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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氟罗里硅土／活性炭混合拄拄层析净化方法，以 HP一5毛细管柱、电子捕获检测器(ECD)的气相色谱 

(Gc)方 法测定 了茶叶中六六六 、三 氯杀螨醇 、滴滴 涕、联苯 菊酯、甲氰菊酯 、氯氰 菊酯 和氰戊 菊酯 等多种农 药残 留 

所建立方法的分析结果与外检结果基本一致．方法具有溶剂使用量少、净化效果好、操作简便、快速等特点，可满足 

茶叶中多种农药残 留检测的需要． 

关键词 ：茶叶；农药残留；气相色谱 

中图分类号 ：O 657．7 文献标识码：A 

茶叶是我国的重要 出口产品之一 ，据报每年出 

口约 20万吨，创汇 3亿元以上．但我国茶叶的农药 

残留量超标问题严重，欧盟已将我国列入农药残留 

或潜在水平较高的国家之一 ，并加大 了从我 国进 口 

茶叶的监控 lJ．欧盟(EU)从 2000年 7月 1日开始 

对茶叶的农药最高残留限量(MRL)执行新标准 ，如 

增加 了甲氰菊酯、优乐得的检测项 目，三氯杀螨醇限 

量从 2O．0 mg／kg降到 0．1 mg／kg，氰戊菊酯、联苯 

菊酯的限量分别从 10．0 mg／kg和 5．0 mg／kg降 到 

0．1 mg／kg等 等 ]．在 我 国 加入 世 界 贸 易组 织 

(wT0)后，除了采取必要的农业措施，降低茶树、土 

壤和灌溉水中的农药残留量，以及尽快制定和修订 

我 国现有的行业标准- 外，还需要及时发展茶叶及 

茶叶制品中多种农药残留的快速检测方法，以便加 

大对茶叶中农药残 留量 的监控力凄 ，适应世界贸易 

市场的需要． 

茶叶中农药残留测定方面的报道不多．黄雅俊 

等- 以CBP1 M25 025毛细管柱为分离柱，G0EcD 

测定了茶叶中 7种常见的不同性质的农药残留组 

分 ，但使用毒性较大 的苯作为提取剂及洗脱剂．本 

文采用正己烷和丙酮组成的混合溶剂(97．5：2．5， 

V／V)提取、氟罗里硅土／活性炭混合柱柱层析和石 

油醚和乙酸乙酯(9：1．V／V)为洗脱液的方法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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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测样品 ，最后用 HP 5毛细管柱分离 、电子捕获检 

测器(EcD)检测的气相色谱法测定茶叶中六六六、 

滴滴睇、三氯杀螨醇和菊酯类农药残 留．整个分析 

流程的时间大约为 4 h，经一年多对不同样品的分 

析，以及部分样 品外检 互校，证 明该 方法 是一种简 

便 、实用和快速的茶叶农残测定方法． 

1 实验部分 

1．1 主要仪器和试剂 

HP5890气相色谱仪(美国惠普公司)，电子捕 

获检测器(EC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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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己烷 为优级纯，石油醚、丙酮 、乙酸 乙酯为分 

析纯．所用溶剂全部经过全玻璃蒸馏装置重蒸馏 

(石油醚中加入少量氢氧化钠；乙酸乙酯先用少量无 

水硫酸钠及碳酸钾处理后再重蒸 )．氟罗里硅土购 

于美国 Supelco公司，650℃灼烧 6 h，冷却后储于 

干燥密闭容器中备用，使用前于 1 30℃活化 4 h．活 

性炭为化学纯，经过浓盐酸处理． 

六六六 、p六六六 、 六六六 、孚六六六、O，P。。 

DDT、P． DDT、P，p DDD、P， 一DDE、氰戊 菊 

酯(2种异构体)等 9种标准购于国家标准物质研究 

中心，三氯杀螨醇、甲氰菊酯、氯氰菊酯(4种异构 

体)、联苯菊酯等 4种农药标准购于农业部环境保护 

科研监测所，标准样品纯度均高于 99 ． 

将上述农药标准品用正己烷配制成一定浓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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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台标准．混合标准中I1-六六六， 六六六、 六六 

六、昌六六六、0，p'-DDT、P，p DDT、P， DDD、 

P，p'-DDE、三氯杀螨醇浓度为 20．0 ng／mL，氰戊 

菊酯、甲氰菊酯、氯氰菊酯、联苯菊酯浓度为 100．0 

ng／mL． 

1．2 分析步骤 

1)样品提取 

茶叶样品磨碎、过 20目筛备用，称取 2．50 g于 

50 mL具塞锥形瓶 中，加^ 1 0 mL正 己烷／丙酮混 

合提取液(97．5：2．5，V／V)，置于温度为 40～45 

℃的摇床中振荡 40 rain． 

2)样品净化 

玻璃层析柱(5 rfll'i1×70 mm)内装约 300 mg的 

氟罗里硅土，柱头加约 15 nag的活性炭，用 5．0 mL 

石油醚／乙酸乙酯(9 j 1，V／V)洗脱液预淋洗柱子． 

吸取 1．0 mL依 1．2．1项操作的样品提取液注八层 

析柱 ，用 25．0 mL的石油醚／乙酸 乙酯(9：1，V／V) 

混台液洗脱，收集淋洗液；然后用高纯氮气吹扫浓缩 

近干，加 2．0 mL正己烷再吹扫浓缩至 1．0 mL，制 

成色谱分析用样品． 

3)色谱条件 

HP一5石英毛细管柱 (30 m×0．32 mill×0．25 

m)，高纯氮气(>99．999 )为载气 ，进样器温度 

250℃，检测器温度 300℃，柱前压 55 kPa．柱升温 

程序 ：起始温度 75℃ ，恒温 2 rain后 以 2 ℃／rain 

的速率升温至 200℃ ，恒温 2 min后再以 6℃／rain 

的速率升温至260℃，继续恒温 15 min至待测样品 

组分全部流出． 

4)定性及定量方法 

根据农药标准品的保留时间定性，采用外标法 

定量． 

2 结果与讨论 

2．1 提取条件的选择 

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一般只涉及到一种或几种 

化学性质相近的农药残留组分的检测，对茶叶中菊 

酯类农药残留的检测目前还没有相应的标准，只能 

参照食品中该类农药残留的测定方法 ]．行业标准 

中规定六六六 、DDT残 留量用 100 mL的丙 酮／石 

油醚(1：4)混合提取液提取，用索氏提取法抽提 4 

h[6]；黄雅俊等“ 先用 80 mL苯／丙酮混合液振荡提 

取茶叶样品 2 h，残渣再加八60 mL苯／丙酮混合液 

振荡提取 1．5 h．上述方法普遍存在操作时间长、溶 

剂消耗量大等同题．综合本工作中待测农药残留组 

分的物理化学性质 以及操作的安全性和环境意 

义，实验中我们拟定采用毒性比苯小的正己烷为待 

测农残的提取液，加^少量丙酮以增大待测组分的 

提取效率． 

实验结果表明，以 10．0 mL正己烷／丙酮混合 

液(97．5：2．5，V／ )提取样品，提取温度为 4O～45 

℃时，40 min即可将 待测农残组 分全部溶 出．样 品 

经振荡提取 40 min的测定结果与样品浸取过夜提 

取“ 方法的结果相比，二者的结果基本一致 ，说明样 

品在 40～45℃振荡提取 40 rtlin可将待测农药残留 

物提取完全．作者在实验中还比较了提取温度对提 

取效率的影响，发现温度为 40--45℃之间较好，温 

度太低提取效率不高，而温度太高时提取溶剂损失 

较严重 ，同时也会造成待测组分的分解． 

实验还发现，当丙酮加^量超过 5 时，茶叶中 

的色素提取太多而影响样 品净化的效果． 

2．2 净化条件的选择 

测定茶叶中农药残留时，茶叶中的色素会干扰 

气相色谱对待测组分的分离和襁I定，因而在襁I定前 

要经过净化步骤．常见的净化方法有液一液分配法、 

硫酸磺化法以及柱层析法等．液 液分配法需耗费 

大量有机溶剂而且净化效果不佳 ；硫酸磺化净化 法 

是茶叶中六六六 、DDT测定的行业标准方法 ，特点 

是快速，准确，但该方法不适用于检测菊酯类农药 ； 

相比之下柱层析法是一种快速、简便的净化方法． 

实验中曾先后选用硅藻土、中性氧化铝 、活性炭 

等填充料进行待测样品的净化．硅藻土及活性炭在 

去除杂质、消除干扰方面效果较差；而中性氧化铝恬 

性太强时，吸附作用太大，使待测物质无法完全洗 

脱，而降低氧化铝活性时，色素容易洗脱而无法达到 

净化的 目的．考虑到待测组分与干扰组分的分离及 

待测组分在净化过程的回收率，选用氟罗里硅土和 

活性炭混合填充．填充时层洗柱主要以氟罗里硅土 

充填，上部加少量的活性炭．活性炭的主要作用是 

吸附样品中的色素． 

实验比较了用正己烷单一溶剂和用几种不同混 

合溶剂洗脱待测农残组分的效果．结果发现正己烷 

对净化六六六、DDT效果较好，但对于菊酯类农药 

结果不甚理想；而正己烷／丙酮(97．5：2．5，V／V)、 

正 己烷／石油醚(8：2，W V)、正 己烷／石油醚／乙酸 

乙酯(7；10：3 V／V／ )、石油醚／乙酸乙酯(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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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混合标准(a)色谱图、茶叶样品．(b)色谱图、添 

加混合标准的茶叶样品，(c)色谱图 

1． 六六六 ；2 3-六六 六 ；3． 六 六 六 ；4 六 

六六；5．三氯杀螨醇；6． ， -DDE 7． ． 一 

DDD,8．o， 一DDT 9．p， ．_DDT；10．联苯菊 

酯；11．甲氰菊酯；12．氯氰菊酯-1I 13．氯氰菊 

醣一2；14．氯氰菊醇一3；15．氯氰菊醇一4；16．氰 

戊菊醅一1；17．氰戊菊醇一z 

Fig．1 Chromatogram of pest~ide standards(a)，tea 

(b)and spiked tea sample(c) 

V／V)等几种的混合洗脱剂淋洗的结果则表明：正己 

烷／丙酮(97．5：2．5，V／V)混合洗脱液加入层析柱 

后，色素很快被洗脱下来，而其他三种混合洗脱剂以 

25 mL石油醚／乙酸 乙酯(9：l，V／V)净化效果最 

好，不仅保证了六六六、DDT的定量回收和净化效 

果，三氯杀螨醇及菊酯类农药残留组分的净化和回 

收效果也令人满意． 

2．3 色谱分离与测定 

文中选用 HP 5石英毛细管柱为分离柱，确定 

了同时测定茶叶中的多种农 药残 留组分的条件．图 

l为混合标准、茶叶样品以及添加混合标准的茶叶 

样品的色谱图． 

2．4 方法的精密度 

为了考察方法对各待测组份测量的精密度，考 

虑到实际样品中某些组份 的含量过低而无法检 出， 

我们在实际样品中添加一定量的农药标准物质，用 

添加标准后的样品进行精密度实验． 

准确称取 2．50 g茶叶样品 5份，定量加入农药 

标准物质后 ，再加入 10．0 mL正 己烷／丙 酮混合 提 

取液，按 1．2．1的步骤进行 目标分析物的提取，然后 

平行移取 1．0 mL提取液 5份，按 1．2．2、1．2．3、 

1．2．4步骤进行待测样品的净化、分析 ，结果列入表 

1．实验结果表明，测定 的十三种组分 的相对标准偏 

差小于 l3．7 ，可以满足痕量组份测定的要求． 

2．5 样品加标回收实验 

为了考察方法的准确度，进行了标准加入回收 

实验．实验分两个方面进行：首先验证不同含量的 

农药标准物质在分析流程中的回收情况，以说明不 

同含量的待测组份在分析过程中可以定量回收，而 

不因目标分析物的含量高或低而有不同的回收率， 

尤其是在氟罗里硅土层析柱上的保留和洗脱不同； 

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验证标准加入的回收情况． 

称取 2．50 g茶叶样品5份于5OmL锥形瓶中， 

按一定浓度梯度变化分别加入待测农药标准以及正 

己烷／丙酮混合提取液，提取液体积为 10．0 mL；然 

后按 1．2．1、1．2．2、1．2．3、1．2．4的操作进行样品的 

提取、净化以及气相色谱法测定，并计算出样品中标 

准加入回收情况．表2列出了样品中标准加入量的 

范围，同时还列出了标准加入量在该范围变化时，各 

加入量与回收量之间的线性相关的参数．实验的结 

果表明，样品在所加标准浓度的范围内，加入的标准 

能呈线性回收，即当加入量在一定范围变化时待测 

组分能以稳定的回收率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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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方法的精密度 

Tab．1 Precision of the method ( 一 5) 

表 2 样品添加标准回收曲线 

Tab．2 Recovery parameters from standard spiked samples 

准确称取 2．50 g茶叶样品2份．其中一份样品 

不加标准物质，而另一样品中分别加人 六六六、 

六六六、7一六六六、d六六六、o，pi_DDT、P，P 一 

DDT、p，p'-DDD、P，p DDE
、三氯杀螨醇 200 ng， 

以及氰戊菊酯、甲氰菊酯、氯氰菊酯、联苯菊酯 l 000 

ng，然后再分别于样品和加标后的样品中加人 10．0 

mL正己烷／丙酮混合提取液{按 1．2．1的步骤进行 

目标分析物的提取，按 1．2．2、l_2．3、1．2，4步骤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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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样品分析结果比较(mg／kg) 

Tab．4 Comparison of analytical results with tWO different methods(mg／kg) 

*：假定外检方法的数据为真值；**ND：未检出 

行待测样品的净化、分析．样品和加标样品的测定 

结果如表3所示．表中同时还列出了农药标准加入 

回收结果．实验结果表明，加入的农药标准均能定 

量回收，回收率在 72 ～100 之间，可以满足痕量 

分析的要求． 

2．6 样品测定结果 

为了进一步验证方法的准确度，我们与其它实 

验室的分析结果进行了比较．制各两份平行样，其 

中一份用本文所述方法测定，另一份由中国农业科 

学院茶叶研究所检测．两份平行样品检测结果如表 

4所示．结果说明，两种方法测定的结果基本吻合， 

本文所述方法测定的结果与外检实验室问的误差小 

于 13．3 ，可以满足茶叶中农药残留检测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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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ation of Several Pesticide Residuesin 

in Tea Samples by Gas Chromatography 

Y1 Jun ，LI Yun—chun ，GONG Zhen—bin̈ ，ZHANG Shui_ba ，ZHENG Wen hui 

(L College of Oceanogr．＆ Environ．Sci．，Xiamen Univ．，Xiamen 361005，China； 

2．Xiamen Tea Imports and Exports Company，Xiamen 36i00i，China) 

Abstract：A method for determination of several pesticide residues in tea sample has been developed with 

electron capture detector gas chromatography (ECD GC)with HP-5 capillary column Residues of BHC． 

BHC，DBHC，&BHC，Dicofol，P，户 DDE，P，p'-DDD，o，p'-DDT，P，户 DDT， bifenthrin，fen_ 

propathin，cypermethrin and fenvalerate in real world tea samples were first extracted at 40℃ by mixtu}e 

of hexane and acetone(97．6：2．5，V／V)．And then，the analytes were purified by column (70 mm×6 

mm)packed with 300mg Florisil and top—packed with 1 5 mg active carbon． Petroleum ether mixed with 

acetic ether(9：l，V／V)was selected tO elute the residues from purified column．Good results for stand— 

ard recovery have been obtained in the range of 0～ 100 ng in L 0 mL sample solution．Relative standard 

deviations were less than 1 3．7％ ( 一 6，with standard spiked sample)．The analytical results with this 

method and an external compared method are in good agreement． 

Key words：tea；pesticide residues；gas chromat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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