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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烯啶·吡蚜酮水分散粒剂高效液相色谱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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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以甲醇＋水为流动相，使用HyPersil GOLD C18色谱柱和紫外检测

器，在检测波长270 nm下，对80%烯啶·吡蚜酮水分散粒剂有效成分进行定量分析。 结果表明：烯啶

虫胺和吡蚜酮的线性相关系数分别为0.999 3和0.999 5，标准偏差分别为0.08和0.11，变异系数分别

为0.40%和0.18%，平均回收率分别为99.81%和1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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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method of nitenpyram + pymetrozine 80% WG by HPLC was established, using

methanol and water as mobile phase, on HyPersil GOLD C18 chromatographic column, at 270 nm wavelength.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linear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of nitenpyram and pymetrozine were 0.999 3 and 0.999 5, the standard

deviations were 0.08 and 0.11, the variation coefficients were 0.40% and 0.18%, and the average recoveries were 99.81%

and 100.02%,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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烯啶虫胺（nitenpyram）为新烟碱类杀虫剂，对

害虫的突触受体具有神经阻断作用。其高效、低毒，具

有良好的内吸活性，与其他药剂无交互抗性，且对

作物安全。烯啶虫胺通常用于水稻、果树、蔬菜等防

治刺吸式口器害虫，对稻飞虱、白粉虱、蓟马等，及

对传统杀虫剂已发生抗性的害虫均具有良好的防

治效果[1]。吡蚜酮（pymetrozine）具有吡啶杂环结构，

对害虫具有触杀作用，同时具有强烈的内吸活性

和传导性，对白粉虱、蚜虫、烟粉虱、褐飞虱、灰飞虱

等具有优异的防治效果，且持效期长。吡蚜酮适用

于蔬菜、小麦、水稻、棉花、果树等[2]。两者复配使用，

持效性长，速效性也好，药效显著。田间试验显示，

80%烯啶·吡蚜酮水分散粒剂对稻飞虱、小麦蚜虫

等具有卓越的防效[3-4]。本文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

在同一色谱条件下对80%烯啶·吡蚜酮水分散粒剂

中有效成分进行定量分析。方法操作简便，分离效

果好，精密度、准确度较高。

1 试验部分

1.1 仪器与试剂
UltiMate 3000高效液相色谱仪，具紫外可变波长

检测器；超声波清洗器；过滤器：滤膜孔径0.22 μm。
吡蚜酮标样（≥99.2%）、烯啶虫胺标样（≥98.8%），

上海市农药研究所；80%烯啶·吡蚜酮水分散粒剂

（20%烯啶虫胺＋60%吡蚜酮），山西奇星农药有限

公司提供。
1.2 色谱操作条件

色谱柱：HyPersil GOLD C18不锈钢柱（250 mm×
4.6 mm）；柱温：20℃；流动相：甲醇＋水（体积比

25∶75）；流速：1.0 mL/min；检测波长：270 nm；进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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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积：5 μL。在上述色谱条件下，烯啶虫胺保留时间

约为6.5 min，吡蚜酮保留时间约为8.4 min。典型液

相色谱图分别见图1、图2。

1.3 测定步骤

1.3.1 溶液的配制

称取烯啶虫胺标样0.05 g、吡蚜酮标样0.15 g（精

确至0.000 2 g），置于同一50 mL容量瓶中，用甲醇稀

释至刻度，超声5 min使标样溶解，冷却至室温，摇

匀。移取上述标样母液5 mL于25 mL容量瓶中，甲醇

稀释至刻度，摇匀，用0.22 μm滤膜过滤后备用。
称取试样0.3 g（精确至0.000 2 g），置于50 mL容

量瓶中，用甲醇稀释至刻度，超声波振荡5 min使试

样溶解，冷却至室温，摇匀。移取上述母液5 mL于25
mL容量瓶中，甲醇稀释至刻度，摇匀，用0.22 μm滤

膜过滤后备用。
1.3.2 测定及计算

在1.2色谱操作条件下，待仪器基线稳定后，连

续注入数针标样溶液，直至相邻2针中烯啶虫胺（吡

蚜酮）峰面积相对变化小于1.5%后，按照一定顺序

进行测定。
将测得的试样溶液以及标样溶液中烯啶虫胺

和吡蚜酮峰面积分别进行平均，然后按下式计算。

w/%= A2·m1·P
A1·m2

式中：A1、A2分别为标样溶液和试样溶液中烯啶虫胺

（吡蚜酮）峰面积的平均值；m1为烯啶虫胺（吡蚜酮）标样质

量，g；m2为试样质量，g；P为标样中烯啶虫胺（吡蚜酮）的质量

分数，%。

2 结果与讨论

2.1 试验条件的选择

利用紫外可变波长分光光度计对烯啶虫胺和

吡蚜酮进行吸光度测定后，分别在250 nm、260 nm、
270 nm、280 nm、290 nm及300 nm波长下进行液相

色谱进样检测。综合考虑组分的响应值及其比例，

最终选择270 nm做为检测波长。使用HyPersil GOLD
C18不锈钢柱（250 mm×4.6 mm），以甲醇和水作为

流动相，进行了不同比例的试验。结果发现，以甲

醇＋水（体积比25∶75）为流动相时，分离效果较

好，峰形尖锐、对称，试验时间短。
2.2 方法的线性关系

配制一系列不同质量浓度的标样溶液进行测

定。以烯啶虫胺（吡蚜酮）的质量浓度为横坐标，峰

面积为纵坐标，绘制标准曲线（图3、图4），得烯啶虫

胺（吡蚜酮）线性回归方程和相关系数。烯啶虫胺

y=0.187 8 x-0.502 9，R2=0.999 3；吡蚜酮y=0.193 9 x＋
0.032 2，R2=0.999 5。

2.3 方法的精密度

称取同一烯啶虫胺和吡蚜酮复配水分散粒剂

试样，准确至0.000 2 g，进行5次重复试验。烯啶虫胺

和吡蚜酮的标准偏差分别为0.08和0.11，变异系数

分别为0.40%和0.18%（表1）。

图 1 吡蚜酮和烯啶虫胺标样液相色谱图

图 2 80%烯啶·吡蚜酮水分散粒剂液相色谱图

图 3 烯啶虫胺线性关系图

图 4 吡蚜酮线性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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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本文提出的采用反相高效液相色谱测定20%
硝·烟·辛酰溴可分散油悬浮剂中有效成分质量分

数的分析方法，具有较高的准确度和精密度，线性

关系良好，分离效果好，并且操作简便、快速，可以

用于产品质量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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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方法的准确度

在已知含量的试样中，分别加入一定量的烯啶

虫胺和吡蚜酮标样进行回收率测定。结果表明：烯

啶虫胺回收率在99.48%～100.16%之间，平均回收率

为99.81%。吡蚜酮回收率在99.76%～100.40%之间，

平均回收率为100.02%（表2）。该方法准确度较高，

完全满足定量分析要求。

3 结论

该方法操作简便，可同时测定烯啶虫胺和吡蚜

酮含量，较高的准确度和精密度满足定量分析的检

验要求。该方法可广泛用于烯啶虫胺和吡蚜酮复配

制剂的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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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方法精密度测定结果

有效成分 质量分数/% 平均值/% 标准偏差 变异系数/%

烯啶虫胺

20.28

20.19 0.08 0.40
20.17
20.08
20.15
20.26

吡蚜酮

60.45

60.39 0.11 0.18
60.56
60.29
60.31
60.35

表 2 回收率测定结果

有效成分 理论值/mg 实测值/mg 回收率/% 平均回收率/%

烯啶虫胺

2.215 2.208 99.68

99.81
3.323 3.317 99.82
4.431 4.408 99.48
5.538 5.547 100.16
6.646 6.640 99.91

吡蚜酮

6.743 6.727 99.76

100.02
10.114 10.154 100.40
13.486 13.506 100.15
16.858 16.828 99.82
20.229 20.219 9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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