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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探究甲氰菊酯在青花菜中的使用安全性，通过规范残留田间试验得到在露地和大棚2种种
植条件下青花菜中甲氰菊酯的消解动态和最终残留， 并对不同人群的膳食摄入风险进行了评估。
结果表明， 在0.005～2.5 mg/L范围内， 甲氰菊酯的质量浓度与其峰面积呈良好的线性关系（R2>0.
999）。 在0.010～10 mg/kg添加水平下，甲氰菊酯在青花菜中的平均回收率为89%～100%，相对标准
偏差为3.4%～5.4%。 甲氰菊酯在青花菜中的消解动态符合一级动力学方程，在北京露地和黑龙江
大棚中的半衰期分别为4.3和8.1 d，于末次施药后7 d采集青花菜样品，露地条件下甲氰菊酯最终残
留量为0.064～0.28 mg/kg；大棚条件下为0.10～1.4 mg/kg，残留中值分别为0.19和0.48 mg/kg。 2种
种植条件下甲氰菊酯的残留量均小于我国制定的最大残留限量（5 mg/kg），但大棚样品中的最终
残留量高于露地样品。 结合一般人群和3～5岁儿童的膳食量进行风险评估， 急性膳食暴露风险商
（RQa）分别为89.3%和132%，慢性膳食暴露风险商（RQc）分别为2.4%和4.4%。 由此可见，儿童暴露风
险均高于一般人群。 试验结果可为甲氰菊酯在青花菜中的科学使用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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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safe use of fenpropathrin in broccoli, the dissipation dynamics and final residues of

fenpropathrin under two planting conditions of open field and greenhouse were obtained via field experiment, and the

dietary intake risk of different populations were evaluated.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re was good linear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mass concentration of fenpropathrin and its peak area in the range of 0.005-2.5 mg/L （R2>0.999） . At

the spiking level of 0.010-10 mg/kg, the average recoveries of fenpropathrin in broccoli were 89%-100%, and relative

standard deviations were 3.4% -5.4% . The dissipation dynamics of fenpropathrin were accordance with the first-order

kinetics equation. The half-lives were 4.3 and 8.1 d in the open field in Beijing and greenhouse in Heilongjiang,

respectively. The fenpropathrin concentration of broccoli collected at 7 d after the last application in the open field and

greenhouse were 0.064-0.28 mg/kg and 0.10-1.4 mg/kg, respectively. The trials median residues of two planting conditions

were 0.19 and 0.48 mg/kg, respectively. The residues of fenpropathrin were all below maximum residue limit (5 mg/kg)

established by China under the two planting conditions, while the residues in the greenhouse samples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第 21卷 第 6期
2022年 12月

现 代 农 药
Modern Agrochemicals

Vol.21 No.6
Dec. 2022

36- -



in the open field samples at 7 d intervals. The dietary risk assessment was conducted to combine the dietary intake of the

general population and children aged 3-5 year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cute dietary exposure risk probability to

fenpermethrin were 89.3% and 132%, and chronic dietary exposure to fenpermethrin were 2.4% and 4.4%, respectively.

Consequently, children had a higher exposure risk than the general population. The findings provided reference for scientific

use of fenpropathrin in brocco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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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花菜（Brassica oleracea var. italica L.）又名西
兰花，是十字花科芸薹属蔬菜[1]。青花菜营养丰富，
富含矿物质、膳食纤维、蛋白质和维生素，深受人们
的喜爱[2-5]。2017年，我国青花菜种植面积超过7.6万
hm2，总产量达354.7万t，2018年1—10月累计出口额
为1.2亿美元[6]。然而，青花菜在生长过程中会受到小
菜蛾、甜菜夜蛾、斜纹夜蛾等害虫的危害[7]，使用化
学农药是有效防治方法之一[8]。
甲氰菊酯（Fenpropathrin）是我国使用较广泛的

拟除虫菊酯杀虫剂之一，具有杀虫活性高、用量少、
稳定性好等优点[9-11]。目前，甲氰菊酯登记用于小麦、
大豆、十字花科蔬菜、柑橘、苹果、茶树等作物中。我
国规定甲氰菊酯在青花菜中的最大残留限量
（MRL）为5 mg/kg[12]，日本为2 mg/kg，美国（十字花
科蔬菜，包括青花菜）为3 mg/kg[13]。
目前标准方法中采用气相色谱法[14]、气相色谱-

质谱联用法[15]等测定甲氰菊酯残留量，并有相关文
献报道了关于甲氰菊酯在柿果 [16]、小白菜 [17]、大
豆[18]、豌豆[19]、番茄和甘蓝[20]等作物上的残留水平，
但关于甲氰菊酯在青花菜中的消解动态、最终残留
及膳食风险评估尚未见报道。为此，本试验研究了
在大棚和露地2种种植模式下甲氰菊酯在青花菜上
的残留行为，并结合我国的膳食结构进行了急性和
慢性膳食摄入风险评估，旨在为甲氰菊酯在青花菜

上的安全使用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仪器与试剂
Agilent 7890气相色谱仪，配有μECD检测器，美

国安捷伦科技有限公司；KQ-600超声波清洗器，昆
山超声仪器有限公司；EYELA OSB-2000型旋转蒸
发仪，上海爱朗仪器有限公司；FC 5706台式低速离
心机，奥豪斯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精密移液
枪、HM294均质机，福斯华（北京）科贸有限公司。
甲氰菊酯标准品（纯度99.5%），Dr. Ehrenstorfer

Gmbh公司；乙腈、丙酮、石油醚、氯化钠（均为分析
纯，石油醚使用前重蒸，收集60～90℃部分）、正己
烷（色谱纯），上海安谱科学仪器有限公司；弗罗里
硅土柱（1 000 mg/6 mL），天津博纳艾杰尔科技有限
公司。
1.2 田间试验
按照NY/T 788—2018《农作物中农药残留试验

准则》[21]要求，于2016—2017年在北京市、安徽省宿
州市、黑龙江省绥化市、广东省广州市、山东省淄博
市、云南省昆明市开展了20%甲氰菊酯乳油在青花菜
上的消解及最终残留试验。每个田间试验地点的气
候条件和土壤理化性质见表1。每个小区面积不小
于15 m2，3次重复。小区间设保护带，另设对照小区。

试验编号 试验地点 试验场景 作物品种 气候因子 土壤属性

1 北京市
露地，消解＋最终
残留

耐寒优秀
大陆性季风气候，全年平均气温为 12℃，
年降水量为 644 mm

沙壤土，pH值为 6.8，有机质含量为
2.8%

2 安徽省宿州市 露地，最终残留 国绿
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为
14.4℃，年平均降雨水量为 811 mm

潮土，pH值为 7.4，有机质含量为
1.14%

3 黑龙江省绥化市
大棚，消解＋最终
残留

神女
温带季风气候，年均气温 2.8℃，年降水量
为 500～600 mm

黑土，pH值为 5.66～6.25，有机质
含量为2.83%～3.27%

4 广东省广州市 露地，最终残留 严秀
海洋性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 20～
22℃，年降水量约为 1 720 mm

沙壤土，pH值为6.5，有机质含量为
1.8%

5 山东省淄博市 大棚，最终残留 春秋 4号
大陆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为13.8℃，年
降水量为600～700 mm

壤土，pH值为7.1，有机质含量为
1.03%

6 云南省昆明市 露地，最终残留 优秀
低纬度高原山地季风气候，年均气温为
14.5℃，年降水量为 1 031 mm

红土，pH值为5.8～6.9，有机质含量
为2%～3%

表 1 田间试验地点、作物品种、气候因子及土壤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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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消解动态试验
根据推荐的最高使用剂量，即制剂量1 200

mL/hm2（240 g a.i./hm2）于青花菜生长至半大时喷雾
施药，在药后2 h，1、2、3、5、7、10、14、21 d采集青花
菜样品。
1.2.2 最终残留试验
按制剂量1 200 mL/hm2（240 g a.i./hm2）设3、4次

施药，施药间隔7 d，兑水喷施。在末次施药后3、5、7、
14 d采集青花菜样品。
1.2.3 样品的采集与处理
按设计方案中采集时间要求，每次每小区随机

采集4～6个生长正常的青花菜植株样品至少2 kg，
去除外侧腐坏叶片，用不锈钢刀切成1～2 cm2大小碎
块，在不锈钢盆中将其充分混匀，用四分法缩分样
品，分别装入封口袋中，放入-20℃低温冰柜中贮存。
1.3 提取与净化
准确称取10±0.01 g粉碎后样品于50 mL离心

管中，加入20 mL乙腈，混合均匀后用超声波辅助提
取15 min，加入6 g氯化钠后剧烈摇动1 min，在3 000
r/min条件下低速离心5 min，取上清液10 mL，将其
在35℃水浴中旋蒸近干。取5 mL丙酮/石油醚（1∶9，
V/V）预淋弗罗里硅土固相萃取柱，后弃去淋洗液，
用15 mL离心管接收洗脱液，随后用15 mL丙酮/石
油醚（1∶9，V/V）分3次将上述旋蒸样品溶解并淋
洗固相萃取柱，将盛有淋洗液的离心管于35℃旋
蒸近干，然后用丙酮/石油醚（1∶9，V/V）定容至2.5
mL，在旋涡混合器上混匀，移入进样瓶中，待测。
1.4 仪器条件
色谱柱：HP-5气相色谱柱（30 m×0.32 mm×

0.25μm）。色谱柱温度：起始温度为150℃，以10℃/min
速率升温到270℃，保持4 min；载气：高纯氮气；流
速：恒流1.2 mL/min；检测器温度：300℃；进样口温
度：280℃，不分流进样，进样量2 μL；甲氰菊酯相对
保留时间：约为11.7 min。
1.5 标准曲线的建立
准确称取甲氰菊酯标准品，用丙酮制成1 000

mg/L左右标准储备液，逐级稀释后配制成浓度为
0.005、0.010、0.025、0.050、0.10、0.25、0.50、1.0和2.5
mg/L系列标准溶液，在1.4所述色谱条件下测定，以
质量浓度为横坐标，峰面积为纵坐标进行线性回归
方程拟合，绘制标准曲线。
1.6 添加回收率

分别在空白青花菜样品中添加甲氰菊酯标准
溶液，添加水平为0.010、0.30、3.0和10 mg/kg，每个

水平重复5次，测定回收率。
1.7 数据处理
1.7.1 消解动力学分析
消解动态曲线使用一级动力学方程，按照式

（1）拟合，半衰期按照式（2）计算。
Ct=C0e-kt （1）
DT50=ln2/k （2）

式中：Ct为施药后第t d时的农药残留量，mg/kg；
C0为施药后的原始沉积量，mg/kg；k为消解系数；t为
施药后时间，d；DT50为半衰期，即农药残留量消解
50%的时间，d。
1.7.2 急性膳食摄入风险评估
采用JMPR推荐的方法[22]，按式（3）和（4）计算国

际估计短期摄入量（IESTI）和急性风险商（RQa）。

IESTI= HR×LP×v
bw （3）

RQa/%= IESTIARfD×100 （4）

式中：IESTI指国际估计短期摄入量，mg/ (kg
bw·d)；HR为农药最高残留量，mg/kg；v为变异因子
（整个水果蔬菜单位重量大于250 g，除卷心菜外，v
取值为5）；LP指大份餐即居民青花菜大份额消费
量，kg/d；bw为消费人群平均体重，kg。ARfD为急性
参考剂量，mg/(kg bw·d)。当RQa＞100%时，表示急
性膳食暴露风险不可接受，数值越大，风险越大；当
RQa≤100%时，表示急性膳食暴露风险可以接受。
1.7.3 慢性膳食摄入风险评估
采用国家农药残留标准审评委员会推荐的方

法[23]按式（5）进行计算。

RQc/%= STMR×Fi

bw×ADI ×100 （5）

式中：STMR为农药在某种食品中的规范残留
试验中值，mg/kg；Fi为一般人群对该食品的消费量，
kg；bw为中国人均体重，kg；ADI为农药的每日允许
摄入量mg/(kg bw)；RQc为风险商，%。当RQc≤100%
时，表示其风险可以接受，RQc值越小，风险越小；当
RQc＞100%时，表示有不可接受的慢性风险，RQc值
越大，风险越大。

2 结果与分析

2.1 方法线性、精密度与准确度分析
参照NY/T 761—2008《蔬菜和水果中有机磷、

有机氯、拟除虫菊酯和氨基甲酸酯类农药多残留的
测定》[14]中的第2部分：蔬菜和水果中41种有机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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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除虫菊酯类农药多残留的测定，对甲氰菊酯在青
花菜中的残留分析方法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在
0.005～2.5 mg/L范围内，甲氰菊酯线性方程为y=
111 454x-960.48，R2=0.999 9。添加水平为0.010、0.30、
3.0、10 mg/kg时，甲氰菊酯的平均回收率为99%、
100%、89%和89%，相对标准偏差为4.5%、3.4%、
5.4%和5.2%（表2），定量限为0.010 mg/kg。结果表明，
本方法的线性、准确度和精密度均满足农药残留分
析方法的要求。

2.2 甲氰菊酯在青花菜中的消解动态
甲氰菊酯在青花菜中的残留消解试验在北京

市、黑龙江省绥化市进行，分别为露地和大棚2种种
植模式。两地消解动态均符合一级动力学方程（表
3），其中北京露地条件下的消解半衰期为4.3 d，黑
龙江大棚条件下半衰期为8.1 d。两地半衰期的差异
不仅与两地气候有关，与种植模式也密切相关。在
不同的露地和大棚栽培模式下，作物的生长环境不
同，农药的消解速率也存在差异。在露地条件下，作
物表面的农药受阳光、雨水等气候因子的影响较
大，而大棚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受外部自然条
件影响较小[24-25]。本试验结果与丁悦等[26]报道的在黄
瓜中啶虫脒的消解试验结果一致，大棚的消解半
衰期为10.1 d，露地为9.7 d；郑坤明等[24]对毒氟磷在

西瓜中的残留消解动态研究中得出，其半衰期在大
棚中为6.0 d，在露地中为5.1 d；卢琦等[27]研究发现，
蕹菜中吡虫啉在大棚的消解半衰期为3.5 d，在露
地中为2.3 d，即露地消解半衰期短于大棚。

2.3 甲氰菊酯在青花菜中的最终残留量
甲氰菊酯乳油在青花菜上的最终残留试验在

北京市、安徽省宿州市、黑龙江省绥化市、广东省广
州市、山东省淄博市、云南省昆明市开展。末次施药
后3、5、7、14 d采集的青花菜样品中甲氰菊酯最终残
留水平如表4所示。在露地条件下，采收间隔期为3 d
时残留量为0.28～0.74 mg/kg，5 d时为0.20～0.52
mg/kg，7 d时为0.064～0.28 mg/kg，14 d时为0.014～
0.092 mg/kg；在大棚条件下，采收间隔期为3 d时残
留量为0.68～2.1 mg/kg，5 d时为0.65～1.4 mg/kg，7 d
时为0.10～1.4 mg/kg，14 d时为0.11～0.44 mg/kg。
由表4可知，随着采样间隔时间增加，甲氰菊酯

在青花菜中的残留量随之下降。采收间隔期为3、5、
7、14 d时残留量均未超过我国规定的最大残留限
量值（5 mg/kg）。结合青花菜生长期，在本试验施药剂
量和次数条件下，推荐安全间隔期为7 d。在相同施
药和采收条件下，大棚中甲氰菊酯的最终残留量均
明显高于露地（表4）。研究发现，露地芥蓝中吡蚜
酮的原始沉积量及残留量均低于大棚[24]，这与本试
验结果一致；腐霉利在菠菜中残留行为的研究结果
也表明，大棚样品的残留量显著高于露地样品[28]。

2.4 甲氰菊酯在青花菜中的急性膳食风险
评估
在推荐安全间隔期7 d时，甲氰菊酯在青花菜中

的最高残留量（HR）为1.4 mg/kg，急性参考剂量
（ARfD）值为0.03 mg/(kg bw·d)[29]。

如表5所示，甲氰菊酯在一般人群和3～5岁儿
童中的急性膳食暴露风险商（RQa）分别为89.3%和
132%，表明其膳食暴露风险较高。其中，儿童暴露风
险高于100%，表明其可能会对3～5岁儿童产生不可
接受的风险。

基质 药剂
添加水平/
(mg·kg-1)

平均
回收率/%

相对标准
偏差/%

青花菜 甲氰菊酯

0.010 99 4.5

0.30 100 3.4

3.0 89 5.4

10 89 5.2

表 2 甲氰菊酯在青花菜中的添加回收率和相对标准偏差

试验地 消解动态方程 R2 半衰期/d

北京市大兴区（露地） Ct=4.2e-0.16t 0.966 9 4.3

黑龙江省绥化市（大棚） Ct=2.6e-0.086t 0.810 5 8.1

表 3 甲氰菊酯在青花菜中的消解动态

施药剂量/
(g a.i.·hm-2)

施药次数 采收间隔期/d
露地 大棚

残留量/(mg·kg-1) 残留中值/(mg·kg-1) 残留量/(mg·kg-1) 残留中值/(mg·kg-1)

240 3

3 0.28～0.74 0.46 0.68～2.1 1.1

5 0.20～0.52 0.28 0.65～1.4 1.0

7 0.064～0.28 0.19 0.10～1.4 0.48

14 0.014～0.092 0.032 0.11～0.44 0.23

表 4 甲氰菊酯在大棚和露地种植条件下最终残留测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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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甲氰菊酯在青花菜中的慢性膳食风险
评估

GB 2763—2021中规定甲氰菊酯的ADI值为
0.03 mg/kg bw[32]，本试验中甲氰菊酯在青花菜中的
残留中值为0.48 mg/kg。甲氰菊酯在青花菜中对不
同消费人群的慢性膳食风险评估结果如表6所示，
甲氰菊酯在一般人群和3～5岁儿童中的慢性膳食
暴露风险商分别为2.4%和4.4%，均小于100%，处于
可接受水平，表明不会对一般人群的健康造成不可
接受的风险，但儿童暴露风险较一般人群更高。

3 结果与讨论

本研究得出甲氰菊酯在露地的半衰期为4.3 d，
在大棚的半衰期为8.1 d。推荐安全间隔期为7 d时，2
种种植条件下甲氰菊酯在青花菜中的残留量均小
于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GB 2763—2021[12]及美国
标准、日本标准中的最大残留限量。近年来，为了提
高农作物产量，大棚种植规模越来越大[34]。本研究结
果表明，青花菜中甲氰菊酯在大棚的最终残留量显
著高于露地，因此在制定最大残留限量值及推荐安
全间隔期时更要关注大棚种植条件下的残留水平。
膳食风险评估结果显示，在一般人群和3～5岁

儿童中，甲氰菊酯的急性膳食暴露风险商较高，而
慢性膳食暴露风险商远远低于急性，处于可接受水
平。此外，儿童暴露风险较一般人群更高。这一结果
与孙瑞卿等[35]对虫螨腈及其代谢物溴代吡咯腈在芥
菜上的膳食风险评估结果一致，说明即使残留量未
超标也仍可能存在不可接受的急性膳食摄入风险，
因此建议我国在进行农药登记及制定、修订食品中
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时，不仅要进行慢性膳食摄
入风险评估，针对一些已制定ARfD值的农药，还应
同时考虑其急性膳食摄入风险[36]。另外应充分考虑

低龄幼儿的膳食特殊性，将膳食消费数据细化至儿
童生长期的不同阶段，从而为保障我国居民的膳食
安全提供更加详尽的基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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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守种子源头关 阻截瓜类检疫性病害扩散

黄瓜绿斑驳花叶病毒病和瓜类果斑病是2种典型的种传检疫性病害，可随西甜瓜及其砧木种子远距离传播。当前，各地正
进入设施栽培西甜瓜种子调运、销售、育苗高峰期，各地要积极推广源头检疫、种子处理和嫁接消毒等措施，阻截2种检疫性病
害进入大田危害。
1 加强检验检疫

要加强检疫宣传与技术指导，引导西甜瓜及其砧木种苗生产经营单位或个人主动选用经检疫合格的种子，查看种子包装
标签上是否标注检疫证明编号（证明编号16位）和随种子调入的植物检疫证书，切勿自行留种。在育苗过程中，做好育苗床的
巡查，发现可疑病株，可采样送植物检疫机构或专家鉴定，并及时清除可疑病株，带出田外统一销毁，同时对周边种苗进行喷
药保护。
2 推行种子处理

（1）干热处理
将西甜瓜种子及其砧木（含水量4%以下）置于72℃干热条件下恒温处理72 h，升温和降温过程中分别在50℃和35℃缓冲

处理24 h。处理后的种子在浸种催芽或直接播种前需进行发芽率检测。此方法可有效杀灭种子携带的病毒。
（2）药剂处理
在没有干热处理条件的地区，防治黄瓜绿斑驳花叶病毒病可用10%磷酸三钠溶液浸种20～30 min，清水洗净后催芽播种。

瓜类果斑病可使用40%甲醛100倍液浸种90 min，或2%的盐酸浸种20 min，或0.3%～0.5%次氯酸钠浸种15 min，清水冲洗后待
催芽或播种。
3 落实嫁接消毒

在嫁接过程中，对所用工具用磷酸三钠10倍液或甲醛100倍液浸渍处理，做到嫁接一次消毒一次，防止人为交叉传播病
害。 （来源：江苏植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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