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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相色谱法检测茶叶中硫丹、多种拟除虫菊酯类农药残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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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茶叶种植 中，由于不少农户忽视科学使用农 

药 ，造成农药残留问题 日趋严重 ，欧美 、日本、加拿大等发达国 

家，利用其技术优势相继对进口茶叶中农药残留等卫生指标 

提出了愈来愈严格的要求。而我国是茶叶出口大国，对其农 

药残留的监控 巳成为当务之急，因此，有必要大力开发农药残 

留检测技术及相关的前处理方法。应用本法检测茶叶中农药 

残留，可简化样品处理 ，且一次试验，能 同时检 出多种农药残 

留，符合国内外快速、多残留检测农药残留的发展趋势。 

l 材料与方法 

1．1 测定原理 茶叶中残留的硫丹、联苯菊酯 、甲氰菊酯、工 

夫菊酯、氯氰菊酯、氰戊菊酯、高氰戊菊酯采用丙酮和正 已烷 

混合液苹取 ，活性炭柱和中性氧化铝柱净化 ，正已烷洗脱，用 

带电子捕获检测器的气相色谱仪测定，外标法定量。 

1．2 试剂材料 

1．2．1 正已烷、丙酮 分析纯，必要时重蒸馏。 

1．2．2 无水硫酸钠 经 650~C灼烧 4h。 

1．2．3 标准使用液 农药标准储备液购 自中国国家标准物质 

研究中心，根据样品中农药残留情况用正 已烷稀释成适当浓 

度的标准工作溶液。 

1．3 仪器与设备 

1．3．1 气相色谱仪(配电子捕获检测器)； 

1．3．2 删 一Ol多功能微量化样 品处理仪； 

1．3．3 固相萃取真空抽滤装置。 

1．4 色谱参考条件 

检舅鼍 

种类 汪度 

B(D 3∞℃ 

进样口 蓑气 尾吹气 

方式 温度 

不分漉进样 2so~c 

(纯度 >99．999％) 

2．0ml／m  60ml／rm  

色谱柱 升沮方式 

HP一1701石英毛细警柱 

1．5 样品前处理与测定 

1．5．1 样品提取 准确称取 0．58粉碎(过 20目筛)混匀的样 

品于 15ml试管中，加 1g氯化钠和 2ral蒸馏水，混匀 30s。再加 

入正已烷一丙酮混合液(1．4-1)2ml，混匀 2min，离心 lmin，吸取 

上层正已烷萃取液于另一试管中。再用正已烷一丙酮混合液 

(1．4-1)2ml重复提取两次，合并提取液。提取液置于多功能微 

量化样品处理仪上，设定温度为 5o℃，氯气流吹 至 2—3ml。 

同时做空白试验。 

1．5．2 净化 将内填 lcm高无水硫酸钠层的活性炭小柱和中 

性氧化铝小柱自上而下安装在同相萃取真空抽滤装置上，用 

丙酮淋洗小柱 3次，保持滴速 2滴／s。将浓缩过的正 已烷 

提取液依次过活性炭小柱和中性氧化铝小柱，再用 1．5ml正 

已烷一丙酮混合液(2+1)淋洗柱子两次，收集洗脱液，置洗脱 

液于多功能微量化样品处理仪上，设定温度为 5o℃，氮气流吹 

至近干。最后用正已烷溶解残渣并定容至 0．5ml。 

1．5．3 色谱测定 按上述色谱参考条件 ，将标准使用液和样 

品定容液等体积进样测定。样品色谱 图与农药标准色谱图比 

较定性、定量。在上述色谱参考条件下，各农药的保留时间如 

下：硫丹约为 8．53min、9．59a1~-"联苯菊酯约为 10．02min，甲氰 

菊酯约为 10．49min，工夫菊酯约为 11。10min、11．29ni；氯氟麓 

酯约为 12．56min、12．75mln、12．78min、12．90ndn，氰戊菊酯约为 

13．63min，高氰戍菊酯约为 13．94min。 

2 结果与讨论 

2．1 回收率试验 取茶叶样品，分别加入在线性允许范围内 

的二个水平的农药标准混合液，再依据本法重复测定 3次，回 

收率结果如表 l。从试验数据可知，各农药的平均回收事在 

73．4％一95．8％之间，符合农药残留测定对回收事的要求。 

2．2 重复性试验 取 2个农药残留量不同的茶叶样品，分别 

测定 6次，重复性试验结果如表 2。试验结果说明，除联苯菊 

酯的变异系数为 l1．8l％外，其余各农药的变异系数均在 10％ 

以下，证明该法的重复性 良好，适合农药残留日常检测工作的 

需要。 

表 1 回收率试验结果 (簟位：r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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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铅的氯化钠饱和水溶液 中，测得其铅含量分别为 96．6rig 

和 53．7rig；分别取正常人尿样 10ml及 20ml用本法测定 ，测得 

样品铅浓度为 11．4ttg／L及 12．8tas／L，说 明在实验范围内铅的 

吸附不受待测成分浓度的影响，能用于低浓度样品的测定。 

若每次取 10m1分析，本法的采样频率为 15份／II。 

2．5 方法性能指标 本法对 50rlg和 250Ilg铅标准测定 18次 

的均值：44．6ng及257．2rig，RSD：10．O％及 6．3％。随机取正常 

人尿样两份，一份取 10ml，另一份 20ml，测得其 中铅绝对量分 

别为 ll4ng及158rig，然后分别加入铅250Ilg、20ollg，测得增加值 

为 、178n8，回收率分 别为 91．6％、89．O％。购买 市售食 

盐，配成饱和溶液，取 15ral进行测定，测得其铅含量为 96．9rig， 

对该样加 300Ilg铅标准，测得的铅含量 为 380．5rig，回收率为 

舛 ．5％。另将 100IIg和 50Ilg铅加于 5Oral己除去铅的食盐饱和 

水溶液中，测得其铅含量分别为 96．6rig和 53．7rig，其回收率分 

别为 96．6％和 107．4％。50Ilg铅的分析信号 比较明显区别于 

空白的分析信号 ，若取 50m1分 析，则本法 的最低检出浓度为 

lt~,／Lo 

2．6 应用 用本法测定了9份正常人尿样，结果分别为：l1． 

4、7．9、4．5、4．7、1．2、1．7、5．2、4．9、6．7t~,／Lo 

本法还可用于高盐基溶液中痕量铅的测定。用本法测定 

了食盐、乙酸钠、硝酸钾 、无水碳酸钠等高盐基样品，其铅含量 

依次为：17．5,e,／s、6．OrO／g、6．2,e,／s、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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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重复试验结果 (n=6)(单位 - kg) 

2．3 讨论 

2．3．1 本方法操作简便快捷、工效高，节省试剂、能源、分析成 

本低 ，对环境污染小，既可减轻分析人员 的劳动强度，又有利 

于保护环境及操作人员的健康。改进 了传统制备茶叶样 品所 

包括的许多冗繁的操作。 

2．3．2 应用本法处理茶叶样品，取样品量小，耗试剂量少 ，是 

传统方法的 I／10；用离心法代替常规的分液漏斗来达到的液 

一 固及液一液相分离，具有快速方便、一次可 同时处理多个样 

品的优点；用长尖嘴的玻璃吸管转移溶液，可很方便地转移上 

层或下层任何一相溶液 ；运用多功能微量化样品处理仪，可以 

快速完成挥发浓缩操作 ，且一次可平行操作十多个样品；用色 

谱与处理小柱代替常量的大色谱柱净化样品，方便快捷 。 

2．3．3 茶叶属于比较复杂的样品，背景干扰较大，导致样品的 

前处理时间较长，且 回收率较难保证等。用本法测定茶叶中 

的农药残留含量，使用的装置小 ，消耗试剂少，引进 的误差也 

小，从回收率及重复性试验结果可知各种农药的平均 回收率 

在 73．4％—95．8％之间，除联苯菊酯的变异系数为 II．81％外， 

其余各农药的变异系数均在 10％以下 ，这两组结果均证明本 

法符合 日常检测农药残留对回收率及重复性的要求。 

2．1．4 用本法测定茶叶样 品，一次试验 ，可同时测定硫丹、联 

苯菊酯 、甲氰菊酯、工夫菊酯、氯氰菊酯、氰戊菊醴、高氰戊菊 

酯等多种农药残留，符合当前国内外快速、多残留检测技术的 

发展方向，适合茶叶样品中硫丹 、多种拟除虫菊醴类农药残留 

的日常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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