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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ChERS-气相色谱-串联质谱-同位素内标法
快速测定茶叶中氟虫腈及其代谢物残留量

倪韵晨1，徐小民2,*，黄百芬2，徐美佳2，李祖光3,*
（1.浙江工业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4；2.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理化毒理所，浙江 杭州 310051；

3.浙江工业大学化学工程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4）

摘  要：采用QuEChERS前处理技术，建立气相色谱-三重四极杆串联质谱联用仪测定茶叶中氟虫腈及其代谢物残

留量的分析方法。样品添加氟虫腈-13C2,
15N2同位素内标后，用水浸润后乙腈提取，NaCl、无水MgSO4盐析脱水， 

N-丙基乙二胺和石墨化碳黑净化，多反应离子监测模式测定，内标法定量。氟虫腈及其代谢物在0.4～100 μg/L范围

内呈良好线性关系，相关系数（r2）均不小于0.995，定量限均为1 μg/kg，在4 个添加水平（1、5、20、200 μg/kg）
下的加标回收率为76.72%～96.53%，相对标准偏差（n=6）为4.76%～13.07%。该方法简单、灵敏、准确，适用于

茶叶中氟虫腈及其代谢物的快速定量测定，方法的灵敏度满足日本、欧盟的残留限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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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ck Determination of Residues of Fipronil and Its Metabolites in Tea by QuEChERS Coupled with  

Gas Chromatography-Tandem Mass Spectrometry with Isotope Internal Standard Calib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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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quick, easy, cheap, effective, rugged and safe (QuEChERS) technique, a method for the simultaneous 

determination of the residues of fipronil and its metabolites in tea was developed by gas chromatography-tandem mass 

spectrometry (GC-MS/MS). The samples were added with the internal standard of fipronil-13C2,
15N2, and then extracted 

with acetonitrile after water soaking. The extract was dehydrated with sodium chloride (NaCl) and anhydrous magnesium 

sulfate (MgSO4) and purified by dispersive solid phase extraction with N-propyl ethylenediamine (PSA) and graphite 

carbon (GCB) sorbents. The analytes were detected by tandem mass spectrometry using multiple reaction monitoring 

(MRM), and quantified by the internal standard method. A good linearity in the concentration range of 0.4–100 μg/L  

with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R2) > 0.995 was observed. The limits of quantification (LOQs) for both fipronil and its 

metabolites were 1 μg/kg. The recoveries of fipronil and its metabolites at four spiked levels (1, 5, 20 and 200 μg/kg) were in 

the range of 76.72%–96.53% with relative standard deviations (RSDs, n = 6) between 4.76% and 13.07%. The method was 

found to be simple, sensitive, accurate and suitable for the rapid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fipronil and its metabolites in tea. Its 

sensitivity could meet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residual limitation of the EU and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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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虫腈是一种苯基吡唑类杀虫剂，主要用于杀灭土

壤中鞘翅目害虫的幼虫，同时用以消除蚤、虱、蜱、蟑

螂及螨等昆虫[1-2]。氟虫腈通过环境或生物转化会产生氟

甲腈、氟虫腈亚砜和氟虫腈砜等代谢物[3-4]。有研究表明

其代谢物相对于氟虫腈具有更持久的稳定性[5]，且经过对

氟甲腈、氟虫腈亚砜和氟虫腈砜3 种代谢物的研究表明，

其毒性高于氟虫腈原药[6]，因此，氟虫腈的代谢物更容易

导致食品中的农药残留问题[7-8]。各国对氟虫腈的限量值

作了严格规定，其中日本与欧盟茶叶中的限量值分别

为2 μg/kg[9]与5 μg/kg[10]，且只限于氟虫腈而不涉及其

他代谢物。我国GB 2763—2016《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

限量》制定了氟虫腈在蔬菜、除糙米外的谷类等农产

品中的限量值分别为20 μg/kg与100 μg/kg，并以氟虫

腈、氟甲腈（MB46513）、氟虫腈砜（MB46136）、

氟虫腈亚砜（MB45950）之和计算 [11]，但没有规定茶

叶中氟虫腈的限量值。氟虫腈内标与氟虫腈及其代谢

物化学结构式见图1。

F3COS

H2
13N

15N13C

13C
N

N

Cl

CF3

Cl

-13C2,15N2
3 

N
N

CN

H2N

R1

Cl

CF3

Cl

CF3

SCF3

SOCF3

SO2CF3

R1

图 1 氟虫腈-13C2,
15N2同位素内标与氟虫腈及其代谢物的化学结构式

Fig. 1 Chemical structures of fipronil-13C2,
15N2, fipronil and its metabolites

茶叶中氟虫腈及其代谢物的检测方法有气相色

谱法[12-13]、气相色谱-质谱（gas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GC-MS）联用法[14-15]、气相色谱-串联质

谱（gas chromatography-tandem mass spectrometry，GC-

MS/MS）法 [16]和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 [17]等。提取溶

剂主要包括丙酮-正己烷混合溶剂[12,14-15]或乙腈[13,16-17]。 

前处理主要采用固相萃取 [8,12-13,15-16]或固相微萃取 [14]。

除了周昱等 [14]开发的固相萃取前处理技术与GC-MS

的检测方法可同时定量检测氟虫腈及其代谢物，其他

方法只能定量检测氟虫腈一种成分。现有方法主要为

外标法定量，外标法对操作条件的稳定性和进样的重

现性要求较高。荣杰峰等 [15]采用固相萃取-GC-MS法

检测氟虫腈的定量限为1 μg/kg，周昱等 [14]采用固相

微萃取-GC-MS法检测氟虫腈及其代谢物的定量限为 

1～4 μg/kg。虽然可通过高灵敏度的分析仪器或者大体积

进样以降低定量限[15]，然而更多的进样量可能导致严重

的基质效应或者仪器污染等问题。

QuEChERS技术[18-19]自发明以来广泛应用于植物源

性食品农药残留分析，以乙腈作为提取溶剂，前处理时

间短且操作过程简单。采用同位素内标法定量，一定程

度上消除了操作条件的变化所引起的误差，测定结果准

确，可同时定量检测氟虫腈及氟甲腈、氟虫腈砜、氟虫

腈亚砜3 种代谢物。除此之外，QuEChERS技术与抗干扰

能力强的二级质谱联用，不仅克服了基质的干扰和假阳

性问题，并且使二级质谱的优点得到充分发挥[15]。本方

法采用氟虫腈-13C2,
15N2同位素内标（化学结构见图1）法

对茶叶中氟虫腈及其代谢物进行QuEChERS-GC-MS/MS

定量测定。在较简单、快速的前处理条件下完成对氟虫

腈及其代谢物的准确定量，氟虫腈及其代谢物的方法的

定量限均可达到1 μg/kg，能够满足欧盟与日本的残留限

量要求的同时，适合于茶叶中痕量氟虫腈及其代谢物残

留的快速分析。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试剂

氟虫腈、氟甲腈、氟虫腈砜、氟虫腈亚砜（纯度＞95%） 

德国Dr. Ehrenstorfer公司；氟虫腈-13C2,
15N2（同位素内标，

纯度＞98%） 加拿大TRC公司；乙腈、丙酮（均为色

谱纯） 美国Fisher Chemical公司；环己烷（色谱纯） 

美国贝克公司；NaCl（分析纯） 广东光华科技公司；

无水MgSO4（分析纯） 江苏永华化学科技公司；N-丙

基乙二胺（N-propyl ethylenediamine，PSA，分析纯）  

天津博纳艾杰尔科技公司；石墨化碳黑（graphite carbon 

black，GCB，分析纯） 美国Supelco公司。

1.2 仪器与设备

TQ-8040 GC-MS/MS联用仪 日本岛津公司；高速

粉碎机 温岭市林大机械公司；KQ-500DE型数控超声波

清洗器 昆山市超声仪器有限公司；WH-861旋涡混合器  

太仓华利达实验设备有限公司；MTN-5800氮吹浓缩装置 

天津市津南八里台微电子公司；V-125AllegraTM X-22R离

心机 德国Beckman Coulter公司；HC-3018高速离心机 

安徽中科中佳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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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方法

1.3.1 GC条件

色谱柱：Rxi-5Sil（30 m×0.25 mm，0.25 μm）；

升温程序：50 ℃保持1 min，以20 ℃/min升至200 ℃，

以40 ℃/min升至250 ℃，保持3 min，以40 ℃/min升至

280 ℃，保持6 min；进样口温度：240 ℃；载气（He）

压力70 psi，进样量1 μL；不分流进样。

1.3.2 MS/MS条件

电子电离源；多反应离子监测（multiple reaction 

monitoring，MRM），离子源温度为200 ℃；接口温度为

250 ℃；溶剂延迟为6 min。氟虫腈及其代谢物的保留时

间、定量离子和定性离子见表1。

表 1 氟虫腈及其代谢物的GC-MS/MS分析条件参数

Table 1 Analytical parameters of fipronil and its metabolites by GC-MS/MS

序号 化合物
保留

时间/min
m/z 碰撞

能量/eV母离子 子离子

1 氟甲腈 10.4 388 333*/231 18/27

2 氟虫腈亚砜 11.2 420 255*/351 18/15

3 氟虫腈 11.3 367 213*/255 28/22

4 氟虫腈-13C2,
15N2 11.3 373 215*/259 28/22

5 氟虫腈砜 12.1 383 255*/213 24/36

注：*.定量离子对。

1.3.3 基质匹配校准曲线 

氟虫腈及其代谢物混合标准使用溶液：用丙酮配

制成1 000 mg/L的单一标准储备液，再用环己烷-丙酮

（1∶1，V/V）逐级稀释，配制成2.00 mg/L的混合标准使

用溶液。

氟虫腈-13C2,
15N2内标使用液：用丙酮配制成1 000 mg/L 

的内标储备液，再用环己烷-丙酮（1∶1，V/V）逐级稀

释，配制成2.00 mg/L的内标使用溶液。

基质校正曲线：用质量浓度为0、0.4、0.8、1.0、

2.0、5.0、10.0、20.0、50.0、100.0 μg/L的系列标准溶液

各1 mL，分别溶解于经过净化氮吹至近干后的空白样品

基质，同时分别添加氟虫腈-13C2,
15N2内标使用液10 μL，

配制基质匹配系列校正溶液。以氟虫腈及其代谢物的质

量浓度与内标的质量浓度比为横坐标（X），氟虫腈及

其代谢物仪器检测的峰面积与内标的峰面积比为纵坐标

（Y），制作基质校准曲线。

1.3.4 样品前处理 

样品预处理：茶叶样品经粉碎机粉碎混匀，制备好

的试样装入洁净食品塑料袋中保存。

提取：称取2 g（精确至0.01 g）样品至50 mL离心

管中，加2.00 mg/L氟虫腈-13C2,
15N2内标使用液50 μL，

加2 mL水和10 mL乙腈，涡旋10 min，超声10 min，加

1 g NaCl和2 g MgSO4，混匀，8 000 r/min离心2 min。

净化：取全部上清液至已添加200 mg无水MgSO4、

PSA和GCB的10 mL塑料离心管中，涡旋1 min，8 000 r/min 

离心2 min。取净化液2 mL于玻璃试管中，氮吹至近干，

用1 mL环己烷-丙酮（1∶1，V/V）溶解残渣，3 000 r/min

离心2 min，取上清液，待测。

1.4 数据统计及图表绘制

以氟虫腈为例，其内标法的计算方法为以1.3.3节

方法制作的基质标准曲线对未知含量的样品进行定量，

标准曲线通用表达式见式（1），x、y具体计算见式

（2）、（3）：

y ax b （1）

y
Af

Af-IS
 （2）

x
xf

xf-IS
 （3）

式中：a为斜率；b为截距；y为氟虫腈峰面积（Af）

与氟虫腈-13C2,
15N2（Af-IS）内标的峰面积比值；x为氟虫腈

含量（xf）与氟虫腈-13C2,
15N2（xf-IS）内标的含量比值。

因样品中提前加入了确定浓度的氟虫腈内标，故未

知浓度的样品中氟虫腈含量计算见式（4）：

b
xf xf-IS

Af

Af-IS
a

 （4）

本研究的氟虫腈及其代谢物的定量计算按照 

G B  2 7 6 3 — 2 0 1 6 的 要 求 ， 以 氟 虫 腈 、 氟 甲 腈

（MB46513）、氟虫腈砜（MB46136）、氟虫腈亚砜

（MB45950）之和计算[11]，见式（5）：

xA x1 x2 x3 x4 （5）

式中：xA为氟虫腈及其代谢物的总含量；x1、x2、

x3、x4分别为氟甲腈、氟虫腈亚砜、氟虫腈与氟虫腈砜的

含量，该含量均为内标法计算得到。

根据所得数据，柱状图采用GraphPad Prism 5软件制

作完成。

2 结果与分析

2.1 样品前处理方法的优化

除乙腈外，丙酮是QuEChERS法中另外一种较为常

用的提取溶剂。与乙腈相比，丙酮挥发性更强，大大缩

短了样品浓缩所需的时间[20]。付晓芳等[13]研究了乙腈和

丙酮对茶叶中氟虫腈的提取回收率，均获得了满意的结

果（81.49%～94.43%）。本实验的被测物包括氟虫腈及

3 种代谢物，实验中对比考察乙腈、丙酮及两者组成的

混合溶剂对茶叶中氟虫腈及其代谢物的提取效果。在

添加量25 μg/kg的条件下，分别比较乙腈-丙酮为1∶0、

1∶1、2∶8（V/V）的混合溶剂对茶叶的提取效果，结果

见表2，3 种提取液均符合回收率要求，但丙酮比例高

时，提取液颜色较深，杂质较多，故选择纯乙腈作为提

取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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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配比溶剂对茶叶中氟虫腈及其代谢物的提取回收率（n=3）

Table 2 Recoveries of fipronil and its metabolites in tea extracted with 

different solvents (n = 3)

序号 化合物

乙腈 乙腈-丙酮（1∶1，V/V） 乙腈-丙酮（2∶8，V/V）
平均

回收率/%
相对标准
偏差/% 

平均
回收率/% 

相对标准
偏差/%

平均
回收率/%

相对标准
偏差/%

1 氟甲腈 90.5 3.4 97.3 2.2 99.8 5.0

2 氟虫腈亚砜 90.5 4.0 83.9 2.7 99.9 4.2

3 氟虫腈 95.1 7.2 98.6 1.1 95.9 3.7

4 氟虫腈砜 93.6 4.0 104.8 3.6 107.7 1.9

PSA通过阴离子交换吸附蛋白质、糖类和极性较高

的酸性物质[21]。在净化茶叶过程中，PSA具有去除茶叶

中色素和长链脂肪酸等干扰物质的良好效果[22-24]。且各

种农药的回收率与PSA用量之间相关性不大，考虑茶叶

样品的复杂性，参照原始QuEChERS方法的用量，将PSA

的用量定为每1 mL提取液使用25 mg PSA净化[25]。为了加

强仪器的维护，在PSA的基础上再加上一种吸附剂——C18 

或GCB[26]。GCB作为非极性吸附剂，能够有效去除疏水

性的化合物，如色素和甾醇等[27]。考虑到GCB具有良好

的去除茶叶色素的能力，实验比较了加入GCB的净化效

果。如图2所示，GCB能有效去除茶叶中的色素。根据回

收率和基质效应优化，分散固相萃取填料的用量为PSA 

200 mg和GCB 200 mg。

a b

a. PSA与GCB净化后；b.仅用PSA净化后。

图 2 不同净化条件下的提取液对比 

Fig. 2 Comparison of extracts purified under two different cleaning conditions

2.2 内标特征离子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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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氟虫腈及其代谢物（5 μg/kg）的基质加标MRM色谱图

Fig. 3 MRM chromatograms for matrix-matched standards of fipronil 

and its metabolites (5 μg/kg)

氟虫腈-13C2,
15N2同位素内标与氟虫腈无法用色谱

分开（图3），且两者之间只差4 个质量数，从图4和

图5可以看出，内标的基峰m/z  371会受氟虫腈同位素

峰的干扰，本实验采用同位素内标质谱次高峰m/z 373

作为母离子建立MRM条件，以消除氟虫腈同位素峰

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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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氟虫腈全扫描质谱图

Fig. 4 Full-scan mass spectrum of fipron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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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氟虫腈-13C2,
15N2全扫描质谱图

Fig. 5 Full-scan mass spectrum of fipronil-13C2,
15N2

2.3 基质效应

质谱分析中基质干扰物会影响目标化合物的离子

化，造成目标化合物仪器响应信号的增强或抑制[28]。在

相同加标水平下，基质效应计算公式如下：

/%
B
A 100 （6）

式中：A为纯溶剂中农药的响应值；B为样品基质中

添加的相同含量农药响应值；基质效应＞100%时，为

基质增强；基质效应＜100%时，为基质抑制；基质效 

应=100%时，无基质增强或抑制效应[29-30]。一般情况下，

基质效应在80%～120%范围内为宜。

采用上述方法衡量茶叶基质对氟虫腈及其代谢物仪

器测定值的影响，空白基质提取液采用1.3.3节的处理方

法制备，比较25、200 μg/kg两个添加水平下基质匹配标

准溶液和溶剂标准溶液中被测物的仪器检测峰面积，每

个平行测定3 次。

结果表明，茶叶中氟虫腈及其代谢物在2 种不同添

加量（25、200 μg/kg）下的基质效应在84.7%～111.7%

（图6），因此，本实验采用基质标准曲线以提高氟虫腈

及其代谢物定量分析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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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不同添加量氟虫腈及其代谢物的基质效应

Fig. 6 Matrix effects of fipronil and its metabolites at two different 

spiked concentrations

2.4 线性范围与定量限

系列基质标准工作溶液采用1.3.3节的方法制备，

并制作基质匹配的校准曲线。结果见表3，氟虫腈及其

代谢物在0.4～100 μg/L范围内线性关系良好，相关系数

（r2）均不小于0.995。氟虫腈及其代谢物检出限和定量

限分别按信噪比3和10计算，结果均分别为0.3 μg/kg和 

1 μg/kg。定量限水平基质加标的色谱图见图7，采用本方

法前处理净化，GC-MS/MS测定，茶叶基质未见明显干

扰峰。

表 3 氟虫腈及其代谢物的基质标准曲线的回归方程、 

相关系数和线性范围

Table 3 Regression equation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and linear 

rangers for matrix-matched fipronil and its metabolites

序号 化合物 线性方程
相关系数
（r2）

线性范围/
（μg/L）

检出限/
（μg/kg）

定量限/
（μg/kg）

1 氟甲腈 y=0.048 0x＋0.009 59 0.995 0.4～100 0.3 1

2 氟虫腈亚砜 y=0.053 2x－0.010 2 0.996 0.4～100 0.3 1

3 氟虫腈 y=0.029 3x＋0.020 7 0.997 0.4～100 0.3 1

4 氟虫腈砜 y=0.048 4x＋0.016 8 0.997 0.4～100 0.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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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氟虫腈及其代谢物基质加标1 μg/kg MRM色谱图

Fig. 7 MRM chromatograms of matrix-matched standards (1 μg/kg) of 

fipronil and its metabolites

2.5 精密度与回收率实验结果

空白茶叶样品中分别添加1、5、20、200 μg/kg

的氟虫腈及其代谢物，按照1 .3 .4节的方法进行加标

实验（n=6），计算加标回收率，结果见表4。方法

的平均回收率为76.72%～96.53%，相对标准偏差为

4.76%～13.07%。

表 4 茶叶中氟虫腈及其代谢物的平均回收率和相对标准偏差（n=6）

Table 4 Recoveries and RSDs of fipronil and its metabolites in tea (n = 6)

序号 化合物
添加量/

（μg/kg）
平均

回收率/%
相对标准
偏差/%

1 氟甲腈

1 76.72 9.67

5 87.50 11.92

20 86.49 11.85

200 90.59 7.73

2 氟虫腈亚砜

1 79.45 9.05

5 83.20 13.07

20 84.73 12.25

200 88.41 7.95

3 氟虫腈

1 84.80 10.30

5 96.53 7.61

20 96.22 4.76

200 87.80 5.83

4 氟虫腈砜

1 77.80 9.49

5 88.10 9.54

20 88.72 12.50

200 88.70 8.02

2.6 实际样品检测结果

随机抽取市售的茶叶200 份，应用建立的方法对样

品进行测定，结果如图8所示，在某一茶叶样品中检出氟

虫腈及其代谢物总计27.18 μ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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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氟虫腈及其代谢物的阳性样品MRM色谱图

Fig. 8 MRM chromatograms of fipronil and its metabolites in  

positive samples

3 结 论

本实验采用QuEChERS技术，建立茶叶中氟虫腈

及3 种代谢物准确、快速的定量测定方法。本方法涵

盖了GB 2763—2016及欧盟和日本的限量规定中氟虫腈

的全部残留标志物检测，并通过提取试剂和净化吸附

剂的优化，降低了基质干扰，简化了前处理，同时采

用同位素内标法定量，保证结果的准确性和稳定性，

GC-MS/MS的高灵敏度检测，可以满足目前国内外的

茶叶中氟虫腈及其代谢物残留的限量要求。经方法学

验证，该方法回收率为76.72%～96.53%，相对标准偏

差为4.76%～13.07%，相关系数（r2）均不小于0.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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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虫腈及其代谢物检出限和定量限分别为0.3 μg/kg和 

1 μg/kg，说明回收率、精密度、线性、定量限等均满足

残留检测方法确认的要求，适用于茶叶中氟虫腈及其代

谢物的快速定量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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