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鹰囔业World Agriculture 2006．10(总330) 

农药残留样 
技术研究 

康长安 

现代农业大量地应用农药控制农作物生长期 

间的病虫害及杂草生长，农药的广泛使用在保证 

农业稳产、高产的同时也给环境和食品卫生与安 

全带来了隐患。农药残留所带来的诸多危害性已 

El趋严重，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在现有仪器条 

件下，农药残留检测关键在样品前处理。其中传 

统的溶剂萃取方法在农残分析中仍有重要的应 

用；加速溶剂萃取法使样品处理速度较传统的萃 

取方法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基质固相分散对不易 

破碎的样品具有很好的处理效果；固相萃取及固 

相微萃取法使样品的萃取与净化同时完成，在残 

留分析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超临界流体萃取由 

于其环境友好及能选择性提取的特点也在农残分 

析中得到了应用；凝胶渗透色谱则能有效去除色 

素和脂肪等大分子。 

1．振荡漂洗法 此法简单易行 ．即将待测样 

品浸泡于提取溶剂中，若有必要可以加以振荡以 

加速扩散。此法对附着在样本表面的农药有很好 

的提取效果。测定叶类样品中非内吸性农药的效 

果也很好。如小麦中的杀螟硫磷就可以用此法提 

取，效果较好。 

2．索氏提取法 (Soxhlet extraction) 是传 

统的提取方法。此法提取效果好 ，但需时间过 

长 ，提取的干扰物质较多。在样品中加吸附剂 

(与样本混合)。能起到净化或减少干扰物的效 

果。此法比较适合对土壤及样品的提取。如沉积 

物中的持久保留的有机氯农药；向日葵等作物的 

农残分析；对于毒鼠强等吸附性强的药物，索氏 

提取用于活性炭上毒鼠强的解吸能达到较好的效 

果。但由于此法费时较长。在农残分析中已使用 

较少。 ’ 

3．匀浆萃取法 此法与振荡漂洗法很相似 ， 

不同的只是对样品组织进行了破碎。将一定量的 

样品置于匀浆杯中，加入提取剂。快速匀浆几分 

钟，然后过滤出提取溶剂净化后进行分析。有时 

为了使样品更具代表性 ，需加大样品量，这时可 

先将大量样品进行匀浆 ，然后称取一定量的匀浆 

后的样品用萃取溶剂进行萃取。此法简便 、快 

速、效果好，普遍采用。尤其适用于叶类及果实 

样品。用此法处理样品的文献国内外都很多，是 

常用的方法。中国新出的农药多残留国标也是采 

取此法对样品进行萃取。国际官方分析化学家 

协会 (AOAC)及国际食 品法典委员会 (CAC) 

的一些农药残留检测的标准方法样品前处理应 

用此法也较多，一般都是样品量和萃取溶剂的 

不同。 

4．超声波辅助萃取法 (Ultrasonic extraction】 

超声波提取法是众多提取方法中较为广泛使用的 
一 种。超声波提取法具有简便、快速、一次可同 

时提取多个样品的特点。此法除用于一般样品中 

农药残留的提取外 ，在中药材农药残留分析中应 

用甚广。该法节约时间。操作简单。 

5．微波辅助萃取法 (MAE。microwave—as- 

sisted extraction) 微波辅助萃取法是 1986年匈 

牙利学者 Ganzler等通过利用微波能萃取土壤 、 

食品、饲料等固体物中的有机物，提出了一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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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少溶剂样 品前处理方法 。微波能是一种非离子 

辐射，它使分子中的离子发生位移和偶极矩 ，其 

中有机物受微波辐射使其分子排列成行，又迅速 

恢复到无序状态。这种反复进行的分子运动，让 

样 品液迅速加热 。另外 ，微波穿透力强 ，能深入 

机体内部 ，辐射能迅速传遍整个样品液，而不使 

其表面过热。内部的分子运动溶剂与样品液充分 

作用，加速了提取过程。 

微波辅助萃取法可用于植物及肉类食品中 

的农药残留提取 ，用此法提取土壤中的有机氯 

农药时 ，实验结果表明微波萃取法 比索氏提取 

法完全 、省时。王建华等用此提取方法建立 了 

洋葱等含水量高的蔬菜中多类农药残 留的检测 

方法 ，方法简单 、快速。当然 ，微波辅助萃取 

法在缩短萃取时间和提高萃取效率的同时也使萃 

取液中干扰物质的浓度增大 ，加重了净化步骤 的 

负担。 

6．加速溶剂萃取法 (ASE。accelerated sol- 

vent extraction) 加速溶剂萃取是美国戴安公司 

近年推出的一种全新的处理固体和半 固体样品 

的方法 ，该法是在较高温度 (50～200oC)和压 

力条件 (1O．3～20．6MPa)下，用有机溶剂萃取。 

已成为样品前处理最佳方式之一 ，并被美 国环 

保局 (EPA)选定为推荐的标准方法 (标准方 

法编号 EPA3545)，已广泛用于环境、药物、食 

品和高聚物等样品的前处理 ，特别是农药残留 

的分析 。 

加速溶剂萃取的突出优点是有机溶剂用量少 

(1g样品仅需 1．5mL溶剂)、快速 (一般为 15min) 

和回收率高。与现有的萃取技术相比，ASE使用 

的溶剂用量少，当萃取 lOg样品时，索氏提取法 

所用溶剂约为 200～500mL，自动索氏提取法约 

50～lOOmL，超声波辅助萃取法所用溶剂量约为 

150～200mL，微波辅助萃取法则为 25～50mL，而 

加速溶剂萃取法所用的溶剂量仅为 15～45mL 加 

速溶剂萃取法另外一个优点就是萃取时间短，与 

上述提到的 4种萃取技术相比，加速溶剂萃取法 

的 12～20min的萃取时间大大缩短了样品的处理 

时间。并且，与这 4种萃取技术相比，加速溶剂 

萃取法的回收率高 

由于加速溶剂萃取法所具有的特殊优点 ， 

近年来在食品分析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在提取 

复杂的生物基质中有机氯农药时，加速溶剂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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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法与索氏提取法在萃取率相当的情况下加速 

溶剂萃取法的萃取速度更快。加速溶剂萃取法 

在处理 中毒样 品时 ，如氟 乙酰 胺 、毒 鼠强 ，更 

显示出其萃取快速的优越性，能为及时抢救赢得 

时间。 

由于加速溶剂萃取法有机溶剂用量少、对环 

境友好，所以在国外备受青睐，此法被用来测定 

污染基质中的半挥发性污染物 、动物组织、谷 

物、饲料、蔬菜、水果等不同基质中的多种农药 

残留，在农残分析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 。 

7．基 质 固 相 分 散 萃 取 法 (MSPD。matrix 

solid phase dispersion) 基质固相分散萃取法是 

1989年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的 Barke教授首 

次提出并给予理论解释的一种崭新的萃取技术。 

此技术使分析者能同时制备 、萃取和净化样品。 

对于很难匀浆和均质的样品，用溶剂萃取和固相 

萃取时都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基质固相分散技 

术尤其适于处理此类样品。MSPD技术包括在玻 

璃研钵中将键合相载体和组织基质混合，用玻璃 

杵将其研碎成近乎均质分散的组织细胞和基质成 

分。组织与涂以C 或 C，、C 的硅胶迅速混合产 

生半固体物质，将半固体物质填充于柱中。根据 

不同分析物在聚合物／组织基质中的溶解度不同进 

行洗脱。这样获得的萃取物在仪器分析前不需要 

再处理 

近年来的大量文献报道证明基质固相分散萃 

取法是食品中药物、污染物及农残分析的特别适 

合的方法，可用基质固相分散技术处理的样品几 

乎囊括了所有的固体样品。在用基质固相分散和 

微波辅助萃取法对橘子中的倍硫磷等农药的进行 

萃取时，基质固相分散的回收率及精密度都远高 

于微波辅助萃取法 

8．固相萃取法 (SPE，solid phase extrac． 

tion)及固相微萃取法 (SPME。solid phase mi． 

cro-extraction) 

(1)固相萃取技术在 2O世纪 7O年代出现 

后，主要用于复杂样品中微量或痕量目标化合物 

的分离和富集。固相萃取法实质上是一种液相色 

谱分离，其主要分离模式也与液相色谱相同，可 

分为正相、反相、离子交换和吸附。固相萃取法 

所用的吸附剂也与液 相色谱 常用的固定相相同 ． 

只是在粒度上有所区别 

固相萃取法采用高效、高选择性的吸附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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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相)，能显著减少溶剂的用量，简化样品的 

前处理过程，同时所需费用也有所减少。但其缺 

点是目标化合物的回收率和精密度要略低于液，液 

萃取法。由于其具有操作简便快速、有机溶剂用 

量少等优点。在农药残留分析的样品前处理中得 

到了广泛的应用。 

(2)固相微萃取 (SPME)是 2O世纪 8O年代 

末 由加 拿 大 Waterloo大 学 Pawliszyn和 Arhturhe 

教授提出的。它是在固相萃取法基础上发展起 

来的一种新型、高效的样品前处理技术，它集 

采集 、浓缩于一体，简单、方便 、无溶剂，不 

会造成二次污染，是一种有利于环保的很有应 

用前景的前处理方法。很多研究结果表明，在 

样品中加入适当的内标进行定量分析时。其重 

现性和精密度都非常好。固相微萃取装置主要 

由手柄和萃取头 2部分构成。萃取头是涂有不 

同吸附剂的熔融纤维 。一般来说。不同种类待 

测物要用不同类型的吸附质涂层进行萃取，其 

选择基本原则是 “相似相溶原理”。用极性 涂层 

萃取极性化合物，用非极性涂层萃取非极性化 

合物。 

9．超 临界流体萃取 法 (SFE，super fluid 

extraction) 超临界流体萃取是近几年发展起来 

的一种特殊分离技术。目前最常用的超临界流体 

为CO ，也可以加入适量极性调节剂。其特点是 

避免了使用大量的有机溶剂 、提高萃取的选择 

性、减少了分析时间、实现操作自动化。SFE技 

术是当前发展最快的分析技术之一。 

20世纪 70年代后期和 8O年代初期 。SFE 

工业 化在西方 发达 国家得 到迅 速发 展 ，如德 国 

Bermen城建立的从 咖啡豆 中提取咖啡因的工 

厂 。法国和英国也相继建立起超临界流体二氧 

化碳萃取啤酒花工厂等 。1986年 Capfiel等开 

始将 SFE技术应用于农药残 留分析 。2O世纪 

9O年代 ，众多研究者分别就植物样 品、动物 

组织 、果实 、土壤、水等样品中多种杀虫剂 、 

杀菌剂和除草剂进行萃取 。得到较为理想的结 

果 。Seidet等在对比了不 同前处理技术在处理 

环境 和生物样 品的效果 后 ，认为 可 以将 SFE和 

Soxhlet萃取法并列为分析环境和生物样品的首 

要方法 。 

10．凝胶 渗透 色谱 (GPC。gel permeation 

chromatography) 凝胶渗透色谱净化技术用于 

样品的前处理具有省时 、方便 、环境污染少 、有 

效去除色素和脂肪等大分子的特点。使用凝胶渗 

透色谱净化技术能够提高对食品样品中蛋白以及 

油脂等大分子杂质的去除效率。但是由于其处理 

样品的成本高，所以在农残分析中的应用并不广 

泛。 

作者单位：河南工业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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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称特性 ，即香蕉 的主产国多属发展中国家 ． 

发达国家的生产量很少；而消费面涉及全世界所 

有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的进 口量占据了重要位 

置 。这样 的产销格局 ，十分有利于中国香蕉产业 

的发展。 

在国内市场，随着中国香蕉产量与品质的提 

高。且具有价格优势，中国香蕉在国内市场抢占 

份额不断加大，香蕉的进口量。以及进口香蕉所 

占市场份额均呈现缩小趋势。在国际市场，中国 

香蕉出口增长趋势尚不稳定。欧美国家的消费习 

惯要求果大而长，中国香蕉果指相对较短。且优 

质品的产地出园价与国际市场出口离岸价已接 

近，加上关税、运输、保险等费用，中国香蕉出 

口欧美不具优势。但在 13本 、俄罗斯 、中国澳 

门、中国香港等周边地区有地理上与品质上的优 

势，出口量也有一定的拓展，如海南、广东等省 

的产区通过签订出口协议。明显增加了对13本的 

出口。海南省香蕉还于 2004年成功进入了土耳 

其市场。总之 ，凭借世界产量排名第三的地位 、 

成熟 的生产与采后处理技 术、较强的市场竞争力 

和庞大的消费群体，中国有潜力在世界香蕉经济 

中长期扮演重要角色。但中国将来是否会继续保 

持其主要香蕉进口国的地位，还是会转变为一个 

有影响力的香蕉纯出口国，目前还难以定论。有 

专家认为，就中国现在的香蕉种植园面积来说 ， 

中国在世界范围内获取更大的市场份额是极有可 

能的，在出口香蕉方面，中国将成为菲律宾最大 

的竞争对手 

作者单位：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科技信息研 

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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