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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同时测定三七中23种有机

氯类农药残留量的方法，该方法采用QuEChERS‑

气相色谱‑三重四极杆串联质谱法，建立三七中

23种常见的有机氯类农药残留量的检测方法。试

样用乙腈提取，经吸附剂C18、PSA吸附净化后，以

气相色谱‑三重四极杆串联质谱多反应监测

(MRM)模式，进行基质匹配标准曲线内标法定量

测定。对23种农药进行3个水平的加标回收试验

(0 .01、0 .05、0 .10mg/kg)，其回收率范围为

71.3％～121.9％，RSD(n＝9)在2.6％～13.6％

之间；在0.001～0.100mg/L范围内线性关系良

好，相关系数(r2)均大于0 .99；方法的定量限

(LOQ)范围为0.001～0.010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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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同时测定三七中23种有机氯类农药残留量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1)供试品溶液的制备：取三七药材粉末,过2号筛粒，加乙腈浸泡，加氯化钠和无水硫

酸镁，涡旋振摇，离心；取上清液，加PSA、C18和无水硫酸镁，涡旋振摇，离心，取上清，水浴旋

转蒸发至近干，用丙酮溶解，得样品溶液，4℃冰箱储存待用；

(2)有机氯混合标准溶液制备；取氘代毒死蜱、α‑六六六、六氯苯、五氯苯甲醚、β‑六六

六、δ‑六六六、五氯硝基苯、γ‑六六六、五氯苯胺、环氧七氯B、氧化氯丹、环氧七氯A、α‑硫

丹、p,p’‑滴滴伊、o,p’‑滴滴滴、除草醚、异狄氏剂、β‑硫丹、p,p’‑滴滴滴、o,p’‑滴滴涕、硫

丹硫酸酯、p,p’‑滴滴涕、甲氧滴滴涕、灭蚁灵，以丙酮为溶剂配制各农药标准储备液；再精

密量取一定体积的各农药标准储备液，以丙酮稀释即得有机氯农药混合标准溶液；

(3)空白三七基质溶液制备：取无农药残留的三七药材按照步骤(1)方法制备得无农药

残留的三七基质溶液；

(4)基质匹配标准溶液制备：取适量氘代毒死蜱‑D10内标溶液及有机氯混合标准溶液

置量瓶中，加入空白三七基质溶液稀释得混合标准工作溶液；

(5)测定法：将上述供试品溶液、基质匹配标准溶液进样到气相色谱‑串联质谱仪，得到

色谱图，根据色谱图计算有机氯类农药残留量；

其中色谱条件如下：

气相色谱条件：气相色谱柱：30m×0.25mm×0.25μm；载气：氦气，流速：0.5‑1.5mL/min；

进样口温度：180‑250℃，进样量：0.8‑1 .2μL不分流进样，升温程序：初始温度100℃，以10

℃/min的速度升温至220℃，以8℃/min的速度升温至250℃，保持10min，总运行时间为

25.75min；

质谱条件：电子轰击离子源，电压为70eV；离子源温度230℃，接口温度250℃，溶剂延迟

时间2.8min，碰撞气：氩气；多反应离子监测。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色谱条件如下：

气相色谱条件：气相色谱柱：30m×0.25mm×0.25μm；载气：氦气，流速：1mL/min；进样口

温度：230℃，进样量：1.0μL不分流进样，升温程序：初始温度100℃，以10℃/min的速度升温

至220℃，以8℃/min的速度升温至250℃，保持10min，总运行时间为25.75min；

质谱条件：电子轰击离子源，电压为70eV；离子源温度230℃，接口温度250℃，溶剂延迟

时间2.8min，碰撞气：氩气；多反应离子监测。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步骤(1)的方法如下：取药材粉末，精

密称定，置离心管中，加入质量体积比为2‑6倍量的乙腈浸泡20‑40min，加0.2‑1倍药材量的

氯化钠和加0.1‑0.5倍药材量的无水硫酸镁，涡旋振摇1‑5min，以8000‑12000r/min的速度

离心5‑10min，取上清液置离心管中，加PSA，C18和无水硫酸镁重量比为1:1:1涡旋振摇1‑

4min以5000‑10000r/min的速度离心5‑10min，取上清液于35‑45℃下水浴旋转蒸发至近干，

用丙酮溶解，得样品溶液，4℃冰箱储存待用。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步骤(1)的方法如下：取药材粉末1

份，精密称定，置50mL聚丙烯塑料离心管中，加1:5乙腈浸泡30min，加氯化钠1份和无水硫酸

镁0.5份，涡旋振摇2min，以10000r/min的速度离心10min，取上清液7mL置10mL  EP管中，加

PSA，C18和无水硫酸镁各0.2份，涡旋振摇2min，以5000r/min的速度离心10min，取上清5mL于

50mL鸡心瓶中，于40℃下水浴旋转蒸发至近干，用2mL丙酮溶解，得样品溶液，4℃冰箱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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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用。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步骤(2)的方法如下：以丙酮为溶剂

配制成质量浓度为100mg/L的各农药标准储备液，再精密量取一定体积的各农药标准储备

液，以丙酮稀释，得到质量浓度为2mg/L的23种有机氯农药混合标准溶液，于‑18℃下冰箱内

保存。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步骤(4)的方法如下：精密量取适量

氘代毒死蜱‑D10溶液及混合标准溶液置2mL量瓶中，加空白三七基质溶液稀释至刻度，得到

质量浓度分别为0.001,0.002,0.005,0.010,0.025,0.050,0.075,0.100mg/L的基质匹配标

准工作溶液，其中内标溶液质量浓度为0.050mg/L。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如下：

步骤(1)

取药材粉末1份，精密称定，置50mL聚丙烯塑料离心管中，加1:5乙腈浸泡30min，加氯化

钠1份和无水硫酸镁0.5份，涡旋振摇2min，以10000r/min的速度离心10min，取上清液7mL置

10mL  EP管中，加PSA，C18和无水硫酸镁各0.2份，涡旋振摇2min，以5000r/min的速度离心

10min，取上清5mL于50mL鸡心瓶中，于40℃下水浴旋转蒸发至近干，用2mL丙酮溶解，得样品

溶液，4℃冰箱储存待用，

步骤(2)

取氘代毒死蜱、α‑六六六、六氯苯、五氯苯甲醚、β‑六六六、δ‑六六六、五氯硝基苯、γ‑

六六六、五氯苯胺、环氧七氯B、氧化氯丹、环氧七氯A、α‑硫丹、p,p’‑滴滴伊、o,p’‑滴滴滴、

除草醚、异狄氏剂、β‑硫丹、p,p’‑滴滴滴、o,p’‑滴滴涕、硫丹硫酸酯、p,p’‑滴滴涕、甲氧滴

滴涕、灭蚁灵，以丙酮为溶剂配制成质量浓度为100mg/L的各农药标准储备液，再精密量取

一定体积的各农药标准储备液，以丙酮稀释，得到质量浓度为2mg/L的23种有机氯农药混合

标准溶液，于‑18℃下冰箱内保存，

步骤(3)

取无农药残留的三七药材按照步骤(1)方法制备得无农药残留的三七基质溶液；

步骤(4)

精密量取适量氘代毒死蜱‑D10溶液及混合标准溶液置2mL量瓶中，加空白三七基质溶

液稀释至刻度，得到质量浓度分别为0.001 ,0 .002 ,0 .005 ,0 .010 ,0 .025 ,0 .050 ,0 .075 ,

0.100mg/L的基质匹配标准工作溶液，其中内标溶液质量浓度为0.050mg/L；

步骤(5)

将上述供试品溶液、基质匹配标准溶液进样到气相色谱‑串联质谱仪，得到色谱图，根

据色谱图计算有机氯类农药残留量；

其中色谱条件如下：

气相色谱条件：气相色谱柱：30m×0.25mm×0.25μm；载气：氦气，流速：1mL/min；进样口

温度：230℃，进样量：1.0μL不分流进样，升温程序：初始温度100℃，以10℃/min的速度升温

至220℃，以8℃/min的速度升温至250℃，保持10min，总运行时间为25.75min；

质谱条件：电子轰击离子源，电压为70eV；离子源温度230℃，接口温度250℃，溶剂延迟

时间2.8min，碰撞气：氩气；多反应离子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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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同时测定三七中23种有机氯类农药残留量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中药中农药残留物质的检测方法，特别涉及一种同时测定三七中

23种有机氯类农药残留量的方法，该方法采用QuEChERS‑气相色谱‑三重四极杆串联质谱

法，建立三七中23种常见的有机氯类农药残留量的检测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农药的使用给人类生活带来了巨大贡献，同时农药的滥用，也给人类机体造成一

定的伤害。目前随着中药材规范化种植的不断深入开展，药材的农药残留问题越来越引起

世界各国学者的重视。有机氯农药曾广泛用于中药栽培，但由于其半衰期长、降解缓慢、化

学性质稳定的特点，我国于20世纪80年代已禁止使用，但至今仍能从水、土壤及植物体内检

测到残留成分。植物在生长过程中若富集了环境中残留的有机氯农药，并通过食物链关系

转移至人体中，由于其脂溶性大，毒性易积蓄，这将严重影响人的用药安全。

[0003] 三七是我国特有的传统名贵中药材，生熟两用，生三七具有止血活血、散瘀止痛、

强心定痛的作用；熟三七具有补血益气，强身健脑、安神等功效。80年代以来，三七化学成分

和药理作用的不断被深入研究，开发了诸多以三七为原料的药物和保健品。三七为根类药

材，易被蓄积在土壤中的有机氯类农药污染，故三七中有机氯类农药的检测对其药材的安

全性评价十分重要。

[0004] 现在农药残留检测手段主要包括气相色谱、气相色谱‑三重四极杆串联质谱、液相

质谱‑串联质谱。中药材前处理方法有磺化法、固相萃取法等。周家明等采用不同三七饮片

中六六六、滴滴涕农药残留量的分析，采用样品丙酮超声提取、分液漏斗萃取，石油醚洗涤，

硫酸钠脱水，取石油醚层毛浓缩后硫酸溶解后用毛细管气相色谱法测定六六六、滴滴涕含

量。(周家明等，不同三七饮片中六六六、滴滴涕农药残留量的分析，现在中药研究与实践

2007,21(1)，10‑13)。张曙明等对黄芪、三七和西洋参中15种有机氯农药残留量测定分析，

样品采用水浸泡、丙酮、氯化钠和二氯甲烷(或石油醚)混合溶剂超声提取，无水硫酸钠脱

水，Florisil  硅土柱层析净化后，石油醚溶解即得，采用毛细管气相色谱法‑电子捕获检测

器分析测定。(张曙明等，黄芪、三七和西洋参中多种有机氯弄呀残留量分析，中国中药杂

志，2000年7月，25(7)402‑405)。上述方法样品制备比较繁琐，应用化学毒性试剂较多，且检

测方法的专属性和灵敏度相对于气相质谱而言较低。

[0005] 在农残检测前处理方法中，QuEChERS法是固相萃取技术和基质固相分散技术的衍

生和进一步发展，是一种操作简单、溶剂使用量少、分析速度快的前处理技术，与其他前处

理方法比较，不需要使用大量的有机溶剂，操作者不需要经过严格培训，实验条件要求也较

为宽松，2003年由美国农业部Anastassiades教授等开发以来，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欧盟农

药残留前处理技术标准中建议对于基质复杂的干燥草药，提取时每2g药材加入10mL水。

QuEChERS法影响因素较多，如提取剂的选择，脱水剂的选择、净化剂的选择等。吴剑威等以

体积比95：1 的乙腈‑水‑1％乙酸混合溶液作为提取剂、QuEChERS法加入GCB、PSA、无水硫酸

镁净化，采用气相色谱法检测9种农药。(吴剑成等，QuEChERS‑气相色谱法快速检测五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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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材中九种有机氯农药残留的方法研究，分析科学学报，  2011,27(2)，167‑170)。李家春

等采用QuEChERS法结合高效液相色谱法‑串联质谱对三七35种农药残留检测，样品采用水

浸润过夜，加入含1％醋酸乙腈，无水硫酸镁、无水醋酸钠振荡离心，加无水硫酸镁、PSA吸附

剂后，离心，上清液浓缩，用1％醋酸甲醇溶解即得。(李家春等，基于QuEChERS法‑超高效液

相色谱‑串联质谱法的5种中药材中35种有机磷农药残留量的快速分析，药物分析杂志，

2016,36(1)122‑128)。现有技术中三七药材的有机氯农药残留检测方法前处理采用水、含

酸乙腈混合溶液浸泡，造成了三七药材水提取液颜色加深，杂质增多给后期的QuEChERS法

净化带来困难，从而影响方法的准确性及可靠性。

发明内容：

[0006]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QuEChERS净化法结合气相色谱‑串联质谱联

用法，对三七药材中23种有机氯农药的残留量进行测定，用基质匹配标准曲线内标法对三

七的基质效应进行补偿，用于三七药材的质量控制。

[0007]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通过下述方法得到的：

[0008] 一种同时测定三七中23种有机氯类农药残留量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9] (1)供试品溶液的制备：取三七药材粉末,过2号筛粒，加乙腈浸泡，加氯化钠和无

水硫酸镁，涡旋振摇，离心；取上清液，加PSA、C18和无水硫酸镁，涡旋振摇，离心，取上清，水

浴旋转蒸发至近干，用丙酮溶解，得样品溶液，4℃冰箱储存待用。

[0010] (2)有机氯混合标准溶液制备；取氘代毒死蜱、α‑六六六、六氯苯、五氯苯甲醚、β‑

六六六、δ‑六六六、五氯硝基苯、γ‑六六六、五氯苯胺、环氧七氯B、氧化氯丹、环氧七氯A、α‑

硫丹、p,p’‑滴滴伊、o,p’‑滴滴滴、除草醚、异狄氏剂、β‑硫丹、p,p’‑滴滴滴、o,p’‑滴滴涕、

硫丹硫酸酯、p,p’‑滴滴涕、甲氧滴滴涕、灭蚁灵，以丙酮为溶剂配制各农药标准储备液；再

精密量取一定体积的各农药标准储备液，以丙酮稀释即得有机氯农药混合标准溶液；

[0011] (3)空白三七基质溶液制备：取无农药残留的三七药材按照步骤(1)方法制备得无

农药残留的三七基质溶液；

[0012] (4)基质匹配标准溶液制备：取适量氘代毒死蜱‑D10内标溶液及有机氯混合标准

溶液置量瓶中，加入空白三七基质溶液稀释得混合标准工作溶液。

[0013] (5)测定法：将上述供试品溶液、基质匹配标准溶液进样到气相色谱‑串联质谱仪，

得到色谱图，根据色谱图计算有机氯类农药残留量；

[0014] 其中色谱条件如下：

[0015] 气相色谱条件：气相色谱柱：30m×0 .25mm×0 .25μm；载气：氦气，流速：  0 .5‑

1 .5mL/min,优选1mL/min；进样口温度：180‑250℃，优选230℃，进样量：  0.8‑1 .2μL，优选

1.0μL不分流进样，升温程序：初始温度100℃，以10℃/min 的速度升温至220℃，以8℃/min

的速度升温至250℃，保持10min，总运行时间为25.75min。

[0016] 质谱条件：电子轰击离子源，电压为70eV；离子源温度230℃，接口温度  250℃，溶

剂延迟时间2.8min，碰撞气：氩气；多反应离子监测。

[0017] 其中，步骤(1)三七药材粉末乙腈浸泡加入氯化钠目的是盐析作用，使乙腈和样品

中水分分离,而加入硫酸镁的目的是吸水使农药分配到提取溶剂中，提取的更加完全。所述

PSA(乙二胺‑N‑丙基硅烷，一种吸附剂，用来去除三七本身的化学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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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优选的，本发明步骤(1)的方法如下：取药材粉末，精密称定，置离心管中，加2‑6倍

量(质量体积比)乙腈浸泡20‑40min，加0.2‑1倍药材量的氯化钠和加0.1‑0.5倍药材量的无

水硫酸镁，涡旋振摇1‑5min，以8000‑12000r/min的速度离心5‑10min。取上清液置离心管

中，加PSA，C18和无水硫酸镁重量比为  1:1:1涡旋振摇1‑4min以5000‑10000r/min的速度离

心5‑10min，取上清液于  35‑45℃下水浴旋转蒸发至近干，用丙酮溶解，得样品溶液，4℃冰

箱储存待用。

[0019] 更优选的，本发明步骤(1)的方法如下：取药材粉末1份，精密称定，置  50mL聚丙烯

塑料离心管中，加1:5乙腈浸泡30min，加氯化钠1份和无水硫酸镁0.5份，涡旋振摇2min，以

10000r/min的速度离心10min。取上清液7mL置  10mL  EP管中，加PSA，C18和无水硫酸镁各0.2

份，涡旋振摇2min，以5000  r/min的速度离心10min，取上清5mL于50mL鸡心瓶中，于40℃下

水浴旋转蒸发至近干，用2mL丙酮溶解，得样品溶液，4℃冰箱储存待用。

[0020] 其中，步骤(2)中有机氯混合标准溶液的配制方法如下：

[0021] 以丙酮为溶剂配制成质量浓度为100mg/L的各农药标准储备液，再精密量取一定

体积的各农药标准储备液，以丙酮稀释，得到质量浓度为2mg/L的23种有机氯农药混合标准

溶液，于‑18℃下冰箱内保存。

[0022] 其中，步骤(4)三七空白基质匹配标准溶液配制方法如下：

[0023] 精密量取适量氘代毒死蜱‑D10(内标)溶液及混合标准溶液置2mL量瓶中，加空白

三七基质溶液稀释至刻度，得到质量浓度分别为0.001,0.002,0.005,0.010,0.025,0.050,

0.075,0.100mg/L的基质匹配标准工作溶液，其中内标溶液质量浓度为0.050mg/L。

[0024] 本发明的方法是经过筛选获得的，筛选过程如下：

[0025] 1质谱条件优化

[0026] 本发明在多反应离子监测(MRM)模式下进行定量分析。一级质谱中，以电子轰击的

电离方式将目标物电离为碎片离子，经质量分析器把不同质荷比的离子分开，选取其中质

荷比较大且相对丰度较高的特征碎片离子作为前体离子；二级质谱中，使前体离子与碰撞

气氩气碰撞裂解，产生产物离子；收集产物离子，得到目标物的二级质谱图。在前体离子和

氩气碰撞过程中，对碰撞电压进行优化，使峰响应更高、灵敏度增加优化结果如表1所示。

[0027] 表1  23种农药及内标的保留时间及质谱分析参数

[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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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0030] 2前处理方法的优化

[0031] 中药农药残留的检测是在复杂基质的条件下进行痕量残留的分析，前处理需要同

时解决两个问题，一是除去复杂基质中的干扰物质，二是农药的回收率要满足要求。所以前

处理方式的选取是农药残留检测的技术难点。

[0032] 本发明研究了浸泡与超声不同提取方式对有机氯农药回收率的影响。浸泡  30min

和超声30min的回收率结果如表2所示，故选择浸泡30min作为提取方式：

[0033] 表2不同提取方式的回收率

[0034]

[0035] 由于大部分有机氯类农药具有对硫酸稳定的特性，因此本发明尝试采取磺化法对

药材三七进行处理，称样1g，加入30mL石油醚浸泡1h，抽滤，洗涤残渣，转移至100mL圆底烧

瓶中，于40℃下水浴旋转蒸发至近干，以正己烷溶解并转移至2mL容量瓶中定容，加入0.1mL

浓硫酸，充分震摇，反应完全后离心，取上清液，进GC‑MS。异狄氏剂未出峰，表明异狄氏剂对

硫酸不稳定。虽然硫酸磺化法具有良好的净化基质的作用，但本发明不宜采用硫酸磺化法。

[0036] 在农残检测前处理方法中本文考察了提取时加入10mL水充分润湿10min，再以

10mL乙腈浸泡30min和只采用10mL乙腈浸泡30min两种提取方法。两种提取方法回收率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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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120％之间，满足农药残留分析要求。两种提取方法经净化后空白基质色谱图见图1。在

回收率满足要求的前提下，尽量选择共提物较少的方式，避免干扰测定、污染检测器并减少

基质效应。三七加水浸泡乙腈后提取液颜色深，杂质多，且后期除水过程复杂。所以选择直

接乙腈提取。

[0037] 三七药材中主要成分为皂苷类，且含有少量的氨基酸、蛋白质、多糖、黄酮类、炔、

醇类及挥发油等。乙腈提取后这些物质同待测农药一起被提取出来，  GC‑MS/MS测定时，这

些成分的存在会使待测农药的色谱峰峰型变差或响应的增高、降低，这都对有机氯农药的

定量产生干扰。QuEChERS法中，最常用的吸附剂有C18，PSA和GCB。吸附剂C18能吸附非极性

成分，如脂肪、叶绿素、酯类及甾醇类等；PSA能除去大部分的脂肪酸，极性色素，有机酸，糖

和酚类等成分；吸附剂GCB的作用为吸附提取出来的色素且对具有平面结构的农药产生吸

附作用。测定的农药中，六六六、六氯苯及五氯硝基苯等均为平面结构，但本文中，三七经乙

腈提取后，提取液澄清，故无需加入吸附剂GCB。在提取液中加入PSA，多糖的等极性成分被

吸附除去，这些成分易在进样口和柱头聚积，从而引起基质效应，影响农药的色谱行为，但

PSA的加入并不能去除皂苷等非极性成分，而C18的加入，可有效的去除这类杂质。三七样品

经乙腈提取，C18，  PSA净化后能去除大部分基质，净化效果好。不干扰农药定量测定，故本

文选择  C18、PSA作为吸附剂的QuEChERS前处理方法。

[0038] 3基质效应

[0039] 基质是样品中除被分析物以外的组分，常对分析物的分析有显著干扰，并且影响

分析结果的准确性，这些影响和干扰被称为基质效应。基质效应在常量分析中并不显著，但

在痕量残留分析中却极大的影响分析的准确度。通过三七空白基质溶液和溶剂配制的标准

曲线斜率的比值来对每种农药的基质效应进行评价。

[0040] 所述农药的基质效应评价可通过如下公式计算：

[0041]

[0042] S溶剂指有机氯混合标准工作溶液的线性方程斜率

[0043] S基质指空白三七基质匹配标准工作溶液的线性方程斜率

[0044] MF的值为正或负时，代表基质效应的增强或减弱。MF为0时，不存在基质效应，MF值

在±20％之内，则基质效应较小；MF值在±50％之内，则为中等基质效应。

[0045] 图2可知，灭蚁灵基质效应较大，α‑六六六、五氯硝基苯等基质效应较小，六氯苯、

五氯苯甲醚等为中等基质效应。减少基质效应影响的方法一般有：加入同位素标记目标物，

优化前处理和分析条件，标准添加法及基质匹配标准溶液校准方法等，其中优化前处理和

分析条件法不能完全消除基质效应，且易降低回收率，同位素标记物的种类少，价格昂贵；

标准添加比较繁琐。因此，本发明采用基质匹配标准溶液内标法对基质效应进行补偿。

[0046] 本发明采用QuEChERS‑气相色谱‑三重四极杆串联质谱法，建立了三七中23  种常

见的有机氯类农药残留量的检测方法。同时，用基质匹配标准曲线内标法对三七的基质效

应进行了补偿。本方法操作简便，准确可靠，灵敏度高，为三七中有机氯农药残留测定提供

了一种有力的分析手段。对30批药材进行测样发现五氯硝基苯存在超标现象。相关标准中

已将五氯硝基苯列为禁用农药，但由于其价格低，药效好等特点，仍存在使用的情况。为了

保护三七质量，保证用药安全，促进进出口贸易，建议使用其它低毒高效、降解较快的农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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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

[0047] 4.方法学验证

[0048] 4.1线性

[0049] 在质量浓度在0.001～0.100mg/L范围内，基质匹配标准工作溶液经  GC‑MS/MS测

定后，以相对峰面积(A对照品/A内标)对相对质量浓度(C对照品/C内标)  作图，绘制工作曲线，结果见

表3，表明响应值和浓度之间均显示良好的线性关系，相关系数(r2)均大于0.99。

[0050] 表3  23种农药的线性方程、线性范围及相关系数

[0051]

[0052]

[0053] 4.2回收率和重复性

[0054] 本发明采用标准加入法，向已知的阴性三七样品中加入混合标准溶液和内标溶

液，制备加标水平分别为0.01、0.05和0.10mg/kg的样品，每个水平重复3 次，按上述优化后

的方法提取净化样品，并进行GC‑MS/MS分析，基质匹配内标法定量，计算平均回收率和相对

标准偏差(RSD，n＝9)。如表3所示，所有的农药的平均回收率均在71.3％～121.9％之间，

RSD在2.6％～13.6％之间。重复性是指在同样的操作条件下，在较短时间间隔的精密度，也

称间隙测量精密度。平行制备6份加标水平为0.05mg/kg样品溶液，计算回收率和相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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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差(RSD，  n＝6)，平均回收率在83.1％～102.1％之间，RSD在1.4％～9.3％之间，结果表

明重复性良好。

[0055] 4.3定量限

[0056] 本发明通过基质加标试验，向三七空白基质中添加多个加标水平较低的农药混合

标准溶液，每个加标水平各平行6次，所得的溶液进GC‑MS/MS分析，计算平均回收率和相对

标准偏差(RSD，n＝6)，平均回收率在70％～120％之间，RSD  在20％以内即为该物质的定量

限。

[0057] 表4  23种农药的定量限、回收率

[0058]

[0059] 本发明在于提供一种同时测定三七中23种有机氯类农药残留量的方法，该方法采

用QuEChERS‑气相色谱‑三重四极杆串联质谱法，建立三七中23种常见的有机氯类农药残留

量的检测方法。试样用乙腈提取，经吸附剂C18、PSA吸附净化后，以气相色谱‑三重四极杆串

联质谱多反应监测(MRM)模式，进行基质匹配标准曲线内标法定量测定。本发明对30批三七

药材进行了测定，10批检测出了五氯硝基苯，8批检测出了五氯苯胺。该方法前处理简单快

速，准确可靠，灵敏度高等优点，适合三七中有机氯农药残留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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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60] 图1水浸泡乙腈提取(a)和乙腈提取(b)的三七空白基质总离子流色谱图

[0061] 图2  23种有机氯农药基质效应

具体实施方式：

[0062] 以下通过实施例进一步说明本发明，但不作为对本发明的限制。

[0063] 实施例1

[0064] 一种同时测定三七中23种有机氯类农药残留量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65] 步骤(1)

[0066] 取药材粉末1份，精密称定，置50mL聚丙烯塑料离心管中，加1:5乙腈浸泡30min，加

氯化钠1份和无水硫酸镁0.5份，涡旋振摇2min，以10000r/min 的速度离心10min。取上清液

7mL置10mL  EP管中，加PSA，C18和无水硫酸镁各0.2份，涡旋振摇2min，以5000r/min的速度离

心10min，取上清5mL于  50mL鸡心瓶中，于40℃下水浴旋转蒸发至近干，用2mL丙酮溶解，得

样品溶液，4℃冰箱储存待用。

[0067] 步骤(2)

[0068] 取氘代毒死蜱、α‑六六六、六氯苯、五氯苯甲醚、β‑六六六、δ‑六六六、五氯硝基苯、

γ‑六六六、五氯苯胺、环氧七氯B、氧化氯丹、环氧七氯A、α‑硫丹、  p,p’‑滴滴伊、o,p’‑滴滴

滴、除草醚、异狄氏剂、β‑硫丹、p,p’‑滴滴滴、o,p’‑滴滴涕、硫丹硫酸酯、p,p’‑滴滴涕、甲氧

滴滴涕、灭蚁灵，以丙酮为溶剂配制成质量浓度为100mg/L的各农药标准储备液，再精密量

取一定体积的各农药标准储备液，以丙酮稀释，得到质量浓度为2mg/L的23种有机氯农药混

合标准溶液，于  ‑18℃下冰箱内保存。

[0069] 步骤(3)

[0070] 取无农药残留的三七药材按照步骤(1)方法制备得无农药残留的三七基质溶液；

[0071] 步骤(4)

[0072] 精密量取适量氘代毒死蜱‑D10(内标)溶液及混合标准溶液置2mL量瓶中，加空白

三七基质溶液稀释至刻度，得到质量浓度分别为  0 .001 ,0 .002 ,0 .005 ,0 .010 ,0 .025 ,

0.050,0.075,0.100mg/L的基质匹配标准工作溶液，其中内标溶液质量浓度为0.050mg/L。

[0073] 步骤(5)

[0074] (5)测定法：将上述供试品溶液、基质匹配标准溶液进样到气相色谱‑串联质谱仪，

得到色谱图，根据色谱图计算有机氯类农药残留量；

[0075] 其中色谱条件如下：

[0076] 气相色谱条件：气相色谱柱：30m×0.25mm×0.25μm；载气：氦气，流速：1mL/min；进

样口温度：230℃，进样量：1.0μL不分流进样，升温程序：初始温度100℃，以10℃/min的速度

升温至220℃，以8℃/min的速度升温至250℃，保持10min，总运行时间为25.75min。

[0077] 质谱条件：电子轰击离子源，电压为70eV；离子源温度230℃，接口温度  250℃，溶

剂延迟时间2.8min，碰撞气：氩气；多反应离子监测。

[0078] 实施例2

[0079] 按照实施例1的方法，对来自云南的30批三七药材进行测定。结果见表5。其中10批

检测出了五氯硝基苯，检出率为33％，8批检测出了五氯苯胺，检出率为27％。2015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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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典》规定五氯硝基苯的最大残留限量为0.01mg/kg。  30批三七药材中2批的五氯硝基苯农

药残留量超过了中国药典规定，残留量分别为0.226mg/kg和0.208mg/kg，而五氯苯胺为五

氯硝基苯的代谢物，其测定的最大残留量为0.058mg/kg。

[0080] 表5检测结果

[0081]

[0082]

[0083] (注：“‑”表示未检出，“+”表示检出，“++”表示超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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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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