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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及烟草制品中农药残留量的测定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烟草及烟草制品中农药

残留量的测定方法，属于农药残留检测领域。该

方法中样品前处理操作简单、快捷，杂质及干扰

物的去除效率高，能大大缩短处理时间。样品经

乙腈浸提后先用无水硫酸镁、氯化钠、柠檬酸钠

和柠檬酸氢二钠提纯，再用C18和中性氧化铝净

化，能够有效去除烟草中色素及烟草植物组织的

其他共萃物(如脂肪酸、叶绿素等)，避免样品浓

缩、净化、衍生等操作造成待测农药组分的损失。

该测定方法具有以下优点：1)由于口含烟种类繁

多，基质差别各异，无法采用空白基质配标的方

法进行定量分析，而同位素内标稀释法能够降低

基质效应对定量结果的影响；2)操作简单、快捷，

检测灵敏度高，重复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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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烟草及烟草制品中农药残留量的测定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样品的前处理步骤和

农药残留量的测定步骤；

样品的前处理步骤为：在样品中加入同位素混合内标溶液，平衡后加入乙腈进行提取，

再加入无水硫酸镁、氯化钠、柠檬酸钠和柠檬酸氢二钠纯化，纯化后离心取上清液，在上清

液中加入C18和中性氧化铝净化，净化后过滤，即得待测溶液；

所述净化中每1mL上清液加入40~60mg  C18和40~60mg中性氧化铝；

所述同位素混合内标溶液的配制步骤为：分别将各农药相应内标的标准品与乙腈混合

后定容，得到各农药相应内标的标准储备液；分别取各农药相应内标的标准储备液，混合后

用乙腈定容，得到同位素混合内标溶液；

所述农药包括多菌灵、腈菌唑、戊菌唑、霜霉威、甲基硫菌灵、三唑醇、三唑酮、啶虫脒、

吡虫啉和嘧菌酯，对应的同位素内标依次为多菌灵-d3、腈菌唑-d7、戊菌唑-d7、霜霉威-d7、

甲基硫菌灵-d6、三唑醇-d4、三唑酮-d4、啶虫脒-d3、吡虫啉-d4、吡虫啉-d4；

农药残留量的测定步骤为：将待测溶液注入液相色谱-串联质谱系统，以内标法定量分

析，经计算得到烟草制品中农药的残留量；

液相色谱条件为：色谱柱：Poroshell  120  EC-C18，规格：100mm×3.0mm，粒径2.7μm；流

动相A：0.1%甲酸乙腈溶液，流动相B：10mM甲酸铵水溶液，流速：0.4mL/min，柱温：40℃，进样

量：10μL；洗脱条件：0~5min，90%A-60%A，5~10min，60%A-40%A，10~15min，40%A-10%A，15~
20min，10%A-10%A，20~20.1min，10%A-90%A，20.1~30min，90%A-90%A；串联质谱条件：电喷雾

离子源，离子化温度：500℃，电离电压：5500V，扫描方式：正离子扫描，MRM模式采集，雾化气

流量：60psi，气帘气流量：20psi，辅助加热气流量：60psi，碰撞气流量：12psi，四种气体均

为氮气；

所述内标法定量分析为：将系列浓度的混合标准工作溶液注入液相色谱-串联质谱系

统，以各农药标准品与其相应内标的色谱峰面积的比值对应其浓度作回归分析，得到标准

曲线；将待测溶液注入液相色谱-串联质谱系统，得到各检出农药与其相应内标的色谱峰面

积的比值，代入标准曲线，即得待测溶液中各农药的浓度；

所述系列浓度的混合标准工作溶液的配制采用以下步骤：分别将各农药的标准品与乙

腈混合后定容，得到各农药的标准储备液；分别取一定量的各农药的标准储备液，混合后用

乙腈定容，得到混合标准储备液；用乙腈将上述混合标准储备液稀释成具有浓度梯度的混

合标准工作溶液，稀释过程中分别加入同位素混合内标溶液，即为系列浓度混合标准工作

溶液。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测定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提取、纯化、净化均采用漩涡振荡

的方式。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测定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提取中每1~2g样品加入5~10mL乙

腈。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测定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纯化中每1~2g样品加入3~5g无水

硫酸镁、1g氯化钠、1g柠檬酸钠和0.5g柠檬酸氢二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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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及烟草制品中农药残留量的测定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烟草及烟草制品中农药残留量的测定方法，属于农药残留检测领

域。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烟草生长过程中施用的农药主要包括杀菌剂和杀虫剂。杀菌剂常用的有多

菌灵、腈菌唑、戊菌灵、霜霉威、甲基硫菌灵、三唑醇、三唑酮和嘧菌酯，杀虫剂常用的有啶虫

脒和吡虫啉。鉴于上述农药在烟叶中的高残留风险，严格控制烟草及烟草制品中农药的残

留量是保证烟草制品吸食安全性的关键。国际烟草科学研究中心(CORESTA)于2003年提出

对烟草中99种农药给予指导性残留限量，并于2013年将监控指标扩充到120种。

[0003] 口含烟制品是新型烟草制品的重要形式之一，不会产生“环境烟草烟气”。国外口

含型无烟气烟草制品的常用添加剂包括甜味剂、酸碱调节剂、香精香料等，其制作工艺的多

样性造成该类制品在外观、物理表征尤其是化学指标方面的较大差异。袋装口含型无烟气

烟草制品是将磨碎的烟草颗粒加工后直接装入小袋中，使用时将其放于口腔中，无需咀嚼，

烟草成分经唾液溶解后通过口腔粘膜吸收。由于农药残留普遍存在于烟草中，而烟草是口

含烟的主要原料，因此口含烟中不免有农药残留。但是口含烟的种类较多，基质差别各异，

无法采用空白基质配标的方法进行定量分析。

[0004] 同位素内标稀释法能够降低基质效应对定量结果的影响(同位素稀释质谱法测定

奶粉基体中药物残留的基质效应研究，杨总，2013；同位素稀释-固相萃取-LC/MS/MS法测定

婴幼儿配方食品中双酚类化合物，高梦婕等，分析化学)，同时LC-MS/MS法具有较高的检测

灵敏度以及较强的专属性，无需使分析物之间完全色谱分离，样品前处理操作简单，分析测

试时间短，可实现多类型多残留农药的同时分析。公布号CN105699538A的发明专利公开了

一种卷烟主流烟气中常用农药含量的测定方法，包括：1)样品前处理：在烟气捕集气相物中

加入乙腈和内标，漩涡振荡提取后再依次加入无水硫酸镁、氯化钠、柠檬酸钠和柠檬酸二氢

钠，漩涡振荡提取后离心取上清，在上清中加入无水硫酸镁和PSA吸附剂(N-丙基乙二胺)，

漩涡振荡提取后离心取上清，过滤，稀释定容后待测；2)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测定：将

待测溶液注入UPLC-MS/MS系统，色谱条件：UPLC  HSST3色谱柱，100×2.1mm，粒径1.8μm，流

动相A：0.1％甲酸水溶液，流动相B：0.1％甲酸甲醇溶液，流速：0.4mL/min，柱温：35℃，进样

量：2μL，洗脱条件：0～2min(90％A-50％A)，2～2.4min(50％A-30％A)，2.4～4min(30％A-

20％A)，4～6min(20％A-5％A)，6～9.8min(5％A-5％A)，9.8～10min(5％A-90％A)，10～

12min(90％A-90％A)；质谱条件：电喷雾离子源，喷雾电压：2.6kV，离子化温度：350℃，雾化

气流量：800L/Hr，锥孔气流量：50L/Hr，碰撞气流量：0.15mL/min，碰撞气为氩气，其余气体

为氮气，驻留时间：30msec，采集模式：正离子MRM，监测离子对及其对应的碰撞能量见表1。

该专利采用乙腈浸提，并利用基质分散固相萃取法提取和净化样品，经UPLC-MS/MS分析测

定得到烟气中仲丁灵、多菌灵、吡虫啉、稻瘟灵、甲霜灵、腈菌唑、二甲戊灵、霜霉威、甲基硫

菌灵、三唑酮和三唑醇的残留量，该方法检测灵敏度高，选择性强，但是对烟草中色素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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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去除效果欠佳，且仅采用TPP一种内标，不能去除基质效应的干扰不能进行准确定量。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烟草及烟草制品中农药残留量的测定方法。

[0006] 为了实现以上目的，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7] 烟草及烟草制品中农药残留量的测定方法，包括样品的前处理步骤，具体为：在样

品中加入同位素混合内标溶液，平衡后加入乙腈进行提取，再加入无水硫酸镁、氯化钠、柠

檬酸钠和柠檬酸氢二钠纯化，纯化后离心取上清液，在上清液中加入C18和中性氧化铝净

化，净化后过滤，即得待测溶液。

[0008] 所述烟草制品如口含烟制品等。

[0009] 所述同位素混合内标溶液的配制可采用以下步骤：分别将各农药相应内标的标准

品(如氘代物)与乙腈混合后定容，得到各农药相应内标的标准储备液；分别取一定量的各

农药相应内标的标准储备液，混合后用乙腈定容，得到同位素混合内标溶液。

[0010] 所述提取、纯化、净化均可采用漩涡振荡的方式，如在转速1800～2200rpm下漩涡

振荡1～6min。

[0011] 所述提取中每1～2g样品加入5～10mL乙腈。

[0012] 所述纯化中每1～2g样品加入3～5g无水硫酸镁、1g氯化钠、1g柠檬酸钠和0.5g柠

檬酸氢二钠。

[0013] 所述净化中每1mL上清液加入40～60mg  C18和40～60mg中性氧化铝。C18和中性氧

化铝均可购自安捷伦科技。

[0014] 所述农药包括多菌灵、腈菌唑、戊菌唑、霜霉威、甲基硫菌灵、三唑醇、三唑酮、啶虫

脒、吡虫啉、嘧菌酯等。

[0015] 烟草及烟草制品中农药残留量的测定方法，还包括农药残留量的测定步骤，具体

为：将待测溶液注入液相色谱-串联质谱系统，以内标法定量分析，经计算得到烟草制品中

农药的残留量；液相色谱条件为：色谱柱：Poroshell  120EC-C18，规格：100mm×3.0mm，粒径

2.7μm；流动相A：0 .1％甲酸乙腈溶液(体积分数)，流动相B：10mM甲酸铵水溶液，流速：

0.4mL/min，柱温：40℃，进样量：10μL，洗脱条件(具体见下表1)：0～5min，90％A-60％A，5～

10min，60％A-40％A，10～15min，40％A-10％A，15～20min，10％A-10％A，20～20.1min，

10％A-90％A，20.1～30min，90％A-90％A；串联质谱条件：电喷雾离子源，离子化温度：500

℃，电离电压：5500V，扫描方式：正离子扫描，MRM模式采集(参数见下表2)，雾化气流量：

60psi，气帘气流量：20psi，辅助加热气流量：60psi，碰撞气流量：12psi，四种气体均为氮

气。

[0016] 表1流动相梯度洗脱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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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0018] 表2各农药及其同位素内标监测离子对、去簇电压及碰撞能量

[0019]

[0020]

[0021] 注：嘧菌酯与吡虫啉性质相似，二者均以吡虫啉-d4为内标；其他农药均以各自对

应的氘代物为内标。

[0022] 所述内标法定量分析为：将系列浓度的混合标准工作溶液注入液相色谱-串联质

谱系统，以各农药标准品与其相应内标的色谱峰面积的比值对应其浓度作回归分析，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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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曲线；将待测溶液注入液相色谱-串联质谱系统，得到各检出农药与其相应内标的色谱

峰面积的比值，代入标准曲线，即得待测溶液中各农药的浓度。

[0023] 所述系列浓度的混合标准工作溶液的配制可采用以下步骤：分别将各农药的标准

品与乙腈混合后定容，得到各农药的标准储备液；分别取一定量的各农药的标准储备液，混

合后用乙腈定容，得到混合标准储备液；用乙腈将上述混合标准储备液稀释成具有浓度梯

度的混合标准工作溶液，稀释过程中分别加入同位素混合内标溶液，即为系列浓度混合标

准工作溶液。

[002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25] 本发明中样品前处理操作简单、快捷，杂质及干扰物的去除效率高，能大大缩短前

处理时间。样品经乙腈浸提后先用无水硫酸镁、氯化钠、柠檬酸钠和柠檬酸氢二钠提纯，再

用C18和中性氧化铝净化，能够有效去除烟草中色素及烟草植物组织的其他共萃物(如脂肪

酸、叶绿素等)，避免样品浓缩、净化、衍生等操作造成待测农药组分的损失。

[0026] 本发明中烟草制品农药残留量的测定方法具有以下优点：1)由于口含烟种类繁

多，基质差别各异，无法采用空白基质配标的方法进行定量分析，而同位素内标稀释法能够

降低基质效应对定量结果的影响；2)操作简单、快捷，检测灵敏度高，重复性好，检测限在

0.002～0.011μg/g之间，加标回收率为85％～98％，平均相对标准偏差小于6％。

附图说明

[0027] 图1为本发明中农药残留量测定方法的流程示意图；

[0028] 图2为实施例1中混合标准工作溶液4的离子色谱图；

[0029] 图3为实施例1中待测溶液的离子色谱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述实施例仅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但不构成对本发明的任何限制。

[0031] 仪器与试剂：API  4000四极杆串联质谱仪(美国AB公司)；涡旋振荡仪(美国Labnet

公司)；Sigma  3-30K离心机(德国Sigma公司)；AE  163电子天平(感量0.0001g)与AE  166电

子天平(感量0.01g)(瑞士Mettler公司)。农药均为标准品；乙腈、丙酮、甲酸均为农残级。

[0032] 实施例1

[0033] 口含烟中农药残留量的测定方法(流程示意图见图1)，包括以下步骤：

[0034] 1)样品的前处理

[0035] 样品的提纯：准确称取1.0g口含烟样品于50mL具塞离心管中，捣碎，加入100μL10μ

g/mL同位素混合内标溶液(溶液中各内标浓度均为10μg/mL)，并置于阴凉干燥处平衡24小

时，以与被测物质均匀混合且交换完全，平衡后加入10mL乙腈，然后将离心管置于漩涡混合

振荡仪上，以2000rpm速率振荡5min，再向离心管中加入3g无水硫酸镁、1g氯化钠、1g柠檬酸

钠和0.5g柠檬酸氢二钠(柠檬酸氢二钠的离子数较柠檬酸二氢钠多，盐析效果更好)，立即

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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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36] 样品的净化：移取1mL离心后的上清液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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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以6000rpm速率离心3min，吸

取上清液，经0.45μm有机相滤膜过滤，得到待测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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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同位素混合内标溶液的配制步骤为：分别称取10mg(精确至0.1mg)各农药相应内

标的标准品于10mL容量瓶中，用乙腈溶解并定容至刻度，得到各农药相应内标的标准储备

液；分别移取一定量的各农药相应内标的标准储备液于同一个100mL的容量瓶中，用乙腈定

容至刻度，得到10μg/mL的同位素混合内标溶液，于避光、-18℃下保存即可。

[0038] 2)农药残留量的测定

[0039] 系列浓度的混合标准工作溶液的配制步骤为：分别称取10mg(精确至0.1mg)各农

药的标准品于10mL容量瓶中，用乙腈溶解并定容至刻度，得到各农药的标准储备液；分别移

取一定量的各农药的标准储备液于同一个100mL的容量瓶中，用乙腈定容至刻度，得到10μ

g/mL的混合标准储备液；分别移取混合标准储备液20μL、50μL、100μL、250μL、500μL、1000μL

于6个10mL的容量瓶中，并分别加入100μL上述同位素混合内标溶液，用乙腈定容，得到具有

浓度梯度的混合标准工作溶液。

[0040] 混合标准工作溶液中各农药标准品的浓度见下表3。

[0041] 表3系列浓度的混合标准工作溶液中各农药标准品的浓度

[0042]

[0043] 将系列浓度的混合标准工作溶液分别注入液相色谱-串联质谱系统，液相色谱条

件为：色谱柱：Poroshell  120EC-C18，规格：100mm×3.0mm，粒径2.7μm；流动相A：0.1％甲酸

乙腈溶液(体积分数)，流动相B：10mM甲酸铵水溶液，流速：0.4mL/min，柱温：40℃，进样量：

10μL，洗脱条件(见表1)；串联质谱条件：电喷雾离子源，离子化温度：500℃，电离电压：

5500V，扫描方式：正离子扫描，MRM模式采集(参数见表2)，雾化气流量：60psi，气帘气流量：

20psi，辅助加热气流量：60psi，碰撞气流量：12psi，四种气体均为氮气；测得各农药标准品

峰面积和其相应内标峰面积的比值与其浓度关系的一元线性回归方程(各农药的保留时间

及相关参数见下表4)，混合标准工作溶液4的选择离子色谱图见图2。

[0044] 将待测溶液注入液相色谱-串联质谱系统，液相色谱及串联质谱条件同上，得到各

检出农药峰面积和其相应内标峰面积的比值，代入标准曲线，得到待测溶液中各农药的浓

度，其中嘧菌酯30ng/mL，多菌灵28ng/mL，选择离子色谱图见图3)，再经计算得到口含烟中

各农药的残留量，结果为嘧菌酯0.3μg/g，多菌灵0.28μg/g。

[0045] 表4各农药的保留时间及相关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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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6]

[0047]

[0048] 实施例2

[0049] 烟叶中农药残留量的测定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50] 1)样品的前处理

[0051] 样品的提纯：将干烟叶粉碎，准确称取2.0g样品于50mL具塞离心管中，捣碎，加入

100μL  10μg/mL同位素混合内标溶液(同实施例1)，并置于阴凉干燥处平衡24小时，平衡后

加入10mL乙腈，然后将离心管置于漩涡混合振荡仪上，以2000rpm速率振荡5min，再向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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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置于漩涡混合振

荡仪上，以2000rpm速率振荡5min，然后以6000rpm速率离心3min。

[0052] 样品的净化：移取1mL离心后的上清液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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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以6000rpm速率离心3min，吸

取上清液，经0.45μm有机相滤膜过滤，得到待测溶液。

[0053] 2)农药残留量的测定

[0054] 将待测溶液注入液相色谱-串联质谱系统，液相色谱及串联质谱条件同实施例1，

得到各检出农药峰面积和其相应内标峰面积的比值，代入实施例1的标准曲线中，得到待测

溶液中各农药的浓度，其中啶虫脒120ng/mL，多菌灵165ng/mL，再经计算得到烟叶中各农药

的残留量，结果为啶虫脒1.2μg/g，多菌灵1.65μg/g。

[0055] 在本发明的其他实施例中，提取、纯化及净化用试剂的加量均可适当调整，提取、

纯化及净化操作中各参数也可适当调整。

[0056] 试验例

[0057] 加标回收测试：为判断实施例1中测定方法的准确性，特在样品中加入浓度0.10μ

g/g的混合标准溶液(与同位素混合内标溶液一起加入)，同上进行样品前处理及后续测定

操作，加标回收测试结果见下表5。

[0058] 精密度测试：在样品中加入浓度0.10μg/g的混合标准溶液，同上进行样品前处理

及后续测定操作，共进行5次重复试验，结果见下表5。

说　明　书 6/7 页

8

CN 106324123 B

8



[0059] 表5回收率和精密度测试结果

[0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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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1/2 页

10

CN 106324123 B

10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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