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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1.农药有效成分多。我国是第一大农药生产国，截止2012年年
底，我国登记农药有效成分623个；常用有效成分400多个，主
要为化学合成农药。 

2.农药种类多，差异大： 

按对象分：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植物生长调节剂、杀鼠
剂等； 

按结构分：有机氯、有机磷、氨基甲酸酯、拟除虫菊酯、沙蚕
毒素、杂环类等； 

3.农药代谢物结构复杂、种类多，有时还不稳定： 

比如氟虫腈有3个代谢物，丁硫克百威有2个代谢物； 

 
 



1、前言 

4. 样品基质复杂，干扰物多：粮谷类、果蔬类、动物类、环
境类（水土等），油脂、色素、糖类和蛋白质等干扰物同
时并存； 

5. 痕量检测：限量标准通常在100ppb左右,检测方法通常要
10ppb, 水中还要求0.1ppb; 

6. 时间短：要求越快越好，尤其针对监督检测和现场检测。 

7. 未知物筛查：没有标准品，检测范围更宽。 

   可见，农药残留分析技术在准确、灵敏、快速、可靠方面有
了更高要求。这就意味着很多传统的分析方法面临淘汰。 

 
 



1、前言 

农药残留基本步骤：提取→净化→检测 
         

1、提取和净化是前处理技术部分，主要是两个 

尽可 能： 

1）尽可能只提取样品中的目标物； 

2）尽可能去除目标物之外的非目标物。 

 

2、检测是选择合适的方法对检测样品中的农药残
留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 

 

 
 



2、前处理技术概况 

主要提取方法： 

1.振荡法; 
2.索氏提取法 

4.匀浆捣碎法 

3.超声波提取法 

5.微波辅助提取法 6.加速溶剂萃取法 



2、前处理技术概况 

传统净化方法： 
1. 液—液分配法；(LLE) 

2. 层析法（薄层层析、柱层析）。 

现代净化方法： 
1. 固相萃取（SPE） 

2. 固相微萃取（SPME）; 

3. 基质固相分散萃取（MSPDE）; 

4. 超临界液体萃取（SFE）; 

5. 免疫亲和色谱技术（IAC）; 

6. 分子印迹技术（MIT）; 

7. 凝胶渗透色谱（GPC） 

8. QuEChERS 

9. 样品快速净化技术 

 



2.1  固相萃取SPE（Solid Phase Extraction） 

始于20世纪70年，是利 

用固体吸附剂将液体样品 

中的目标化合物与干扰化 

合物分离，达到分离和富 

集目标化合物的目的。 

 

2、前处理技术概况 



固相萃取SPE： 

主要类型：依据填料可分为吸附型、分配型和离子交

换型。其填料有硅胶、吸附树脂、C8、C18、腈基

、苯基、氨基和其他特殊填料 

• 技术优点：简单快速，集提取、富集和净化一步完
成，有机溶剂用量少，重现性好，回收率高 

• 技术缺点：在处理复杂样品时，不能完全吸附干扰
基质，造成检测的基质效应明显和回收率的偏低 

• 技术关键：选择合适的SPE类型、淋洗液和洗脱 

        液以及其相应的用量 

2、前处理技术概况 



2.2  固相微萃取SPME（Solid –phase microextraction） 

固相微萃取是它是在固相萃取技术

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微萃取分离技

术，是一种无溶剂，集采样、萃

取、浓缩和进样于一体的样品前

处理新技术。 

2、前处理技术概况 



 固相微萃取SPME 
技术优点：萃取、净化、浓缩、进样功能于一体，具有操作简单

、所需时间短、无需溶剂、用样量少、选择性强及与色谱、

电泳等高效分离检测手段联用等特点 

2、前处理技术概况 



2.3基质固相分散萃取MSPDE（matrix solid phase 

dispersion) 
基质固相分散萃取技术原理在于分散

剂对样品结构和生物组织的完全破

坏和高度分散，增加萃取溶剂与样

品中目标分子的接触机会，从而达

到快速溶解分离的目的。 

步骤：研磨分散、转移、洗脱。 

特点：样品和有机溶剂用量少，操作

简便快速、不需要特殊的仪器设备

，一步提取、无须净化。 

2、前处理技术概况 



2.4超临界液体萃取SFE(supercritical fluid extraction) 

SFE利用超临界流体密度大、黏

度低、扩散系数大、兼有气

体的渗透性和液体的分配作

用的性质，将样品中的目标

物溶解并从基质中分离出来

，能同时完成萃取和分离两

步操作。 

目前最常用的超临界流体是CO2

，可用于提取非极性或弱极

性农药残留。 

2、前处理技术概况 



超临界液体萃取 
技术优点：快速方便，选择性强，适于热敏感化合物，只要通过

减压就可达到溶剂与萃取物的分离，免去样品浓缩过程和对

分析的影响，不污染环境；可与气相色谱、液相色谱、超临

界流体色谱联用。 

技术缺点：需在高压下操作，对设备和工艺要求较高；仅适用于

分析物浓度在ng／kg至μg／kg范围，若浓度过高，易导致萃

取不完全；水的存在会影响萃取效果，水包在基质表面上，

阻碍CO2 渗透，不利于非极性化合物的萃取。 

2、前处理技术概况 



2.5免疫亲和色谱技术 IAC 
(Immunoaffinity Chromatography) 
免疫亲和色谱是利用抗原与抗体的高亲和力、高专一性和可结合

的特点以及色谱技术的差速迁移理论而建立的一种新型色谱

技术。将被测物的特异性抗体固定在适当的固相载体上，制

备成免疫亲和色谱的固定相（免疫亲和色谱柱），根据被测

物的反应原性、抗原抗体结合的特异性记忆，抗原抗体复合

物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可逆解离的特性进行色谱分离。 

2、前处理技术概况 



免疫亲和色谱技术  IAC 

技术优点：选择性，专属性强；纯化、浓集效果好；可循环使用 

技术缺点：基质的非特异性吸附是免疫亲和色谱技术继续发展所

面临的共同难题，只有通过基质的选择或设计优良的活化方

法从而使基质的非特异性吸附降到最低 

2、前处理技术概况 



2.6分子印迹技术MIT 
（Molecularly Imprinting Technique) 

  分子印迹技术是指为获得在

空间结构和结合位点上与某

一分子(印迹分子)完全匹配

的聚合物的实验制备技术。

通过分子印迹技术合成具有

分子识别功能的聚合物称为

分子印迹聚合物(MIPs)。 

2、前处理技术概况 



分子印迹技术MIT 
 

2、前处理技术概况 

基本原理：当模板分子（印迹分子）与聚合物单体接触时会形成
多重作用点，通过聚合过程这种作用就会被记忆下来，当模板分
子除去后，聚合物中就形成了与模板分子空间构型相匹配的具有
多重作用点的空穴，这样的空穴将对模板分子及其类似物具有选
择识别特性。 



分子印迹技术MIT 
 

2、前处理技术概况 

一是印迹 

三是萃取 

Text 

Text 
二是聚合 

Txt 

Text 

分子印迹聚合物的
合成步骤 

以特定目标分
子为模板，选
择具有适当功
能基的功能单
体，使二者之
间形成模板分
子-功能单体
复合物。 

加入交联剂
，通过引发
剂，光或热
等引发单体
聚合。形成
刚性聚合体
。 

将聚合物中
的印迹分子
洗脱或解离
出来。 



2.7凝胶渗透色谱GPC 

（gel permeation chromatography) 

凝胶渗透色谱技术是根据溶质分子量的不同，通过具有分子筛性

质的凝胶固定相使溶质分离。目前用于农药残留分析中的凝

胶种类主要有多孔交联葡萄糖凝胶（SePhadex LH-20）和交联

聚苯乙烯凝胶（Bio-BeadsS-X），可根据被测农药及需分离的

杂质分子量来选择不同孔径规格的凝胶。 

2、前处理技术概况 



凝胶渗透色谱GPC 

（gel permeation chromatography) 

技术优点：GPC 净化容量

大，可重复使用，单一淋

洗剂，适用范围广，使用

自动化装置后净化时间缩

短，组分的保留时间提供

它们的分子大小信息，简

便准确 

技术缺点：对于分子大小相

同的混合物不易分开，分

离度低。 

2、前处理技术概况 



2.8 QuEChERS 

2003年由Anastassiades等开发出一种快速（quick）、简单 

（easy）、廉价（cheap）、高效（effective）、耐用（rugged）、

安全（safe）的样品前处理方法QuEChERS，2007年Lehotay等

对该方法进行了改进，即样品粉碎。如测定吡唑醚菌酯在番茄

中残留可如下操作：称取10g均质化的番茄样品→加入10mL乙

腈振荡提取7min→加入1gNaCl+4gMgSO4，振荡3min→4000 

r/min离心5min→取1.5mL上清液至2mL装有净化剂50mg C18和

150mg无水硫酸镁的离心管中，涡旋1min→5000 r/min离心

5min→抽取上清液过0.22μm膜进小瓶，待测。 

2、前处理技术概况 



 QuEChERS 

技术特点：（1）回收率高，一般大于85％；（2）精确度和准确

度高，可用内标法进行校正；（3）可分析的农药范围广，包括

极性、非极性的农药种类均能利用此技术得到较好的回收率；

（4）分析速度快，能在30min 内完成6个样品的处理； 

（5）溶剂使用量少，污染小，价格低廉且不使用含氯溶剂； 

（6）操作简便，无需良好训练和较高技能便可很好地完成； 

（7）乙腈加到容器后立即密封，使其与工作人员的接触机会减 

（8）样品制备过程中使用很少的玻璃器皿，装置简单。 

2、前处理技术概况 



2.9样品快速净化技术：multi-plug filtration cleanup 
(m-PFC) 

M-PFC process 

吸附剂: 10 mg MWCNTs 

mixed with 150 mg MgSO4 

2、前处理技术概况 



3、检测分析技术概况 

 
 



气相色谱法具有操作简单， 分析速度快， 分离效能高， 灵敏度

高，应用范围广， 可进行多残留分析等特点，但一般不适用于

现场检侧, 沸点太高的物质或热稳定性差的物质都难以应用气

相色谱法进行分析。 

 3.1 气相色谱分析 



气相色谱-检测系统 

电子捕获检测器（ECD ）：非破坏型，选择性    

                                                   电负性强的化合物 

火焰光度检测器（FPD ）：破坏型，选择性  含硫磷的化合物 

氮磷检测器（NPD ）：非破坏型，选择性  含硫磷的化合物 

 

    

 3.1 气相色谱分析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是将气相色谱仪和质谱仪串联起来作为一个整

体的检测技术。样本中的残留农药通过气相色谱分离后,对它们

进行质谱的从低质量数到高质量数的全谱扫描。根据特征离子

的质荷比和质量色谱图的保留时间进行定性分析,根据峰高或峰

面积进行定量,不但可将目标化合物与干扰杂质分开,而且可区

分色谱柱无法分离或无法完全分离的样品。 

 

 3. 2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GC-MS 
 



气相色谱分离与质谱定性定量结合 

1. 对食品中残留物进行分析 

     MS是一个通用型检测器，对大多数有机化合物都有比较好

的响应，根据特征离子强度定量多种成分的同时分析--残留分

析的趋势之一，适合大批量农残检测。 

2. 对未知物分析 

     准确测定未知组分的相对分子质量 

 3. 2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GC-MS 
 



高效液相色谱法可以分离检测极性强、分子量大的离子型农药, 

尤其适用于高沸点、热稳定性差、相对分子质量大、不易气化

或受热易分解农药的检测。与气相色谱分析相互补充。 

 3. 3 高效液相色谱 
 



以液相色谱作为分离系统，质谱为检测系统。样品在液相色谱部

分分离，经质谱离子化，质量分析器将离子碎片按质量数分开

，经检测器得到质谱图。 色谱和质谱优势结合，应用广泛。 

 

 3. 4 液质联用HLPC-MS-MS 
 

适用于高沸点、大分子、 

  强极性和热稳定性差的化 

  合物的分析。 

适于复杂基质样品,特别
是农产品、生物样品中的
农兽药残留的定性定量分
析。 

利于多组分分析。 



毛细管电泳色谱（CE）是以高压电场为驱动力，以毛细管为分离

通道，依据样品中各组分之间淌度和（或）分配系数的不同而

进行分离的一类新型液相分离技术。 

 3. 5高效毛细管电泳色谱CE 
 



CE 有多种检测方式，紫外检测（UV，DAD）是其主要检测手段

，检出限为10-7～10-５mol／L；荧光检测器和电化学检测器使用

也较为广泛，可提高检测限至10-9～10-7mol／L。 

CE作为一种新兴的分离分析技术，与液相色谱（HPLC）和气相

色谱（GC）这些传统技术相比，具有分离模式多，分析效率高

，样品进样体积小、试剂消耗量小，选择剂的可选择余地多，

应用范围广等优势。 

 3. 5高效毛细管电泳色谱CE 
 



 3. 6 超高效合相色谱 
 



   UPCC是结合了UPLC和SFC（超临界流体色谱）的理论，以

CO2为流动相，它与LC所使用的液体流动相相比及GC所使用

的载气有更多突出的优点。 

技术优点： 

1、CO2单独使用或与少量共溶剂共同使用作为流动相，流体粘

度小，比HPLC中所使用的液体流动相扩散率更高。 

2、与GC相比，CO2单独作流动相可在更低的温度下实现分离。 

 

 

 3. 6超高效合相色谱 
 



飞行时间质谱 

工作原理： 质荷比与时间的平方成正比，只要测定出飞行时间，

就可换算成质荷比。在检测时，显然是质荷比小的先到达检测

器，质荷比大的后到达。在通常情况下，离子的飞行时间为微

秒数量级 

 

 

 

 

 

 3. 7其他检测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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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7其他检测新技术 

优点： 

a)可获得高分辨质谱； 

b)可实现快速的离子传输; 

c)具有较宽的质量范围 

d)高的离子传输效率; 

缺点:    

 a).需要以脉冲开关; 

 b).需要快速数字转换器; 

 c).有限的动态范围. 

飞行时间质谱 



全二维气相色谱/飞行时间质谱 

全二维气相色谱飞行时间质谱仪把分离机理不同而又互相独立的两

根色谱柱通过一个调制器, 以串联方式结合成二维气相色谱。 

优点: 

 

 

 

 

 

 3. 7其他检测新技术 

• 提供更高的峰容量 

• 组分的分离和检测灵敏
度提高。 

• 采用适当的色谱操作条
件，可以得到包含结构
信息的二维结构谱图，
辅助定性 

 



超高效液相色谱/飞行时间质谱 

      UPLC采用了1.7 μm 的小粒径色谱柱填料, 与传统的HPLC相比

有更好的分离效率、峰容量以及灵敏度 (pg～fg级)。 

 

 

 

 

 

 3. 7其他检测新技术 

 高分辨飞行时间质谱能够测
定化合物的精确质量，并具
有MS/MS功能，两者联用成

为复杂体系分离分析以及化
合物结构鉴定的良好平台。 



 免疫分析法（immunoassay, IA)  

免疫分析法是将抗体抗原反应与现代测试手段相结合的痕量分析

法，它集测定的高灵敏度和免疫反应的特异性于一体，在某些

重要生物活性物质的痕量检测方面取得了成功。 

 

 

 

 

 3. 7其他检测新技术 

方法建立：半抗原合成    人工抗原合成    抗体制备 

          方法建立    样本前处理方法    方法评价 

特点 

    特异性强、灵敏度高 

   方便快捷、分析容量大、检测成本低 

   可提供系列化的产品以及技术，产品可以商业化。 



 免疫分析法（immunoassay,IA)  

 

 

 

 3. 7其他检测新技术 

免
疫
分
析
检
测
技
术 

酶联免疫分析 

荧光免疫分析 

免疫传感器 

膜载体免疫分析 

仿生免疫分析 

流动注射免疫分析 

免疫-PCR技术 

蛋白质芯片技术 

放射免疫分析 

免疫新技术 

传统免疫分析技术 



酶抑制法 

      酶抑制法是相对成熟的一种对部分农药进行残留速测的技术，它

适用于有机磷和氨基甲酸酯类农药，将乙酰胆碱酶与样品反应，根据

乙酰胆碱酶活性受到抑制程度，检测样品中有机磷和氨基甲酸酯类农

药含量。其操作简单、易行、成本低，但检测种类有限。 

 

 

 

 3. 7其他检测新技术 

生物传感器BS（biosensor) 

   生物传感器是将传感技术与农药免疫技术相结合而建立起来的，

在测定方法多样化、提高测量灵敏度、缩短反应时间、提高仪器自动

化程度和适应现场检测能力等方面已取得了长足进步。 

活体生物测定 

   活体检测法是使用活的生物体直接测定，该方法对具有超高活性

的农药残留检测具有良好的适用性。 

 

 



SFC 

CE 

GC 

HPLC 分离  

对映体分离技术 

液相色谱 

气相色谱 

毛细管电泳色谱 

超临界流体色谱 

4、手性农药分析技术概况 



4、几个农药残留分析方法实例 

 
 



Analytica Chimica Acta 678 (2010) 56–62        
B 

B 

A 

AB 

例1、6种天然除虫菊素类杀虫剂在茶叶中的多
残留分析方法研究   

TPT 

除虫菊素I, II 

瓜叶菊素I, II 

茉酮菊素I, II 

IF=4.55 

SPE 

http://nl.sitestat.com/elsevier/elsevier-com/s?ScienceDirect&ns_type=clickout&ns_url=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journal/00032670


例2、吡唑类杀菌剂在农产品中多残留分析方法 

 (IF=4.53) 

基于样品基质，选用C18和GCB净化
剂优化组合取代传统QuEChERS 的

净化剂PSA，用于吡唑类新型杀菌剂
多残留分析方法的建立，有效消除
了基质效应。 

Journal of Chromatography A 2012, 1262, 98-106  



例3、苯唑草酮在农产品和环境中残留分析方法研究 

特点：绿色环保分析方法。 

创新：建立试管小型化液液提取方法，通过调节
PH值，先酸性二氯甲烷提取，后碱性氨水提取；
并筛选了合适吸附剂净化； 

最大优点：既提高了回收率，又减
少大量有机溶剂使用。 

Analytical and Bioanalytical Chemistry 2011;400(9):3097-3107.  

IF=3.84 



率先将反相手性固定
相与串联质谱技术结
合，灵敏度提高100倍； 

灵敏度问题的解决 

例4、三唑类手性农药残留分析方法建立 

将基质分散净化和固相萃取
技术相结合，筛选出快速有
效的前处理方法，基质效应
小，样品处理效率高，10分
钟/样品 

前处理问题的解决 

成功建立了多个植物
和环境样品中三唑类
手性农药的手性残留
分析方法，具有快速、
灵敏度高、选择性好
的特点。 



5、发展趋势 

随着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新技术
和新仪器将被应用到农药残留分析中，农药残
留分析方法当前正朝着操作简便、快速高效、
绿色环保、准确可靠、灵敏度高、重复性好的
方向发展，同时还应把生物技术与现代化技术
相结合，新的分析技术将涉及细胞化学、发酵
化学、免疫化学和多肽排列结构等多学科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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