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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健康意识

的日渐增强，消费者越来越关注健康，因而对茶叶的卫

生质量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农药残留是茶叶卫生质量

的重要指标之一，茶叶中农药残留量检测方法是监督检

验茶叶是否符合卫生标准的必要工具，准确、可靠的检

验结果是保证消费者健康和国际贸易公平交易的科学依

据。一般来说，茶叶中的农药残留分析是一个相当复杂

的过程，它包括样品的采集和保存、农药的提取和浓缩、

试样的净化、农药的定性定量分析，由于茶叶中农药的

残留水平较低，因此需要检测方法灵敏度高、特异性强、

重现性好。

一、前处理技术

经典的农药残留分析步骤通常是：萃取——净化——

检测。根据待测农药种类不同，上述各个步骤的复杂性

也有所不同，但前处理部分要占到农药残留分析中60%以

上的工作量[1]，相应的由此操作过程产生的误差也占整

个分析误差的绝大多数，因此，茶叶的前处理技术已成

为分析化学领域中最活跃的前沿课题之一。

(一) 萃取技术

1、固液萃取

传统的溶剂萃取技术如固液萃取至今仍是很普遍的。在

茶叶样品的前处理过程中，最常用的萃取方法，就是用

组织捣碎机将茶叶样品粉碎后过筛，对均匀的样品直接

加入溶剂，浸泡后在振荡器上振荡，通常振荡0.5~1h。

振荡后过滤，残渣以溶剂洗涤，合并为萃取液，或从过

滤液中分取部分萃取液进行下一步操作。我国很多茶叶

行业标准都是用固液萃取方式提取茶叶中的农药残留，

如NY660-2003[2]和NY661-2003[3]等。

2、超声波萃取

茶叶样品加溶剂进行超声波萃取是一个有效的萃取

方法。超声波搅拌使固-液更密切接触，而产生的和缓地

加热有助于萃取过程。将细微状态的茶叶样品置于瓶中，

加入溶剂，将瓶浸于超声波浴中受到超声波辐射，以超

声波加速分析物的溶解和扩散，提高萃取效率[4]。GB/T

5009.176-2003[5]采用的就是这种萃取方式。

3、加速溶剂萃取(ASE)

加速溶剂萃取是一种在升高温度(50～200℃)和压力

(1013～2016MPa)条件下，增加物质的溶解度和溶质的扩

散效率，提高萃取效率的自动化方法。温度升高能够减

弱溶剂与茶叶基质之间的作用力，使被溶物快速从基质

中解析出来，还能够降低溶剂的黏度，使之能更快速地

萃取。压力的升高能够使溶剂的沸点增高，在较高温度

下使溶剂保持液态，同时使溶剂进入基质微孔，与基质

更全面地接触。它的突出优点是有机溶剂用量少、快速

和回收率高，已成为茶叶样品前处理最佳方式之一[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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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被美国环保署(EPA)选定为推荐的标准方法(SW-846-

3545A)。在国内，张桃英[7]报道ASE提取法对茶叶中六六

六、DDT的提取效果良好，回收率范围在89.6%～108.6%。

4、索氏提取

    索氏提取法系茶叶样品通过连续循环回流萃取，萃取

效率高，为一种经典萃取方法。其萃取效果好，但时间

较长，因此在茶叶样品的检测中很少应用。在建立新方

法时，常用这种萃取方法作为对照方法。

(二) 净化技术

1、吸附柱色谱

吸附柱是应用最普遍的传统净化方法之一。其原理系

将萃取液中的目标物与共萃取物一起经过吸附柱，使它们

吸附在吸附柱上。再用适当极性溶剂洗脱，以达到目标物

与杂质分离的目的。分析结果的重现性受所使用材料和其

他一些外部因素的影响，因此，在一个方法中所使用的溶

剂种类和数量，在未经足够核实是否能得到同样结果时，

不应随意改变[4]。我国出入境检验检疫行业有多部标准

是用吸附柱进行前处理的，如SN/T 1117-2002[8]和SN/T

1594-2005[9]等。

2、固相萃取(SPE)

固相萃取的原理与吸附柱色谱相似，它是20世纪80

年代后期发展起来的样品前处理技术。自制的做法是将

吸附剂填入玻璃小柱或小注射器或滴管中，溶剂自然流

出。商品化以来，迅速发展成为痕量分析中样品处理的

常规手段。茶叶样品中常用的固相萃取填料有：氧化铝、

弗罗里硅土(硅镁吸附剂)、活性炭等。出入境检验检疫

行业标准SN/T 1747-2006[10]以活性炭小柱对茶样进行净

化，而SN/T 1591-2005[11]则同时用到了活性炭固相萃取

小柱和中性氧化铝固相萃取小柱。

3、凝胶渗透色谱

凝胶渗透色谱(Gel Permeation Chromatography，

简称GPC)又称为尺寸排阻色谱(Size Exclusion

Chromatography，简称SEC)，它是基于体积排阻的分离

机理，通过具有分子筛性质的固定相，用来分离相对分

子质量较小的物质。由于GPC净化可以有效去除茶叶基质

中的色素等高分子量的杂质而提高检测效率，因而受到

重视，成为农药残留分析前处理的主要净化手段之一，

并不断得到改进和发展[12]。在可预见的未来，凝胶渗透

色谱法必将越来越多地应用于茶叶样品的前处理，并有

可能写入国家标准。

4、磺化法(硫酸处理法)

此法操作极为简便，但仅适用于对浓硫酸稳定的目

标物。其原理系利用样品液中脂肪、蜡质和一些色素与

硫酸作用，形成极性大的物质，从而与目标物分离。在

茶叶标准体系中，六六六、DDT残留量的分析方法[13]使

用的就是硫酸净化法，对浓硫酸稳定的物质，如三氯杀

螨醇，八氯二丙醚也是使用这种净化方法[14，15]。

(三) 其他前处理技术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国际上农药残留分析新

技术的研究非常活跃，不断有新方法、新技术涌现，实

现快速、有效、简单和自动化地完成分析样品制备过程。

固相微萃取(SPME)是在固相萃取技术基础上发展起来一

项集采样、萃取、浓缩、进样于一体的样品前处理技术，

CAI等[16]于2003年研究了用SPME联用技术对茶叶中的有

机氯农药进行气相色谱法残留分析，取得理想效果。超

临界流体萃取(SFE)是近30年来在国内外得到较快发展的

一种以超临界流体作为流动相的新型的分离技术，但由

于该仪器设备昂贵，运行成本高，目前这项技术在国内

还没有被广泛应用。邱月明等[17]用SFE萃取-气相色谱法

测定了茶叶中17种有机氯农药残留，结果表明该法比常

规溶剂提取法方便、提取时间短、节约90%以上有机溶

剂、回收率较高、精密度也较好。基质固相分散技术(MSPD)

能有效避免液-液分配中出现的乳化现象，减少有机溶剂用

量，缩短分析时间。HUA等[18]研究了将该技术应用于检测

茶叶中有机氯和拟除虫菊酯残留分析中，建立了一种有效

的气相色谱法测定茶叶中多残留分析方法。

二、检测技术

    色谱技术是茶叶样品复杂基质中微量、痕量目标物分

离、富集和测定的有力工具。由于农药残留含量极低，

同时又有毒性或致突变、致癌性差异极大的同系物、异

构体的存在，以一种分析仪器解决复杂对象的分析已不

可能了。在茶叶农残检测领域，色谱与其他仪器联用技

术已成为现代茶叶化学分析的主要方向。

(一) 气相色谱(GC)

气相色谱法(GC)主要用于挥发性农药的检测，具有

选择性高、分离效能好、灵敏度高、分析速度快等优点，

是目前农药残留量检测最常用的方法之一，占有关色谱

法报道的70%以上，适用于易汽化，汽化后又不发生分解

等农药的检测[19]。但由于茶叶的样品前处理过程不可避

免地会带来一些干扰物，所以在农药残留量分析时通常

采用选择性检测器，比如，GB/T 5009.19-2003[13]，GB/T

5009.176[14]和SN/T 1774-2006[15]就用电子捕获检测器

(ECD)检测茶叶中的有机氯农药；火焰光度检测器(FPD)或

脉冲式火焰光度检测器(PFPD)尤其适用于检测含有P原子

的有机磷农药，如SN/T 1950-2007[20]；氮磷检测器(NPD)

由于对N原子具有较高的响应值而应用于氨基甲酸酯类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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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健康意识

的日渐增强，消费者越来越关注健康，因而对茶叶的卫

生质量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农药残留是茶叶卫生质量

的重要指标之一，茶叶中农药残留量检测方法是监督检

验茶叶是否符合卫生标准的必要工具，准确、可靠的检

验结果是保证消费者健康和国际贸易公平交易的科学依

据。一般来说，茶叶中的农药残留分析是一个相当复杂

的过程，它包括样品的采集和保存、农药的提取和浓缩、

试样的净化、农药的定性定量分析，由于茶叶中农药的

残留水平较低，因此需要检测方法灵敏度高、特异性强、

重现性好。

一、前处理技术

经典的农药残留分析步骤通常是：萃取——净化——

检测。根据待测农药种类不同，上述各个步骤的复杂性

也有所不同，但前处理部分要占到农药残留分析中60%以

上的工作量[1]，相应的由此操作过程产生的误差也占整

个分析误差的绝大多数，因此，茶叶的前处理技术已成

为分析化学领域中最活跃的前沿课题之一。

(一) 萃取技术

1、固液萃取

传统的溶剂萃取技术如固液萃取至今仍是很普遍的。在

茶叶样品的前处理过程中，最常用的萃取方法，就是用

组织捣碎机将茶叶样品粉碎后过筛，对均匀的样品直接

加入溶剂，浸泡后在振荡器上振荡，通常振荡0.5~1h。

振荡后过滤，残渣以溶剂洗涤，合并为萃取液，或从过

滤液中分取部分萃取液进行下一步操作。我国很多茶叶

行业标准都是用固液萃取方式提取茶叶中的农药残留，

如NY660-2003[2]和NY661-2003[3]等。

2、超声波萃取

茶叶样品加溶剂进行超声波萃取是一个有效的萃取

方法。超声波搅拌使固-液更密切接触，而产生的和缓地

加热有助于萃取过程。将细微状态的茶叶样品置于瓶中，

加入溶剂，将瓶浸于超声波浴中受到超声波辐射，以超

声波加速分析物的溶解和扩散，提高萃取效率[4]。GB/T

5009.176-2003[5]采用的就是这种萃取方式。

3、加速溶剂萃取(ASE)

加速溶剂萃取是一种在升高温度(50～200℃)和压力

(1013～2016MPa)条件下，增加物质的溶解度和溶质的扩

散效率，提高萃取效率的自动化方法。温度升高能够减

弱溶剂与茶叶基质之间的作用力，使被溶物快速从基质

中解析出来，还能够降低溶剂的黏度，使之能更快速地

萃取。压力的升高能够使溶剂的沸点增高，在较高温度

下使溶剂保持液态，同时使溶剂进入基质微孔，与基质

更全面地接触。它的突出优点是有机溶剂用量少、快速

和回收率高，已成为茶叶样品前处理最佳方式之一[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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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被美国环保署(EPA)选定为推荐的标准方法(SW-846-

3545A)。在国内，张桃英[7]报道ASE提取法对茶叶中六六

六、DDT的提取效果良好，回收率范围在89.6%～108.6%。

4、索氏提取

    索氏提取法系茶叶样品通过连续循环回流萃取，萃取

效率高，为一种经典萃取方法。其萃取效果好，但时间

较长，因此在茶叶样品的检测中很少应用。在建立新方

法时，常用这种萃取方法作为对照方法。

(二) 净化技术

1、吸附柱色谱

吸附柱是应用最普遍的传统净化方法之一。其原理系

将萃取液中的目标物与共萃取物一起经过吸附柱，使它们

吸附在吸附柱上。再用适当极性溶剂洗脱，以达到目标物

与杂质分离的目的。分析结果的重现性受所使用材料和其

他一些外部因素的影响，因此，在一个方法中所使用的溶

剂种类和数量，在未经足够核实是否能得到同样结果时，

不应随意改变[4]。我国出入境检验检疫行业有多部标准

是用吸附柱进行前处理的，如SN/T 1117-2002[8]和SN/T

1594-2005[9]等。

2、固相萃取(SPE)

固相萃取的原理与吸附柱色谱相似，它是20世纪80

年代后期发展起来的样品前处理技术。自制的做法是将

吸附剂填入玻璃小柱或小注射器或滴管中，溶剂自然流

出。商品化以来，迅速发展成为痕量分析中样品处理的

常规手段。茶叶样品中常用的固相萃取填料有：氧化铝、

弗罗里硅土(硅镁吸附剂)、活性炭等。出入境检验检疫

行业标准SN/T 1747-2006[10]以活性炭小柱对茶样进行净

化，而SN/T 1591-2005[11]则同时用到了活性炭固相萃取

小柱和中性氧化铝固相萃取小柱。

3、凝胶渗透色谱

凝胶渗透色谱(Gel Permeation Chromatography，

简称GPC)又称为尺寸排阻色谱(Size Exclusion

Chromatography，简称SEC)，它是基于体积排阻的分离

机理，通过具有分子筛性质的固定相，用来分离相对分

子质量较小的物质。由于GPC净化可以有效去除茶叶基质

中的色素等高分子量的杂质而提高检测效率，因而受到

重视，成为农药残留分析前处理的主要净化手段之一，

并不断得到改进和发展[12]。在可预见的未来，凝胶渗透

色谱法必将越来越多地应用于茶叶样品的前处理，并有

可能写入国家标准。

4、磺化法(硫酸处理法)

此法操作极为简便，但仅适用于对浓硫酸稳定的目

标物。其原理系利用样品液中脂肪、蜡质和一些色素与

硫酸作用，形成极性大的物质，从而与目标物分离。在

茶叶标准体系中，六六六、DDT残留量的分析方法[13]使

用的就是硫酸净化法，对浓硫酸稳定的物质，如三氯杀

螨醇，八氯二丙醚也是使用这种净化方法[14，15]。

(三) 其他前处理技术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国际上农药残留分析新

技术的研究非常活跃，不断有新方法、新技术涌现，实

现快速、有效、简单和自动化地完成分析样品制备过程。

固相微萃取(SPME)是在固相萃取技术基础上发展起来一

项集采样、萃取、浓缩、进样于一体的样品前处理技术，

CAI等[16]于2003年研究了用SPME联用技术对茶叶中的有

机氯农药进行气相色谱法残留分析，取得理想效果。超

临界流体萃取(SFE)是近30年来在国内外得到较快发展的

一种以超临界流体作为流动相的新型的分离技术，但由

于该仪器设备昂贵，运行成本高，目前这项技术在国内

还没有被广泛应用。邱月明等[17]用SFE萃取-气相色谱法

测定了茶叶中17种有机氯农药残留，结果表明该法比常

规溶剂提取法方便、提取时间短、节约90%以上有机溶

剂、回收率较高、精密度也较好。基质固相分散技术(MSPD)

能有效避免液-液分配中出现的乳化现象，减少有机溶剂用

量，缩短分析时间。HUA等[18]研究了将该技术应用于检测

茶叶中有机氯和拟除虫菊酯残留分析中，建立了一种有效

的气相色谱法测定茶叶中多残留分析方法。

二、检测技术

    色谱技术是茶叶样品复杂基质中微量、痕量目标物分

离、富集和测定的有力工具。由于农药残留含量极低，

同时又有毒性或致突变、致癌性差异极大的同系物、异

构体的存在，以一种分析仪器解决复杂对象的分析已不

可能了。在茶叶农残检测领域，色谱与其他仪器联用技

术已成为现代茶叶化学分析的主要方向。

(一) 气相色谱(GC)

气相色谱法(GC)主要用于挥发性农药的检测，具有

选择性高、分离效能好、灵敏度高、分析速度快等优点，

是目前农药残留量检测最常用的方法之一，占有关色谱

法报道的70%以上，适用于易汽化，汽化后又不发生分解

等农药的检测[19]。但由于茶叶的样品前处理过程不可避

免地会带来一些干扰物，所以在农药残留量分析时通常

采用选择性检测器，比如，GB/T 5009.19-2003[13]，GB/T

5009.176[14]和SN/T 1774-2006[15]就用电子捕获检测器

(ECD)检测茶叶中的有机氯农药；火焰光度检测器(FPD)或

脉冲式火焰光度检测器(PFPD)尤其适用于检测含有P原子

的有机磷农药，如SN/T 1950-2007[20]；氮磷检测器(NPD)

由于对N原子具有较高的响应值而应用于氨基甲酸酯类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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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的检测，如SN/T 1747-2006[10]。

(二)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GC-MS)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既具有气相色谱高分离的效能，

又具有质谱准确鉴定化合物结构的特点，可达到同时定性

和定量的目的。用于农药残留量检测工作，特别是应用于

农药代谢物、降解物的检测和多残留检测等具有突出的特

点[21]。现在国内很多检测单位已经具有先进的气质联用

仪，有关气质联用仪对茶叶样品中的农药残留进行检测的

文献也屡有报道。李拥军等[22]采用固相萃取技术，用GC/MS

同时测定茶叶中6种拟除虫菊酯类农药的残留量，方法回收

率在84.6%～115.1%之间，相对标准偏差为3%～7%，最低定

量检出浓度在0.01~0.20 mg/kg之间。

(三) 高效液相色谱(HPLC)

HPLC可以分离检测极性强、分子量大及离子型农药，

尤其对不易气化或受热易分解的化合物更能显示出它的

优越性。HPLC分析茶叶中的农药残留量一般采用C18或C8

色谱柱，以甲醇、乙腈等极性有机溶剂作流动相，选择

紫外可见(或二极管阵列)、荧光等作为检测器。NY 660-

2003[2]用带紫外检测器的高效液相色谱仪测定了茶叶中

氨基甲酸酯类农药的残留量。

(四) 高效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LC-MS)

LC-MS的飞速发展已成为各种基质中微量，甚至痕量

农药的检测手段。与现有的分析方法相比，LC-MS简化了

茶叶样品的净化过程，缩短了分析周期，并且不需要进

行衍生化。在多农药残留分析中，LC-MS技术使用最多的

是四极质量分析器[23]，而LC-MS-MS也已成为化合物结构

分析及确证的有效手段。由于质谱仪的通用性，LC-MS在

多种类多成分的农药残留检测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如

出入境检验检疫行业标准SN/T 1973-2007[24]，进出口茶

叶中阿维菌素残留量的检测方法便是高效液相色谱-串联

质谱法。

(五) 其他检测技术

胶束毛细管电泳(Micellar Electrokinetic Capillary

Chromatography, MECC)利用表面活性剂在超过临界胶束

浓度后在缓冲溶液中形成的胶束，实现了色谱和电泳的

完美结合，使毛细管电泳对不带电的中性物质也有很好

的分离效果[25]。马海乐等[26]采用MECC在线堆积同步检

测茶叶中七种残留农药，回收率均在82%以上，检测下限

满足了2006年欧盟茶叶中拟除虫菊酯类农药残留的最低标

准。有机磷、氨基甲酸酯类农药可以抑制乙酰胆碱酯酶

的活性，使其分解乙酰胆碱的速度变慢或停止。酶抑制

法的原理是利用这一反应特性，用滤纸片或电极作为载

体，将乙酰胆碱酯酶吸附在上面，加入显色剂，根据颜

色的变化或测定酶与某种特定化合物反应的物理化学信

号的变化，可判断是否存在有机磷及氨基甲酸酯类农药
[27]。此法具有操作简便、快速、无需昂贵仪器设备、测

定方法易于掌握等优点。该法在茶叶中的应用也已于2002

年写入国家标准GB/T 18625-2002[28]。

三、茶叶中农残分析发展趋势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新的样品前处理技术不

断被引入农药残留检测中，茶叶样品的预处理也越来越

注重于减少各种人为因素干扰而引起的偶然误差，注重

提高设备的精确性以减少系统误差；在检测技术方面，

茶叶中化学农药残留量分析方法的发展方向应该是尽可

能采用多残留检测技术和快速筛选检测技术，同时结合

各种先进、高效、简单、绿色和自动化的前处理技术。

此外，目前茶叶中农药残留分析的成分大都是化学农药，

分子量一般在500以下，由于今后生物源农药将代替化学

农药，分析重点将转向与生物组织成分很难区分的生物

大分子农药，因此未来的分析工作者必须掌握细胞化学、

发酵化学、免疫学等方面的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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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的检测，如SN/T 1747-2006[10]。

(二)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GC-MS)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既具有气相色谱高分离的效能，

又具有质谱准确鉴定化合物结构的特点，可达到同时定性

和定量的目的。用于农药残留量检测工作，特别是应用于

农药代谢物、降解物的检测和多残留检测等具有突出的特

点[21]。现在国内很多检测单位已经具有先进的气质联用

仪，有关气质联用仪对茶叶样品中的农药残留进行检测的

文献也屡有报道。李拥军等[22]采用固相萃取技术，用GC/MS

同时测定茶叶中6种拟除虫菊酯类农药的残留量，方法回收

率在84.6%～115.1%之间，相对标准偏差为3%～7%，最低定

量检出浓度在0.01~0.20 mg/kg之间。

(三) 高效液相色谱(HPLC)

HPLC可以分离检测极性强、分子量大及离子型农药，

尤其对不易气化或受热易分解的化合物更能显示出它的

优越性。HPLC分析茶叶中的农药残留量一般采用C18或C8

色谱柱，以甲醇、乙腈等极性有机溶剂作流动相，选择

紫外可见(或二极管阵列)、荧光等作为检测器。NY 660-

2003[2]用带紫外检测器的高效液相色谱仪测定了茶叶中

氨基甲酸酯类农药的残留量。

(四) 高效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LC-MS)

LC-MS的飞速发展已成为各种基质中微量，甚至痕量

农药的检测手段。与现有的分析方法相比，LC-MS简化了

茶叶样品的净化过程，缩短了分析周期，并且不需要进

行衍生化。在多农药残留分析中，LC-MS技术使用最多的

是四极质量分析器[23]，而LC-MS-MS也已成为化合物结构

分析及确证的有效手段。由于质谱仪的通用性，LC-MS在

多种类多成分的农药残留检测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如

出入境检验检疫行业标准SN/T 1973-2007[24]，进出口茶

叶中阿维菌素残留量的检测方法便是高效液相色谱-串联

质谱法。

(五) 其他检测技术

胶束毛细管电泳(Micellar Electrokinetic Capillary

Chromatography, MECC)利用表面活性剂在超过临界胶束

浓度后在缓冲溶液中形成的胶束，实现了色谱和电泳的

完美结合，使毛细管电泳对不带电的中性物质也有很好

的分离效果[25]。马海乐等[26]采用MECC在线堆积同步检

测茶叶中七种残留农药，回收率均在82%以上，检测下限

满足了2006年欧盟茶叶中拟除虫菊酯类农药残留的最低标

准。有机磷、氨基甲酸酯类农药可以抑制乙酰胆碱酯酶

的活性，使其分解乙酰胆碱的速度变慢或停止。酶抑制

法的原理是利用这一反应特性，用滤纸片或电极作为载

体，将乙酰胆碱酯酶吸附在上面，加入显色剂，根据颜

色的变化或测定酶与某种特定化合物反应的物理化学信

号的变化，可判断是否存在有机磷及氨基甲酸酯类农药
[27]。此法具有操作简便、快速、无需昂贵仪器设备、测

定方法易于掌握等优点。该法在茶叶中的应用也已于2002

年写入国家标准GB/T 18625-2002[28]。

三、茶叶中农残分析发展趋势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新的样品前处理技术不

断被引入农药残留检测中，茶叶样品的预处理也越来越

注重于减少各种人为因素干扰而引起的偶然误差，注重

提高设备的精确性以减少系统误差；在检测技术方面，

茶叶中化学农药残留量分析方法的发展方向应该是尽可

能采用多残留检测技术和快速筛选检测技术，同时结合

各种先进、高效、简单、绿色和自动化的前处理技术。

此外，目前茶叶中农药残留分析的成分大都是化学农药，

分子量一般在500以下，由于今后生物源农药将代替化学

农药，分析重点将转向与生物组织成分很难区分的生物

大分子农药，因此未来的分析工作者必须掌握细胞化学、

发酵化学、免疫学等方面的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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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nalysis methods of pesticide residue in tea are reviewed in this article, which focuses on sample preparation and determination

techniques. The prospect of analysis methods of pesticide residue is presented at l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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