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811563351.8

(22)申请日 2018.12.20

(71)申请人 广州广电计量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510665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

道西平云路163号

    申请人 广电计量检测(福州)有限公司

(72)发明人 杨惠成　蓝梦哲　燕云　袁浪　

彭卓妍　

(74)专利代理机构 广州粤高专利商标代理有限

公司 44102

代理人 陈伟斌

(51)Int.Cl.

G01N 30/06(2006.01)

G01N 30/88(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液相色谱串联质谱同时测定水产品中6

种色素残留量的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液相色谱串联质谱同时

测定水产品中6种色素残留量的方法，包括如下

步骤：S1.称取水产样品，加入提取液进行提取，

再固相萃取净化，然后浓缩、定容、过滤后即得待

测试样，配制溶剂标准和基质标准曲线；S2.将S1

中所得待测试样经过液相色谱串联质谱同时测

定6种色素的残留量，以保留和离子碎片丰度比

时间定性，定量离子峰面积外标法定量；本发明

利用液相色谱串联三重四级杆质谱以保留和离

子碎片丰度比时间定性，定量离子峰面积外标法

定量同时测定6种水产品禁用色素残留量。经过

优化后，水产品中目标物回收率达到80 .0%～

116%，24h内精密度和稳定性测试RSD≤15%，亚甲

基蓝、孔雀石绿、亮绿、隐色孔雀石绿、结晶紫及

隐色结晶紫线性范围在0.1μg/kg～20μg/kg之

间线性良好，具有较大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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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同时提取水产品种6种色素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S1.称取待测水产样品，加入乙腈进行提取，离心；

S2.取S1的提取液，经中性氧化铝柱净化，流出液用乙腈洗涤；

S3.取S2的提取液，经MCX，SCX，PRS柱净化，流出液依次用水、乙腈洗涤，弃去滤液，用5%

氨化甲醇洗脱液洗脱，收集洗脱液；

所述6种色素为孔雀石绿、隐色孔雀石绿、甲基蓝、亮绿、结晶紫和隐色结晶紫。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S1待测水产样品与乙腈的质量体积比为1：

2～4  g/mL。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S1所述提取次数为2～3次，每次提取时间

为25～25min。

4.一种液相色谱串联质谱同时测定水产品中6种色素残留量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如下步骤：

S1.按权利要求1～3任一项所述方法对待测样品进行预处理，然后浓缩、定容、过滤后

即得待测试样，空白样品基质配标；

S2.将S1中所得待测试样经过液相色谱串联质谱同时测定6种色素的残留量，以保留和

离子碎片丰度比时间定性，定量离子峰面积外标法定量；

所述液相色谱条件：色谱柱：XBridge-BEH  C18；进样量：2μL；流速：0.4mL/min；梯度洗

脱，洗脱液A为含0.1%甲酸的5mmol/L乙酸铵溶液，洗脱液B为乙腈溶液，洗脱程序为：起始比

例A相为90%，B相为10%，维持1 .2min；1 .2～3 .5min，A相降至10%，B相升至90%，维持至

4.5min；4.5～4.51min，A相降至0%，B相升至100%，维持至5.5min；6.5～6.5min，A相升至

90%，B相降至10%，维持至7min；

质谱条件：电喷雾离子源，正离子扫描（ESI+）；扫描方式：多反应监测（MRM）；离子源温

度：150℃；脱溶剂温度450℃；脱溶剂气流量：1000L/hr；锥孔气流量：20  L/hr；毛细管电压

0.5  kV；

所述6种色素为孔雀石绿、隐色孔雀石绿、甲基蓝、亮绿、结晶紫和隐色结晶紫。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S1所述空白样品基质配标为称取不含孔雀

石绿、隐色孔雀石绿、甲基蓝、亮绿、结晶紫和隐色结晶紫的阴性水产品，按照待测样品的提

取方法提取得到提取液，将提取液与标准品溶液混合而成，用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测

定6种色素与空白样品基质混合标准工作溶液中各色素组分的提取离子峰面积，以浓度为

横坐标，以提取离子峰面积为纵坐标，绘制出6种色素的标准工作曲线。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色谱柱为2.1mm×100mm，2.5μm。

7.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液相色谱串联质谱为液相色谱串联三

重四级杆质谱。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水产品为养殖型淡水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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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液相色谱串联质谱同时测定水产品中6种色素残留量的

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化学检测技术领域，更具体地，涉及一种液相色谱串联质谱同时测定

水产品中6种色素残留量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孔雀石绿(malachite  green，MG)和结晶紫(crystalviolet，CV)属于三苯甲烷类

染料，对鱼类的水霉病、寄生虫病等有很好的疗效，长期以来，许多国家曾将其作为水产养

殖业的杀菌剂。它们在鱼体内可代谢为隐色孔雀石绿(Leucomalachite  green，LMG)和隐色

结晶紫(leucocrystal  violet，LCV)；由于这两种化合物及其代谢物均具有潜在的致癌、致

畸、致突变等副作用，近20年来许多国家陆续将其列为水产养殖行业的禁用药物。

[0003] 亚甲基蓝(methylene  blue，MB)又名次甲基蓝、碱性湖蓝、美蓝，是一种人工合成

的噻嗪类染料，曾成功用于治疗细菌性疟疾，也是首例用于治疗疾病的人工合成化学品。亚

甲基蓝对淡水鱼的水霉病、红嘴病、小瓜虫病等有很好的疗效，由于其毒性比孔雀石绿低，

近年来做为孔雀石绿、硝基呋喃等禁药的替代品在水产品养殖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另外，亚

甲基蓝也被用作抗真菌剂，用来降低鱼类运输途中的死亡率。由于亚甲基蓝及其代谢物被

认为对动物体有毒性并有致突变作用，在美国、日本禁止用于水产养殖。

[0004] 亮绿(brilliant  green，BG)与孔雀石绿同属三苯甲烷类化学物质，其毒性与孔雀

石绿一致，具有潜在的致癌、致畸、致突变等副作用。

[0005] 然而由于上述染料具有高效、价格低廉等优点，因而在水产养殖中违法使用的情

况仍然很多，因此建立检测水产品中上述染料微量残留的方法十分必要。

[0006] 现有的主要检测对象都集中在孔雀石绿、结晶紫及其代谢产物的检测方法以及亚

甲基蓝及其代谢产物的检测方法(张玉黔,权伍英,栾燕.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测定水产品

中孔雀石绿及其代谢产物隐性孔雀石绿的方法研究[J].中国卫生检验杂志,2006,16(7):

826-827.；周贻兵,吴坤,刘利亚,等.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测定鱼中孔雀石绿、结晶

紫及其代谢物残留量[J].质谱学报,2013,34(5):294-299.；曾思瑜,蒲红,夏苏捷,等.养殖

水中孔雀石绿、隐色孔雀石绿、结晶紫、隐色结晶紫、亚甲基蓝残留量的测定[J].食品安全

质量检测学报,2018(5) .；张志刚,施冰,陈鹭平,等.液相色谱法同时测定水产品中孔雀石

绿和结晶紫残留[J].分析化学,2006,34(5):663-667.)；惠芸华,张璇,黄冬梅,等.高效液

相色谱-串联质谱法同时测定草鱼中6种阳离子染料残留量[J] .分析科学学报,2015 ,31

(4):533-536，关于亮绿的检测方法较少，而同时测定孔雀石绿、隐色孔雀石绿、甲基蓝、亮

绿、结晶紫和隐色结晶紫这6种色素的方法目前还未见报道，无法满足实际的检测需求。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克服现有技术检测方法的不足，提供一种同时同时

测定水产品中孔雀石绿、隐色孔雀石绿、甲基蓝、亮绿、结晶紫和隐色结晶紫这6种禁用色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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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留的、准确灵敏可靠的液相色谱串联三重四级杆质谱联用仪的检测方法，可根据保留时

间和离子丰度比值进行定性，定量离子进行定量，提高方法的准确度。

[0008] 本发明的第一个目的是提供一种同时提取水产品种6种色素的方法。

[0009] 本发明的第二个目的是提供一种液相色谱串联质谱同时测定水产品中6种色素残

留量的方法。

[0010] 本发明的上述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给予实现的：

[0011] 一种同时提取水产品种6种色素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2] S1.称取待测水产样品，加入乙腈进行提取，离心；

[0013] S2.取S1的提取液，经中性氧化铝柱净化，流出液用乙腈洗涤；

[0014] S3.取S2的提取液，经MCX，SCX，PRS柱净化，流出液依次用水、乙腈洗涤，弃去滤液，

用5％氨化甲醇洗脱液洗脱，收集洗脱液；

[0015] 所述6种色素为孔雀石绿、隐色孔雀石绿、甲基蓝、亮绿、结晶紫和隐色结晶紫。

[0016] 优选地，S1待测水产样品与乙腈的质量体积比为1：2～4g/mL。

[0017] 优选地，S1所述提取次数为2～3次，每次提取时间为25～25min。

[0018] 一种液相色谱串联质谱同时测定水产品中6种色素残留量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9] S1 .按上述任一所述方法对待测样品进行前处理，然后浓缩、定容、过滤后即得待

测试样，空白样品基质配标；

[0020] S2.将S1中所得待测试样经过液相色谱串联质谱同时测定6种色素的残留量，以保

留和离子碎片丰度比时间定性，定量离子峰面积外标法定量；

[0021] 所述液相色谱条件：色谱柱：XBridge-BEH  C18；进样量：2μL；流速：0.4mL/min；梯

度洗脱，洗脱液A为含0.1％甲酸的5mmol/L乙酸铵溶液，洗脱液B为乙腈溶液，洗脱程序为：

起始比例A相为90％，B相为10％，维持1.2min；1.2～3.5min，A相降至10％，B相升至90％，维

持至4.5min；4.5～4.51min，A相降至0％，B相升至100％，维持至5.5min；5.5～6.5min，A相

升至90％，B相降至10％，维持至7min；

[0022] 质谱条件：电喷雾离子源，正离子扫描(ESI+)；扫描方式：多反应监测(MRM)；离子

源温度：150℃；脱溶剂温度450℃；脱溶剂气流量：1000L/hr；锥孔气流量：20L/hr；毛细管电

压0.5kV。

[0023] 作为一种优选地实施方式，待测样品的前处理方式包括如下步骤：

[0024] (1)称取水产品样品约5～7g(精确到0.01g)于聚乙烯离心管中，加乙腈10～15mL

震荡提取20～30min，离心，将上清液转移到容量瓶中，重复上述操作提取1～3次，合并上清

液并定容至刻度；

[0025] (2)取5～7mL提取液，加入活化好的中性氧化铝于小柱中，接收流出液，并用5～

7mL乙腈洗涤；

[0026] (3)取5～7mL提取液，加入活化好的MCX，SCX，PRS小柱，并依次用5～7mL水、5～7mL

乙腈洗涤，弃去滤液，用5％氨化甲醇洗脱液洗脱，收集洗脱液。

[0027] (4)将洗脱液于40～50℃水浴中氮吹至接近干；

[0028] (5)用2mL乙腈和乙酸铵溶液(1:1)复溶，过0.22um滤膜，装瓶，上机。

[0029] 优选地，S1所述空白样品基质配标为称取不含孔雀石绿、隐色孔雀石绿、甲基蓝、

亮绿、结晶紫和隐色结晶紫的阴性水产品，按照上述待测样品的提取方法提取得到提取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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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所述提取液作为溶剂与色素标准品溶液混合而成配成基质混合标准工作溶液，外标法定

量；用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测定6种色素与空白样品基质混合标准工作溶液中各色素

组分的提取离子峰面积，以浓度为横坐标，以提取离子峰面积为纵坐标，绘制出6种色素的

标准工作曲线。

[0030] 本发明检测方法为：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测定水产样品提取净化液中的6种

色素残留量，记录提取离子峰面积，基质外标法定量，得到所述水产品样品提取净化液中6

种色素的测定值；再将所述测定值带入到定量计算公式中，最终得到水产样品中待测6种色

素残留量；

[0031] 定量计算公式：w＝(p×v×f)/m，式中：w为样品中待测6种色素残留量，单位为mg/

kg；p为测定值，单位为ng/mL；m为称取的样品量，单位为g；v为定容体积，单位为mL；f为稀释

倍数。

[0032] 优选地，所述色谱柱为2.1mm×100mm，2.5μm。

[0033] 优选地，所述液相色谱串联质谱为液相色谱串联三重四级杆质谱。

[0034] 优选地，所述水产品为养殖型淡水鱼；例如，待测样本可以为为集中常见养殖型淡

水鱼(青鱼、草鱼、鲤鱼、鲫鱼、鲶鱼、鲢鱼、罗非鱼等)鱼肉按等质量比混和成的肉糜。

[0035] 经过发明人的长期摸索总结，样品提取及检测方法的构建及检测条件的选择是能

否实现快速准确地同时测定水产品中这6种色素的关键因素。通过控制上述条件，可以快

速、灵敏、重现性好并且回收率高地检测水产品中孔雀石绿、隐色孔雀石绿、甲基蓝、亮绿、

结晶紫和隐色结晶紫残留量。

[003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37]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同时测定水产品中孔雀石绿、隐色孔雀石绿、甲基蓝、亮绿、结

晶紫和隐色结晶紫残留量的方法，利用液相色谱串联三重四级杆质谱以保留和离子碎片丰

度比时间定性，定量离子峰面积外标法定量同时测定6种水产品禁用色素残留量。经过优化

后，水产品中目标物回收率达到80.0％～116％，24h内精密度和稳定性测试RSD≤15％，亚

甲基蓝、孔雀石绿、亮绿、隐色孔雀石绿、结晶紫、隐色结晶紫线性范围在0.1μg/kg～20μg/

kg之间线性良好，具有较大的应用前景。

附图说明

[0038] 图1为本发明采用5mmol/L乙酸铵(0.1％甲酸)-乙腈流动相对6种色素分离效果比

较。

[0039] 图2为本发明检测方法的6种色素的标准品溶剂标准曲线和基质标准曲线。

具体实施方式

[0040] 以下结合说明书附图和具体实施例来进一步说明本发明，但实施例并不对本发明

做任何形式的限定。除非特别说明，本发明采用的试剂、方法和设备为本技术领域常规试

剂、方法和设备。

[0041] 除非特别说明，以下实施例所用试剂和材料均为市购。以下为本发明具体实施方

式用到的仪器和试剂

[0042] 液相色谱三重四级杆串联质谱仪(Waters  Xevo  TQ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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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3] 标准物质：6种色素标品(孔雀石绿、隐色孔雀石绿、甲基蓝、亮绿、结晶紫和隐色结

晶紫)

[0044] 色谱纯试剂：乙腈、甲醇、乙醇(CNW  4L)

[0045] 质谱级试剂：甲酸、乙酸铵(Fisher)

[0046] 净化柱：ALN，MCX，SCX，PRS固相萃取小柱。

[0047] 实施例1前处理条件优化

[0048] 1、通过对比甲醇、乙腈、乙醇三种提取剂对水产品中色素的提取效果，旨在找出一

种水产品中6种色素较好的提取溶剂，对比不同溶剂的提取效率，其结果如表1所示，发现乙

腈对6种色素的提取效果较好；因此选择乙腈对这6种色素进行提取。

[0049] 表1三种溶剂对6种色素及其代谢物提取效果比较

[0050]

[0051] 2、通过对比MCX(混合阳离子交换柱)、SCX(强阳离子交换柱)、PRS(丙磺酸小柱)、

ALN(中性氧化铝)四种净化柱的对6种色素的净化效果，旨在找出一种比较好的净化方式。

对比不同溶剂的净化柱净化效果，其净化结果如表2所示，发现中性氧化铝对6种色素的净

化效果较好；因此选择中性氧化铝净化柱对6种色素进行净化处理。

[0052] 表2四种净化柱对6种色素净化效果比较

[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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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4]

[0055] 实施例2流动相优化

[0056] 为了寻找一种能够完全分离孔雀石绿、隐色孔雀石绿、甲基蓝、亮绿、结晶紫和隐

色结晶紫这6种色素的流动相。以5mmol/L乙酸铵-乙腈为流动相，采用梯度洗脱，发现6种峰

有重叠现象，分离不完全且峰形较丑。在乙酸铵中加入0.1％甲酸，其分离结果如图1所述，

可见峰型对称，响应较高；因此选择5mmol/L乙酸铵(0.1％甲酸)-乙腈为流动相。

[0057] 实施例3液相色谱串联三重四级杆质谱测定水产品中6种色素残留量的方法

[0058] 1、标准溶液的制备

[0059] (1)6种色素标准储备液：称取各标准物质适量，用乙腈溶解并稀释成浓度约为

100ng/mL的标准储备液。

[0060] (2)混合标准使用液：用流动相配制混合标准使用液，使各物质浓度浓度为：10ng/

mL、5ng/mL、2ng/mL、1ng/mL、0.5ng/mL、0.2ng/mL、0.1ng/mL、0.05ng/mL

[0061] 2、样品溶液的制备

[0062] (1)称取水产品样品(青鱼、草鱼、鲤鱼、鲫鱼、鲶鱼、鲢鱼、罗非鱼的鱼肉按等质量

比混和成的肉糜)约5g(精确到0.01g)于聚乙烯离心管中，加乙腈10mL震荡提取20min，离

心，将上清液转移到25mL容量瓶中，重复上述操作提取1次，合并上清液并定容至刻度。

[0063] (2)取5mL提取液，加入活化好的中性氧化铝于小柱中，接收流出液，并用5mL乙腈

洗涤。

[0064] (3)取5mL提取液，加入活化好的MCX，SCX，PRS小柱，并依次用5mL水、5mL乙腈洗涤，

弃去滤液，用5％氨化甲醇洗脱液洗脱，收集洗脱液。

[0065] (4)将洗脱液于40℃水浴中氮吹至接近干。

[0066] (5)用2mL乙腈和乙酸铵溶液(1:1)复溶，过0.22um滤膜，装瓶，上机。

[0067] 3、色谱条件

[0068] 所述经过优化的液相色谱条件：色谱柱：XBridge-BEH  C18(2.1mm×100mm，2.5μ

m)；进样量：2μL；流速：0.4mL/min；梯度洗脱，洗脱液A为5mmol/L乙酸铵(含0.1％甲酸水)溶

液，洗脱液B为乙腈溶液，洗脱程序见表3。

[0069] 表3梯度洗脱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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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0]

[0071] 4、质谱条件

[0072] 电喷雾离子源，正离子扫描(ESI+)；扫描方式：多反应监测(MRM)；离子源温度：150

℃；脱溶剂温度450℃；脱溶剂气流量：1000L/hr；锥孔气流量：20L/hr；毛细管电压0.5kV。雾

化气、去溶剂气、辅助热气为高纯氮气、碰撞气为高纯氩气。其他电压值、监测离子对、定量

离子对等见表4。

[0073] 表4  6种色素的质谱测定参数

[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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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5]

[0076] 备注：“*”表示定量离子。

[0077] 5、基质配标准工作曲线

[0078] 以空白样品基质配标，外标法定量。任何测定方法都存在基质效应，基质效应不能

被消除，但可以通过基质配标准工作曲线，对基质效应进行校正，相比传统的溶剂配制标准

工作曲线，其定量准确性更高。

[0079] 按照实施例1～2样品前处理步骤提取不含目标化合物的“空白”样品，并把提取液

与标准品溶液混合而成，配成基质混合标准工作溶液，外标法定量，空白样品基质配标的浓

度范围与混合标准使用液相同。

[0080] 用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测定6种色素与空白样品基质混合标准工作溶液中各

色素组分的提取离子峰面积，以浓度为横坐标，以提取离子峰面积为纵坐标，绘制出6种色

素的标准工作曲线；

[0081] 通过配制溶剂标准和基质标准曲线，通过其斜率进行计算：ME(％)＝(基质标曲斜

率/溶剂标曲斜率-1)×100；弱基质效应(ME为0％-20％)；中等基质效应(ME为20％-50％)；

强基质效应(ME＞50％)；若为负值则是负效应。其结果如图2所示，可知，利用液相质谱测定

水产品中6种色素以基质效应增强为主。

[0082] 6、上机数据采集：取标准溶液和样品溶液各2μL注入气相质谱仪，通过保留时间和

离子丰度比定性、定量离子峰面积定量。上述条件得出的6种色素的出峰情况和定量定性离

子的选择，其结果如表5所示。

[0083] 具体为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测定水产样品提取净化液中的6种色素残留量，

记录提取离子峰面积，基质外标法定量，得到所述水产品样品提取净化液中6种色素的测定

值；再将所述测定值带入到定量计算公式中，最终得到水产样品中待测6种色素残留量；

[0084] 定量计算公式：w＝(p×v×f)/m，式中：w为样品中待测6种色素残留量，单位为mg/

kg；p为测定值，单位为ng/mL；m为称取的样品量，单位为g；v为定容体积，单位为mL；f为稀释

倍数。

[0085] 表5本发明6种色素的出峰情况和定量定性离子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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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6]

[0087] 实施例4检测方法性能验证

[0088] 分析实施例3所述检测方法标准曲线的线性，方法的最低检测限，最低定量限，回

收率(准确度)和重复性、重现性(精密度)等。

[0089] 1、标准曲线线性

[0090] 6种色素混合储备液：移取各标准物质适量，用乙腈溶解并稀释成浓度为100ng/mL

的储备液。

[0091] 混合标准使用液：用空白样品基质配制混合标准使用液，使各物质浓度为：10ng/

mL、5ng/mL、2ng/mL、1ng/mL、0.5ng/mL、0.2ng/mL、0.1ng/mL、0.05ng/mL，具体如表6

[0092] 本发明各物质在0 .05～10ng/mL范围具有良好的线性关系，相关系数均大于

0.995，其线性关系如表6所示：

[0093] 表6本发明检测方法的线性范围

[0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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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5]

[0096] 2、检出限和定量限

[0097] 取标准溶液进行测试，以信噪比为3时候的浓度为检出限，信噪比为10时的浓度为

定量限，结果如表7所示：

[0098] 表7本发明检测方法的检出限和定量限

[0099]

[0100] 3、精密度

[0101] 6种色素混合储备液：移取各标准物质适量，用乙腈溶解并稀释成浓度为100ng/mL

的储备液。以0.010mg/kg的含量标准按实施例3进行加标回收率的实验，每种色素的加标回

收实验重复6次，其结果如表8所示。

[0102] 表8本发明检测方法的精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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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3]

[0104]

[0105] 4、准确度

[0106] 各称取三份混合均匀的样品5g(精确到0.01g)置于小烧杯中，按照下表加入标准

溶液，按照实施例3步骤2制备好供试液，进行测试，计算回收率。其结果如表9～11所示：

[0107] (1)水平一加标回收率(1μg/kg)

[0108] 表9水平一加标回收率

[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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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0] (2)水平二加标回收率(2μg/kg)

[0111] 表10水平二加标回收率

[0112]

[0113]

[0114] (3)水平三加标回收率(4μg/kg)

[0115] 表11水平三加标回收率

说　明　书 11/12 页

13

CN 109633045 A

13



[0116]

[0117]

[0118] 从上述结果可以看出，本发明利用液相色谱串联三重四级杆质谱以保留和离子碎

片丰度比时间定性，定量离子峰面积外标法定量同时测定6种水产品禁用色素残留量。

[0119] 经过优化后，水产品中目标物回收率达到80.4％～115.6％，24h内精密度和稳定

性测试RSD≤15％，亚甲基蓝、孔雀石绿、亮绿、隐色孔雀石绿、结晶紫、隐色结晶紫线性范围

在0.1μg/kg～20μg/kg之间线性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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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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