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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考试题型示例(仅做参考) 

 
一、选择题（10 分，每小题 1 分） 
1.人们每当遇到食品质量与安全问题时，首先想到的是看看（    ）是怎样规定的。 

（A）Codex  （B）OIE  （C）FAO  （D）WHO 

2. LOD 一般定义为（    ）。 

（A）1N  （B）2N  （C）3N  （D）10N 

3. 对于现代光谱仪、色谱仪，能够设置操控仪器参数的软件被称为（    ）。 

（A）工作站  （B）操作系统  （C）解卷积  （D）去解卷积 

4. UPLC-Q/TOF 痕量分析工作时一般所用的流动相/碰撞气分别是（      ）。 

（A）甲醇/氢气  （B）甲醇/氦气  （C）乙腈/氮气  （D）乙腈/氩气 

5. 营养学中“总糖”的概念与食品生产中常规分析项目“总糖”不同。食品生产中常规分析

项目“总糖”不包括（      ）。 

（A）淀粉  （B）膳食纤维  （C）葡萄糖  （D）果糖 

6. 某品牌臭豆腐的特征性香气成分为（    ）。 

（A）乙酸乙酯  （B）乙酸丁酯  （C）二甲基硫化物  （D）乙基硫化物 

7. 食品在辐照下，含脂食品中的甘油三酸酯酰氧键断裂产生标志化合物（    ），可以采用气 

  相色谱-质谱法测定。 

（A）2-十二烷基环甲酮  （B）2-十二烷基环乙酮 

（C）2-十二烷基环丁醇  （D）2-十二烷基环丁酮 

8. 淡水鱼中可能存在的残留物有（    ）。 

（A）苯并芘  （B）苏丹红  （C）氯丙醇  （D）孔雀石绿 

9. 农药残留现场速测方法（    ）。 

（A）PCR  （B）ELISA  （C）IT  （D）Q1-q2-Q3 

10. 食品中二噁英及其类似物毒性当量的测定方法为（    ）。 

（A）GC-MS  （B）HRGC-HRMS  （C）UPLC  （D）HPLC 

 
二、填空题（10 分，每小题 1 分） 

1. 食品法典的宗旨是              。 

2. FDA 农药残留分析模块化方案设计(E1+C1+D4)的含义是（    +     +    ）。 

3. 食品仪器日常定量分析工作，常将        逐级稀释成        进样。 

4. 食品分析用工作曲线建立一般    设计、    点浓度系列标准溶液、还需进行    值检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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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食品中的农药残留一般是        水平。 

6. 食品分析的一般程序依次为        、        、        、        、        。 

7. 某品牌花生油的营养成分表标示脂肪的 NRV 167%，其含义是              。 

8. 食品塑料包装材料的鉴别，除对其红外吸收光谱的自行解析外，还可以检索          依 

据样品来源、相似度等作出判定。 

9. 采用 AAS 测定食品中铅、镉重金属元素时，一般采用         原子化方式。 

10. IEC 是以        及离子半径大小进行分离的一种方法，目前已经成为分析饮用水中无

机     、    离子的常规手段。 

 
三、改错题（10 分，每小题 1 分） 

1. 2012 年罗马-第 35 届 CAC 大会，通过投票方式，瘦肉精最大残留限量成为食品法典标准。 

2. 食品分析方法的准确度通常用添加回收率来表示，常量分析一般要求为 70~110%。 

3. 食品中有机氯农药残留气相色谱分析方法通常采用氮磷检测器。 

4. LC-MS 常用的改性剂有磷酸。 

5. 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多糖已是较可靠的分析方法，但目前尚未完全标准化。 

6. 目前食品中维生素的主流的分析方法是微生物法。 

7. 离子色谱法测定自来水中常见的阴离子有 NO2
-、Br-、BO3

-、PO4
3-。 

8. 除邻苯二甲酸二甲酯外，食品中大多数增塑剂的 EI 质谱图中基峰为 m/z 194。 

9. EI 质谱库中的参照谱图通常都是用 90eV 获得的。 

10. M+1 准分子离子峰的 m/z 156，其化合物的相对分子质量为 157。 

 
四、简述题（50 分，每小题 5 分） 

1. 简述现代食品分析方法的选择。 

2. 阐明 5 种常用的食品分析方法特点。 

3. 简述食品分析样品前处理方法。 

4. 简述食品中水分的测定方法。 

5. 画出高效液相色谱仪的流程框图并标出各系统功用。 

6. 回答 HPLC 的 5 种常用检测器及对应的常见食品分析项目或对象。简述其中一种检测器   

   的工作原理。 

7. 简述质谱分析的工作过程。 

8. 简述分子离子峰的条件和确认。 

9. 简述凯氏定氮法的原理及几个主要操作步骤。 

10. 何谓膳食纤维，简述其测定的原理。 

五. 看图解答题（20 分，每小题 5 分） 
1. 图 5-1 是自来水中消毒副产物之一的气相色谱质谱图（EI），请写出其纵横坐标的量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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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值。标出图中主要离子碎片的名称。根据其简单的裂解途径，推测其分子式并画出该化合

物的可能化学结构式。 
 

 

 

 

 

 

 

 

 

 

 

图 5-1 

 
2. 回答图 5-2 中箭头所指处部件的名称及 eCore 的用途。该部件操作使用时要注意哪几方

面。 
 
 
 
 
 
 
 
 
 
 
 

 

图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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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给出图 5-3 玻璃装置的名称，指出其在食品分析中的用途、原理及流程并回答操作注意

事项。 
 
 
 
 
 
 
 
 
 
 
 
 
 
 
 

 

图 5-3 

4. 请写出图 5-4 分析仪器的中、英文名称或缩写，明确其在食品分析中的主要用途。回答 1、
2 标示处的名称及作用。 

 

 

 
 
 
 
 
 
 

 
 
 
 

 
 

图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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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一、选择题（10 分，每小题 1 分） 

1. A  2. C  3. A  4.D  5. A  6. C  7. D  8. D  9. B  10. B 

二、填空题（20 分，每小题 2 分） 

1. 保护消费者健康，确保食品贸易公平。2. 提取 1+净化 1+检测 4。3. 标准储备液；工作溶

液。4. 等差；5~8；r 相关系数或 r2 相关指数。5. mg/kg(答 ppm 得 0.5 分)。6. 样品采集、制

备和保存；样品前处理；分析测定；数据处理；撰写或打印检验报告。7. 消费者个人每天摄

入 100 g 本品牌的花生油，仅对脂肪营养素而言，已经超标了配额的 67 %。8. 数据库或聚合

物数据库。9. 石墨炉（电热）。10. 离子价态或离子所带电荷多少；阴、阳。 

三、改错题（10 分，每小题 1 分） 

1. 2012 年罗马-第 35 届 CAC 大会，通过投票方式，莱克多巴胺(盐酸盐)最大残留限量成为食

品法典标准。 

2. 食品分析方法的准确度通常用添加回收率来表示，常量分析一般要求为 98~102%或食品分

析    

  方法的准确度通常用添加回收率来表示，痕量分析一般要求为 70~110%。 

3. 食品中有机氯农药残留气相色谱分析方法通常采用电子捕获（ECD）检测器；食品中有机

磷、氮农药残留气相色谱分析方法通常采用氮磷检测器。 

4. 紫外检测器常用的改性剂有磷酸。LC-MS 常用的改性剂有甲酸或乙酸或甲、乙酸铵。 

5. 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游离糖（其他答案扣 0.5 分）已是较可靠的分析方法，但目前尚未完

全标准化。 

6. 目前食品中维生素的主流的分析方法是高效液相色谱法或荧光光度法。 

7. 离子色谱法测定自来水中的常见的阴离子有 F-、Cl-、NO3
-、SO4

2-。 

8. 除邻苯二甲酸二甲酯外，食品中大多数增塑剂的 EI 质谱图中基峰为 m/z 149。 

9. EI 质谱库中的参照谱图通常都是用 70eV 获得的。 

10 M+1 准分子离子峰的 m/z 156，其化合物的相对分子质量为 155。M-1 准分子离子峰的 m/z 

156，其化合物的相对分子质量为 157。 

四、简述题（50 分。第小题 5 分） 

1. 答：选择标准方法，要注意标准时效性；选择经典公认的权威方法，如 AOAC、Codex 等；

选择直接(母体而不是反应产物)的方法；自己建立的分析方法，要具有完整的方法学数据支撑。 

2. 答：感官鉴定—最简单、成本最低的分析方法；重量法经典，可以解决粗脂肪、粗纤维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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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项目的测定，但是无法实现组分分析；化学容量滴定分析法—常规分析中大量使用的分析

方法。定量结果容易受到干扰；仪器分析法—以物质的物理或化学性质为基础，利用较特殊

的光电仪器来测定物质含量。痕量分析的主要手段。测定结果准确可靠，但购买和运行维护

成本高；生物免疫、酶检测法，如 ELISA、酶抑制法等，分析速度快，假阳性高。 

3. 答：食品分析样品前处理亦称样品的预处理。目的：排除测定前干扰组分；对样品进行浓

缩。原则：尽可能消除干扰因素；尽可能保留被测组分。前处理方法主要包括：灭酶法（使

酶钝化，避免对糖等特定组分的分解。通常采用加热、冷冻干燥等方式。）；蒸馏法（利用液

体混合物中各种组分挥发性的不同而将其分离。包括常压蒸馏、减压蒸馏、水蒸气蒸馏等）；

浓缩法（常压浓缩、减压浓缩）；溶剂抽提法（液液分配法（经典）、索氏提取法（经典）、快

速（加速）溶剂提取技术、微波辅助提取法、超临界流体提取法）；化学分离法（磺化法、皂

化法、沉淀分离）；有机物破坏法（干灰化法、湿消化法、微波消解法）。（未写出详细内容扣

1 分） 

4. 答：依据 GB/T 5009.3-2010。第一法 直接干燥法、第二法 减压干燥法、第三法 蒸馏法（湿

法）、第四法 卡尔·费休法。非法定的还有微波法、红外法、色谱法等。对含水量较高的样品

可采用蒸馏法（湿法）、减量法（烘干法，注意不仅仅是水分被烘出）和各种水分测定仪测定；

含水量较低的样品可采用卡尔费休法和高精度、高灵敏度的水分测定仪测定。 

5. 答：高效液相色谱仪一般可分为 5 个主要部分：高压输液系统（提供稳定压力的、合适精

度的流动相）、进样系统（通过六通阀实现常压装样，高压装样）、分离系统（使混合的组分

在柱后逐一分离开 ）、检测系统（使组分信号产生电信号）、计算机控制及数据处理系统（数

据处理，控制仪器）。此外还配有辅助装置：如梯度淋洗，自动进样及数据处理等。 

 

 

 

 

 

 

 

 

 

 

 

6. 答：高效液相色谱仪常用的五大检测器包括紫外检测器（含二极管阵列检测器 DAD）—仅

用于检测具有紫外吸收能力的化合物，即含有共轭基团的化合物、荧光检测器（FLD）—黄曲

1-贮液器 2–搅拌、超声脱气器 3–梯度洗脱装置 4–高压输液泵 5–流动相流量

显示 6–柱前压力表 7–输液泵泵头 8–过滤器 9–阻尼器 10–六通进样阀 11–
色谱柱 12–检测器 13–记录仪(或数据处理装置) 14–回收废液罐 

高效液相色谱仪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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霉毒素、示差折光检测器(DRD)—糖类物质、电导检测器(CD)—无机离子、蒸发光散射检测器

(ELSD)—糖类物质等。 

以紫外检测器为例，其工作原理基于分子外层的电子纯跃迁，被分析组分（有大π键、共

轭体系）对特定波长紫外光的选择性吸收，定量依据比耳定律，A＝KCL。优点是对温度和流

速不敏感，可用于梯度洗脱。 

7. 答：质谱分析法是利用其独特的电离过程及分离方式来实现定性和定量分析。首先是将样

品离子化（离子源），按离子质荷比分离（质量分析器），然后测量（检测器）各种离子峰的

质核比大小（定性）和强度（定量）而实现分析目的的一种现代仪器测量方法。质谱法初用

于同位素鉴定，现广泛用于化合物的定性、定量分析，特别适用于痕量分析。 

8. 答：第一  应符合的条件 

① 它通常是谱图中最高质量的离子，在质谱图的最右端(同位素峰除外)。 

② 它必须是奇电子离子。奇电离子是带有未成对电子的奇数电子的离子。对于单电荷离

子，分子离子一定是奇电子离子。 

③ 它必须是通过合理的离子碎裂机理产生谱图中的一些重要离子。 

④ 分子离子峰必须符合氮律。 

第二 确认 

① 当化合物中含有氯或溴时，可以利用 M 与 M+2 同位素峰确认。 

② 对同一种化合物，采用不同的电离方式，提高分子离子峰的强度，减少碎片离子峰甚

至使之消失。 

    ③ 必须是失去了合理的中性碎片。M-4~14，M-21~25，极不可能。较为常见：M-1，M-15，

M-17，M-18，M-30，M-31，M-32。 

9. 答：凯氏定氮法原理（GB 5009.5-2010）：食品中的蛋白质在催化加热条件下被分解，产生

的氨与硫酸结合生成硫酸铵。碱化蒸馏使氨游离，用硼酸吸收后以硫酸或盐酸标准滴定溶液

滴定，根据酸的消耗量乘以换算系数，即为蛋白质的含量。 

   整个过程分三步：消化、蒸馏、吸收与滴定。硫酸钾为增温剂，提高溶液沸点。硫酸铜为

催化剂、消化终点指示剂。 

10. 答：膳食纤维(DF) —不能被人体小肠消化吸收但具有健康意义的（有助于胃肠蠕动）、植

物中天然存在或通过提取/合成的、聚合度 DP≥3 的碳水化合物聚合物。包括纤维素、半纤维

素、果胶及其他单体成分等。 

    依据 GB/T 5009.88 的酶重量法原理：干燥试样经热稳定 α -淀粉酶、蛋白酶和葡萄糖苷酶

酶解消化去除蛋白质和淀粉后，经乙醇沉淀、抽滤，残渣用乙醇和丙酮洗涤，干燥称量，即

为总膳食纤维残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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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看图解答题（20 分，每小题 5 分） 

1. 答：图 5-1 中纵坐标被称为相对强度(或丰度)（RI/%）、横坐标为质荷比（m/z）。依据谱图

左侧的 m/z 35、37（脱氯）的碎片，认定该化合物为含氯化合物。由于可以观察到同位素峰簇，

因此可以推测出可能是含有多个氯的化合物。m/z 118 为分子离子峰，脱一个氯（m/z 35）产

生 m/z 83 碎片（基峰）；m/z 49、50、85、87、120、122 为同位素峰。m/z 47 为 CCl·               碎片、

m/z 48 为 CHCl·               碎片。依据自来水中挥发性有机物的文献及氮律判断该化合物可能为三氯甲

烷。分子式：CHCl3；结构式： 

 

                                         或 

 

（未写出主要离子碎片扣 3 分、纵横坐标量纲/量值错误各扣 1 分） 

2. 答：图 5-1 为超高效液相色谱柱。1 为色谱柱，2 为保护柱，eCore 的作用是记录色谱柱使

用时间，使用次数等信息。 

    色谱柱使用注意事项：①色谱柱要轻拿轻放，防止摔碰；②样品进样之前要进行过滤，

防止不溶物质堵塞色谱柱筛板；③流动相改性剂的浓度在色谱柱允许使用范围内；④色谱柱

使用完毕后要用 90%水/10%甲醇溶液清洗色谱柱中的盐类，并用 100%甲醇或乙腈保存色谱

柱。 

3. 答：图 5-3 是脂肪（索氏）提取器。主要用于食品中粗脂肪的测定，还有用于农药残留分

析测前对样品中有机氯农药的提取。测定粗脂肪的原理：将经前处理的、分散且干燥的样品

用乙醚或石油醚等溶剂回流提取，使样品中的脂肪进入溶剂中，回收溶剂后所得到的残留物，

即为粗脂肪（重量法）。操作流程是：滤纸筒的制备、样品处理、抽提、称重。注意事项：样

品应干燥、研细，包裹适当，不能外漏；乙醚要求无水、无醇、无过氧化物，挥发残渣含量

低。以每分钟从冷凝管滴下 80 滴左右，每小时回流 6-12 次为宜；切忌用直接明火加热，注意

通风。 

4. 答：图 5-1 的中文名称：气相色谱-三重四级杆质谱联用仪； 

英文名称：Gas Chromatography- a triple quadrupole mass spectrometer（GC-QqQ）； 

（中英文名称 2 分，回答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得 1 分）。在食品分析中，特别适合于

酒的指纹谱图及杂醇油测定、增塑剂、药物残留分析、风味物质分析、水中挥发性有机物

及部分食品添加剂等的定性、定量测定。 

1 气体净化器。净化载气高纯氦，将高纯氦中的水分、油、小分子的污染物去除。 

2 为色谱柱箱，保温、保证色谱柱温度按照设定的程序精确升温（±0.1℃），保证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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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分离和保留时间的重现性。或回答为气相色谱仪（GC），用于混和组分的分离，作为质

谱的进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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