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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是我国人们传统的喜爱的饮料之一。茶叶中农药残 留 

量一直是食品卫生质量必检的重要项 目。近年来我省部分茶 

区虫害猖獗 ，茶叶生 长期间不断受到各种虫害 的侵害。茶农 

通常是通过喷洒农药的方法防治之。如果操作不 当，比如施 

药量及安全间隔期掌握不好 ，茶叶中农药残 留量就可能超标 ， 

给人民的健康带来危害。为了监控我省茶叶 中有机氯农药残 

留状况 ，以便制定 出有指导性 的控制施药措施 ，几年来 ，我们 

在这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包括建立气相色谱测定三氯杀 

螨醇的方法 ，对农 药残 留量超标原 因进 行探讨 等。本文 

就几年来我们对闽东、闽南 、闽北 及福州等地区的茶叶进行跟 

踪抽样的结果作一简要报道。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样 来源 茶叶商店销售的福建省闽东 、闽南 、闽北及福 

州等地区的地产茶叶。 

1．2 试剂 所用试剂均为分析纯 ，有机溶剂需要蒸馏。石油 

醚(沸程 30℃ ～6ooC)、丙酮 、硫酸 、20g／L硫酸钠溶液。无水硫 

酸钠：650oC灼烧 4h，置干燥器 中备用。六六六 、滴滴 涕和三氯 

杀螨醇的标准储备液均为 10G’／~g／ml。 

1．3 仪器和设备 岛津 GC一17A型气相色谱仪(具有 ECD检 

测器)，DB一1弹性 石英毛细管柱 (30m X 0．25mm)、食 品粉碎 

机、超声波清洗器 、离心机(4000r／min)。 

1．4 试样预处理 取茶叶样品 100g，用食品粉碎机粉碎 ，称取 

均匀样品 5．00g置于 125ml具塞三角瓶中 ，加 20ml石油醚 ，超 

声振荡 30min，滤入 50ml刻度离心管中，再用少量石油醚洗涤 

残渣，洗液并入离心管 ，用氮气挥吹浓缩定容至 10．0ml。 

1．5 净化 于上述提取液中加入 1．0ml浓硫酸 ，振摇数次后 

打开塞子放气 ，然后振摇 1min，经 1600r／min离心 15min，用吸管 

将石油醚吸至 KD浓缩器中，浓缩至 1．0ml供气相色谱测定。 

1．6 测 定 

1．6．1 气相色谱工作条件 柱 温：230oC；进样 口温度：280oC 

检测器温度：300~(2；载气 为氮气，压力 150kpa，流量 40ml／min， 

分流 比50：1。 

1．6．2 气相色谱分析 取适量三氯杀螨醇标准储备液，用石 

油醚配制成 1．0 ml作 为工作 液，吸取该 溶液 5．0ml于离心 

管中，加 1．0ml浓硫酸 ，振摇 、放气 ，再振摇 1min，经 1600r／min 

离心机离心 15mim石油 醚层 移至另一干净试管 中，再 以不同 

浓度与六六六 、滴滴涕混合配成标准系列 ，供气相色谱测定。 

2 结果与讨论 

2．1 色谱 图 混合标 准液色谱图见图 1。在本文操 作条件 

下 ，各组分分离效果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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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六六六、滴滴涕、三氯杀螨醇标准气相色谱图 

(1) 六六 六；(2)p-六六 六 ；(3)7一六六六 ；(4)3-六六六 ；(5)p，p’一DDE； 

(6)p，p’一DDD；(7)o，p’一DDT；(8)P，P’一DDT；(9)三氯杀螨醇 

2．2 表 1为近年来福建省闽南 、闽北 、闽东及福州地区茶叶有 

机氯农药检测结果。从表 1和文献 [3]的数据可得到如下结 

论 ： 

表 1 茶叶中有机氯农药残留量检测结果 

注 ：禾测 定项 目栏 填入 “一 ” 

2．2．1 六 六六 残留量 逐年下 降，已大大 低于 国家限量标 准 

(MRL)值 这主要应归功于我 国自 1983年禁止使用六六六 的 

禁令，使早先残留的六六六逐年降解的结果 

2．2．2 滴滴涕残留量情况比较复杂，大致可分几个阶段 ：1)七 

十年代是我国使用滴滴涕 高峰期 ，对 当时的环境造成极大 的 

危害 ：2)1983年我 国禁止使用滴滴涕后 ，环境 得到改善 ，直至 

1996年 ，滴滴涕残 留量逐年下 降，基本上低 于国家 限量标准 

(MRL)值 。3)自 1996年，我省大量使用三氯杀螨醇农药后 ，滴 

滴涕残留量又大大升高，最高年度超标率达 65％，极大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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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非住院病人 的肥达反应结果 非住院病人抽血 25份 ，第 
一 次肥达反应结果(2002，f 9月 l3[j采样)，其中有 3份血“0” 

凝集效价 ≥l：80，阳性率为 12．0％，有 2份血“H”凝集效价 ≥ 

l：160，阳性 率为 8．0％，如 表 2。第 二 次抽血 肥达 反 应结 果 

(2002年 9月 27日采样)与第一 次相 比，也表现显著下降。第 
一 次肥达阴性的病 人血清抗 体滴度第二次稍有 升高或降低 ， 

但都仍为阴性；第一一次肥达 反应 阳性 的第 二次结果如表 2，除 

刘某 3以外，其余 的“O”凝集效价降低 ；“H”凝集效价只有郭某 

6不变，其余的也降低 。表 2中的 4例病人作 登革热血清学检 

查有 2例阳性 

表 2 非住院病人肥达反应阳性的凝集效价 

注：I一第一次肥达反应结果 ；Ⅱ一第二次肥达反应结果 

2．3 细茵培养结果 住院病人和非住院病人第一 、二次的血 

培养瓶 ，每天观察至一个星期 ，均无伤寒副 、伤寒沙门菌生长。 

2．4 正常人血清肥达反应结果 2002年 9月 17日对 47个石 

头村的正常人和 5O个广州市的正常人抽血作肥达反应．血清 

肥达反应的“O”凝集效价均低于 1：80，“H”凝集效价均低于 1： 

160，因此无发热症状的正常人，其肥达反应均为阴性 。 

3 讨论 

本次肥达反应 的特点是持续 时间较 短，效 价不随病程延 

长而逐渐升高 ，两次标本 (疾病早期和恢 复期或 中期)的凝集 

效价也没有 4倍的增高，无伤寒病人肥达反应的变化规律 ，作 

细菌学培养也未检 出伤寒沙 门菌，而 同时作 的登革热病毒抗 

体检测呈明显阳性 ，因此 ，基本确定 是登革 热流行病 ，排除伤 

寒的可能性 肥达反 应在非伤寒患者 中出现假 阳性反应 

文献上也有报道 ，易出现假 阳性 的疾 病有 传染性 肝炎 、肝硬 

化 、原发性肝癌 、阿米 巴肝脓肿 、急 性胆囊炎 、溃疡性结肠炎 、 

细菌性痢疾 、结肠癌 、结核病 、肺癌 、肺炎球 菌性肺炎 、流行性 

感 冒、病毒性脑膜炎 、绿 脓杆菌或金黄色 葡萄球 菌败血症 、风 

湿热 、预防接种 回忆性反应及 实验 所用抗原不纯 等 。有报 

道肥达反应假 阳性率达 l0％ ～26％。沙门菌依其 O抗原 的差 

异而分成不同血清群 (A—E)，D群菌(如伤寒沙门菌 )均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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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 口。4)随后 各地 区采取措施禁止使 用三氯杀螨醇 ，滴滴 

涕残留量又呈下降趋势 ，滴滴涕超标率由 1996年 的 65％下降 

至 2003年的 l3％。这表明，使用三氯杀螨醇农 药是造成滴滴 

涕残留量超标 的原因。作 者曾对该原 因进 行了探讨’ ，生产 

三氯杀螨醇的主原料为滴滴涕原液 ，在生产过 程中氯化工段 

的转化率一般为 70％左右 ，若后续 未进行 提纯，或提纯 不彻 

底 ，则成品中就不同程度地含有滴滴 涕：当茶农使 用该农药 

时 ，实际上已间接地使用了难降解 的滴滴涕农药 ，这就是禁止 

使用滴滴涕 2O年后仍然有滴滴涕残留的原因： 

2．2．3 三氯杀螨醇残留现状 检 出率 100％，超标率 65％．最 

高达 1．79mg／kg，超过 国家标准限量 17．9倍 。 

2．3 日前三氯杀螨醇年产量 在我 国农药产量 中居第 l3位，允 

许在果树 、棉花等作物上使用 。近年我国已制定茶叶中的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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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抗原，由 D群任何一个血 清型[肠炎沙 门菌(S enteritidis)] 

感染都能产生与 WAT中使用菌体 O抗原相反应的交叉抗体 ； 

本文中的发生登革热 流行病 的地 区近年来 曾发生过 伤寒流 

行 ，因此由于疾病的流行及伤寒疫苗的预防接种 ，现在 因为又 

患登革热急性传染病可能使伤寒 、副伤寒沙门菌的“O”、“H”抗 

体升高 ，出现肥 达 反应 阳性 的结果 ，这一 现象 符合 “回忆 反 

应” 。患者的肥达反应假阳性 ，也可能是 由于免疫紊乱所产 

生的免疫球蛋白与伤寒杆菌的菌体及鞭毛抗原发 生交叉免疫 

反应所致 ，另外肥达反应的抗体效价在近期的 SARS病人血 

液中也有些略微升高(钩端螺旋体的凝溶效价也有升高 ，甚至 

个别达到阳性 的效价)。发生这些假 阳性的原因，一般认为可 

能是机体一旦受到病原 菌的感染 ，在发病早期免疫 系统还 不 

能准确识别靶抗原 ，免疫特异性不强 ，免疫功 能发生紊 乱，调 

动或激活大 量的免疫球蛋 白来抵抗病原 菌的侵 入，所 以病人 

体内非特异性抗体会有所升高 ，并且都有发热这一相 同的非 

特异性反应。 

据报道肥达反应假 阴性也 已经引起 了重视 ，假 阴性可 能 

是由于免疫功能缺陷，感染菌量少，或者由于大剂量使用抗 生 

素干扰 了特异性抗体 的产生 等原 因 。由此可见 ，由于交叉 

反应抗原广泛分布 于微生物界，血清学检查病人体 内抗体 的 

特异性 ，价值还有 限，交叉抗原或交叉抗体现象的产生需要进 
一 步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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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标准为 0．1m kg，与之配套的由本文作者建立的检验方法 已 

作为国家标准正式颁布实施[GB／T5009，176—2003]。 

2．4 实验发现 ，由于三氯杀螨醇在硫酸中稳定性较差，故净化 

时间应控制在 20mim之 内，20mim后应尽快将石油醚层吸至另 

一 干净容器内，使之与浓硫酸层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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