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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测定小麦粉中
福美双残留量

曹 秀，胡永建，刘秀娟，余明霞，杨亚琴，钟红舰 *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郑州 450002）

摘要：建立一种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UPLC-MS/MS）测定小麦粉中福美双残留量的快速检
测方法。小麦粉经甲醇超声提取，采用C18色谱柱分离，以乙腈＋0.05%甲酸水体系进行梯度洗脱，质
谱采用电喷雾正离子模式离子化，多反应监测模式，标准曲线外标法定量。 福美双在5～100 ng/mL
质量浓度范围内线性关系良好，相关系数大于0.999，定量限为0.02 mg/kg。 小麦粉中福美双添加量
为0.02、0.05、0.10 mg/kg时，福美双的平均加标回收率为70.52%～85.20%，相对标准偏差为8.74%～
9.42%。 该方法前处理过程简单，分析时间短，灵敏度和准确度高，适用于小麦粉中福美双残留量的
批量快速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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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ation of Thiram Residues in Wheat Flour by Ultra-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tandem Mass Spectrome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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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Quality Standards and Testing Technology, Henan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Zhengzhou

450002, China)

Abstract: A rapid analytical method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thiram residues in wheat flour was developed by

UPLC-MS/MS. The sample was extracted by methanol, and then separated on a reversed phase C18 column using a gradient

elution program of acetonitrile-0.05% formic acid aqueous solution. Qualitative analysis was performed with electrospray

ionization in positive mode under multiple reaction monitoring mode. External standard curve method was used to quantify

the residue concentrations. In the concentration range of 5-100 ng/mL for thiram, the calibration curves showed good

linearity with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more than 0.999. The limit of quantitation of thiram in wheat flour was 0.02 mg/kg.

At the spiked levels of 0.02, 0.05, 0.10 mg/kg, the average recoveries of thiram were 70.52%-85.20%, and the relative

standard deviations of thiram were 8.74%-9.42%. The method is simple, rapid, and accurate, which can meet the batch

rapid detection requirements of thiram residues in wheat flour.

Key words: UPLC-MS/MS; thiram; wheat flour; residue

福美双（thiram），化学名称为四甲基秋兰姆二
硫化物，是硫代氨基甲酸盐类保护性广谱杀菌剂，
对多种病原真菌具有抑制作用[1]。福美双主要用于
种子和土壤处理[2]，也可直接喷雾于水果、蔬菜、粮

食作物上，以防止其在贮存和运输过程中发生腐
烂。但福美双具有较高的蓄积性，对哺乳类动物有
一定的毒性[3-6]。
福美双在小麦、水稻等作物上被研究广泛[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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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已制定了小麦中福美双最大残留限量的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9]。然而，福美双在小麦粉中残留研究
尚未见报道。小麦粉中福美双残留可能来源于生产
过程中受到小麦中残留福美双的污染[10]，或者企业
在小麦粉中非法添加福美双，以抑制有害微生物繁
殖，防止小麦粉发生霉变。因此，对小麦粉中福美双
残留检测方法的研究很有必要。

目前，福美双的检测方法有：比色法 [8]、光谱
法[11-12]、气相色谱法[1]、顶空气相色谱法[13]、高效液相
色谱法[14]和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7,15-16]。比色法
是间接测定福美双的方法，选择性差，且易受多种
离子的干扰，不能满足日益严格的残留检测要求；
光谱法和气相色谱法只能测定硫代氨基甲酸盐类
农药总量，不能确定单一福美双的含量，缺乏专一
性；高效液相色谱法灵敏度和选择性较差，且整个
操作过程繁琐、耗时长；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
选择性强，灵敏度高，能满足低残留检测的要求。
本文建立了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快速

定量测定小麦粉中福美双残留量的方法。对比不同
溶剂对小麦粉中福美双的提取效率，调节仪器的参
数，建立了快速测定小麦粉中福美双样品的前处理
和液相色谱-质谱联用分析方法。该方法前处理过
程简单，仪器分析速度快，准确度高，可满足市场监
管和日常检测的需求。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试剂
小麦粉，市购；福美双（纯度99.0%），德国Dr.

Ehrenstofer公司；乙腈、甲醇、二氯甲烷和三氯甲烷
（色谱纯），美国Fisher公司；乙醇（分析纯），国药试
剂；甲酸（色谱纯），上海麦克林公司；乙酸铵（分析
纯），国药试剂；试验用水均为超纯水。
1.2 仪器与设备
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仪，配有电喷雾离

子源（ESI），美国Waters公司；BS224S分析天平（精
确至0.000 1 g），德国Sartorius公司；AE 240分析天平
（精确至0.000 01g），日本Mettler公司；Milli-Q@Syn-
thesis纯水仪，Millipore公司；SK-1快速混匀器，金坛
市中大仪器厂；GL-21B高速冷冻离心机，上海安亭
科学仪器厂；QGC-36T氮吹仪，上海全岛公司。
1.3 方法
1.3.1 福美双标准溶液的配制
福美双标准储备液（1.00 mg/mL）：称取福美双

10 mg标准品于10 mL容量瓶中，用甲醇溶解并定容

至刻度。放置于冰箱冷冻，有效期1年。
福美双标准中间液（10.00 μg/mL）：移取0.1 mL

福美双标准储备液于10 mL容量瓶中，用甲醇溶解
并定容至刻度。放置于冰箱冷冻，有效期6个月。
福美双标准工作液（1.00 μg/mL）：移取1 mL福

美双标准中间液于10 mL容量瓶中，用甲醇溶解并
定容至刻度。放置于冰箱冷冻，有效期6个月。
1.3.2 样品处理
称取1 g（精确至0.000 1 g）小麦粉试样，置于50

mL离心管中，加入20 mL提取溶剂，涡旋5 min，使试
剂与试样充分混匀后，超声提取30 min，再涡旋混匀
2 min，在8 000 r/min、4℃条件下离心5 min。精密移
取10 mL上清液于试管中，氮吹至干。残留物用2 mL
甲醇＋水（体积比1∶1）溶解，超声涡旋，混匀后过
0.45 μm油膜过滤，滤液待上机分析。
1.3.3 色谱及质谱检测条件
色谱柱：ACQUITY UPLC@BEH C18色谱柱（2.1

mm×50 mm，1.7 μm）；柱温：40℃；进样量1 μL；流
动相：A相为乙腈，B相为0.05%甲酸水溶液；流速：
0.3 mL/min；采用梯度洗脱模式：0～4.0 min，40% A
相、60% B相；4.0～5.5 min，75% A相、25% B相；
5.5～6.5 min，40% A相、60% B相。
离子源：电喷雾离子源，正离子扫描模式；毛细

管电压：0.5 kV；雾化气温度：400℃；雾化气流量：
800 L/h；监测模式：多反应监测模式。福美双的质谱
参数见表1。

2 结果与分析

2.1 流动相的优化
本研究考察了甲醇＋0.05%甲酸水溶液、甲

醇＋5 mmol/L乙酸铵溶液、乙腈＋0.05 %甲酸水溶
液等流动相体系对福美双的色谱峰及离子化的影
响。结果表明，甲醇、乙腈作为强洗脱相，洗脱效果
良好，没有显著差异。但以甲醇为有机相时，系统压力
高，而乙腈因黏度低使得系统压力降低，因此选用
乙腈作为有机相。以5 mmol/L乙酸铵溶液和0.05%
甲酸水溶液作为流动相时都能获得比较好的峰形。
由于长期使用乙酸铵作为流动相时易损坏色谱柱，

农药名称 离子对（m/z） 保留时间/min 锥孔电压/V 碰撞能量/eV

福美双
241.0/120.0 3.42 12 10
241.0/87.9* 3.42 12 16

注：*为定量离子对。

表 1 多反应监测模式下福美双的质谱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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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用0.05%甲酸水溶液作为水相时，保留时间更
短。因此，本次试验中，采用乙腈＋0.05%甲酸水溶
液作为流动相，福美双标准溶液图谱见图1。

2.2 提取溶剂的选择
利用福美双溶于甲醇、三氯甲烷等有机溶剂的

特点，试验中选取了乙腈、甲醇、乙醇、二氯甲烷和
三氯甲烷对小麦粉中福美双进行提取。采用在空白
小麦粉基质中添加适量福美双标准品，经1.3.2方法
处理，5种提取溶剂加标回收率分别为 15.6%、
82.2%、106.0%、87.4%、92.6%。甲醇、乙醇、二氯甲烷
和三氯甲烷对小麦粉中福美双残留物都有较好的
提取效果。经甲醇、乙醇、二氯甲烷和三氯甲烷提取
的小麦粉试样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溶胀，提取液变得
黏稠，而经乙腈提取的小麦粉试样，提取液澄清，提
取效果差。由于二氯甲烷和三氯甲烷毒性大，乙醇
挥发性小，不易氮吹至干，耗时长。因此，本试验选
用甲醇作为提取溶剂。
2.3 方法的线性范围和定量限
2.3.1 标准曲线的绘制
移取适量的福美双标准中间工作液（1.00

μg/mL），用甲醇＋水（体积比1∶1）溶液依次稀释成
质量浓度分别为5、10、25、50、100 ng/mL标准工作溶
液，分别进样测定。以标准工作溶液质量浓度x为横
坐标，以定量离子色谱峰面积y为纵坐标，绘制标准
曲线。其线性方程为y=809.6 x-3 194.5，相关系数为
0.999 3，定量限为0.02 mg/kg。
2.3.2 添加回收率和方法精密度
在空白小麦粉中添加3个浓度水平的福美双，

以甲醇为提取溶剂，按照1.3.2方法进行添加回收率
试验，每个添加水平按试验方法平行测定3次，计算
添加回收率和相对标准偏差，结果见表2。空白小麦
粉色谱图和小麦粉加标色谱图见图2和图3。

小麦粉空白基质样品在添加水平分别为0.02、
0.05和0.10 mg/kg时进行加标回收试验，平均回收率
为70.52%～85.20%，相对标准偏差为8.74%～9.42%。
说明该方法对小麦粉中福美双的测定有良好的准
确度和精密度，符合残留分析的要求。
2.4 实际样品测定
采用优化后的前处理方法和仪器分析条件对

市场中随机购买的30批次小麦粉试样中福美双药
物残留进行检测，发现1批次小麦粉样品检出福美
双，福美双残留量为0.275 mg/kg。

3 结 论

本研究采用甲醇提取小麦粉样品中的福美双，
建立了小麦粉中福美双残留量的超高效液相色谱-
串联质谱检测方法。正离子多反应监测模式测定，
标准曲线外标法定量。该方法对小麦粉中福美双进
行了定性和定量分析，方法具有较高的回收率、良
好的精密度和较高的准确度；且该方法前处理操作
简单、快速，适用于批量样品处理，能够满足小麦粉
中福美双残留量的快速检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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萄中的残留分析检测方法，试验样品用水和乙腈提
取，以PSA为净化剂，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仪快
速检测。该方法通用性强，样品处理快速、简单、重
现性较好，嘧菌酯在葡萄中的定量限、准确度和精
密度均满足农药残留分析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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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美实除草剂烯草胺在加拿大登记
加拿大有害生物管理局（PMRA）已批准富美实公司的除草剂480 g/L烯草胺EC登记，用于防治玉米田和大豆田杂草。

烯草胺（pethoxamid），化学名称为2-氯-N-(2-乙氧基乙酯)-N-(2-甲基-1-苯基-丙烯基)乙酰胺，试验代号为TKC-94，属乙酰

氯苯胺类除草剂，长效且具有内吸性，毒性为低毒。

烯草胺在加拿大是个新有效成分，仅用于土壤表面的芽前处理，能够有效防除狗尾草、马唐等禾本科杂草和藜、豚草等

阔叶杂草。 （石凌波译自《AG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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