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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中9种农药残留的毛细管气相色谱法测定 

叶江雷 弓振斌 沈爱斯 

(1．厦门大学海洋与环境学院，厦门，361005；2．厦门大学近岸海洋环境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厦门，361005) 

摘 要 建立了用毛细管气相色谱法同时测定茶叶中噻嗪酮、甲胺磷、乙酰甲胺磷、敌百虫、乐果、甲基对硫 

磷、水胺硫磷、三唑磷、伏杀硫磷等9种农药残留量的方法。待测农药残留组分在45℃加热条件下用乙酸乙酯一正 

己烷(1：1，v／v)混合溶剂提取，活性炭固相萃取柱(5mm×75mm，活性炭约40rng)净化，乙酸乙酯一正己烷(6：1， 

v／v)混合液淋洗， 一5毛细管色谱柱(15m×0．53mm，1．5tma)分离，氮磷检测器测定。9种农药残留组分能在 11 

min内很好地分离。样品中添加待测农药标准，回收率为 69．2％～101．4％，方法变异系数4．09％～l6．55％ 

( =6，0．1 t,g／mE)，检出限在0．001～0．027mg／kg(干重)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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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茶叶中多种农药残留的快速测定方法是保 

证茶叶食品安全的关键措施之一。对茶叶中有机 

氯 卜 、拟除虫菊酯n-4 3、有机磷 。 、有机氮 ，8 9] 

等农药残留检测方法的研究已有许多报道。针对目 

前茶叶在收购、生产、品质管理、市场抽样检测等环 

节中遇到的问题，发展多组分快速测定方法受到分 

析工作者的关注。 

本文在课题组以往发展的茶叶中有机磷、有机 

氮农药残留测定方法 的基础上，优化了有机磷和 

噻嗪酮9种农药同时测定的实验条件，研究了方法 

的实际检测能力。结果表明，所建立的方法能较好 

地应用于茶叶中9种农药残留的快速准确测定，满 

足欧盟对茶叶中农药残留水平检测的要求。 

1 实验部分 

1．1 主要仪器与试剂 

Agilent 4890气相色谱仪 (Agilent Technolo— 

gies，USA)，配氮磷检测器(NPD)；SGD一300氮氢 

空发生器(北京东方精华苑科技有限公司)；水浴恒 

温振荡器(常州国华电器有限公司)；Supelco固相萃 

取真空装置(美国Supelco公司)。 

噻嗪酮(99．0％)、三唑磷(99．0％)购 自Chem— 

service公司(美国)；甲胺磷(99．3％)、乙酰甲胺磷 

(97．2％)购 自RdH公司(Laborchemikalien GmbH 

&Co．KG)；敌百虫(95．0％)、乐果(95．0％)、甲基 

对硫磷(99．0％)、水胺硫磷(98．0％)、伏杀硫磷 

(94．0％)购自军事医学科学院。上述农药标准品用 

丙酮配制成3．0~g／mL的标准混合物，使用时再稀 

释至合适浓度。 

正己烷、乙酸乙酯和丙酮为色谱纯(美国 Tedia 

公司)；活性炭为化学纯(120目)，用 3．0 mol／L的盐 

酸浸置过夜，蒸馏水洗涤至中性，于90℃将水分蒸 

干，110℃恒温 3h，备用。 

1．2 样品预处理 

将茶叶样品磨碎，过 20目筛备用。称取0．50g 

于 10 mL具塞试管中，加入 2．0 mL乙酸乙酯 一正 

己烷(1：1， )混合提取液，置于温度为45℃的摇 

床中振荡提取 30 min 。取 1．0 mL提取液，移入 

用 3．0 mL乙酸乙酯预淋洗的活性炭固相萃取柱 

(5mm×75mm，活性炭 40mg)，然后用 10．0 mL乙 

酸乙酯一正己烷(6：1， )混合液淋洗，收集洗脱 

液，用氮气吹扫浓缩至近干，最后用丙酮定容至 1．0 

mL，供气相色谱分析。 

1．3 色谱条件 

HP一5石英毛细管柱 (15m×0．53mm，1．5 

m)；载气高纯氮，流速25 mE／min；氢气流速4 mE／ 

min；空气流速 60 mE／min；柱前压55kPa。 

进样器温度23012，检测器温度25012。程序升 

温：起始温度 6O℃，以 2O℃／rain的速率升温至 

18012。恒温0．5 min，再以 40℃／min的速率升温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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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恒温 3 min后，以40℃／min的速率升温至 

250℃，恒温1 min，至待测组分全部流出。 

采用无分流进样方式，进样量为 1．0 L。 

在上述色谱条件下，标准溶液、样品、样品添加 

标准的色谱图如图1所示。 

A 

4．{)(1 6．o0 8．o0 

保留时问 (rain) 

4，{m 6．{X) 8．o0 

保留时间 (min) 

2．o0 4，o0 6．o0 8．o0 10．o0 

保留时问 (rain) 

图 1 混合标准色谱图(A)，茶叶样品色谱图(B)。 

添加混合标准的茶叶样品色谱图(C) 

1．甲胺磷 2．乙酰甲胺磷 3．敌百虫 4．乐果 5．甲基 

对硫磷 6．水胺硫磷 7．噻嗪酮 8．三唑磷 9．伏杀硫磷 

2 结果与讨论 

2．1 样品预处理条件的优化 

根据文献 的实验结果，选用乙酸乙酯 一正己 

烷(1：1， ／ )混合溶剂为 9种待测组分的提取剂， 

用量为 2．0 mL。 

茶叶样品提取液含有较多色素，色谱分离时对 

待测组分的准确测定有影响，因而需要进行净化。 

文献_5 中使用活性炭固相微柱(5mm×75mm)对待 

测组分进行净化。本实验对活性炭处理条件作了优 

化，确定化学纯活性炭(120目)的处理步骤如下：用 

3M的盐酸浸置过夜，蒸馏水洗涤至中性，90℃将水 

分蒸干，l10℃恒温烘干3h。净化柱的参数为5mm 

×75mm，活性炭用量 40mg。 

本次实验与文献_5]相比，待测有机磷农药残留 

组分数量增加了5种。分别用丙酮，乙酸乙酯，丙酮 
一 乙酸乙酯一正己烷混合液和乙酸乙酯一正己烷混 

合液做淋洗液，研究对待测农药残留组分的净化效 

果。实验结果表明，丙酮或乙酸乙酯净化效果较差， 

茶叶样品中的色素干扰待测组分的准确测定；丙酮 
一 乙酸乙酯 一正己烷和乙酸乙酯 一正己烷混合淋洗 

液净化效果较好，两者的净化效果基本相同。实验 

中选用乙酸乙酯 一正己烷混合液做淋洗液。 

图2所示为不同配比的乙酸乙酯一正己烷混合 

淋洗液对待测组分的淋洗效果。 

一 甲胺磷 一  酰甲胺磷 一 敌百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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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酸乙酯：正己烷 (V：V)(1OmL) 

图 2 不同配比淋洗液对待测农药组分回收率的影响 

实验中还对不同比例混合淋洗液的淋洗体积进 

行了优化。结果表明，对大多数待测组分而言，用 

10 mL混合淋洗液，乙酸乙酯和正己烷的比例为6：1 

时，待测组分的的回收率最高，对茶叶样品中色素等 

干扰物质的分离效果较好。 

2．2 方法的回收率 

准确称取0．5000g茶叶样品6份，在混合提取 

液中添加含有 9种农药组分的标准溶液，使提取液 

中各种农药残留的浓度分别为 0．O0、0．02、0．05、 

0．07、0．10、0．30~g／mL，按 1．2、1．3所述步骤进行 

提取、净化和测定。以色谱峰面积对添加农药标准 

液浓度作图。用线性回归的方法对测得的色谱峰面 

积和标准加入量进行回归。实验结果见表 1。 

准确称取 0．5000 g茶叶样品，加入 2．OmL混 

合提取液以及 9种农药组分的标准溶液，使茶叶样 

品中各农药组分的含量为 0．1~g／mL，按 1．2、1．3所 

述步骤进行提取、净化和测定，计算各农药组分的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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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率。实验结见表 1。 

表 1 标准加入回收实验 

z为样品中农药的浓度(．g／mL)；Y为色谱峰面积。 

表中数据表明，各种组分的添加量与色谱峰面 

积呈线性关系，线性相关系数大于0．99；9种待测农 

药组分的回收率在 69．2％～101．4％之间。说明在 

添加农药标准量的范围内加入标准能以稳定的回收 

率定量回收。 

2．3 方法的精密度 

准确称取 0．5000g茶叶样品 6份，加入含有 9 

种农药组分的混合标准溶液，使各农药组分的浓度 

均为0．1ptg／mL，按 1．2、1．3所述步骤进行提取、净 

化和测定。各组分测定的相对标准偏差分别为：甲 

胺磷 11．43％、乙酰甲胺磷 7．09％、敌百虫 4．09％、 

乐果 5．46％、甲基对硫 磷 12．73％、水胺硫 磷 

6．09％、噻嗪酮 6．35％、三唑磷 12．73％、伏杀硫磷 

16．55％。待测各农药组分的相对标准偏差小于 

17．0％，可以满足痕量农药残留分析的要求。 

2．4 定量检出限 

准确称取 5份农药残留含量较低的茶叶样品， 

按 1．2、1．3步骤进行提取、净化和测定。定义测量 

结果的标准偏差 3倍所对应的浓度为方法的检出 

限。表2列出9种农药残留组分的检出限。表中同 

时列出欧盟对茶叶中最大农药残留限量(EU MRL) 

的要求。 

表 2 方法的定量检出限 

2．5 实际样品分析 

用建立的方法对某茶叶公司不同品种、不同批 

次的原料样品进行分析，测定了花茶、色种、茶梗、细 

茶、铁观音等 5个品种共 8个批次的原料样品，结果 

如表 3所示。结果表明，甲胺磷、敌百虫、乐果、三唑 

磷几乎在所有的批次中均有检出，但只有极少数批 

次高于欧盟标准；伏杀硫磷在所有的批次中均未检 

出；甲基对硫磷虽然只有两个批次被检出，但其中的 
一 个批次高出欧盟标准数倍；水胺硫磷的被检出率 

和被检出的浓度相对较高。 

表 3 茶叶样品中农药残留检测结果 (t~g／kg，干重) 

注： 未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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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 论 

本文建立了同时测定茶叶中噻嗪酮、甲胺磷、乙 

酰甲胺磷、敌百虫、乐果、甲基对硫磷、水胺硫磷、三 

唑磷、伏杀硫磷等9种农药残留量的气相色谱分析 

法。待测农药残留组分在优化的前处理条件下能定 

量回收，方法的检出限为 0．001～0．027mg／kg，回收 

率在 69．2％ ～101．4％之 间，相对标 准偏 差为 

4．09％～16．55％(n=6，0．1t~g／mL)。方法具有操 

作简单、耗时少、灵敏度高和试剂消耗少等特点，能 

满足实际生产过程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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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illary gas chromatographic determination of nine pesticide residues in Chinese tea．Ye Jianglei ， 

Gong Zhenbin ，Shen Aisi (1．College ofOceanography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Xiamen University， 

Xiamen，361005；2，State Key Laboratoryfor Marine Environmetal Science，X~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 

A quantitative method has been established for determination of buprofezin，methamidophos，acephate，tri— 

chlorphon，dimethoate，methlyparathion，isocarbophos，triazophos and phosalone in Chinese tea．The compo— 

nents of pesticide residues were extracted with mixture of acetic ether and n—hexane(1：1， ／ )at 45"C f0r 30 

min．The extract was purified on a solid phase extraction column(5mm×75mm，packed with 40rng active car— 

bon)with mixture of acetic ether and n—hexane(6：1， ／ )as eluant．The eluant was concentrated to near dry 

and re—dissolved in acetone．Purified residues were separated on I-IP一5 capillary column(15m×0．53mn，1．5 

／,m)and detected by nitrogren—phosphorus detector．Nine pesticide residues were analyzed in 11 min．The 

recoveries were in the range of 69．2％～101．4％．The RSDs were 4．09％～16．55％ (n=6，0．1~g／mL)and 

the detection limits were 0．001～0．027mg／kg(dry weight)． 

第九届全国化学传感器学术会议在扬州大学召开 

由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分析仪器学会、中国化学会、江苏省化学化工学会应用化学专业委员会主 

办，扬州大学、湖南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和江苏电分析仪器厂联合承办的“第九届全国化学传感器学术 

交流会”2005年4月8日一11日在扬州大学召开。本次会议受到化学传感器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 

的高度重视，共收到60所高校及研究所的投稿，内容涉及离子敏、气敏、光敏、生物敏、湿敏、电化学压 

电晶体及表面声波传感器；生物芯片及微流控芯片；纳米传感器件；扫描探针；磁性材料传感器；表面 

等离子体共振；敏感器件制造技术；远程测量和监控；传感器的信号处理；化学传感器的产业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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