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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相色谱法测定苹果中三乙膦酸铝残留
孙立荣，迟志娟，刘贤金，余向阳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食品质量安全与检测研究所， 南京 210014)

摘要：建立了三乙膦酸铝在苹果上的残留分析方法。 采用1%硫酸溶液超声波提取，用三甲基硅重氮甲烷在恒温

下进行衍生化，气相色谱法(FPD检测器)进行测定，方法 低检测限为1.17 mg/kg，回收率在71.3%~119.9%之间，

变异系数4.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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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ysis Method for Fosetyl-Al Residues in Apples by GC 
SUN Li-rong, CHI Zhi-juan, LIU Xian-jin, YU Xiang-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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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 Analytical method of residues for fosetyl-Al in apple was established, fosetyl-Al residues in the 
samples was extracted adopting ultrasonic and 1% sulfuric acid solution, and derivative reaction was carried 
out using (trimethylsilyl) diazomethane in constant temperature, then it was determined by GC equipped with a 
FPD detector. The limit of detection was 1.17 mg/kg, average recoveries ranged from 71.3 to 119.9%, and the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were from 4.7 to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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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乙膦酸铝(fosethyl-A1)是一种低毒、广谱、安全的膦

酸盐类内吸性杀菌剂，它对单轴霉菌属、霜霉属、疫霉属引

起的病害有良好的防治效果，是目前国内外防治多种果树、

蔬菜霜霉病、疫病应用较多的药剂[1]。 

对于三乙膦酸铝的测定，文献报道有采用消化-比色

定磷法[2]、碘量法[3]、络合滴定法[4]、顶空气相色谱法[5]等进

行原药单剂或混剂中的含量分析[6]，也有采用气相色谱技

术，通过用重氮甲烷进行衍生化反应测定植物样品中三乙

膦酸铝残留的方法[7]。 但重氮甲烷毒性大，不易贮存，制备

时有发生爆炸的危险。 这些方法操作过程较为繁琐，衍生

试剂制备存在一定危险性。 本研究参照美国EPA方法[8]，选

用稳定性和安全性相对较好的衍生化试剂——三甲基硅

重氮甲烷，通过优化样品提取方法和色谱分析条件，建立

了一种快速、简便的植物样品中三乙膦酸铝气相色谱分析

方法，该方法准确性和重现性好，可以满足植物样品中三

乙膦酸铝残留检测需要。 

1  材料与方法

1.1  仪器

A g i l e n t 6 8 9 0 N 型 气 相 色 谱 仪 ( F P D 检 测 器 ) ，

N-EVAPTM112型氮吹仪(美国Organomation公司)，高速

组织分散器(ULTRA TURRAX 2KA T18 basic)，旋转蒸

发仪(美国Labcon-CO公司)，D-37520高速离心机(德国

HERAEUS公司)，QL-901涡旋混合器(江苏海门市麒麟医

用仪器厂)，KQ-100DB型数控超声波清洗器(昆山市超声

仪器有限公司)。

1.2  试剂

异丙醇、硫酸(上海化学试剂厂)，氢氧化钠(广东汕

头市西陇化学试剂厂)，均为分析纯，三甲基硅重氮甲烷

(2.0 mol/L正己烷溶液，Sigma公司)。 97.7%三乙膦酸铝标

准品(江苏裕民农药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1.3  气相色谱测定条件

毛 细 管 柱 ：A g i l e n t  D B - 1 7 石 英 毛 细 管 色 谱 柱

( 3 0  m×530 µm×1.0 µm)；进样口温度210 ℃，检测器

(FPD)温度220 ℃；程序升温：初始柱箱温度90 ℃，保持

0.5 min，以5 ℃/min升至180 ℃，保持1 min，再以10 ℃/min

升至250 ℃，保持4 min。 载气：高纯氮气30 mL/min，氢气

75 mL/min，空气100 mL/min。 不分流进样，进样量1.0 µL。 

1.4  分析方法

1.4.1  方法原理

残留农药用1%硫酸溶液提取，三乙膦酸铝在硫酸溶液

中分解为亚磷酸二甲酯，取部分提取液用异丙醇稀释定容，

使残留农药转入异丙醇溶液中，取该溶液在低于35 ℃温

度下恒温进行衍生化(甲酯化)，终产物用GC-FPD检测。 

1.4.2  标准溶液制备

称取(0.010±0.001 g)三乙膦酸铝标准品于100 mL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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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瓶中，用10 mL纯水溶解(超声波处理20 min)，异丙醇定

容至刻度，混匀。 吸取10 mL该溶液于100 mL容量瓶中，加

入1%硫酸25 µL，用异丙醇-水(体积比9∶1)稀释至刻度。 

取此溶液5 mL于50 mL平底烧瓶中，在通入氮气吹扫的

同时加入2 mL三甲基硅重氮甲烷，盖瓶塞，35 ℃下水

浴30 min。 在35 ℃以下旋转蒸发至2 mL；用异丙醇移至

5 mL容量瓶中，稀释至刻度并混合均匀。 此衍生后的在异

丙醇中的标准溶液质量分数等同于10 mg/L乙磷铝溶液。 

进一步用异丙醇稀释制成0.1、0.2、0.5、1.0、2.0、5.0 mg/L标

准工作液。 

1.4.3  样品制备

取不少于1 kg苹果样品，将可食部分打碎混匀，制成

待测样品，放入分装容器中备用。 

1.4.4  样品提取

准确称取20.0 g试样，于50 mL离心管中，加入1%硫酸

溶液10 mL，在调速式匀浆器上以22 000 r/min匀浆2 min，

超声波提取30 min，在12 000 r/min转速下(20 ℃)离心

30 min，收集上清液，定容至25 mL。 取5 mL于50 mL容量

瓶中，用异丙醇定容至刻度。 过滤后待衍生化。 

1.4.5  衍生化

取过滤液5 mL于100 mL锥形瓶中，在氮气流下加入

2 mL三甲基硅重氮甲烷，35 ℃以下水浴30 min，旋转浓缩

至2 mL左右(黄色褪去)，异丙醇定容至5 mL，用于气相色

谱测定。 

1.4.6  色谱分析

由自动进样器吸取1.0 µL衍生后的样品液注入色谱仪

中，以保留时间定性，以样品峰面积与标准溶液峰面积比

较定量。 

2  结果与分析

2.1  样品提取溶剂选择

根据三乙膦酸铝农药为极性化合物，在酸性和碱性

条件下易分解的特性，分别选用3种溶液作为提取溶剂：

1%硫酸、10%硫酸、1%氢氧化钠，从衍生化反应过程和提

取效果进行比较，结果表明：提取溶剂1%硫酸的提取效果

好，衍生反应平缓，三乙膦酸铝的添加回收率达71%。 

1%氢氧化钠提取溶剂的衍生反应平缓，回收率为46%，

10%硫酸的提取效果 差，回收率仅为15%，且衍生反应

剧烈。 这可能是因为提取液10%硫酸酸性太强，破坏了衍

生试剂的稳定性，使得衍生化反应不充分，从而影响了衍

生产物的得率。 

2.2  样品净化方法

由于三乙膦酸铝极性强，通过硫酸溶液提取，转入异

丙醇与硫酸的混合溶液时，水溶性杂质干扰比较严重，

对色谱图的分离带来很大影响。 分别选用氟罗里硅土

柱层析法、正己烷液液萃取法、超速离心定量过滤等净

化方法。 添加回收实验结果表明：前2种净化方法对测

定结果影响较大，回收率27%~44%。 因此采用高速离

心收集上清液，异丙醇稀释后再用定量滤纸过滤的方

法初步净化，通过优化色谱分析条件使目标化合物与

干扰杂质分离。 

2.3  色谱条件的选择优化

炉温和载气流速对检测影响较大，炉温高，载气流速

过大时，出峰时间短，样品峰分离效果差；炉温低，载气流

速过小，则分析时间延长，样品峰型展宽，影响定量结果。 

通过对色谱检测条件选择与优化，确定出 佳炉温条件，采

用程序升温：初始炉温90 ℃，保持0.5 min，以5 ℃/min升至

180 ℃，保持1 min，再以10 ℃/min升至250 ℃，保持4 min。 

优化选择的载气流速与压力，分别为30 mL/min、38.34 kPa。 

样品和干扰组分获得了较好的分离(见图1~3)。 

图1  三乙膦酸铝标准品谱图

图2  苹果样品(空白对照)谱图

图3  苹果样品添加三乙膦酸铝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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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做3次重复，按本方法1.4处理，准确度和精密度测定结果

见表2。 由表2可看出：9种农药在3个添加水平下平均回收率

在69.87%~135.51%之间，相对标准偏差在1.83%~18.68%之

间，9种农药的检出限在0.000 04~0.009 mg/kg之间。 

表2  方法的回收率、精密度及检出限的测定

农药名称
 添加水平0.05 mg/kg 添加水平0.10 mg/kg 添加水平0.50 mg/kg 检出限/

 回收率平均值/% RSD/% 回收率平均值/% RSD/% 回收率平均值/% RSD/% (mg·kg-1)
百菌清 76.89 7.79 80.51 10.57 75.71 15.61 0.009
三唑酮 102.39 8.87 99.12 6.31 102.81 9.78 0.005
联苯菊酯 102.70 11.87 104.48 6.59 69.87 15.31 0.003
甲氰菊酯 102.10 9.38 106.87 16.55 98.71 18.68 0.002
氯氟氰菊酯 82.82 4.64 104.51 10.69 104.01 7.03 0.000 06
氯菊酯 99.41 8.38 115.57 10.61 95.35 12.15 0.002
氯氰菊酯 121.05 17.54 121.56 9.39 111.13 7.35 0.000 2
氰戊菊酯 77.98 8.07 114.81 9.16 116.58 3.01 0.000 2

溴氰菊酯 135.51 5.29 107.44 7.51 127.24 1.83 0.000 04

3  讨论

由于大米本底对9种农药色谱峰的干扰比较少，因此

可以通过适当减少样品定容体积来提高方法的检出限。 

利用中极性毛细管柱DB-1701和弱极性毛细管柱HP-5相

互确证的方式提高了农药定性的准确性。 建立的方法可

以满足9种农药的准确度、精密度和灵敏度要求[5]。 此方法

具有测定农药种类多、净化效果好、简便快速、准确度和精

密度高、简便实用等优点，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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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

2.4  标准曲线及检测灵敏度(最低检测限)

外标法定量，以标样质量浓度与峰面积作线性回归

分析。 结果表明：在0.1~5.0 mg/L质量浓度范围内三乙膦

酸铝质量浓度(x )与峰面积(y )呈良好线性相关，回归方程

y=1 399.291x-193.274，相关系数r=0.998 18。 以2倍于噪音

峰高的三乙膦酸铝质量分数作为 低检测限，得出 低检

出质量分数(检测限)为1.17 mg/kg。 

2.5  回收率与精密度

取已粉碎苹果空白样品，分别做1.0、5.0、10.0 mg/kg

三个质量分数4个重复的添加回收率测定，以不添加标样

为对照。 样品按前述方法处理和测定，结果表明：苹果样

品中三乙膦酸铝的平均回收率为71.3%~119.9%，变异系

数为4.7%~6.9%(见表1)。 

表1  三乙膦酸铝在苹果中的添加回收率

 添加质量分数/    回收率/% 平均回收率/ 变异系数/

 (mg·kg
-1) 1 2 3 4 % %

 1.0 115.4 126.1 125.6 112.6 119.9 5.8

 5.0 73.2 72.4 67.1 75.0 71.9 4.7

 10.0 65.3 76.7 73.5 69.6 71.3 6.9

3  结论

本方法采用高速匀浆辅以超声波处理，提高了残留农

药的提取效率，方法的添加回收率符合残留检测要求。 通

过对检测温度、载气流速等色谱条件进行优化，使样品组

分与干扰组分取得较好的分离。 所用衍生试剂相对较为

稳定、安全，关键要控制好衍生化过程，以确保分析结果

重现性。 此外，由于受衍生化所限，方法的 低检测限为

1.17 mg/kg，方法的检测灵敏度有待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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