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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中噻嗪酮残留量的气相色谱测定 

丁慧瑛 ．朱晓雨，鲍晓霞 

(浙江出八境检验检疫局 检验检疫技术中心．浙江 杭州 310012) 

摘 要 ：建立 埘眄已冉氟磷捡删器(NPD)的气I}IJ乜潜仪米删定茶l}r中噻礤酮的方法；试样用丙酮水提取，正己 

烷反萃取 ，flofi~l加少量 件炭}E净化 ．以( —NP】)方式刮定 ．外标法定量 ．必要时经质谱确证；该法准确 ．精 

密度好 ，杂质干扰少 ：洲定限为 0叭 x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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噻嗪酮 ．又名扑虱灵 ．优乐得 ，属特异性昆虫生长调节剂 ．在我国农业生产中使用 ，有效防治水稻上的飞 

虱、叶蝉，茶叶、马铃薯上的叶蝉，柑橘、蔬菜上的粉虱及粉蚧⋯。 茶叶是我国的传统出口商品，欧盟对我国 

出 口茶叶的 主要安全卫生检测项 Et就包括噻 嗪酮 ．并且规定 了严格 的限量 ，噻嗪酮仅允许残 留 0．02×10 

( )。 我们研究了用 GC—NPD(氮磷检测器)测定该农药残留量的方法。 该法可满足实际检验工作的需要， 

为我 国的出口茶叶必检项 目提供 了新的检测手段。 

1 实验部分 

1．1 仪器设备 

HP一4890气 相色谱仪 ，配有 NPD检测器 ；旋转蒸发器 ；均质器 ；微量注射器 (10 L)；无水硫酸钠柱 ：60 

mm×20 r姗 (直径)筒形漏斗，底部垫 0．5 ca高脱脂棉．再装 5 em高无水硫酸钠 ；净化柱：2OOmm×15mm(直 

径 )玻璃柱 ，底部垫约 0．5 cm高脱脂棉 ，依次填装 2 ca高无水硫酸钠、10gflorisil和活性炭混合填料 ，顶端加 

2 cnl高无水硫酸钠 ，使用前用 20 rn1．正己烷淋洗。 

1．2 试剂 与材料 

除另有规定外 ，所用试剂均为分析纯 ，水为蒸馏水i丙酮 、乙醚 、正已烷均需重蒸馏 ；150 g／L氯化钠水 

溶液；洗脱液：正己烷 一乙醚l体积比 1：1)；无水硫酸钠：650℃灼烧 4 h，在干燥器内玲却至室温；florlsil 

过 4～6号筛 ．650。c灼烧 4 h．使用前 130。c活化 4 h，在干燥器内冷却 至室温 ，加 2％( )水脱活备用；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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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ation of Trace Gold in Sulfide by XES 

LEI Ping 

(Experimental Center．Guizhon Normal Unive~ "．Guiyang 550001，China) 

Absttact：Take pyrite for example．a method for preparing the specime,n of sulfide for X—ray energy 

spectrometry(XES)is introduced．The XES specimen was prepared by heating ~0yrlte at 4OO一50O oC in 

3～ 10minfor desulfurafion、thusth proto~-pe stnlchare ofthe pyrite could bemaintained，the ratio ofX 

． ray e,nergy spectrum p∞ intensityto backgroundfor gold inclusion in py could beimproved andthe 

syrabi0tic relation of山e mineral could be undemtood．n e me~od is simple and effective，it W'dl~applied 

to the semiquantitafive analysis for gold inclusion in py te t}-satisfactory results． 

Key wo rds：Gold；Sulfide；Pyrite；X—ray energy spectrome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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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过 8～9号筛．取 100 g活性炭 加500mL浓盐酸煮沸 1 h．加入 5oDmL蒸馏水．继续煮沸 0
． 5 h，抽滤后， 

用热蒸馏水洗至近中性 于 i10℃供干备用；填料：在 100mL小烧杯内称9 9 g B．orisil，再称 0 I g活性炭 ．混 

匀 

噻嗪酮标准品：中国进出 口商品检验技术研究所标 准物质研究开发中心提供 ，纯度 99 0％( ) 

噻嗪酮标准溶液：准确称取适量噻嗪酮标准品用丙酮溶解，配成 99 g／L的标准储备液
． 根据需要用丙酮 

稀释至适当质量浓度的标准工作液。 

1．3 分析步骤 

称取 5．0 g磨碎的均匀试样 (精确到 0 01 g)置于 100mL三角烧瓶中 ，加人 15 n1L蒸馏水浸泡 2 h
， 加入 30 

mL丙酮 ，在均质器中均质 3 min．过滤 ，用丙 酮清洗残渣并定容至 50 mL；精确量取 20 0 ruL滤液至预先装有 

50 n1L 150 g／L氧 化钠溶液和 25mL正 己烷的 125 m【1分液漏斗中 +剧烈振摇 ，静置 ，将正己烷层过无水硫酸钠 

拄至浓缩瓶中+水层 中再加入 25 mL正己烷 ，重复操作 ．合并正己烷层 ，50℃以下水浴减压浓缩至干。 

残渣分别用 5mL正 己烷溶解洗 涤 2次 ，将溶液移人净化柱中 ，弃击流出渡 +用 100mL乙醚 一正己烷 (体 

积 比 1：1)洗脱。 收集全部洗脱液，在 50℃以下水谘上 减压浓缩至干，用 2 0 mL丙酮定容 ．供 C,C测定 

1．4 色谱测定 

色谱柱 ：HP·ttttra 2石英毛细管柱 ，25m x 0 32mm(直径)×0 53 m(膜厚)；载气 ：氮气 ，纯度 >99 999％ 

( )，流量 5 0mL／nfin；空气流量：110mL~mitt；氢气流量 3 5mLemin；柱温 ：初温 70℃保持 1 min．以 25℃／ 

min升至 280℃，保持 8rain；进样 口温度 ：250℃；检测器温度：30O℃ ；尾吹 ：氮气 ，30mL／mini进样方式 ： 

不分流进样 ：进样量 ：2 k 

按仪器条件 ，对标准工作液和样液等体积穿插进样 。 根据峰面积用外标法 定量。 

2 结果与讨论 

2，1 提 取 

根据噻嗪酮的分子结构 ，选择用丙酮作为提取剂 ，能选到提取效果。 参照茶叶农药残留量测定的通常方 

法，加 2倍的水浸泡 2 h，能提高提取效率 。 我 们采用 5．0 g茶叶加 15mL水浸泡 2h，用均质器加丙酮均质 

的提取方法。 本法与茶叶加正 己烷 一丙酮 l体积 比 8：2)索氏抽提 6 h及直接用丙酮 一水 (体积 比 8：2)均质 

的方法进行试验 比较，发现本法提取效果较佳。 

2．2 洗脱液和淋洗曲线试验 

因为茶叶样品中含有大量 的色素 ，而选用 flm~sil加少量活性炭柱层析净化非常有效 ⋯，可以大大减少色 

素杂质的干扰。 噻嗪酮在 florisil一活性 炭柱上有较好的吸附和解吸特性 ，关键是要选择 Ⅱ0 出 和活性炭的配 

比及有较好的洗脱效果又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杂质干扰的洗脱液 。 经试验摸索 ，本实验选用活性炭 一flofsil 

(质量 比 1．0：99 0)及乙醚 一正 己烷 (体积比 1： ， 

I)的混台液作为洗脱液，洗脱效果良好，可将噻 

嗪酮完全洗脱，井有效地去除 了色素杂质的干 

扰。 经淋洗曲线试验 ，表明洗脱液的用量在 8O 

mL左右就可将噻嗪酮完全洗脱；如加大洗脱液用 

量，杂质干扰增加 ．淋洗时间延长。 为保证洗脱 

完全 ，且避免杂质干扰过 太 ，经试验确定洗脱液 

的用量为 100 rrlk 

2．3 精密度试验 

将噻嗪酮标 准溶液添加到茶 叶空 白样 品 中． 

按方法操作步骤进行测试，得到的精密度结果见 

表 I。 从表 1看出，3个水平的相对标准偏差均≤ 

10％(Ⅱ=10)。 

表 I 精密度试验 
Table 1 f m s{I帅 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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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方法的线性关系和测定限 

在本法所确定的实验条件下 ，把噻嗪酮标 准储 备液稀释成 

9 9、19 8、49+5、79 2、99 o J L的质量浓度 ，进行面积测定 ， 

并且绘 制标准曲线 在上述质量 浓度范围内，噻嗪酮与相应 的 

峰 面 积值 呈 良好 的线性 关 系 线 性方 程 为 1=]48．96 一 

349．446，相关系数为 0 999 7 噻嗪酮的标准色谱图 、样品空 白 

色谱图分别见图 1和图 2 噻嗪酮标准品最低榆测质量浓度为 

0 01 mg／L，方法的测定限为 0 OI×10 ( )。 

2．5 回收率试验 

茶叶样品中添加不同吉量的 3个水平 的噻嗪酮标准溶液 ，按 

方法操作步骤进行回收率试验 ，每个水平测定 2发，平均回收率 

≥85％，见表 2。 

车法经 3个实验室进行 了方法验证试验 ，采用 空白茶叶样 品 

添加法 测定 回收率 ．均得到认可 。 从本实验室和验证单位的准 

确度试验数据表明，0 200×tO 、0 020×10 、0．010×】0 ( ) 

3档水平的添加 回收率在 84％～IO6％之间。 

2．6 样 品分析 

采 用本文所述方法测定了 20份茶叶样品 ，其 中 8份高于方 

法的测定 限，占所测样品数的 4o％。 

3 结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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囝 【 噻嗪酮标准品的气相色谱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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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2 茶叶空 白的气相色谱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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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回收率试验 

1讪 le 2 Re剐 0f T 盯v le 

本法具有前处理步骤较为简便 、快捷 ，杂质干扰少 ．试剂通用性强 ，测定结果准确可靠，灵敏度高，测定 

限可达 0．01 x 10 ( )等优点 ，能满足出13茶 叶中噻嗪酮残留量的检验。 此法也可用 于测定水果和蔬菜中的 

壤嗪酮残 留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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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ation of Buprofezin Residue in Tea 

DING H -ying，ZHU Xia0．Yu，BAO Xiao．xia 

(ZhejiangEntry一髓 I lmpection＆ Quarantine Bureau．Hangzhou 310012．Chlm} 

Abstract：A method for the determination 0f Buprofezln residue in tea WSIS established by gas chro- 

matography Il1 nitrogen—phosphorus detector The tea sample is digested  by wa|er，then Buprofezin is 

extracted  by acetone，reextracted by n—hexan e，cleaned up by florisil—active carbon column．eluted  by 

ethylether— n—hexane(1：1 by volume)．The sample is quantified by external standard method．1he 

proposed method is precise and selective 【h recover"of iflore than 85％ and limit of determination of 

0．01 x 10 f ) 

Key words：Buprofozin；Tea ；GC：Nitrogen—phosphorus detec~r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