL/min；进样量20 μL；柱温30 ℃；紫外检测波长

210 nm。

1.3.3 样品前处理

提取：准确称取切碎均质良好的样品2.00 g于50 mL

离心管中，加内标工作液20 μL，静置10 min，先加入

2 mL水，再加入20 mL乙腈，涡旋混匀30 s，振荡提取

15 min，12 000 r/min离心5 min，将上清液全部转移至旋

蒸瓶中，向残渣中再加水1 mL、乙腈10 mL涡旋混匀，

二次提取，将上清液全部转移到旋蒸瓶中。在旋蒸瓶中

加入0.1 mL饱和食盐水，于45 ℃水浴旋蒸至近干，加入

3 mL正己烷，涡旋混匀，除去上层正己烷，剩余液体为

固相萃取上样液。

净化：将上样液转移到HLB固相萃取柱中（使用前

用3 mL甲醇、3 mL水和3 mL pH 8.5的磷酸盐缓冲液活

化），再用3 mL磷酸盐缓冲液洗涤鸡心瓶2 次，洗液一

并转移到萃取柱中；再用3 mL水淋洗并抽干萃取柱，用

2 mL甲醇＋2 mL乙腈洗脱并收集于5 mL带刻度的玻璃瓶

中，50 ℃氮吹至小于1 mL，用乙腈定容至1 mL，涡旋混

合，过0.22 μm滤膜，供高效液相色谱分析。对每一个待

测样品平行测定3 次，取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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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数据处理

采用SPSS 16.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采

用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数据以 ±s表示， 

P＜0.05，表示差异显著。

2 结果与分析

2.1 仪器条件的优化

由于青霉素类化合物在弱酸性条件下易水解，水解

产物中含有巯基、羰基等，易与金属离子形成络合物，

国标[21]和文献[22]因此采用衍生化法测定此类化合物。但

会用到氯化汞等毒性物质，操作也较为复杂。而青霉素

类化合物是β-内酰胺类，具有苯环、羰基等发色基团，

在紫外波长范围内有吸收峰。故本实验采用直接进样法

检测这类化合物。

青霉素类药物由于具有不稳定的四元环，易发生反

应。用外标法测定时，回收率较低，故本实验选取性质

接近的水合氨苄青霉素作为内标物用以提高回收率。

本实验在大量文献和前期工作的基础上，对比乙

腈-水、乙腈-0.02 mol/L乙酸铵溶液、乙腈-0.02 mol/L

磷酸二氢钾溶液和乙腈-0.05 mol/L磷酸二氢钾溶液作为

流动相，标准物质出峰的半峰宽、分离度、保留因子

等参数情况。结果表明：采用乙腈-水为流动相进行实

验时，溶剂峰严重拖尾，且化合物不出峰，原因可能

是流动相中不含盐，与固定相无保留；在流动相中加

入盐后，化合物与固定相作用，可以正常出峰，但乙

腈-0.02 mol/L乙酸铵溶液为流动相时，色谱峰的半峰

宽大于乙腈-0.02 mol/L磷酸二氢钾溶液为流动相时的峰

宽；加大盐的浓度，峰形变窄，变尖。但考虑到盐浓度

增大在色谱柱中易结晶，影响色谱柱寿命，本实验选取

乙腈-0.02 mol/L磷酸二氢钾溶液作为流动相。

以不同体积比的0.02 mol/L磷酸二氢钾-乙腈溶液作为

流动相，考察4 种青霉素混合标准溶液的出峰时间。流

动相比例为0.02 mol/L磷酸二氢钾-乙腈（70∶30，V/V） 

溶液等度洗脱，在12 min内可完成分离，如图1A所示。

但内标峰水合氨苄青霉素在2.6 min左右出峰，青霉素G

出峰时间在3.8 min左右，出峰时间较早。因动物源食品

成分复杂，可能会对水合氨苄青霉素、青霉素G的分析

产生干扰。因此本实验选取梯度洗脱，洗脱程序如1.3

节所述，分离效果图见图1B。出峰顺序依次为水合氨

苄青霉素、青霉素G、苯唑西林、乙氧萘青霉素和双氯

青霉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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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等度洗脱（A）和梯度洗脱（B）色谱图

Fig. 1 Chromatograms obtained by isocratic elution (A) and  

gradient elution (B)

2.2 提取条件的选取

2.2.1 提取溶剂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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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提取溶剂的回收率

Fig. 2 Effect of different solvents on recovery of penicillins

参照文献方法，本实验比较了乙腈 [23]、乙腈 -水

（10∶1，V/V）[24]、乙腈-水（4∶1，V/V）[19]、丙酮-水

（1∶1，V/V）[25]作提取溶剂，其他条件如1.3.3节所述，

加标量在50 μg/kg时的回收率，结果见图2。用乙腈和乙

腈-水（10∶1，V/V）作提取溶剂时，回收率均在90%左

右，后者回收率略高，其他2 组回收率较低。可能是由于

乙腈提取时沉淀蛋白完全，易于离心分离，提前加入水能

先溶解目标化合物。故本实验选取乙腈-水（10∶1，V/V）

作为提取溶剂。减压蒸馏过程中加入饱和食盐水，可以

防止乙腈在旋蒸过程中暴沸[24]。

2.2.2 SPE柱的选择

由于动物源性食品基质复杂，选用SPE净化小柱获得

较好的净化效果。青霉素类化合物分子中含有羟基，显

酸性，易溶于甲醇、乙醇、乙腈等有机溶剂。文献中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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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采用的是C18
[26-29]、HLB[30]。本实验比较了这2 种SPE

柱在相同条件下的回收率。加标量为50 μg/kg，3 mL甲

醇、3 mL水活化，上样，水淋洗后抽干，最后用2 mL

甲醇＋2 mL乙腈洗脱，N2吹干后乙腈复溶。如图3所

示，HLB柱对目标化合物的回收率均高于C18柱，与文 

献[24-25]报道结果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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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SPE柱的回收率

Fig. 3 Effect of different SPEs on recovery of penicillins

2.2.3 SPE洗脱条件的优化

不同的淋洗和洗脱溶剂也影响了SPE柱的净化效果。

本实验在文献的基础上，比较不同的淋洗和洗脱溶剂对

回收率的影响，如表1所示。

表 1 SPE洗脱条件的优化

Table 1 Optimization of SPE conditions

序号 洗脱方案

回收率/%

青霉
素G 

苯唑
西林

 乙氧萘青
霉素

双氯
青霉素 

1 3 mL甲醇、3 mL水活化，上样，水淋洗，4 mL甲醇洗脱 52.1±4.0a 44.1±2.0a 39.9±1.2a 46.2±2.6a

2 3 mL甲醇、3 mL水活化，上样，水淋洗，4 mL乙腈洗脱 44.8±7.2b 54.6±4.7b 44.9±4.2c 60.1±0.9b

3 3mL甲醇、3mL水活化，上样，水淋洗，
2 mL甲醇＋2 mL乙腈洗脱

77.6±3.8c 64.6±3.2c 79.2±4.2b 66.7±3.3c

4 3 mL甲醇、3 mL水、3 mL pH 8.5磷酸缓冲盐活化，上样，
磷酸缓冲盐、水淋洗，2 mL甲醇＋2 mL乙腈洗脱

89.7±2.1d 91.2±1.8d 96.3±1.4d 91.9±0.9d

注：同列不同字母表示样品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

从表1可以看出，洗脱液为2 mL甲醇＋2 mL乙腈

时，4 种化合物的回收率明显提高。当在活化和淋洗剂中

加入碱性磷酸缓冲盐时，回收率达到了90%左右。可能

是碱性磷酸盐缓冲液防止待测物降解[12]。最终确定SPE萃

取小柱的最佳条件为：选取HLB萃取柱，采用方案4的方

式净化。

2.3 方法的验证

2.3.1 标准曲线、检出限和定量限结果

配制质量浓度分别为0.01、0.05、0.10、0.50、

1.00、2.00 μg/mL 6 个水平4 种青霉素的标准混合溶液，

含内标0.20 μg/mL，待高效液相色谱分析。每个溶液分

别进样3 次，以目标化合物与内标质量浓度之比对其峰

面积之比绘制4 种青霉素标准曲线，其中X为青霉素与内

标物的质量浓度比，Y为二者峰面积之比。从表2可以看

出，各目标化合物标准曲线的相关系数均大于0.999，显

示了良好的相关性。检出限和定量限采用空白样品中添

加青霉素类化合物的方法，分别以信噪比不小于3和信噪

比不小于10计算。从表2可以看出，各青霉素的检出限为 

3 μg/kg，定量限为10 μg/kg，可以满足青霉素类化合物的

定性及定量测定要求。

表 2 4 种青霉素的标准曲线及其相关系数、检出限和定量限

Table 2 Linear ranges, calibration curves, LODs and LOQs for  

four penicillins

化合物
线性范围/
（μg/mL） 回归方程 r 检出限/

（μg/kg）
定量限/

（μg/kg）

青霉素G 0.01～2 Y＝35.37X＋3.584 0.999 8 3 10

苯唑西林 0.01～2 Y＝64.91X＋3.302 0.999 4 3 10

乙氧萘青霉素 0.01～2 Y＝37.23X－0.769 0.999 1 3 10

双氯青霉素 0.01～2 Y＝61.55X＋2.028 0.999 6 3 10

2.3.2 精密度测定结果

在空白猪肉样品中进行精密度实验，样品添加不同

含量的标准溶液后，涡旋混匀，于室温放置10 min，使

待测成分与样品机体成分互相作用达到平衡，按1.3.2节

和1.3.3节所述方法，做6 次重复实验，测定结果的相对标

准偏差在10%以内。

表 3 精密度实验（n=6）

Table 3 Results of precision test (n=6)

化合物
相对标准偏差/%

加标量10 μg/kg 加标量50 μg/kg 加标量200 μg/kg

青霉素G 6.25 5.60 4.02

苯唑西林 3.49 2.33 4.22

乙氧萘青霉素 9.15 1.58 5.30

双氯青霉素 6.64 2.69 7.31

2.3.3 回收率测定结果

在空白样品中分别加入低、中、高3 个质量浓度的标

准品进行回收率计算，选择分别加入10、50、200 μg/kg  

4 种青霉素混合标准工作液，利用上述确定的检测方法，

每个加标量做3 次平行实验。由表4可知，在不同的基质

中，3 个水平的回收率在69.9%～100.3%范围内。从精密

度和回收率的结果可以得出，该方法有较高的准确性和

可靠性。

表 4 4 种青霉素低、中、高3 个水平的回收率

Table 4 Recovery rates for four penicillins at three different  

spiked levels

化合物

回收率/%

加标量10 μg/kg 加标量50 μg/kg 加标量200 μg/kg

猪肉 鸡肉 草鱼 猪肉 鸡肉 草鱼 猪肉 鸡肉 草鱼

青霉素G 88.0±0.4 90.2±1.3 76.5±4.6 89.7±2.1 90.0±1.5 79.2±2.9 93.4±6.3 100.3±0.9 82.0±3.5

苯唑西林 82.4±4.5 77.6±3.2 69.9±2.1 91.2±1.8 92.4±2.2 84.6±5.6 91.3±4.9 95.1±2.5 92.1±4.5

乙氧萘青霉素 86.1±3.9 80.0±5.5 81.9±0.9 96.3±1.4 88.6±3.7 82.2±1.2 95.9±7.1 96.7±5.7 80.9±4.1

双氯青霉素 85.3±2.6 79.2±1.1 83.3±1.9 91.9±0.9 86.6±4.1 80.1±3.3 94.5±3.2 92.4±3.2 96.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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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实际样品验证

从市场中选取5 种基质进行方法验证，分别为猪

肉、牛肉、羊肉、鸡肉、草鱼，目标化合物出峰处均无

干扰、未检测出4 种青霉素类药物残留。

3 结 论

本实验以水合氨苄青霉素作为内标，建立一种高效

液相色谱法检测动物源性食品中的青霉素G钾盐、苯唑西

林、乙氧萘青霉素、双氯青霉素4 种青霉素类药物残留量

的方法。采用直接进样，无需衍生化，内标法定量提高

了回收率。该方法前处理简单、快速、准确、灵敏，可

以满足实际检测分析的需要。

参考文献：

[1] 郭萌萌, 李兆新, 谭志军, 等. 分散固相萃取/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

测定水产品中的8 种青霉素残留[J]. 分析测试学报, 2011, 30(9): 

969-975. DOI:10.3969/j.issn.1004-4957.2011.09.004.

[2] 李振 ,  王云建 .  畜禽养殖中抗生素使用的现状、问题及

对策[J] .  中国动物保健 ,  2009,  11(7):  55-57.  DOI:10.3969/

j.issn.1008-4754.2009.07.013.

[3] 葛竹兴 ,  杨海峰 .  动物性食品中抗生素残留及其控制对

策[J] .  中兽医医药杂志 ,  2008,  27(6):  69-71.  DOI:10.3969/

j.issn.1000-6354.2008.06.039.

[4] 马丽苹, 纠敏, 秦翠丽, 等. 微生物抑制法检测牛乳中青霉素类药物

残留的研究[J]. 现代食品科技, 2013, 29(1): 193-196. DOI:10.13985/

j.m.fst.1673-9078.2013.01.028.

[5] 李孝君 ,  李兰 ,  马洁 ,  等 .  电化学免疫法测定猪肉组织中青霉

素的研究[J]. 化学传感器, 2009, 29(1): 25-31. DOI:10.3969/

j.issn.1008-2298.2009.01.006.

[6] 杜根成, 陈陆, 刘涛, 等. 间接ELISA检测抗氨苄青霉素抗体方

法的建立[J]. 动物医学进展, 2005, 26(6): 64-67. DOI:10.16437/

j.cnki.10076-5038.2005.06.017.

[7] LAETITIA M M L, LUC E, IKRAM H, et al. Rapid discrimination 

and determination of antibiotics drugs in plastic syringes using 

near infrared spectroscopy with chemometric analysis: application 

to amoxicillin and penicillin[J]. Journal of Pharmaceutical and 

Biomedical Analysis, 2017, 138(1): 249-255. DOI:10.1016/

j.jpba.2017.02.019.

[8] CHEN Y L, LI X L, YANG M, et al. High sensitive detection of 

penicillin G residues in milk by surface-enhanced Raman scattering[J]. 

Talanta, 2017, 167: 236-241. DOI:10.1016j.talanta.2017.02.022.

[9] 赵军, 朱晨, 王晖. 反相高效液相色谱法同时测定多种β-内酞胺类

抗生素[J]. 山东大学学报: 工学版, 2006, 36(3): 69-72. DOI:10.3969/

j.issn.1672-3961.2006.03.017.

[10] 刘媛. 动物组织中阿莫西林残留的液相色谱分析方法研究[J]. 色谱, 

2003, 21(6): 541-544. DOI:10.3321/j.issn:1000-8713.2003.06.002.

[11] 关翠林 ,  樊月琴 .  高效液相色谱法快速分离测定4 种青霉素类

药物[J]. 山西大同大学学报, 2010, 26(2): 38-40. DOI:10.3969/

j.issn.1674-0874.2010.02.014.

[12] 袁果园, 王云帆, 熊伟. HPLC检测青霉素钠和头孢他啶残留方法的

研究[J].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 2013, 15(1): 1-5. DOI:10.19406/j.cnki.

cqkjxyxbzkb.2013.s1.001.

[13] VICTORIA S, KATIA M, ABUZAR K, et al. Fabric phase sorptive 

extraction of selected penicillin antibiotic residues from intact milk 

followed by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with diode array 

detection[J]. Food Chemistry, 2017, 224: 131-138. DOI:10.1016/

j.foodchem.2016.12.024.

[14] 罗道栩 ,  邓国东 ,  曾田安 ,  等 .  牛奶中氨苄青霉素残留检测方

法研究[J]. 中国兽药杂志, 2002, 36(12): 21-23. DOI:10.3969/

j.issn.1002-1280.2002.12.011.

[15] CASTILLO-GARCÍA  M L,  AGUILAR-CABALLOS M P, 
GÓMEZ-HENS A, et al. Determination of veterinary penicillin 

antibiotics by fast high-resolution liquid chromatography and 

luminescence detection[J]. Talanta, 2017, 170: 343-349. DOI:10.1016/

j.talanta.2017.04.032. 

[16] 王浩, 赵丽, 杨红梅, 等.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测定牛奶中35 种四环

素类、磺胺类、青霉素类、大环内酯类、氯霉素类抗生素残留[J].  

色谱, 2015, 33(9): 995-1001. DOI:10.3724/SP.J.1123.2015.04046.

[17] 黄百芬, 任一平, 蔡增轩, 等. LC-MS/MS测定牛奶中六种青霉

素类抗生素残留[J]. 中国食品卫生杂志 ,  2007, 19(1): 31-35. 

DOI:10.13590/j.cjfh.2007.01.009.

[18] 陈瑞春, 贾海涛, 艾连峰, 等. 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测定牛奶和

奶粉中9 种青霉素类药物残留量[J]. 食品科学, 2011, 32(18): 249-252.

[19] 李玮, 艾连峰, 郭春海, 等. 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同时测定牛

奶和奶粉中的青霉素类药物及其主要酶解代谢产物[J]. 色谱, 2013, 

31(10): 946-953. DOI:10.3724/SP.J.1123.2013.03016.

[20] MARÍA -YSABEL P ,  ROBERTO B,  LOURDES A,  e t  a l . 

Determination of penicillins in milk of animal origin by capillary 

electrophoresis: is sample treatment the bottleneck for routine 

laboratories[J]. Talanta, 2014, 119(15): 75-82. DOI:10.1016/

j.talanta.2013.10.044.

[21] 农业部 .  水产品中青霉素类药物多残留的测定 :  GB 29682—

2013[S]. 北京: 中国标准出版社, 2013.

[22] 张尹, 杨亚玲, 张丹扬, 等. 牛奶中2 种青霉素残留的高效液相

色谱柱前衍生法检测[J]. 分析测试学报, 2010, 29(4): 403-406. 

DOI:10.3969/j.issn.1004-4957.2010.04.019.

[23] 刘创基, 王海, 杜振霞, 等. 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同时测定

牛肉中的青霉素类药物及其代谢产物[J]. 分析化学研究报告, 2011, 

39(5): 617-622. DOI:10.3724/SP.J.1096.2011.00617.

[24] MACAROV C A, TONG L, MARTÍNEZ-HUÉLAMO M, et al. 

Multi residue determination of the penicillins regulated by the 

European Union, in bovine, porcine and chicken muscle, by LC-

MS/MS[J]. Food Chemisry, 2012, 135: 2612-2621. DOI:10.1016/

j.foodchem.2012.06.126.

[25] EVAGGELOPOULOU E N, SAMANIDOU V F.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n HPLC method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six penicillin 

and three amphenicol antibiotics in gilthead seabream (Sparus 
Aurara) tissue according to the European Union Decision 2002/657/

EC[J]. Food Chemisry, 2013, 136(3/4): 1322-1329. DOI:10.1016/

j.foodchem.2012.09.044.

[26] 陈聪, 严慧, 沈保华, 等. 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同时测定全

血中青霉素G及其主要代谢产物[J]. 色谱, 2012, 30(5): 445-451. 

DOI:10.3724/SP.J.1123.2011.11036.

[27] 苏红晓, 檀华蓉, 司雄元, 等. 高效液相色谱快速检测牛奶中青霉素

中间体以及2 种青霉素类药物[J]. 安徽农业大学学报, 2014, 41(1): 

72-75.

[28] 刘莉萍 .  固相萃取 -高效液相色谱 -串联质谱法测定牛乳和猪

肉中5 种青霉素类抗生素[J]. 食品科学, 2014, 35(24): 308-311. 

DOI:10.7506/spkx1002-6630-201424059.

[29] 张燕, 舒平, 阚海勋, 等. 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测定乳制品中

10 种青霉素类抗生素残留[J]. 食品安全质量检测学报, 2015, 6(4): 

1483-1491.

[30] 李一凡, 王凤玲, 肖瑶, 等. 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同时测定

牛乳中3 类15 种抗生素残留[J]. 食品科学, 2015, 36(18): 204-208. 

DOI:10.7506/spkx1002-6630-2015180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