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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相萃取-气相色谱法测定油料和植物油中草除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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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立了固相萃取-气相色谱法测定油料和植物油中草除灵残留量。油料和植物油中草除灵

残留分别经乙腈、正己烷饱和乙腈溶液提取，弗罗里硅土固相萃取柱净化，气相色谱-电子捕获检

测器检测，外标法定量。 结果表明，在0.001～0.10 mg/L范围内，草除灵的峰面积与质量浓度呈良好

的线性关系，相关系数为0.999 4。 草除灵在2种不同基质中的平均回收率为74.4%～110.9%，相对标

准偏差为3.1%～6.8%，方法的定量限为0.05 mg/kg。 本方法为油料和植物油中草除灵残留量的有效

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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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ation of Benazolin-ethyl Residues in Oilseed and Oil

by Solid Phase Extraction-Gas Chromat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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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method was developed by solid phase extraction-gas chromatography for determination of benazolin-ethyl

in oilseed and oil. The analytes were extracted with acetonitrile, acetonitrile/n-hexane saturated solution, cleaned up on
Florisil SPE column, then analyzed by GC-ECD. The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the calibration curve was linear with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0. 999 4. The average recoveries of benazolin-ethyl in two matrixes were 74.4%-110.9%, and the
relative standard deviations were 3.1%-6.8%. The limit of quantification (LOQ) of the method was 0.05 mg/kg. This
method was suitable and effective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benazolin-ethyl residues in oilseed and 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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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除灵（benazolin-ethyl）化学名称为4-氯-2-氧
代苯并噻唑-3-基乙酸乙酯，分子式为C11H10ClNO3S，

商品名好实多、高特克等。其为选择性、内吸传导型

芽后除草剂，用于油菜、苜蓿等防除多种一年生阔

叶杂草[1]。草除灵对油菜田猪殃殃和繁缕等高效，对

油菜安全[2-3]。虽然草除灵相对安全，但长期使用也

会造成一定的污染，国内国际相关限量标准也相继

出台。我国规定草除灵在油菜籽中的最大残留限量

为0.2 mg/kg[4]；2004年，草除灵被欧盟列入禁止销售

和使用的农药。有关草除灵原药及制剂的液相、气

相色谱检测方法已有报道[5-7]，但是对草除灵残留量

的测定及其降解的研究甚少[8-10]。本文中草除灵残留

采用乙腈提取，弗罗里硅土柱净化，气相色谱-电子

捕获检测器（GC-ECD）测定，建立气相色谱定量分

析油料和植物油中草除灵残留量的方法。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试剂

固相萃取（SPE）柱（弗罗里硅土，1 000 mg，6
mL），上海月旭公司。油菜籽、大豆油，市售产品。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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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灵标准品（＞99.5%），德国Dr. Ehrenstorfer公司；

乙腈（色谱纯），默克化工技术（上海）有限公司；正

己烷（色谱纯），赛默飞世尔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丙酮（色谱纯），美国J. T. Baker公司；其余试剂为分

析纯；超纯水由Milli-Q超纯水系统制。
1.2 仪器与设备

岛津GC-2010 Plus气相色谱仪（配ECD检测器），

日本Shimadzu公司 ；色 谱 柱TR-5ms（30 m×0.25
mm，0.25 μm），美国Thermo Fisher Scientific公司；分

析天平（精度0.000 1 g），瑞士Sartorius公司；分析天

平（精度0.01 g），英国艾德姆衡器（武汉）有限公司；

自动均质仪，美国Tomtec公司；Milli-Q超纯水发生

器，美国Millipore公司；RE-52AA型旋转蒸发器，上

海亚荣生化仪器厂；QGC-12T氮气吹干仪，上海全

岛公司；HY-6双层摇瓶机，金坛市医疗仪器厂；

GL-21B高速冷冻离心机，上海安亭科学仪器厂；

SK-1快速混匀器，金坛市中大仪器厂；SHB-Ⅲ循环

水式多用真空泵，郑州长城科工贸有限公司。
1.3 试验方法
1.3.1 溶液的配制

称取草除灵标准品10 mg（精确至0.000 1 g），用

丙酮溶解并定容至10 mL，制得1 g/L的标样储备液，

于4℃避光储存。根据需要，将储备液用正己烷稀释

成不同质量浓度的标样工作溶液，即用即配。
2%丙酮正己烷溶液：量取丙酮2 mL，用正己烷

溶解并定容至100 mL。
6%丙酮正己烷溶液：量取丙酮6 mL，用正己烷

溶解并定容至100 mL。
1.3.2 样品前处理

1.3.2.1 样品的提取

将油料样品粉碎，使其通过425 μm的标准网筛。
称取粉碎油料样品5.00 g（精确至0.01 g）于100 mL
均质瓶中，加入20 mL水浸泡2 h。加入50 mL乙腈，

在匀浆机中高速匀浆2 min后过滤，滤液收集到装有

5～7 g氯化钠的100 mL具塞量筒中，盖上塞子，剧烈

振荡1 min，在室温下静置30 min，使乙腈相和水相

分层。从具塞量筒中吸取10 mL乙腈溶液，转入圆底

烧瓶，40℃水浴旋转蒸发至近干，加入2.0 mL正己

烷，盖上铝箔，待净化。
称取搅拌均匀的植物油样品2.00 g（精确至0.01

g）于100 mL离心管中，加入10 mL正己烷溶解后，再

加入50 mL正己烷饱和乙腈溶液，充分混合后振荡

30 min，3 000 r/min离心5 min，吸取10 mL乙腈溶液，

转入圆底烧瓶中，40℃水浴旋转蒸发至近干，加入

2.0 mL正己烷，盖上铝箔，待净化。
1.3.2.2 样品的净化

将弗罗里硅土萃取柱（1 000 mg，6 mL）依次用5
mL丙酮＋正己烷 （体积比为1∶9）、5 mL正己烷活

化，当溶剂液面至柱吸附层表面时，立即倒入1.3.2.1
中待净化溶液，用5 mL 2%丙酮正己烷溶液冲洗烧

杯后淋洗弗罗里柱，然后用10 mL 6%丙酮正己烷溶

液洗脱，收集全部洗脱液，40℃水浴中氮气吹干，用

正己烷定容至2.0 mL，待GC-ECD测定。
1.3.3 色谱条件

色谱柱：TR-5ms柱（30 m×0.25 mm，0.25 μm）；

检测器：ECD检测器，温度310℃。载气为N2（＞
99.999%），流速1.0 mL/min。进样体积1 μL，不分流

模式进样，进样口温度280℃。升温程序：初始柱温

为120℃，保持1 min；然后以20℃/min升至240℃；再

以3℃/min升至270℃，保持1 min；最后以20℃/min升

至290℃，保持1 min。在上述色谱条件下，草除灵的

保留时间为9.958 min。0.01 mg/L草除灵标样溶液色

谱图见图1。

2 结果与分析

2.1 提取溶剂的选择

在农药残留分析中，常以甲醇、乙腈、丙酮、乙
酸乙酯等作为提取溶剂。由于乙腈对农药的提取效

率高，并能有效减少油脂与色素的干扰，且在氯化

钠饱和的状态下，乙腈能与水清晰分层，而不需要

引入非极性溶剂[11]。因此，本试验选择乙腈作为提取

溶剂。油料选取油菜籽样品，植物油选取大豆油样品

进行试验。试验结果证明：乙腈对油菜籽样品中草

除灵的提取效果很好，能满足农药残留检测的要

求。乙腈提取大豆油样品时会溶解部分油脂，对样

品净化及分析造成一定的干扰，因此使用正己烷饱

和乙腈溶液作为提取溶剂，则提取液中的油脂含量

大大减少。
2.2 净化柱及淋洗液的选择

弗罗里硅土柱又称硅镁复合吸附剂，可从非水

溶液中吸附低极性和中等极性化合物，具有灵敏

度高，吸附容量大，稳定性好等特点[12]。其常用于农

图 1 0.01 mg/L 草除灵标样溶液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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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残留检测的净化、分离等，尤其适用于有机氯类

农药。采用不同洗脱溶剂进行弗罗里硅土柱净化效

果验证。选用弗罗里硅土柱（1 000 mg，6 mL），依次

用5 mL丙酮＋正己烷（体积比1︰9）、5 mL正己烷活

化，将2 mL质量浓度0.025 mg/L的草除灵标样溶液

（正己烷为溶剂）转入弗罗里硅土柱，然后用5 mL不

同体积分数的丙酮正己烷溶液洗脱，收集洗脱液，

蒸干后用正己烷溶解，待GC-ECD测定。回收率结果

见表1。

由表1可知：5 mL 6%丙酮正己烷溶液可将目标

物洗脱完全；8%丙酮正己烷溶液极性更大，会有相

对多的杂质被洗脱。
2.3 线性相关性测定

用1 mg/L标 样 储 备 液 配 制 质 量 浓 度 分 别 为

0.001, 0.005, 0.01, 0.02, 0.06, 0.10 mg/L草除灵标样

溶液，各取1 μL进行气相色谱测定。以草除灵色谱

峰的峰面积为纵坐标，标样溶液质量浓度为横坐

标，绘制标准曲线（见图2）。结果显示，草除灵的质

量浓度与峰面积呈良好的线性关系，线性方程为

y=7 233 498 x＋15 621，相关系数为0.999 4。

在上述色谱条件下，草除灵的最小检出量为1.0×
10-12 g；在上述提取方法和测定条件下，草除灵的定

量限（LOQ）为0.05 mg/kg。
2.4 方法准确度和精密度测定

选取油菜籽和大豆油空白样品，以0.05, 0.10,
0.20, 0.40 mg/kg为添加水平进行回收率试验。样品

添加草除灵后，涡旋30 s，静置30 min，待草除灵被样

品充分吸收后，按照上述样品前处理方法和仪器条

件进行测定，每个水平重复5次，结果见表2。

由表2可知：草除灵的平均回收率为74.4%～
110.9%，相对标准偏差为3.1%～6.8%。方法符合农

药残留检测的要求。油菜籽和大豆油空白样品及添

加色谱图见图3～图6。

3 结论

本文建立了油料和植物油中草除灵残留量的

气相色谱检测方法。此方法的回收率为74.4%～
110.9%，相对标准偏差为3.1%～6.8%，LOQ为0.05
mg/kg。结果表明，本方法可满足油料和植物油中草

表 1 不同体积分数丙酮正己烷溶液洗脱对回收率的影响 %

洗脱溶剂 正己烷
2%丙酮

正己烷

4%丙酮

正己烷

6%丙酮

正己烷

8%丙酮

正己烷

回收率 0 13 85 98 104

图 2 草除灵标准曲线

基质
添加水平/
(mg·kg-1)

回收率/% 平均回

收率/%
RSD/
%1 2 3 4 5

油菜籽

0.05 85.3 76.0 78.1 85.5 74.1 79.8 6.6

0.10 71.3 83.3 82.4 78.3 81.9 79.5 6.2

0.20 75.5 77.5 73.1 71.6 75.4 74.6 3.1

0.40 73.0 73.5 79.8 70.3 75.2 74.4 4.7

大豆油

0.05 100.2 92.0 100.7 111.3 103.0 101.4 6.8

0.10 102.1 110.5 106.1 101.0 103.8 104.7 3.6

0.20 117.0 116.9 111.0 105.5 104.0 110.9 5.5

0.40 104.6 110.8 110.5 117.2 105.5 109.7 4.6

表 2 方法加标回收率和相对标准偏差（n=5）

图 3 油菜籽空白谱图

图 4 油菜籽添加草除灵（0.1 mg/kg）谱图

图 5 大豆油空白谱图

图 6 大豆油添加草除灵（0.1 mg/kg）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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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灵残留量的分析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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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统响，等： 无人机防治鲜食玉米灌浆期病虫害效果初探

2.3 对玉米的安全性

施药后观察发现，各处理区玉米生长正常，与

空白对照区相比无明显差异。结果表明，在试验剂

量下，各药剂处理对鲜食玉米生长安全。

3 小结与讨论

2017年首次开展无人机防治鲜食玉米灌浆期

病虫害试验。试验发现：使用无人机进行鲜食玉米

灌浆期病虫害的防治能解决玉米灌浆期施药困难

的问题；20%氯虫苯甲酰胺SC对为害鲜食玉米雌穗

的主要害虫有较好的防治效果，显著提高了鲜食玉

米的商品性；300 g/L苯甲·丙环唑EC对玉米南方锈

病有较好的防治效果。20%氯虫苯甲酰胺SC、300
g/L苯甲·丙环唑EC对玉米安全，可以在生产上推广

应用。
此试验对使用无人机防治普通玉米后期病虫

害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能够解决玉米后期因为玉米

植株高、环境郁闭无法开展人工防治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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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氏杜邦除草剂 Loyant（25.2 g/L 氯氟吡啶酯）在美国上市
陶氏杜邦水稻田除草剂Loyant于2018年在美国上市，Layant有效成分为氯氟吡啶酯（florpyrauxifen，商标名Rinskor）。

2017年，基于氯氟吡啶酯的4个产品在美国登记，Loyant是其中之一。
氯氟吡啶酯为激素类除草剂，具有新颖芳基吡啶甲酸酯结构。氯氟吡啶酯是陶氏益农继氟氯吡啶酯之后开发的第2

个芳基吡啶甲酸酯结构除草剂。该除草剂主要用于水稻，防除禾本科杂草、阔叶杂草、莎草以及水生杂草。氯氟吡啶酯作

用机理新颖，能够解决已知的抗性问题，对草甘膦抗性杂草，对三嗪类除草剂、乙酰乳酸合成酶（ALS）抑制剂类除草剂、
乙酰辅酶A羧基酶（ACCase）抑制剂类除草剂、原卟啉原氧化酶（PPO）抑制剂类除草剂抗性杂草，以及对其它合成激素

类除草剂如二氯喹啉酸等产生抗性的杂草有效。此外，氯氟吡啶酯对稻田难防杂草稗草（Echinochloa crus-galli）有特效。
（顾林玲译自《AG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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