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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分离检测磷胺异构体的方

法，属于分析化学技术领域。本发明的分离检测

磷胺异构体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1)将待测样

品进行前处理，得到待测溶液；2)采用超临界流

体色谱-串联质谱法对待测溶液进行检测；3)根

据标准工作曲线计算待测样品中磷胺顺式异构

体和/或磷胺反式异构体的含量；步骤2)中，超临

界流体色谱检测采用的色谱柱以表面共价键合

有直链淀粉-三(3,5-二甲基苯基氨基甲酸酯)的

硅胶为填料，流动相为超临界CO2-醇类溶剂混合

物。本发明的方法，对磷胺顺反异构体的定量分

析速度快，耗时可缩短至5min以内，磷胺顺反异

构体的最低检测限为0.0008mg/kg，灵敏度和准

确度高，且绿色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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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分离检测磷胺异构体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将待测样品进行前处理，得到待测溶液；

2)采用超临界流体色谱-串联质谱法对待测溶液进行检测；

3)根据标准工作曲线计算待测样品中磷胺顺式异构体和/或磷胺反式异构体的含量；

步骤2)中，超临界流体色谱检测采用的色谱柱以表面共价键合有直链淀粉-三(3,5-二

甲基苯基氨基甲酸酯)的硅胶为填料，采用的流动相为超临界CO2-醇类溶剂的混合物。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分离检测磷胺异构体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色谱柱为

IA柱。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分离检测磷胺异构体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色谱柱为

IA-3柱，长度为100mm，内径为3mm，填料粒径为3μm。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3所述的分离检测磷胺异构体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超临界流体

色谱检测采用的色谱柱的柱温为40～50℃。

5.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3所述的分离检测磷胺异构体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流动相

为超临界CO2-乙醇二元混合物；超临界流体色谱检测采用洗脱方式为梯度洗脱，包括如下

三个梯度：第一梯度超临界CO2与乙醇的体积比由初始的a％:(100-a)％变成b％:(100-

b)％，第二梯度超临界CO2与乙醇的体积比由b％:(100-b)％变成c％:(100-c)％，第三梯度

超临界CO2与乙醇的体积比保持c％:(100-c)％；其中a为98.5～99.5，b为88～92，c为98.5

～99.5。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分离检测磷胺异构体的方法，其特征在于：第一梯度的洗脱从

初始至第d分钟，第二梯度的洗脱从第d分钟至第e分钟，第三梯度的洗脱从第e分钟开始到

第f分钟；其中，d为2.8～3.2，e为3.3～3.7，f不小于4.3。

7.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3所述的分离检测磷胺异构体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待测样

品为磷胺产品或农产品。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分离检测磷胺异构体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质谱检测中，磷胺

顺式异构体和磷胺反式异构体的定量离子对均为300 .1/127 .1、定性离子对均为300 .1/

174.1。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分离检测磷胺异构体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定量离子对和定性

离子对的去簇电压均为28V，碰撞能量分别为25V和14V。

10.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分离检测磷胺异构体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质谱检测条件为：

离子源为电喷雾离子源(ESI)；扫描方式为正离子扫描；毛细管电压为2.9～3.1kV；离子源

温度145～155℃；脱溶剂气温度320～360℃；脱溶剂气体流速580～650L/h；锥孔气体流速

45～55L/h；补偿溶剂0.1％甲酸甲醇溶液，流速为0.2mL/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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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分离检测磷胺异构体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分离检测磷胺异构体的方法，属于分析化学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顺反异构现象是一种重要的立体异构现象，属于非对映异构问题。化合物分子中

由于具有限制旋转的因素，使各个基团在空间的排列方式不同而出现顺反异构，这些异构

体的性质不完全相同，其在环境中的消解和归趋往往也有明显的不同。其在自然环境和生

物体中的活性、毒性以及吸收、代谢、降解等诸多方面可能存在巨大差异。

[0003] 磷胺，又名大灭虫，略带有气味。在中性和弱酸性溶液中较稳定，在碱性液中会迅

速分解。磷胺对人、畜毒性大，属高毒农药品种。磷胺的分子结构中含有C＝C键，有一对顺反

异构体，结构如下：

[0004]

[0005] 磷胺工业品中含顺式异构体70％，反式异构体占30％。目前，市场上出售的农药均

为磷胺顺反异构体的混合物，在农作物种植及储存过程中使用后有较大量的残留，而现有

技术中对磷胺检测时仅能实现对磷胺总量进行测定。如授权公告号为CN101799460B的中国

发明专利中公开了一种检测烟草中有机磷农药残留量的方法，该方法对样品前处理后采用

气相色谱质谱法进行分析，能够实现对烟草中磷胺残留量进行分析，但无法对磷胺顺反异

构体进行拆分和定量分析。由于磷胺的顺反异构体中，顺式异构体具有较强活性，因而建立

磷胺异构体纯度的测定方法对于开发生产磷胺顺式异构体(Z-磷胺)和磷胺反式异构体(E-

磷胺)单一产品、生产厂家进行产品质量控制以及农产品中磷胺顺反异构体残留的控制是

十分必要的。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分离检测磷胺异构体的方法，能够实现对待测样品中磷

胺异构体的定量分析。

[0007] 为了实现以上目的，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8] 一种分离检测磷胺异构体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9] 1)将待测样品进行前处理，得到待测溶液；

[0010] 2)采用超临界流体色谱-串联质谱法对待测溶液进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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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3)根据标准工作曲线计算待测样品中磷胺顺式异构体和/或磷胺反式异构体的含

量；

[0012] 步骤2)中，超临界流体色谱检测采用的色谱柱以表面共价键合有直链淀粉-三(3,

5-二甲基苯基氨基甲酸酯)的硅胶为填料，采用的流动相为超临界CO2-醇类溶剂的混合物。

[0013] 本发明的分离检测磷胺异构体的方法，利用超临界流体色谱-串联质谱法，选择以

表面键合有直链淀粉-三(3,5-二甲基苯基氨基甲酸酯)的硅胶为填料的色谱柱，以超临界

CO2-醇类溶剂混合物为流动相，并通过串联质谱法对磷胺的顺反异构体进行定量，能够实

现磷胺顺反异构体的快速拆分及检测，并减少假阳性的结果。

[0014] 本发明的分离检测磷胺异构体的方法，对磷胺顺反异构体的定量分析速度快，耗

时可缩短至5min以内，磷胺顺反异构体的最低检测限为0.0008mg/kg，灵敏度和准确度高，

并且以超临界CO2-醇类溶剂混合物为流动相，节省了大量的有机溶剂的使用，绿色环保。

[0015] 优选的，所述色谱柱为 IA柱。进一步优选的，所述色谱柱为

IA-3柱，长度为100mm，内径为3mm，填料粒径为3μm。

[0016] 优选的，上述任意一种分离检测磷胺异构体的方法中，超临界流体色谱检测采用

的背压为1900～2100psi。超临界流体色谱检测采用的色谱柱的柱温为40～50℃。

[0017] 优选的，所述流动相为超临界CO2-乙醇二元混合物；超临界流体色谱检测采用洗

脱方式为梯度洗脱，包括如下三个梯度：第一梯度超临界CO2与乙醇的体积比由初始的a％:

(100-a)％变成b％:(100-b)％，第二梯度超临界CO2与乙醇的体积比由b％:(100-b)％变成

c％:(100-c)％，第三梯度超临界CO2与乙醇的体积比保持c％:(100-c)％；其中a为98.5～

99.5，b为88～92，c为98.5～99.5。

[0018] 优选的，第一梯度的洗脱从初始至第d分钟，第二梯度的洗脱从第d分钟至第e分

钟，第三梯度的洗脱从第e分钟开始到第f分钟；其中，d为2.8～3.2，e为3.3～3.7，f不小于

4.3。

[0019] 根据待测样品的不同，前处理的方法也有所不同，但均可以根据现有技术中对待

测样品中有机物的检测时采用的前处理方法进行处理。所述待测样品为磷胺产品或农产

品。所述待测样品为磷胺产品时，所述前处理包括对磷胺产品进行稀释并进行过滤的步骤。

所述待测样品为农产品时，所述前处理包括对待测样品进行萃取以及对萃取液进行净化处

理的步骤。如可以采用QuEChERS方法对农产品进行前处理以提取农产品中的磷胺，以减少

基质干扰。

[0020] 所述农产品为烟草或谷物。

[0021] 所述农产品为烟草或谷物；所述前处理包括以下步骤：将待测样品粉碎后用有机

溶剂进行萃取，然后加入萃取盐混匀后离心，取上清液用吸附剂进行净化处理，再次离心后

取上清液即得待测溶液。

[0022] 质谱检测中，磷胺顺式异构体和磷胺反式异构体的定量离子对均为300.1/127.1、

定性离子对均为300.1/174.1。定量离子对和定性离子对的去簇电压均为28V，碰撞能量分

别为25V和14V。

[0023] 优选的，质谱检测条件为：离子源为电喷雾离子源(ESI)；扫描方式为正离子扫描；

毛细管电压为2.9～3.1kV；离子源温度145～155℃；脱溶剂气温度320～360℃；脱溶剂气体

流速580～650L/h；锥孔气体流速45～55L/h；补偿溶剂0.1％甲酸甲醇溶液，流速为0.2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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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

附图说明

[0024] 图1为实施例1中基质混合标准工作溶液的SFC-MS/MS选择离子色谱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本发明提供的分离检测磷胺异构体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6] 1)将待测样品进行前处理，得到待测溶液；

[0027] 2)采用超临界流体色谱-串联质谱法对待测溶液进行检测；

[0028] 3)根据标准工作曲线计算待测样品中磷胺顺式异构体和/或磷胺反式异构体的含

量；

[0029] 步骤2)中，超临界流体色谱检测采用的色谱柱以表面共价键合有直链淀粉-三(3,

5-二甲基苯基氨基甲酸酯)的硅胶为填料，采用的流动相为超临界CO2-醇类溶剂的混合物。

[0030] 在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中，所述待测样品为农产品时，所述前处理的方法为

QuEChERS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将待测样品粉碎后用有机溶剂进行萃取，然后加入萃取盐混

匀后离心，取上清液用吸附剂进行净化处理，再次离心后取上清液即得待测溶液。

[0031] 所述有机溶剂为乙腈。所述萃取盐由以下重量份数的组分组成：无水硫酸镁4～6

份、氯化钠0.8～1.2份、柠檬酸钠0.8～1.2份和柠檬酸氢二钠0.4～0.6份。所述待测样品与

萃取盐的质量比为2:6～9。所述吸附剂为十八烷基键合硅胶和中性氧化铝的混合物。

[0032] 在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中，超临界流体色谱检测时流动相的流速为2.5mL/min。

[0033] 在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中，超临界流体色谱检测时的进样量为2μL。

[0034] 在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中，所述流动相为超临界CO2-乙醇二元混合物。

[0035] 在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中，所述洗脱为梯度洗脱，洗脱方式如下：初始至第3分

钟超临界CO2和乙醇的体积比由99％:1％变成90％:10％；第3分钟到第3.5分钟超临界CO2和

乙醇的体积比从90％:10％变成99％:1％；第3.5分钟到第4.5分钟超临界CO2和乙醇的体积

比为99％:1％。第一梯度的洗脱从初始至第3分钟，第二梯度的洗脱从第3分钟至第3.5分

钟，第三梯度的洗脱从第3.5分钟开始到第4.5分钟。

[0036] 在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中，检测结果用外标法进行分析，计算待测样品中的磷

胺顺式异构体和/或磷胺反式异构体的含量。

[0037] 在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中，步骤3)中，标准工作曲线采用现有技术的方法确定。

并且根据所要检测的磷胺异构体的不同，可以建立磷胺顺式异构体的标准工作曲线或磷胺

反式异构体的标准工作曲线；若同时确定磷胺顺式异构体和磷胺反式异构体的含量，则需

分别建立两者的标准工作曲线。确定标准工作曲线采用的标准工作溶液根据现有技术中的

方法配制。为消除待测样品基质的影响，确定标准工作曲线时采用的标准溶液均为基质混

合标准工作溶液。标准工作曲线为待检测磷胺异构体的选择离子峰面积与待检测磷胺异构

体浓度之间的关系曲线。

[0038] 以下结合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的说明。

[0039] 实施例1和实施例2中采用的乙腈、甲醇、乙醇均为色谱级试剂，柠檬酸钠、氯化钠

均为分析纯试剂，蒸馏水符合GB/T  6682中一级水的要求；采用的质谱仪为Waters  TQD四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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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串联质谱仪；称量采用的是瑞士Mettler  AE  163电子天平(感量：0.0001g)。

[0040] 实施例1

[0041] 本实施例的分离检测磷胺异构体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2] 1)制备空白样品基质溶液，方法如下：准确称取2g研磨后的谷物空白样品于50mL

具盖离心管中，加入10mL水，泡发后加入10mL乙腈，然后将离心管置于涡漩混合振荡仪上，

以2000rpm速率振荡5min。然后向离心管中加入5g无水硫酸镁、1g氯化钠、1g柠檬酸钠和

0.5g柠檬酸氢二钠，立即于漩涡混合振荡仪上，以2000rpm速率振荡5min，然后以6000rpm速

率离心3min；移取上清液1.0mL于1.5mL离心管中，并加入50mg  C18和50mg中性氧化铝，于漩

涡混合振荡仪上以2000rpm速率振荡2min，以6000rpm速率离心3min；吸取上清液经0.45μm

有机相滤膜过滤，所得滤液即空白样品基质溶液，备用。

[0043] 2)配制基质混合标准工作溶液，具体方法如下：称取10mg的磷胺标准品(Z-磷胺含

70％，E-磷胺含30％)于10mL容量瓶中，用乙腈溶解并定容至刻度，配制成一级标准储备液；

移取1.0mL的一级标准储备液于100mL容量瓶中，用乙腈定容至刻度配得二级标准储备液；

分别移取二级标准储备液20μL、50μL、100μL、250μL、500μL及1000μL到6个10mL容量瓶中，用

乙腈定容，制得标准工作溶液；然后分别移取上述标准工作溶液500μL与500μL的空白样品

基质溶液混合，配制成基质混合标准工作溶液。

[0044] 3)将步骤2)中配制的各浓度的基质混合标准工作溶液进超临界流体色谱串联质

谱(SFC-MS/MS)检测，记录磷胺顺式异构体(Z-磷胺)和磷胺反式异构体(E-磷胺)的选择离

子峰面积，检测得到的选择离子色谱图见图1；然后以每种异构体的浓度值为自变量，以其

对应的选择离子峰面积为因变量，计算得到一元线性回归方程，作为标准工作曲线，具体检

测结果如表1所示。

[0045] 表1基质混合标准工作液的检测结果

[0046]

[0047] 超临界流体色谱串联质谱检测条件：

[0048] 色谱条件：色谱柱：规格100mm×3.0mm，3.0μm的 IA-3柱；流动相：超

临界CO2/乙醇，流速：2.5mL/min；梯度洗脱；柱温：45℃；背压：2000psi；进样量：2μL；梯度洗

脱方式如下：初始至第3分钟超临界CO2和乙醇的体积比由99％:1％变成90％:10％；第3分

钟到第3.5分钟超临界CO2和乙醇的体积比从90％:10％变成99％:1％；第3.5分中到第4.5

分钟超临界CO2和乙醇的体积比为99％:1％；

[0049] 质谱条件：离子源为电喷雾离子源(ESI)；扫描方式为正离子扫描；毛细管电压为

3.0KV；离子源温度150℃；脱溶剂气温度350℃；脱溶剂气体流速650L/h；锥孔气体流速50L/

h；补偿溶剂0.1％(体积分数)甲酸甲醇溶液，流速为0.2mL/min；磷胺顺式异构体和磷胺反

式异构体的定量离子对均为300.1/127.1、定性离子对均为300.1/174.1，定量离子对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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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离子对的去簇电压均为28V，碰撞能量分别为25V和14V。

[0050] 4)待测样品前处理：准确称取2g研磨后的待测谷物样品于50mL具盖离心管中，加

入10mL蒸馏水，泡发后加入10mL乙腈，然后将离心管置于涡漩混合振荡仪上，以2000rpm速

率振荡5min。然后向离心管中加入5g无水硫酸镁、1g氯化钠、1g柠檬酸钠和0.5g柠檬酸氢二

钠，立即于漩涡混合振荡仪上，以2000rpm速率振荡5min，然后以6000rpm速率离心3min；移

取上清液1.0mL于1.5mL离心管中，并加入50mg  C18和50mg中性氧化铝，于漩涡混合振荡仪

上以2000rpm速率振荡2min，以6000rpm速率离心3min。吸取上清液经0.45μm有机相滤膜过

滤，用乙腈稀释2倍得到待测溶液；

[0051] 5)将步骤4)所得待测溶液按照步骤3)中的色谱条件和质谱条件进超临界流体色

谱串联质谱(SFC-MS/MS)进行检测，根据表1中各异构体的定量离子对、定性离子对和洗脱

峰保留时间分离各个洗脱峰：

[0052] 保留时间为2.39分钟、定量离子对为300.1/127.1、定性离子对为300.1/174.1的

洗脱峰即为磷胺反式异构体(E-磷胺)；

[0053] 保留时间为2.65分钟、定量离子对为300.1/127.1、定性离子对为300.1/174.1的

洗脱峰即为磷胺顺式异构体(Z-磷胺)。

[0054] 分别记录磷胺顺式异构体和磷胺反式异构体对应的选择离子峰面积，将得到的每

种异构体对应的选择离子峰面积代入步骤3)中得到的一元线性回归方程，得到待测溶液中

Z-磷胺和E-磷胺的浓度分别为0.24mg/kg和0.12mg/kg，进而计算得到的待测谷物样品中的

Z-磷胺和E-磷胺的含量。

[0055] 为判断本实施例的方法的准确性，在2g谷物样品加入步骤2)中的二级标准储备液

1.0μg，然后按照步骤4)进行样品前处理，再按照步骤3)的色谱条件和质谱条件以SFC-MS/

MS进行分析，测得各异构体的选择离子峰面积，代入步骤3)所得的标准曲线，求得此时样品

中的Z-磷胺和E-磷胺含量为0.54和0.25mg/kg，即目标物的加标回收率为85.7％和86.6％，

说明本实施例的方法是准确的。

[0056] 实施例2

[0057] 本实施例的分离检测磷胺异构体的方法，除待测样品为另一烟草样品外，其余完

全同实施例1。

[0058] 实施例2中的烟草样品中E-磷胺和Z-磷胺均未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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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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