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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科技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 

丙溴磷在棉花及土壤上的残留分析研究 

 

摘  要 

 
为了满足农药登记的要求，依据农药残留分析试验准则，对两年（2006~2007

年）两地（济南、长沙）棉花试验田施用 500 g﹒L -1丙溴磷乳油后的样品进行了

残留分析研究。对棉叶、土壤上丙溴磷的残留降解动态，棉籽、棉叶和土壤上丙

溴磷的 终残留量进行了测定；对棉叶和土壤上丙溴磷的残留数据和棉叶上残留

的丙溴磷分别进行了定量、定性确证。 
采用丙酮提取、乙腈-石油醚萃取、石油醚-氯化钠水溶液反萃取（土壤用二

氯甲烷-氯化钠水溶液进行液液分配）、硅胶层析柱净化、GC-ECD检测技术，对

棉籽、棉叶和土壤样品上的丙溴磷进行分析。丙溴磷的 小检出量为 1 × 10 -11 g，
棉籽、棉叶、土壤上的 低检出浓度分别为 0.02、0.02、0.01 mg﹒kg -1。棉籽添

加水平为 0.02 ~ 2 mg﹒kg -1，平均回收率为 86 % ~ 104 %，RSD为 5.3 % ~ 19.0 %；

棉叶添加水平为 0.02 ~ 2 mg﹒kg -1，平均回收率为 87 % ~ 110 %，RSD为 5.4 % ~ 
13.4 %；土壤添加水平为 0.01 ~ 2 mg﹒kg -1，平均回收率为 91 % ~ 103 %，RSD
为 8.3 % ~ 13.5 %。 

在棉花花蕾期喷施有效成分为1 875 g﹒hm -2的500 g﹒L -1丙溴磷乳油一次，

两年两地的残留动态试验结果表明丙溴磷在棉叶上的原始沉积量为83.0 ~ 170 mg
﹒kg -1，济南试验点降解动态方程为：Ct = 113 e -0.295 8 t，r =0.908 7，T1/2 = 2.3 d；
长沙试验点的为Ct = 65.2 e -0.336 8 t，r =0.916 9，T1/2 = 2.1 d；土壤上的原始沉积量

为2.40 ~ 7.16 mg﹒kg -1，济南试验点降解动态方程为：Ct = 2.77 e -1.338 3 t，r =0.997 
6，T1/2 = 0.5 d；长沙试验点的为Ct = 2.55 e -0.107 5 t，r =0.976 4，T1/2 = 6.4 d。丙溴

磷在棉叶和土壤上的降解较快，符合化学一级反应动力学方程，属于易降解农药

品种。 
从棉籽、棉叶和土壤上丙溴磷的 终残留量测定结果可以看出，丙溴磷在棉

籽上的残留量 大值为0.125 mg﹒kg -1，低于CODEX制定棉籽上的 大残留限量

标准（2 mg﹒kg -1）；济南试验点棉叶上丙溴磷的残留量 大值为0.320 mg﹒kg -1，
长沙试验点 大值为19.0 mg﹒kg -1，后者由于采收间隔期较短残留量较高；土壤

上丙溴磷残留量 大值为0.142 mg﹒kg -1，残留的丙溴磷不会对土壤造成污染。

丙溴磷在棉籽和土壤上的 终残留量与施药剂量、施药次数几乎没有相关性。值

得说明的是，丙溴磷在棉叶上的 终残留量与施药剂量、施药次数、取样间隔、

棉株生长状态有一定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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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反相高效液相色谱法，Waters XTerra RP C18色谱柱，以乙腈∶水 = 55∶
45(V/V)为流动相，对GC-ECD的测定数据进行了定量确证。结果表明，GC-ECD
的测定数据准确可靠。采用GC-MS对棉叶上的残留物定性确证，结果证明了丙溴

磷的存在。 
根据试验数据和CODEX的相关规定，建议在棉花上使用 500 g﹒L -1丙溴磷乳

油防治棉铃虫，施药剂量不要高于有效成分 937.5 g﹒hm -2， 多施药 3 次， 后

一次施药距采收间隔期不少于 21 d。综合考虑各种限制因素，棉籽上丙溴磷 大

残留限量建议我国暂定为 2 mg﹒kg -1为宜；由于棉叶中丙溴磷的残留量较高，应

加强后期对棉叶（包括茎秆）田间处理的管理工作，建议干棉花秸秆和青贮饲料

上的 大残留限量暂定为 5 mg﹒kg -1。 
 

关键词：丙溴磷 GC-ECD 棉花 农药残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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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RESIDUES ANALYSIS OF 
PROFENOFOS IN COTTON AND SOIL 

 
 
 

ABSTRACT 
 
 

In 2006 and 2007, after spraying 500 g﹒L -1 profenofos emusifiable concentra-
tion on the cotton in Jinan and Changsha trial site, the residues of profenofos in the 
samples of cotton seeds, cotton leaves and soil were studied. The dynamic residues of 
profenofos in cotton leaves and soil and the final residues of profenofos in cotton seeds, 
cotton leaves and soil were determined by GC-ECD. The quantitative confirmatory 
tests of profenofos in cotton leaves and soil were performed by HPLC-PDA, and the 
qualitative confirmatory tests of profenofos in cotton leaves were processed by 
GC-MS. 

The methods were established for determining the content of profenofos in cotton 
seeds, cotton leaves and soil. Profenofos in the samples was extracted with acetone, 
distributed with acetonitrile and petroleum ether, then partitioned with petroleum ether 
and aqueous solution of sodium chloride (profenofos extracted from soil was distrib-
uted with dichloromethane and aqueous solution of sodium chloride), and cleaned up 
with silica gel and then determined by GC-ECD. The limit of detection was 1×10 -11 g，
and the limits of quantification of cotton seeds, cotton leaves and soil were 0.02, 0.02, 
0.01 mg﹒kg -1, respectively. The fortification levels of cotton seeds and cotton leaves 
were 0.02 - 2 mg﹒kg -1, the average recovery ratios were 86 % - 104 % and 87 % - 
110 %, and the RSD were 5.3 % - 19.0 % and 5.4 % -13.4 %, respectively. The fortifi-
cation levels of soil were 0.01 - 2 mg﹒kg -1, and the average recovery ratio was 91 % 
- 103 % , and the RSD was 8.3 % - 13.5 %. 

After applying high dosage 1 875 g﹒hm -2(a.i.) aqueous solution diluted with 500 
g﹒L -1 profenofos EC to the cotton once in two-year and two-place field tests, the dy-
namic residu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initial deposits in cotton leaves were 83.0 - 
170 mg﹒kg -1, the degradation dynamic equation of profenofos in Jinan trial site was 
Ct = 113 e -0.295 8 t, r =0.908 7, T1/2 = 2.3 d, and in Changsha trial site was Ct = 65.2 e 
-0.336 8 t, r =0.916 9, T1/2 = 2.1 d. The initial deposits in soil were 2.40 - 7.16 mg﹒kg -1, 
the degradation dynamic equation of profenofos in Jinan trial site was Ct = 2.77 e -1.33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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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r =0.997 6, T1/2 = 0.5 d, and in Changsha trial site was Ct = 2.55 e -0.107 5 t, r =0.976 4, 
T1/2 = 6.4 d. Profenofos degraded fast in cotton leaves and soil, so it was an 
easy-degradation pesticide. 

The final residue test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maximum value of final residue of 
profenofos in cotton seeds was 0.125 mg﹒kg -1, which was under the MRL (2 mg﹒kg 
-1) constituted by CODEX whatever the high or low dosage. However, the residues of 
profenofos in cotton leaves were high, the maximum value of the samples was 
0.320 mg﹒kg -1 from Jinan trial site and 19.0 mg﹒kg -1 from the Changsha trial site. 
The later was high because of the shorter interval to harvest. The maximum residue of 
profenofos in soil was 0.142 mg﹒kg -1, which would not pollute the environment. The 
residues of profenofos in cotton seeds and soil declined irrespectively of any dose and 
times, but in cotton leaves there was some relativity with dose, times, interval to har-
vest and plant growth habits.  

The quantitative confirmatory tests for profenofos in cotton leaves and soil were 
processed by HPLC-PDA with Waters XTerra RP C18 as the stationary phase and ace-
tonitrile and reditilled water with the volume proportion of 55/45 (V/V) as the mobile 
phas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datum of profenofos determined by GC-ECD were 
veracious. The qualitative confirmatory tests performed by GC-MS confirmed the pro-
fenofos existing in the cotton leaves. 

According to the residue test results of profenofos and CODEX relative provision, 
it was suggested that when 500 g﹒L -1 profenofos EC was applied to the cotton, the 
applied dose should not be more than 937.5 g﹒hm -2, the applied times should be less 
than 3 times, and the interval from application to harvest should be more than 21 d for 
cotton seeds. Considering all the limiting factor, it was suggested that the interim 
MRLs of profenofos in cotton seeds was 2 mg﹒kg -1 in China. The cotton leaves (in-
cluding stems) should be strictly managed for the high residues of profenofos, and it 
was suggested that the interim MRLs of profenofos in cotton stems and ensilage was 
5 mg﹒kg -1. 

KEY WORDS:  Profenofos  GC-ECD  Cotton  Pesticide resid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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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 言 

1.1 丙溴磷概述 

1.1.1 基本信息 

中文通用名称：丙溴磷 
英文通用名称：profenofos 
中文商品名称：库龙、迅抗、黑钻、黑暴、触清 
英文商品名称：Curacron，Selecron，Polycron，Nonacron 
中文化学名称：O-乙基-O-(4-溴-2-氯苯基)-S-丙基硫代磷酸酯 
英文化学名称：O-（4-bromo-2-chlorophenol）O-ethyl S-propyl phosphorothioate 
化学结构式见图 1-1。 

 
图 1-1 丙溴磷化学结构式 

Fig.1-1 Chemical structure of profenofos 

分子式：C11H15BrClO3PS； 
分子量：374； 
CAS登记号：41198-08-7； 
上世纪70年代中期由瑞士汽巴-嘉基公司研究开发[1~2]。 

1.1.2 所属类别 

农药是指在食品、饲料的生产、储存、运输、销售和加工过程中，有目的的

用来预防、消灭、引诱、驱避或控制任何有害生物的化学物质[3]。农药按防治对

象大致可以分为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 3 大类。 
杀虫剂是指防治农、林业害虫及病媒昆虫的农药。杀虫剂按照来源又可以分

为有机合成杀虫剂、植物源杀虫剂、微生物杀虫剂、无机杀虫剂、油乳剂等几大

类。有机合成杀虫剂按照化学结构又可以分为有机氯杀虫剂、有机磷杀虫剂、氨

基甲酸酯杀虫剂、拟除虫菊酯杀虫剂等几大类。 
有机磷杀虫剂是以磷（膦）酸或磷（膦）酸衍生物为活性成分的各种药剂总

称。有机磷杀虫剂由于其合成简便，对植物相对安全，易分解，残效期适中，残

留量低，环境相容性好，杀虫活性高，杀虫谱广，是一类优良的杀虫剂。有机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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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虫剂的生物活性虽不及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但高于有机氯类杀虫剂，相当或

高于氨基甲酸酯类杀虫剂。在我国，有机磷杀虫剂在农业害虫防治中占有重要地

位[4~5]。 

1.1.3 理化性质 

丙溴磷纯品为琥珀色油状液体，大蒜气味，沸点 110 ℃﹒0.13 Pa -1，闪点

167 ℃，20 ℃蒸汽压 1.2×10 -4 Pa，20 ℃相对密度 1.455 g﹒cm -3，折光率nD
50 1.546 

6。在 20 ℃水中溶解度为 28 mg﹒L-1，与甲醇、丙酮、乙醚等大多数有机溶剂互

溶[6]。在中性和弱酸条件下较稳定，碱性条件下易分解。20 ℃水解半衰期：93 d
（pH 5）、14.6 d（pH 7）、5.7 d（pH 9）。 

1.1.4 毒性、生态效应和环境归宿 

丙溴磷主要通过皮肤接触或呼吸摄入体内，毒性中等。中毒早期症状头痛、

恶心、眩晕、焦躁不安；中毒较深时无力、呕吐、出汗、肌肉抽搐、流涎、流泪、

鼻和气管分泌物增多、视力模糊、瞳孔缩小、意识丧失、失禁、惊厥和呼吸困难

等。 终呼吸功能衰退和肺水肿导致丙溴磷中毒死亡[7]。 
丙溴磷大白鼠急性口服LD50 358 mg﹒kg -1，大白鼠急性经皮LD50 3 300 mg﹒

kg -1，大白鼠 4 h吸入LC50 3 g﹒m -3。野鸭LC50为 150 ~ 612 mg﹒kg -1，日本鹌

鹑LC50为>1 000 mg﹒kg -1。对兔皮肤和眼睛有轻微刺激，对鱼和大多无脊椎动物

高毒[8~10]。人体日容许摄入量（ADI）为 0.01 mg﹒kg -1﹒d -1。在试验剂量内对试

验动物未发现致畸、致癌和致突变作用[11]。 
土壤中的丙溴磷，光照的降解产物主要为4-溴-2-氯苯酚和O-(4-溴-2-氯苯基)- 

O-乙基磷酸酯。在水中易水解为O-乙基-O-(2-氯苯基)-S-丙基硫代磷酸酯，O-(4-
溴-2-氯苯基)-S-丙基硫代磷酸酯，O-乙基-O-(2-氯4-羟基苯基)-S-丙基硫代磷酸酯
[12~13]。 

1.1.5 作用特点及机理 

丙溴磷是高效有机磷杀虫剂和杀螨剂，属神经突毒剂，它的作用方式是通过

抑制乙酰胆碱酯酶的活性，从而引起昆虫极度兴奋、痉挛、麻痹，并产生神经毒

素， 终导致神经传导完全阻断，也可引起神经系统以外其它细胞组织产生病变

而死亡。 
丙溴磷具有触杀和胃毒作用，对某些害虫的卵也有杀伤作用，无内吸、传导

和熏蒸作用。药效迅速，有良好的击倒作用，正确使用对作物安全，无药害。 
丙溴磷杀虫谱广，对棉铃虫、烟青虫、红蜘蛛、棉蚜、棉蓟马、叶蝉、小菜

蛾、八斑夜蛾、甘蓝夜蛾、菜蚜和蓟马等咀嚼式口器害虫、刺吸式口器害虫和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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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有效[8]。 

1.1.6 合成方法 

丙溴磷的合成方法主要有三种，合成方法三是目前国内普遍采用的方法。丙

溴磷合成中第一步三酯合成有水相存在，容易引起乙基氯化物的分解，三酯的含

量达到90 %，收率85 %以上，第三步选择合适的相转移催化剂，使氨解、合成两

步的收率达到80 %，丙溴磷含量85 % ~ 88 %，三步总收率达到70 %左右。实验室

合成第一步采用溶剂法，选择特殊的催化剂， 终可以使丙溴磷含量达到94 %，

三步总收率达到85.5 %[1,14]。 

合成方法一    溴丙烷-氯化物法，分为酯化、成盐、取代三步。 

P

O

Cl

C2H5O

C2H5O
HO Br

Cl

+ Br

Cl

O P

O SC3H7

OC2H5  
合成方法二    溴丙烷-二氯化物法，也分为酯化、成盐、取代三步。 

Br

Cl

O P

S OC2H5

OC2H5

KSH
Br

Cl

O P

O OC2H5

SK

C3H7BrBr

Cl

O P

O SC3H7

OC2H5

+ KBr

 
合成方法三    溴丙烷-氯化物改进方法，此法分为酯化、氨解、取代三步。 

HO

Cl

Br + P

SC2H5O

C2H5O

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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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O DTC
Br

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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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常用剂型、登记情况及主要用途 

丙溴磷主要加工成乳油、微乳剂、超低容量剂、颗粒剂等剂型使用。截至 2008
年 3 月，根据中国农药信息网上提供的信息统计，在我国登记生产的原药厂家 10
家，主要生产厂家有瑞士先正达作物保护有限公司、江苏宝灵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等；制剂 43 家，剂型以乳油为主，主要生产厂家有江苏省张家港市第二农药厂

有限公司、山东邹平农药有限公司、瑞士先正达作物保护有限公司、江苏宝灵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等；混剂 141 家，混剂主要是为了提高药效，降低毒性及生产成

本，其中与辛硫磷、氯氰菊酯制成的混剂居多，主要生产厂家有四川国光农化有

限公司、安徽华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宝灵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济南

天邦化工有限公司、山东曹达化工有限公司等。 
丙溴磷商品制剂有库龙 500 g﹒L -1乳油，迅抗 500 g﹒L -1乳油，黑钻 40 %乳

油，黑暴 40 %乳油，触清 20 %乳油，44 %多虫清乳油。 
制剂通常为淡黄色至棕黄色液体，遇水呈乳状液，遇碱分解。 
库龙 500 g﹒L -1乳油已在我国棉花上获正式登记，登记号为PD 20080452。 
迅抗 500 g﹒L -1乳油在我国棉花上获临时登记，登记号为LS 20052417。 
黑钻 40 %乳油在我国棉花上获临时登记，登记号为 LS 20041244。 
黑暴 40 %乳油在我国棉花上获临时登记，登记号为 LS 20051007。 
触清 20 %乳油在我国棉花上获临时登记，登记号为 LS 20060942。 
44 %多虫清乳油含 40 %丙溴磷和 4 %氯氰菊酯，在我国棉花上获正式登记，

登记号为 PD 214-97。 
丙溴磷主要用于防治棉花、水稻、烟草等作物上的棉铃虫、红铃虫、烟青虫、

红蜘蛛、棉蚜、棉蓟马等多种咀嚼式口器、刺吸式口器害虫和螨类。对刺吸式口

器害虫和螨类的用药量为 250 ~ 500 g﹒hm -2（有效成分），对咀嚼式口器害虫用

药量为 400 ~ 1200 g﹒hm -2（有效成分）[8]。 
丙溴磷制剂不宜在果园中施用。另外，还需要注意的是其对苜蓿和高粱有药

害。 

1.1.8 残留来源和管理 

农药残留主要有三个来源：第一，施用农药后药剂对食品的直接或间接污染。

一些性质稳定的农药在田间施用后，它可能粘附在作物的表面，也可能渗透到作

物表皮蜡质层或组织内部，还可能被作物吸收、输导分布于植株汁液中。这些农

药虽然受到外界环境条件如光照、雨、露、气温的影响以及植物体内酶的作用，

逐渐分解消失，但不同水平的残留是客观存在的。在收获时，基本食品中往往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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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微量的农药及其有毒代谢产物的残留，特别是施药不当，例如在农作物近收获

期使用过多、过浓的农药，更会造成基本食品中有过量的农药残留。农药对作物

的污染程度主要取决于农药的性质、剂型与施药方式等，也与作物的品种特性有

关。第二，作物吸收被污染环境中的农药。在田间施用农药时，大部分农药散落

在农田中，飞散于空气中，或被雨水冲刷至池塘、湖泊、河流中，造成对自然环

境的污染。有些性质稳定不易降解、半衰期较长的农药，如有机氯农药，甚至可

以在土壤中残留数年至数十年。如果在有农药污染的土壤中种植作物，残留的农

药又会被作物吸收，这也是作物中农药残留的来源之一。第三，生物富集与食物

链。生物富集也称生物浓集，是指生物体从生活环境中不断吸收低剂量的农药，

并逐渐在其体内积累的能力。食物链是指动物体吞食有残留农药的作物或生物体

后，农药在生物体间转移的现象。生物富集和食物链也是导致食品中含有残留农

药的一个重要的原因[15]。目前科学研究和测定结果表明，只有有机氯农药可以通

过食物链富集，而有机磷农药包括丙溴磷不会产生这个问题。 
农药是有毒的化学品，但是痕量的残留从科学的角度讲并不等于毒害，只有

剂量才能制造毒害，也就是说只有食品中农药残留量超过限量值时才可能对人群

造成潜在的危害。残留不等于残毒，这一点无法苟同媒体的宣传和舆论的压力。

农药作为一种精细化工产品，在农业生产大范围应用之前，由生产厂家投入了大

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研究评价。国际组织如 FAO/WHO 农药残留专家联席

会议（JMPR）和国际食品法典农药残留委员会（CCPR）也会对其进行毒理学、

残留状况方面反复的评价，制定限量标准，今天之所以产生农药残留超标问题都

是人们对农药滥用，没有遵循农药使用的农业良好操作规范（GAP）的后果。对

生产者利益的忽视，使其将风险转移到了消费者身上。 
农药是“双刃剑”。为了减少农药的负面影响，必须对农药实行严格的管理。

首先对农药实施法制化和规范化管理。具有营业执照的农药生产企业必须持有所

生产农药的登记证、生产许可证和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农药经营单位需有经营

许可证。其次对现有农药的合理使用。根据现有农药的性质、病虫草害的发生发

展规律，合理的使用农药，即以 少的用量获取 大的防治效果。再者对农药安

全使用。通过对作物、食品、自然环境中农药残留量的普查，以及农药对人畜慢

性毒性的研究，制定出各种农药的允许应用范围。了解农药对人畜生理的毒害特

点，制定各种农药的 ADI，并根据人们的饮食习惯，膳食摄入量制定出各种食品

中农药 大允许残留限量。明确农药在作物上的残留动态，制定出施药安全间隔

期。 
现代农业离不开农药，应当大力发展无污染，无公害农药。开发具有生理活

性的天然产物，如抗菌素、激素、动物毒素、植物碱等等。开发与天然产物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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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仿生合成化合物。另外还要采用生物防治和物理防治的综合防治方法。生物防

治是利用天敌昆虫、天敌微生物等生物农药的方法，以及利用作物抗性品种和设

计栽培措施等耕作防治方法；物理防治方法主要是利用光、声、电以及放射性等

物理手段。这些方法与化学防治方法（即农药）相配合，将会收到更好的防治效

果，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应。 

1.2 丙溴磷的表征 

1.2.1 紫外吸收光谱图 

采用高效液相色谱二极管阵列紫外检测器获得的丙溴磷紫外吸收光谱图（扫

描范围 205 ~ 350 nm）见图 1-2。 
 
 
 
 
 
 
 
 
 

 
 
 

图 1-2 丙溴磷的紫外光谱图 
λ/nm

A/
A

U
 

Fig.1-2 UV spectrum of profenofos 

解析：由于丙溴磷分子结构中的苯环与含带有孤对电子的助色团相连，发生

n-π共轭，E2吸收带发生红移，位于 216 ~ 230 nm波长范围内。由于苯环上有取代

基，复杂的B吸收带简单化，也发生红移，位于 260 ~ 290 nm波长范围内。 

1.2.2 三维谱图 

丙溴磷的三维谱图见图 1-3。三维谱图是二极管阵列紫外检测器在色谱仪分

析运行期间得到以时间-波长-吸光度为坐标的三维图形（简称 3D 图），它可以利

用色谱保留规律及光谱特征吸收曲线综合进行定性分析，是色谱与光谱技术联用

的一种形式。可在色谱分离时，对每个色谱峰的指定位置（前沿、顶点、后沿）

实时记录吸收光谱图并进行比较，可判别色谱峰的纯度及分离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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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min 

λ/nm 

A/
A

U
 

图 1-3 丙溴磷的三维谱图 
Fig.1-3 3D graphs of profenofos 

1.2.3 红外光谱图 

丙溴磷的红外光谱图见图 1-4。 
 
 
 
 
 
 
 
 
 
 
 

T/
%

 

σ/cm -1

图 1-4 丙溴磷的红外光谱图 
Fig.1-4 IR spectra of profenofos 

解析：2 966 cm -1为饱和碳的C-H伸缩振动，属CH3基团，1 730 cm -1为苯环

C=C面内变形振动的泛频吸收，1 474 cm -1的强吸收峰为CH2的弯曲振动，1 269 cm 
-1为P=O弯曲振动，1 232 cm -1为官能团 P-O-R的伸缩振动，1 027 cm -1为官能团

-P-S-的伸缩振动，795 cm -1为苯环的C-H的面外弯曲变形振动，684 cm -1为苯环骨

架的面外弯曲振动。 

1.2.4 核磁共振波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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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溴磷的1H-NMR和13C-NMR谱图分别见图 1-5 和图 1-6。 
 
 
 
 
 
 
 
 
 
 
 
 

图 1-5 丙溴磷1H-NMR谱图 
Fig.1-5 1H-NMR spectra of profenofos 

解析：化学位移δH 0.8为-SC3H7中-CH3上的H，δH 1.2 为-OC2H5中-CH3上的H，

δH 1.5 为-SC3H7中间-CH2-上的H，δH 2.8 为-S-CH2-上的H，δH 4.2 为-O-CH2-上的

H，δH 7.2 为苯环上与氧相邻碳上的H，δH 7.3 为苯环上与溴相邻碳上的H，δH 7.4 
为苯环上溴和氯中间碳上的H。 

 
 
 
 
 
 
 
 
 
 
 
 
 
 

图 1-6 丙溴磷13C-NMR谱图 
Fig.1-6 13C-NMR spectra of profenofos 

解析：化学位移δC 13.0 为-OC2H5中-CH3上的C，δC 16.0 为-SC3H7中-CH3上的

C，δC 24.0 为-SC3H7中间-CH2-上的C，δC 33.3 为-S-CH2-上的C，δC 33.3 为-O-CH2-
上的C。δC从 117.8 到 152.1 是苯环上的C，其中，δC 126.7 为与溴相连的C，δC 1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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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与氯相连的C，δC 152.1 为与氧相连的C。 

1.2.5 质谱图 

丙溴磷的电子轰击离子源（EI）质谱图和可能的裂解机理分别见图 1-7 和图

1-8。 
 
 
 
 
 
 
 
 
 
 
 
 

m/z 

RI
/%

 

 
图 1-7 丙溴磷的质谱图(EI) 

Fig.1-7 Mass spectrum of profenofos(EI) 

m/z=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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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丙溴磷质谱分析时主要离子可能裂解途径 
Fig.1-8 Possible fragment pathway of main ions in profenofos by MS 

解析：由图 1-7 可知，m/z 374 为丙溴磷的分子离子峰，丙溴磷的基峰（m/z）

- 9 - 



丙溴磷在棉花及土壤上的残留分析研究 

为 97，基峰离子碎片见图 1-8，而质荷比（m/z）为 339、208、206、139、125、
167 的几个离子峰的相对峰度也是比较强的。m/z 339 为分子离子失去-Cl 后的碎

片离子峰，m/z 208（206 为 Cl 的同位素导致）为分子离子失去含磷基团的碎片离

子峰，m/z 139 为分子离子失去乙基和苯氧基两个基团并发生重排后的碎片离子

峰，m/z 125 为分子离子失去丙基和苯氧基两个基团并发生重排加氢后的碎片离

子峰，m/z 167 为分子离子失去苯氧基后的碎片离子峰，m/z 97 为分子离子失去乙

基、丙基和苯氧基后重排加氢的碎片离子峰。 
试验获得的紫外光谱图表明了丙溴磷有生色团，红外光谱图表明了-P=O、

-P-O、-P-S、苯环的存在，质谱图给出了丙溴磷的分子量及其碎片离子结构，核

磁共振波谱图给出了丙溴磷的碳氢数目以及与之相连的极性基团。综合四大谱图

表明了丙溴磷已知的化学结构正确。 

1.3 丙溴磷残留分析研究进展  

1.3.1 前处理技术 

样品制备是将分析样品处理成适合测定的检测溶液的过程，是农药残留样品

分析的主要步骤。样品制备效果在农药残留分析中不仅直接影响到方法的 小检

出量和分析结果的准确性，而且还影响分析仪器的工作寿命。丙溴磷的样品制备

方法，文献中已有很多报道。较为常用，比较传统的方法是振荡提取后液液分配

萃取，然后柱层析净化。一般步骤为加入提取液（有机溶剂，如丙酮、正己烷）

振荡提取后，石油醚、乙腈等有机溶剂与水溶液液液分配萃取，然后过装有硅胶、

弗罗里硅土或三氧化二铝的层析柱净化， 后旋转蒸发浓缩，很多报道都采用这

种前处理方法[16~17]。随着分析技术的进步，近年来出现了一些新的前处理技术。

如固相萃取技术（SPE）、固相微萃取技术（SPME）、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SFE)、
基质固相分散（MSPD）、离子交换层析法等[18~25]。其它正在逐渐兴起的前处理技

术如微波辅助萃取（MAE）、加速溶剂萃取（ASE）、吹扫捕集、膜抽提、凝胶渗

透色谱空间排阻色谱等。二十世纪末，采用先进前处理方法的报道有Ogawa 
Masahiko 等以凝胶渗透色谱（GPC）为前处理技术，气质联用法选择离子检测模

式（GC-MS-SIM）对农作物上95种农药进行了快速测定[26]。夏阳、廖华勇等均对

固相微萃取技术在农药残留分析上应用进行了综述[27~28]。Barrek Sami等以空间排

阻色谱的前处理方法，采用气质联用仪（GC-MS）和液质联用仪（LC-MS）测定

了橄榄油中多种农药的残留量[29]。Cécile Zamy 等人采用固相萃取技术测定了水

溶液中有机磷农药的降解产物[13]。Sasithorn Tantong等人通过在固相微萃取柱表面

涂覆十八烷基材料提取蔬菜中的有机磷农药[30]。Yukiko ONO等人采用超临界流

体技术对菠菜、大豆和柑橘中残留的303种农药进行了测定[31]。Ercheng Zhao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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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分散液液微萃取（DLLME）的技术提取了西瓜和黄瓜中的有机磷农药[32]。

Asha Lal等人采用固相萃取的技术对水果和蔬菜中的残留的多种农药进行了提取
[33]。Meekin CHAI等人采用顶空固相微萃取技术提取了蔬菜和水果中残留的农药
[34]。上述的这些前处理技术应用日趋广泛。 

1.3.2 检测技术 

国内外对丙溴磷残留检测分析报道较多。随着气质联用（GC-MS）、液质联

用（LC-MS）、毛细管电泳质谱联用（CE-MS）以及色谱串联质谱联用检测技术

的迅速发展，其定性能力、检测灵敏度和测定覆盖范围也不断提高。现在对丙溴

磷的检测方法有GC、HPLC、GC-MS、LC-MS、气相色谱-串联质谱法（GC-MS-MS），
全反射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法（ATR-FTIR），毛细管区带电泳（CZE），生物传感

器等[35~45]。其中以GC、GC-MS、HPLC为主。GC是目前丙溴磷检测应用 多的

方法，国内外采用气相色谱法对丙溴磷的报道已有很多，早在 1982 年N. A. Buck
等人就采用GC-FPD测定了棉叶上丙溴磷等农药的残留量[46]。Saad M. M. Ismail
等采用GC-ECD和GC-MS测定了番茄和番茄产品中丙溴磷的残留量及其生物化学

产物 [47]。李志华，刘黛莉采用GC-NPD研究了丙溴磷残留量的测定方法[48]。张红

艳，江树人采用GC-FPD对棉籽、棉叶、土壤中丙溴磷进行了方法学的研究[49]。

苏少明采用固相微萃取GC-MS法测定了水中的丙溴磷[50]。2000 年至 2002 年陈雁

君、卢英华等采用GC-FPD对西红柿、卷心菜、油菜、土壤、水和空气中的丙溴

磷进行了测定[51~55]。K. J. Min和C. G. Cha采用GC-FPD测定了斑马鱼中富集的磷

胺和丙溴磷的含量[56]。A.A.K. Abou-Arab等人采用GC-ECD和GC-FPD对埃及一些

香料和草药上的丙溴磷等农药在加工前后残留量的变化进行了测定[57]。Miguel 
Gamón等采用GC-MS-MS测定了水果和蔬菜中残留的多种农药[58]。M. Woods等对

毒死蜱、丙溴磷和林丹混合物对水蚤的急性毒性进行了测定[59]。Jitka Zrostlíková
等采用GC-PFPD和GC-ECD对动物脂肪中有机磷和有机氯农药进行了同时分析
[60]。S. K. Sahoo等采用GC-NPD测定了番茄中丙溴磷的残留量[61]。S. K. Pramanik
等采用GC-FPD测定了印度东北部气候条件下生长的茶叶中丙溴磷的残留量[62]。

C. K. Ngan等采用GC-NPD测定了马来群岛蔬菜中丙溴磷等农药的残留量[63]。M.A. 
Radwan等采用GC-FPD对洗涤和烹饪后的田间蔬菜中丙溴磷残留量进行了测定
[64]。K.Y. Abdel-Halim等采用GC-MS对埃及水环境中有机磷的污染程度进行了测

定[65]。王海勤等采用GC-FPD对毛豆中丙溴磷的残留量进行了测定，并研究了其

降解动态[66]。2008 年，Angus N. Crossan和IVAN R. Kennedy采用GC-MS-MS对轧

花机中残存物质上的丙溴磷、茚虫威等农药在两年之内的残留动态进行了研究
[67]。目前，丙溴磷的气相色谱方法已经比较成熟，但仍没有对中国田间试验的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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籽、棉叶上丙溴磷的残留量及其降解动态进行研究的报道。 
高效液相色谱紫外检测法，检出限较高，通常无法用于残留分析，只可以用

于部分数据的定量确证。但是，近年来液相串联质谱技术的进步，在农药残留分

析方面，由于灵敏度高，定性能力强会有广阔的应用前景。2000 年后的报道多采

用联用技术进行多残留分析，Julie Fillion 等采用GC-MS和HPLC-FD对水果和蔬

果中 251 种农药的残留量进行了测定[68]。Steven J. Lehotay等采用气质和液质联用

技术对水果和蔬菜中的 229 种农药的残留量进行了快速简单的测定[69]。2008 年，

Bernhard Mayer-Helm等采用液相色谱-电喷雾质谱联用仪测定了烟草中选定的丙

溴磷等农药的残留量[70]。另外，还有其它检测方法用于丙溴磷的测定。Tareq Saed 
Al Deen等采用核磁共振的氢谱和磷谱对草甘膦和丙溴磷的含量进行了测定[71]。

孙娜等对毛细管电泳在分析食品中农药残留方面的应用作了介绍[72]。刘咏梅等对

凝胶渗透色谱在农药残留检测中的应用进行了总结[73]。Borman P等对手性柱高效

液相色谱、超临界流体色谱和毛细管电泳技术在农药残留分析上的应用进行了对

比研究[74]。 
丙溴磷的分子结构中既含有磷，也含有溴，因此可以采用 GC-FPD、GC-ECD

两种方法来测定。每种方法各有其长处，GC-FPD 灵敏度比 GC-ECD 低，但是抗

干扰能力强，对耗材质量要求低，前处理相对简单，而 GC-ECD 恰好相反。本文

采用 GC-ECD 开展丙溴磷在棉花上的残留分析研究。 
棉花不仅是我国农产品中重要的经济作物之一，而且是关系国计民生的特殊

商品，棉花是涉及农业和纺织业两大产业的重要商品。棉花是集棉（纤维）、粮

（棉籽蛋白）、油（棉籽油）、饲（棉籽饼粕）、药（棉酚）为一体的多功能、

多用途作物，其综合利用潜力居各种大田作物之首。棉花在我国种植面积较大，

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黄河流域、西北内陆三大区域，在华南、北部也有部分棉

区。2007 年，全国棉花种植面积为 559 万公顷，总产量为 760 万吨。棉花产量、

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棉铃虫等害虫的防治效果，丙溴磷作为一种有效的中毒

杀虫剂已逐渐取代高毒有机磷杀虫剂。目前，虽然丙溴磷已在棉花上获正式登记，

但是残留评价还有待完善。丙溴磷在棉花上的安全间隔期设置多长时间合适？会

不会对棉籽造成污染？会不会对环境造成影响？回答这些问题使得开展棉花上

丙溴磷的残留分析方法研究工作并获得田间实测残留数据尤为重要。 
 
从丙溴磷残留分析的研究进展可以看出，国内外关于丙溴磷在多种样品上

（蔬菜、水果、茶叶、烟草、棉花）的残留分析数据或分析方法已有报道。国际

食品法典委员会（CAC）出版的《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第二卷）》中

规定棉籽（Cotton seed）上丙溴磷的最大残留限量为2 mg﹒kg -1，食用棉籽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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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tton seed oil，Edible）为0.05 mg﹒kg -1 [75]，CCPR目前仍然没有将其纳入修

订的议题。一种农药的残留状况除与其物理化学性质有关，还与该药剂的使用，

作物的耕作方式等因素密切相关，鉴于丙溴磷在国内棉花上没有田间残留试验数

据支撑，因此本文开展了在我国气候条件下，丙溴磷在两年两地棉叶和土壤上的

残留动态及棉籽、棉叶和土壤上的最终残留量的研究工作。目的是研究出一套合

适的残留分析方法，掌握规范的田间残留试验数据，根据其制定丙溴磷在棉花上

的合理使用准则，并对国际农药残留限量标准中的最大残留限量进行数据符合验

证，同时为棉籽的质量安全控制提供合适的测定方法和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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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田间试验设计实施与样品的制备 

科学的田间试验设计是提供足够数量和具有充分代表性残留检测样本的基

础，也是取得完整残留评价资料的保证。没有统一规范的田间试验设计与操作，

则难以保证室内残留分析的准确。科学、规范、统一的农药登记残留田间试验标

准和方法，有助于提高农药登记残留试验水平，保证数据准确、可靠。同时，对

于科学评价农药应用的残留风险及制定 大残留限量，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具

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农药残留田间试验设计是按照农药残留试验准则的规定部署

实施的[76]。本章设计了丙溴磷在棉花及土壤上残留的田间试验，以获得田间试验

样品进行分析测定。 

2.1 丙溴磷的田间试验设计 

2.1.1 试验时间、地点 

试验年度：2006年 ~ 2007年。 
施药时间：2006年：济南试验点：第1次 2006年7月8日，第2次 2006年7月

15日，第3次 2006年7月22日； 
长沙试验点：第1次 2006年8月22日，第2次 2006年8

月29日，第3次 2006年9月5日。 
2007年：济南试验点：第1次 2007年7月16日，第2次 2007年7月

23日，第3次 2007年7月30日； 
长沙试验点：第1次 2007年8月18日，第2次 2007年8月

25日，第3次 2007年9月1日。 
试验地点：济南市，历城区；长沙市，湖南农业大学 

2.1.2 供试药剂、试验作物 

供试药剂：500 g﹒L -1丙溴磷乳油（江苏宝灵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供试作物：棉花，鲁棉 15 号（济南试验点）；湘杂棉 2 号（长沙试验点）。 

2.1.3 试验方法 

2.1.3.1 田间试验设计 
试验小区面积：济南试验点30 m 2（12.0 m×2.5 m）；长沙试验点30 m 2

（7.5 m×4.0 m）。设6个处理：推荐剂量(937.5 g﹒hm -2，有效成分)施药2次、3次；

高剂量(1 875 g﹒hm -2，有效成分)施药1次、2次、3次和不施药空白对照区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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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施药的间隔期7 d，各处理3次重复，各重复间顺序排列，各处理间随机排列，

田间试验设计见表2-1。 
表2-1 丙溴磷残留田间试验小区安排表 

Tab.2-1 Arrangements of supervised residue trial of profenofos 

Ⅰ Ⅱ Ⅲ 

6 4 4 

5 6 6 

2 5 3 

1 1 5 

3 2 2 

4 3 1 

注：1 空白对照（水）；2 高剂量（1 875 g﹒hm -2）1次；3 推荐剂量（937.5 g﹒hm -2）2次；

4 高剂量（1 875 g﹒hm -2）2次；5 推荐剂量（937.5 g﹒hm -2）3次；6 高剂量（1 875 g
﹒hm -2）3次。表中剂量均指丙溴磷有效成分。 

2.1.3.2 施药方法 
棉花花蕾期，用背负式喷雾器叶面喷雾，药液量 350 L﹒hm -2。将 500 g﹒L -1

丙溴磷乳油采用 2 次稀释法稀释后，用新购置的 MAD-美的比背负式喷雾器叶面

喷雾。 

2.1.3.3 气候条件、土壤类型 
济南试验点属于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 14 ℃，

年平均降水量 650 ~ 700 mm。土壤类型为壤土，pH 6.9，有机质含量 1.10 %，前

茬为地瓜。 
长沙试验点属于亚热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为 17.5 ℃，

年平均降水量 1 200 ~ 1 500 mm。土壤类型为河潮土，pH 5.5，有机质含量 1.45 %，

前茬为油菜。 
两年两地试验小区整个生长期没有施用与丙溴磷类型相同的农药。 

2.1.3.4 降解动态试验 
土壤和棉叶上的降解动态试验为 1 次施药（1 875 g﹒hm -2，有效成分），多

次采样。设 3 次重复。 
土壤和棉叶降解动态试验在施药后的采样间隔为 1/24、1、2、3、7、14、21、

30、60 d。 
2.1.3.5 最终残留量试验 

施药剂量设 2 个水平，推荐剂量 937.5 g﹒hm -2，有效成分；高剂量 1 875 g
﹒hm -2，有效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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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棉花收获期分 2 次（2 次采样间隔期为 10 d）采集成熟棉籽、棉叶和土壤

样品进行测定。 

2.2 田间样品的采集 

首次施药前，在棉籽、棉叶、土壤空白对照区取样。 

2.2.1 棉籽样品 

对各处理小区的棉籽以 5 点法采样，采集成熟棉花样品，每小区样品总重不

少于 1 kg。 

2.2.2 棉叶样品 

对各处理小区的棉叶以 5 点法采样，采集棉花植株上、中、下三层的叶片，

每小区样品不少于 1 kg。 

2.2.3 土壤样品 

土壤采用 5 点法取样，用专用土壤采样铲，采样深度为 0 ~ 15 cm（降解动态

试验 0～10 cm），每小区取样不少于 1 kg。 

2.3 实验室样品的包装、贮藏和运输 

2.3.1 田间样品的缩分、包装和贮藏 

将采集的棉花轧花后得棉籽样品，土壤样品去掉石块、植物根等杂物。采用

连续四分法将田间样品缩分为实验室样品。待贮藏的实验室样品质量为每小区 0.2 
~ 0.5 kg。 

将实验室样品冷藏在-20 ℃冰箱中。全部样品用聚乙烯塑料袋包装。空白对

照样品、 终残留量和降解动态试验样品要单独包装，防止交叉污染。在样品包

装袋内外各拴上一个防潮标签。 

2.3.2 实验室样品的运输 

待全部样品采集、缩分完毕，标识清楚，尽快在冷冻的状态下运送到农药残

留分析实验室。抵达后要对样品进行认真核对记录。 

2.4 田间试验设计和样品运输的实施 

两年两地的田间试验设计、样品采集和样品运输的实施均由两地的中级技术

职称以上的人员负责，届时将实验室样品按要求送达分析实验室。 

2.5 分析样品的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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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 棉籽样品 

将棉籽实验室样品用 98 %浓硫酸脱绒，并分别用自来水、三级水、二级水将

表面的硫酸冲洗干净，阴干，连续四分法取样 0.2 kg 为分析样品，冷藏在-20 ℃
的冰箱中。 

2.5.2 棉叶样品 

将棉叶实验室样品剪成 2 ~ 3 cm 长，连续四分法取样 0.2 kg 为分析样品，冷

藏在-20 ℃冰箱中。 

2.5.3 土壤样品 

将土壤实验室样品从冰箱中取出，置于室内阴凉干燥处，阴干后过 333 μm
标准筛，连续四分法取样 0.2 kg 为分析样品，冷藏在-20 ℃的冰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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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丙溴磷在棉籽、棉叶和土壤上残留分析方法的建立 

丙溴磷在多种基质中的残留分析方法已有报道，但残留数据大多来自国外，

国内仅见两篇采用GC-FPD对土壤中丙溴磷进行残留分析的报道，但没有关于丙

溴磷在棉籽及棉叶上的残留分析数据。因此，有必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棉

籽、棉叶和土壤上丙溴磷的残留分析方法进行系统研究，建立完整的丙溴磷在棉

花及土壤上的残留分析方法。本章采用GC-ECD对棉籽、棉叶和土壤上的丙溴磷

残留分析进行全面研究，根据我国农药残留分析实验室的实际情况，研究了棉籽、

棉叶和土壤上的残留分析前处理技术和检测方法。 

3.1 材料与方法 

3.1.1 仪器设备、试剂、溶液和样品 

3.1.1.1 仪器设备 
气相色谱仪：Varian CP - 3800，配备63Ni - ECD，STAR 6.0色谱工作站。 
高速组织捣碎机；振荡器；分液漏斗；层析柱；旋转蒸发器；微量进样器。 

3.1.1.2 试剂和溶液 
丙溴磷标准样品：98 %；无水硫酸钠：分析纯，用前650 ℃灼烧4 h；助滤剂：

Celite 545；硅胶：粗孔150 ~ 180 μm；三氧化二铝：中性，层析用，75 ~ 150 μm。

石油醚（60 ~ 90 ℃）、乙酸乙酯：分析纯，用前重蒸馏；乙腈：HPLC级；丙酮：

HPLC级；二氯甲烷：GC残留分析用；氯化钠水溶液：2.5 %，m/V；丙酮-石油醚

溶液：50 %，V/V；丙酮-石油醚溶液：2 %、5 %、10 %，V/V；乙酸乙酯-石油醚

溶液：10 %，V/V。 
棉籽、棉叶、土壤样品：济南、长沙试验点田间样品。 

3.1.2 丙溴磷前处理条件的选择 

3.1.2.1 丙溴磷前处理方法概述 
3.1.2.1.1 提取 

棉籽和棉叶：称取制备好的分析样品 20 g（精确至 0.02 g）放入高速组织捣

碎缸中，加入 60 mL 丙酮，匀浆 2 min，布氏漏斗中铺 1 cm 厚助滤剂，过滤。用

40 mL 丙酮分 3 次清洗捣碎缸、漏斗，合并滤液于 100 mL 量筒中，用丙酮稀释

至刻度线，倒入抽滤瓶中摇匀，待等份转移。 
土壤：称取制备好的分析样品 10 g（精确至 0.02 g），放入碘量瓶中，加入

40 mL 丙酮，振荡 2 h 后静置，布氏漏斗中铺 1 cm 厚助滤剂，过滤。用 60 mL 丙

酮分 3 次清洗碘量瓶、漏斗，合并滤液于 100 mL 量筒中，余同棉籽和棉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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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1.2 液液分配净化 
棉籽和棉叶：用移液管转移5 mL过滤液于250 mL分液漏斗中，加入50 mL石

油醚，再加入40 mL乙腈，接着用30 mL×2 乙腈萃取，合并乙腈相（下层）于500 mL
分液漏斗中，加入150 mL 2.5 %氯化钠水溶液，再加入50 mL石油醚，接着用

50 mL×2 石油醚萃取，合并石油醚相（上层），过无水硫酸钠柱（16 g）干燥，

在40 ℃水浴中减压旋转浓缩近干，用3 mL 10 % 丙酮-石油醚溶液溶解提取物，

准备上样。 
土壤：取20 mL过滤液旋干，分3次加入50 mL二氯甲烷，转移至250 mL分液

漏斗中，再加入60 mL 2.5 %氯化钠水溶液萃取，接着用30 mL×2 二氯甲烷萃取，

合并二氯甲烷相（下层）。将合并的萃取液过无水硫酸钠柱（16 g）干燥，在40 ℃
水浴中旋转浓缩近干，用3 mL 10 %丙酮-石油醚溶液溶解提取物，准备上样。 
3.1.2.1.3 柱层析净化 

层析柱上铺下垫8 g无水硫酸钠，中间夹8 g硅胶（棉叶需在硅胶层上面加0.2 g
活性炭），用30 mL丙酮预淋，40 mL石油醚平衡，转移上样液，用80 mL 10 % 丙
酮-石油醚溶液洗脱（棉叶用100 mL 10 %丙酮-石油醚溶液洗脱），收集洗脱液，

在40 ℃水浴中减压旋转浓缩干，用2 mL 50 %丙酮-石油醚溶液定容，上机测定。 
在前处理中，选择何种提取剂？使用三氧化二铝还是硅胶作为吸附剂？如何

处理硅胶？硅胶的用量是多少？萃取剂的体积选择多少？如何进行反萃取试

验？选择何种极性的洗脱液（丙酮的比例）？洗脱液体积是多少？三氧化二铝的

吸附性如何，是否可以用硅胶代替？活性炭的用量是多少？本文对这些因素进行

探讨研究，选择丙溴磷前处理的 佳方案。 
3.1.2.2 提取剂的选择 

以丙溴磷添加水平为0.2 mg﹒kg -1的棉叶为例，分别用甲醇、乙腈、丙酮作

为提取剂，通过对比选择合适的提取剂。 
3.1.2.3 液液分配溶剂对的选择 

以丙溴磷添加水平为 0.01 mg﹒kg -1的土壤为例，分别用 30×3 mL、50 +30
×2 mL二氯甲烷与 60 mL 2.5 %的氯化钠水溶液液液分配，通过对比确定萃取液

的用量。 
以丙溴磷添加水平为 0.2 mg﹒kg -1的棉叶为例，用 40 +30×2 mL乙腈从石油

醚相中萃取丙溴磷，合并至 500 mL分液漏斗中，加入 50 mL石油醚，分别加入

2.5 %氯化钠水溶液 60、80、100、120、150 mL，选择合适的氯化钠水溶液体积。 
3.1.2.4 吸附剂的选择 
3.1.2.4.1 吸附剂种类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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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使用洗脱液淋洗二级水水洗硅胶和三氧化二铝填充的层析柱，通过对比

选择合适的吸附剂。 
3.1.2.4.2 硅胶处理方式的选择 

将 150 ~ 180 μm 硅胶采用丙酮、石油醚、二级水 3 种溶剂洗涤处理后，洗脱

液淋洗浓缩后上机测定，通过对比确定用何种方式处理硅胶。 
3.1.2.4.3 硅胶减活程度的选择 

以丙溴磷添加水平为0.01 mg﹒kg -1的土壤为例，用1.5 %、3 %的二级水对处

理的硅胶减活，通过分析对比确定硅胶的减活程度。 
3.1.2.5 洗脱液极性和体积的选择 

以丙溴磷添加水平为 0.01 mg﹒kg -1的土壤为例，分别用 5 %、10 %的乙酸乙

酯-石油醚溶液，2 %、10 % 丙酮-石油醚溶液 100 mL淋洗，通过对比选择合适极

性的洗脱液。 
以丙溴磷添加水平为0.01 mg﹒kg -1的土壤为例，10 %丙酮-石油醚溶液作为

洗脱液，体积分别为60、80、100 mL，通过对比确定洗脱液的体积。 
3.1.2.6 活性炭用量的选择 

以丙溴磷添加水平为0.2 mg﹒kg -1的棉叶为例，分别在硅胶层上面均匀的铺

0.2、0.4 g活性炭，用10 %丙酮-石油醚溶液100 mL淋洗，通过对比确定活性炭的

用量。 

3.1.3 丙溴磷气相色谱操作条件的选择 

3.1.3.1 丙溴磷气相色谱分析条件概述 

毛细管气相色谱法，为了改善分离，缩短分析周期，柱箱采用程序升温条件；

增加的尾吹气保证获得尖锐对称的色谱峰形；采取不分流进样，1 min 后分流的

进样模式，依据柱头冷却效应，使痕量丙溴磷快速大部分进入色谱柱，提高检测

灵敏度，同时避免溶剂过载。 
色谱柱：J&W Scientific DB-1701（30 m×0.25 mm ×0.25 μm），固定相为聚硅

氧烷聚合物的混合物； 

柱温：100 (℃ 保持 1 min)  20 /min ℃  275 (℃ 保持 20 min)； 
气化室温度：300 ℃； 
检测器温度：300 ℃； 
载气（高纯氮）压力：138 KPa； 
进样时间：1 min； 
分流比：20 1∶ ； 
进样量：1 μ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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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溴磷保留时间：约 11.5 min。 
3.1.3.2 丙溴磷气相色谱柱的选择 

柱温：DB-1：100 ℃（保持 1 min） 20 ℃/min   280 ℃（保持 7 min）； 
DB-5：100 ℃（保持 1 min） 20 ℃/min   280 ℃（保持 7 min）； 
DB-1701：100 ℃（保持 1 min） 20 ℃/min   280 ℃（保持 7 min）； 

以上条件均采用气化室 300 ℃，检测器 300 ℃，进样 1 min 后分流，分流比

20∶1，柱前压力 138 KPa，进样量 1 µL，50 %丙酮-石油醚溶液定容。 

3.1.4 丙溴磷最小检出量的测定及标准曲线的绘制 

称取0.1 g（精确至0.000 2 g）丙溴磷标样于100 mL容量瓶中，丙酮定容，配

制成约1 000 mg﹒L -1丙溴磷标准储备溶液。逐级稀释，用于 小检出量的测定、

标准曲线的绘制和添加回收试验。 
在3.1.3.1条件下测定丙溴磷的 小检出量，确定不同基质中丙溴磷的 低检

出浓度。用50、100、150、200、250、300、350、400、450、500 µg﹒L -1的丙溴

磷标准溶液绘制标准曲线。 

3.2 结果与讨论 

3.2.1 前处理方案的确定 

3.2.1.1 提取剂的选择结果 
采用甲醇、乙腈、丙酮作为提取剂提取棉叶中添加的 0.2 mg﹒kg -1丙溴磷气

相色谱分离图见图 3-1。 
将甲醇、乙腈、丙酮提取的棉叶中添加的 0.2 mg﹒kg -1丙溴磷的色谱图与

0.05 mg﹒L -1的丙溴磷标准溶液色谱图进行比较，结果表明甲醇和乙腈提取的丙

溴磷回收率太低，不符合农药残留试验准则对回收率的要求。丙酮作为提取剂时，

虽然提取杂质较多，但回收率满足要求，故选用丙酮作为提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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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ethonal; B: acetonitrile; C: acetone 

图 3-1 不同提取剂提取的棉叶中添加水平为 0.2 mg﹒kg -1丙溴磷的气相色谱分离图 
Fig.3-1 Gas chromatogram of cotton leaves fotified with 0.2 mg﹒kg -1 profenofos extracted with 

different solvent 

3.2.1.2 液液分配溶剂对的选择结果 
以丙溴磷添加水平为 0.01 mg﹒kg -1的土壤为例，不同体积二氯甲烷萃取的土

壤中丙溴磷的气相色谱分离图见图 3-2。 
 
 
 
 
 
 
 
 
 

A 

t/min 

E/
m

V
 

t/min 

E/
m

V
 

B A 

A: 30 mL dichloromethane; B: 50 mL dichloromethane 

图 3-2 不同体积二氯甲烷萃取土壤中添加水平为 0.01 mg﹒kg -1丙溴磷的气相色谱分离图 
Fig.3-2 Gas chromatogram of soil fotified with 0.01 mg﹒kg -1 profenofos distributed with 

dichloromethane of different volu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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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30×3 mL、50 +30×2 mL二氯甲烷萃取的土壤中添加的 0.01 mg﹒kg -1丙

溴磷色谱图与 0.01 mg﹒L -1的丙溴磷标准溶液色谱图比较，结果表明 30×3 mL
二氯甲烷萃取丙溴磷时，回收率太低，不符合农药残留试验准则对回收率的要求。

50 +30×2 mL二氯甲烷作为萃取剂时回收率满足要求，故选用 50 +30×2 mL二氯

甲烷作为萃取剂。 
棉叶和棉籽的反萃取试验，以棉叶中丙溴磷添加水平为 0.2 mg﹒kg -1为例，

用 50 +30×2 mL乙腈从石油醚相中萃取丙溴磷，合并至 500 mL分液漏斗中，加

入 50 mL石油醚，分别加入 2.5 %氯化钠水溶液 60、80、100、120、150 mL，对

石油醚相中丙溴磷的含量进行测定。结果表明，随着氯化钠水溶液含量的增加石

油醚相中丙溴磷的含量也不断增加，当氯化钠水溶液的含量增加到 150 mL时，石

油醚相中丙溴磷的回收率满足要求， 终确定反萃取的氯化钠水溶液的体积为

150 mL。 
3.2.1.3 吸附剂的选择结果 

丙酮淋洗的硅胶和三氧化二铝层析柱的色谱分离图，见图 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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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丙酮淋洗硅胶色谱分离图

Fig.3-3 Gas chromatography of 
silica gel eluted with acetone

图 3-4 丙酮淋洗三氧化二铝色谱分离图 
Fig.3-4 Gas chromatography of aluminum 

oxide eluted with acetone  
洗脱液淋洗不同方式处理的硅胶的色谱分离图见图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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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ilica gel purified with acetone; 
B: Silica gel purified with petroleum ether; C: Silica gel purified with redistilled water. 

图 3-5 硅胶纯化气相色谱分离图 
Fig.3-5 Gas chromatogram of Silica gel purified with different solvent 

 

由 3-3 和 3-4 可见，三氧化二铝比硅胶杂质多，且吸附性太强，丙溴磷的回

收率不能满足要求。由图 3-5 可见，由二级水处理硅胶的净化效果 好，杂质峰

少，杂质峰强度较小且基线平稳。故选用硅胶作为柱层析吸附剂。硅胶的处理方

法选用二级水洗涤处理，硅胶与二级水的质量比约为 1:3。 
用 1.5 %和 3 %二级水减活的硅胶净化含 0.01 mg﹒kg -1丙溴磷的土壤，结果

表明使用 3 %二级水减活的硅胶净化时，丙溴磷集中在前 20 mL洗脱液中，不能

与杂质很好的分离；而使用 1.5 %二级水减活的硅胶净化时，丙溴磷在 40 ~ 60 mL
洗脱液中，洗脱时间适宜，故选择 1.5 %二级水减活的硅胶。 
3.2.1.4 洗脱液的选择结果 

土壤上丙溴磷添加水平为 0.01 mg﹒kg -1，分别以 5 %、10 %乙酸乙酯-石油

醚溶液和 2 %、10 %丙酮-石油醚 100 mL洗脱，色谱分离图见图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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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5 % ethyl acetate-petroleum ether; B: 10 % ethyl acetate-petroleum ether;  
C: 2 % acetone-petroleum ether; D: 10 % acetone-petroleum ether. 

图 3-6 不同极性洗脱液洗脱土壤中添加水平为 0.01 mg﹒kg -1丙溴磷的气相色谱分离图 
Fig.3-6 Gas chromatogram of soil fortified with 0.01 mg﹒kg -1 profenofos 

eluented with different proportions eluent solution 

由图 3-6 可见，5 %、10 %乙酸乙酯-石油醚溶液和 2 %丙酮-石油醚溶液极性均太

弱，不能将丙溴磷洗脱，而 10 %丙酮-石油醚溶液作为洗脱液时丙溴磷流出层析柱的

时间合适且丙溴磷能够完全洗脱，故选用极性较强的 10 %丙酮-石油醚溶液作为洗脱

液。 
分别用 10 %的丙酮-石油醚溶液 60、80、80 + 20 mL 洗脱土壤添加样品，不同体

积洗脱液洗脱的土壤添加样品色谱分离图见图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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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60 mL eluent solution; B: 80 mL eluent solution; C: the last 20 mL of 100 mL eluent solution. 

图 3-7 不同体积洗脱液洗脱土壤中添加水平为 0.01 mg﹒kg -1丙溴磷气相色谱分离图 
Fig.3-7 Gas chromatogram of soil fortified with 0.01 mg﹒kg -1 profenofos eluented 

with eluent solution of different volume 

将图 3-7 中丙溴磷的色谱图与 0.01 mg﹒L -1丙溴磷色谱图相比可知，洗脱液

体积为 60 mL时，不能将丙溴磷完全洗脱下来，还有部分在层析柱中。80 mL洗
脱液即可将丙溴磷完全洗脱下来。洗脱液体积为 100 mL时， 后 20 mL中不含有

丙溴磷，即前 80 mL已将丙溴磷全部洗脱下来。故洗脱液的体积选择 80 mL。 
综上所述，洗脱液选择 10 %丙酮-石油醚溶液，体积为 80 mL。 

3.2.1.5 活性炭用量的选择结果 
以棉叶中添加水平为 0.2 mg﹒kg -1的丙溴磷为例，分别在硅胶层上面均匀的铺 0.2 

g、0.4 g活性炭得到的棉叶色谱分离图见图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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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0.2 g active carbon; B: 0.4 g active carbon 

图 3-8 不同活性炭用量的棉叶中添加水平为 0.2 mg﹒kg -1丙溴磷气相色谱分离图 
Fig.3-8 Gas chromatogram of cotton leaves fortified with 0.2 mg﹒kg -1 profenofos  

cleaned up with active carbon of different weight 

将图 3-8 中丙溴磷的峰面积与 0.1 mg﹒L -1丙溴磷标样峰面积相比，可以看出，

0.4 g活性炭净化棉叶时，丙溴磷的回收量远低于添加量。而 0.2 g活性炭可以将棉

叶中叶绿素完全吸附，且丙溴磷的回收率满足要求，故选用 0.2 g活性炭净化棉叶

中杂质。 

3.2.2 气相色谱操作条件的确定 

采用 DB-1、DB-5、DB-1701 色谱柱对丙溴磷的分离结果见图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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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B-1; B: DB-5; C: DB-1701 

图 3-9 不同类型色谱柱对 0.1 mg﹒L -1丙溴磷标样的气相色谱分离图 
Fig.3-9 Gas chromatogram of 0.1 mg﹒L -1 profenofos seperated  

with capillary column of different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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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图 3-9 中 DB-1、DB-5、DB-1701 色谱柱对丙溴磷的分离状况可以看出，

DB-5 色谱柱的灵敏度太低；DB-1 色谱柱灵敏度满足要求，但丙溴磷色谱峰保留

时间太短，易与基质中的杂质叠加，不利于分析。DB-1701 色谱柱兼有前两者的

优点，且基线平稳，有利于对丙溴磷的残留分析。 

3.2.3 丙溴磷的最小检出量、最低检出浓度和标准曲线结果 

3.2.3.1 丙溴磷的最小检出量和最低检出浓度结果 
丙溴磷的 小检出量为1×10 -11 g。丙溴磷0.01 mg﹒L -1标样的色谱分离图见

图3-10。 
丙溴磷在不同基质上 低检出浓度的计算方法见式3-1、3-2和3-3。 

20)(
) kgmg(

22

111

÷×
×

=⋅ −

mV
Vm

棉籽 低检出浓度 … … … … … … … … （ 式 3 - 1 ） 

)20(
) kgmg(

22

111

÷×
×

=⋅ −

mV
Vm

棉叶 低检出浓度 … … … … … … … … （ 式 3 - 2 ） 

)5(
) kgmg(

22

111

÷×
×

=⋅ −

mV
Vm

土壤 低检出浓度 … … … … … … … … （ 式 3 - 3 ） 

式中： 

m1 — 小检出量，1×10 -11 g； 

m2 — 称样量，g； 

其中：棉籽、棉叶称样量20 g，土壤称样量10 g； 

V1 — 样本溶液定容体积，2 mL； 

V2 — 样本溶液进样体积，1 µL。 

按照式3-1、3-2和3-3可知，丙溴磷在棉籽、棉叶、土壤上的 低检出浓度分

别为0.02、0.02、0.01 mg﹒kg -1。 

t/min 

E/
m

V
 

 

 

 

 

 

 
图 3-10  0.01 mg﹒L -1丙溴磷标样的气相色谱分离图 

Fig.3-10 Gas chromatogram of profenofos standard solution of 0.01 mg﹒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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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2 丙溴磷的标准曲线结果 
丙溴磷标准曲线方程为Y = -29 354 + 3 402 528X，r = 0.994 9。由相关系数检

验表知，显著性水平0.01下的临界值rα, (n-2) = 0.765，该标准曲线相关系数远大于

临界值，表明线性相关性很好。气相色谱分析用的丙溴磷标准曲线见图3-1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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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1 气相色谱分析用丙溴磷标准曲线 

Fig.3-11 The standard curve of profenofos for GC 

3.3 小结 

本章建立了一套相对完整、简便易用、经济实用、重现性好、准确可靠的丙

溴磷在棉籽、棉叶和土壤上的残留分析方法。 
以100 %丙酮提取，棉籽和棉叶用石油醚-乙腈萃取（对棉籽和棉叶采用反萃

取技术以除去脂肪和色素等杂质）、土壤用二氯甲烷-水液液分配，硅胶层析柱（棉

叶加活性炭，国产除杂的试剂级粗孔硅胶150 ~180 μm）净化；选择80 mL（棉叶

用100 mL）10 %丙酮-石油醚溶液洗脱的前处理技术；采用DB-1701毛细管色谱柱，

GC-ECD的检测技术能够满足本文残留分析工作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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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丙溴磷在棉籽上残留量的测定 

棉花是我国重要的经济作物之一，涉及农业和纺织工业两大产业的重要商

品，而且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特殊商品。目前，棉花在国内大部分被加工成纺织

品；棉籽用于加工食用棉籽油和饲用棉籽饼粕，提取棉籽酚，可以再加工成酱油、

栽培香菇、生产磺化油等。棉花在生长发育过程中为防治棉铃虫、棉蚜、烟粉虱、

红蜘蛛等害虫而施用丙溴磷等杀虫剂，这时就需要考虑所施用的丙溴磷是否对棉

籽构成污染，棉籽上的残留量是否超标。因此本章要明确在我国气候条件下，丙

溴磷在棉籽上的 终残留量，掌握丙溴磷在棉籽上的残留试验数据；根据残留试

验数据，制定丙溴磷在棉花上的合理使用准则是本文的核心研究内容。棉花籽粒

的胚中含有大量油脂，去除这些杂质是残留分析净化工作的难点和重点。本章采

用第三章建立的分析方法对两年两地棉籽上丙溴磷的 终残留量进行测定。 

4.1 材料与方法 

4.1.1 仪器与设备 

同 3.1.1.1。 

4.1.2 试剂和溶液 

硅胶：粗孔 150 ~180 μm，10 %丙酮-石油醚溶液，余同 3.1.1.2。 

4.1.3 气相色谱操作条件 

同 3.1.3.1。 

4.1.4 样品的采集、制备与前处理 

4.1.4.1 样品的采集和制备 
同 2.2 ~ 2.5。 

4.1.4.2 样品前处理 
同 3.1.2.1。 

4.1.5 添加回收试验 

取棉籽空白样品进行丙溴磷添加回收试验，添加设 0.02、0.2、2mg﹒kg -1 3
个水平。每个水平 5 次重复。 

4.1.6 最终残留量试验 

同 2.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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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结果与讨论 

4.2.1 添加回收试验结果 

棉籽上丙溴磷添加回收试验结果表明，添加水平为 0.02 ~ 2 mg﹒kg -1时，平

均回收率为 86 % ~ 104 %；相对标准偏差（RSD）为 5.3 % ~ 19.0 %。以上数据表

明该方法的准确度和精密度均符合NY/T 788-2004 农药残留试验准则的要求[76]。

添加回收试验测定结果见表 4-1。定容液、丙溴磷标样、棉籽空白样品、棉籽添

加样品色谱分离图见图 4-1 ~ 4-3。 
 

表 4-1 丙溴磷在棉籽上的添加回收试验测定结果 
Tab.4-1 The recovery of profenofos in cotton seeds 

回收率 / % 
Recovery 基质 

Matrix 

称样量/ g 
Sample 
weight 

添加量 / μg 
Fortification 

amount 

添加水平  

/ (mg﹒kg -1) 
Fortification level Ⅰ Ⅱ Ⅲ Ⅳ Ⅴ X  

RSD / 
% 

0.4 0.02 118 127 89 81 98 102 19.0

4.0 0.2 109 113 88 114 100 104 10.5
棉籽 

cotton 
seeds 

20 

40 2 82 93 87 82 88 86 5.3
 
 
 
 
 
 
 
 
 
 
 
 
 
 
 

t/min t/min 

E/
m

V
 

E/
m

V
 

图4-1 50 %丙酮-石油醚溶液气相色谱分离图   图4-2 丙溴磷标样气相色谱分离图(20 pg) 
Fig.4-1 Gas chromatogram of 50 % acetone -     Fig.4-2 Gas chromatogram of profenofos  

petroleum ether solution                     standard sample (20 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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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lank cotton seeds; B: Cotton seeds fortified with 0.4 μg profenofos 

图4-3 棉籽气相色谱分离图 
Fig.4-3 Gas chromatogram of cotton seeds 

4.2.2 最终残留量测定结果 

两年两地 500 g﹒L -1丙溴磷乳油在棉籽上的 终残留量测定结果见表 4-2，
济南和长沙两地试验点棉籽样品色谱分离图见图 4-4。 

由两年两地棉籽上丙溴磷 终残留量测定结果可以看出，无论是推荐剂量还

是高剂量，棉籽上丙溴磷的残留量都较低， 大值为 0.125 mg﹒kg -1，丙溴磷在

棉籽上的残留量较低是因为脱绒采用硫酸处理并且丙溴磷没有内吸累积到棉籽

内部的性能有关。《食品中农药 大残留限量标准（第二卷）》（2000 年）规定丙

溴磷在棉籽上的 大残留限量（MRL）为 2 mg﹒kg -1，我国没有规定丙溴磷在棉

籽上的残留量。测定结果表明丙溴磷残留量均低于CODEX规定的 大残留限量

（2 mg﹒kg -1）[75]。国际食品法典中规定的丙溴磷在棉花上的 大残留限量标准

切合实际情况。对于棉花上述施药剂量和施药次数都是安全的，但从药效、毒理

学和对环境的影响各方面考虑，建议 500 g﹒L -1丙溴磷乳油在我国棉花上的施药

剂量为 937.5 g﹒hm -2（有效成分），施药次数 多 3 次，施药距采收间隔期不少

于 21 d。综合考虑各种限制因素，棉籽上丙溴磷 大残留限量建议我国暂定为

2 mg﹒kg -1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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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 丙溴磷在棉籽上最终残留量的测定结果 
Tab.4-2 The final residue of profenofos in the cotton seeds 

平均残留量 / (mg﹒kg -1)  
Mean residue level 试验地点 

Trial site 

试验

年度 
Year 

取样间隔 
时间 / d 
Sampling 
interval 

施药剂量 
/ (g﹒hm -2, a.i.)

Applying dose 
施药2次 

Applying twice 

施药3次 

Applying thrice 
937.5 0.038 0.029 

80 
1 875 0.022 0.036 

937.5 0.047 0.029 2006 
90 

1 875 0.022 0.022 
937.5 < 0.02 < 0.02 

62 
1 875 < 0.02 < 0.02 
937.5 < 0.02 < 0.02 

济南 
Jinan 

2007 
72 

1 875 < 0.02 < 0.02 
937.5 0.035 0.033 

21 
1 875 0.035 0.029 
937.5 0.092 0.125 

2006 
30 

1 875 0.049 0.056 
937.5 < 0.02 < 0.02 

21 
1 875 < 0.02 < 0.02 
937.5 < 0.02 < 0.02 

长沙

Changsha 

2007 
30 

1 875 < 0.02 <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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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tton seeds from Jinan trial site; B: Cotton seeds from Changsha trial site 

图 4-4 棉籽最终残留试验样品气相色谱分离图 
Fig.4-4 Gas chromatogram of cotton seeds of final residue test 

4.3 小结 

本章明确了两年两地棉籽上丙溴磷的 终残留量。用 500 g﹒L -1丙溴磷乳油

低剂量和高剂量喷雾，丙溴磷在棉籽上的 终残留量 大值为 0.125 mg﹒kg -1，

低于国际食品法典规定的丙溴磷在棉花籽粒上的 大残留限量。 
建议 500 g﹒L -1丙溴磷乳油在我国棉花上的施药剂量为 937.5 g﹒hm -2(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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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施药 多 3 次，施药距采收间隔期不少于 21 d。 
CODEX规定的丙溴磷在棉籽上的 大残留限量为 2 mg﹒kg -1科学、合理、

可行[75]。有两年两地丙溴磷残留实测数据的支撑，可借鉴CODEX规定的丙溴磷

在棉籽上的MRL值，制定我国相应的限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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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丙溴磷在棉叶上残留量的测定 

棉叶是一种品质好、资源广、营养丰富的青绿饲料，其营养价值不亚于聚合

草和山芋藤，优于青菜、水浮莲等。低酚棉叶经采叶、洗净、晒干、粉碎等步骤

加工成动物饲料，用于饲养猪、奶牛等禽畜。为了保证畜禽安全以及畜禽产品—

肉、蛋、乳免受污染，有必要对棉叶上丙溴磷的降解状况和丙溴磷的残留量进行

分析测定，以明确棉叶是否符合动物饲用要求。从残留分析净化角度看，棉叶中

含有丰富的植物色素，较难去除，对采用 GC-ECD 的检测方法提出了挑战。本章

采用第三章建立的残留分析方法对两年两地棉叶上丙溴磷的残留动态和 终残

留量进行测定。 

5.1 材料与方法 

5.1.1 仪器与设备 

同 3.1.1.1。 

5.1.2 试剂和溶液 

同 4.1.2。 

5.1.3 气相色谱操作条件 

同 3.1.3.1。 

5.1.4 样品的采集、制备与前处理 

5.1.4.1 样品的采集和制备 
同 2.2 ~ 2.5。 

5.1.4.2 样品前处理 
同 3.1.2.1。 

5.1.5 添加回收试验 

取棉叶空白样品进行丙溴磷添加回收试验，添加设 0.02、0.2、2 mg﹒kg -1 3
个水平。每个水平 5 次重复。 

5.1.6 降解动态试验 

同 2.1.3.4。 

5.1.7 最终残留量试验 

同 2.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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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结果与讨论 

5.2.1 添加回收试验结果 

棉叶上丙溴磷添加回收试验结果表明，添加水平为0.02 ~ 2 mg﹒kg -1时，平

均回收率为87 % ~ 110 %，RSD为5.4 % ~ 13.4 %。上述数据表明该方法的准确度

和精密度均符合农药残留试验准则的要求[76]。棉叶上丙溴磷的添加回收试验测定

结果见表5-1，棉叶空白样品、棉叶添加样品色谱分离图见图5-1。 
表 5-1 丙溴磷在棉叶上的添加回收试验结果 

Tab.5-1 The recovery of profenofos in cotton leaves 

回收率 / % 
Recovery 基质 

Matrix 

称样量 / g 
Sample 
weight 

添加量 / μg 
Fortification 

amount 

添加水平 
/ (mg﹒kg -1) 
Fortification 

level 
Ⅰ Ⅱ Ⅲ Ⅳ Ⅴ X  

RSD / 
% 

0.4 0.02 108 132 98 93 118 110 13.4

4 0.2 91 79 72 104 90 87 5.4 
棉叶 

Cotton 
leaves 

20 

40 2 97 97 82 96 100 94 12.1
 
 
 
 
 
 
 
 
 
 

 
t/min t/min 

E/
m

V
 

E/
m

V
 

A B 

A: Blank cotton leaves; B: Fortified with 0.4 μg profenofos 

图5-1 棉叶气相色谱分离图 
Fig.5-1 Gas chromatogram of cotton leaves 

5.2.2 降解动态试验结果 

两年两地施用 500 g﹒L -1丙溴磷乳油，棉叶上不同间隔期取样的降解动态残

留数据见表 5-2。试验结果经对数转换和回归分析得到丙溴磷在棉叶上的降解动

态方程及半衰期（T1/2），济南和长沙试验点棉叶上丙溴磷降解动态曲线见图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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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 丙溴磷在棉叶上的降解动态测定结果 
Tab.5-2 The dynamic residue of profenofos in cotton leaves 

2006 年度  
2006 

2007 年度 
2007 试验

地点 
Trial 
site 

施药剂量 
/ (g﹒hm -2, a.i.) 
Applying dose

取样间隔 
时间 / d 
Sampling 
interval 

平均残留量 
/ (mg﹒kg -1) 
Mean residual 

level 

降解率 / % 
Degradation Rate

平均残留量 
 / (mg﹒kg -1) 
Mean residual 

level 

降解率 / % 
Degradation Rate

1/24 110 — 170 — 
1 44.6 60 83.5 51 
2 9.64 91 52.9 69 
3 7.07 94 27.9 84 
7 9.01 92 18.6 89 

14 5.53 95 6.57 96 
21 5.43 95 3.06 98 
30 1.97 98 4.36 97 

济南 
Jinan 

1 875 

60 1.70 98 0.019 99 
1/24 83.0 — 97.7 — 

1 32.5 61 53.9 45 
2 14.5 83 21.7 78 
3 9.33 89 15.8 84 
7 2.36 97 8.13 92 

14 3.63 96 4.04 96 
21 0.729 99 2.42 98 
30 1.86 98 0.028 99 

长沙 
Chan
gsha 

1 875 

60 0.150 99 0.025 99 

图5-2 丙溴磷在棉叶上的降解动态曲线

Fig.5-2  Degradation curves of profenofos in cotton lea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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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5-2 数据可知，两年两地棉叶上丙溴磷的原始沉积量均很高，济南试验

点为 110 ~ 170 mg﹒kg -1，长沙试验点为 83.0 ~ 97.7 mg﹒kg -1。施药后 14 d棉叶

上丙溴磷降解率均达到了 90 %以上，降解较快。

表5-2数据表明，丙溴磷在棉叶上降解速度较快，两年两地T1/2 长的为2.3 d。

丙溴磷在棉叶上的残留动态曲线符合一级动力学方程Ct = C0 e-kt。2006年，丙溴

磷在棉叶上的降解动态方程济南试验点为：Ct = 107 e -0.989 1 t，r =0.973 3，T1/2 = 0.7 
d；长沙试验点为：Ct = 53.9 e -0.480 5 t，r =0.966 0，T1/2 = 1.4 d。2007年，丙溴磷在

棉叶上的降解动态方程济南试验点为：Ct = 113 e -0.295 8 t，r =0.908 7，T1/2 = 2.3 d；
长沙试验点为：Ct = 65.2 e -0.336 8 t，r =0.916 9，T1/2 = 2.1 d。由半衰期可知，丙溴

磷为易降解农药。施药后60 d取样的残留量济南、长沙试验点分别是0.019 ~ 
1.70 mg﹒kg -1和0.025 ~ 0.150 mg﹒kg -1，残留量仍然较高。总的看来，丙溴磷在

棉叶上的降解速率两个试验点比较接近。由相关系数检验表知，显著水平为0.01
的相关系数临界值为rα，(n-2) = 0.798，因此两年两地棉叶上丙溴磷降解动态可以用

化学一级反应动力学方程模拟。 

5.2.3 最终残留量测定结果 

两年两地施用 500 g﹒L -1丙溴磷乳油后，在棉叶上的 终残留量测定结果见

表 5-3，棉叶 终残留试验样品色谱分离图见图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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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3 丙溴磷在棉叶上的最终残留量测定结果 
Tab.5-3 The final residue of profenofos in cotton leaves 

平均残留量 / (mg﹒kg -1) 
Mean residue level 试验地点 

Trial site 

试验

年度

Year

取样间隔 
时间 / d 
Sampling 
interval 

施药剂量 
/ (g﹒hm -2, a.i.)

Applying dose 
施药2次 

Applying twice 

施药3次 

Applying thrice 
937.5 0.110 0.166 

80 
1 875 0.320 0.251 
937.5 0.078 0.134 

2006
90 

1 875 0.255 0.196 
937.5 < 0.02 < 0.02 

62 
1 875 < 0.02 0.045 
937.5 < 0.02 0.049 

济南 
Jinan 

2007
72 

1 875 < 0.02 0.034 
937.5 17.3 9.06 

21 
1 875 15.7 13.4 
937.5 8.70 16.2 

2006
30 

1 875 11.2 19.0 
937.5 5.75 6.85 

21 
1 875 5.50 12.9 
937.5 7.13 5.45 

长沙

Changsha 

2007
30 

1 875 5.12 8.67 
 
 
 

t/min t/min 

 

E/
m

V
 

A B 
 
 

/m
V

 

 

E 
 
 
 
 

A: From Jinan trial site; B: From Changsha trial site. 

图5-3 棉叶样品气相色谱分离图 
Fig.5-3 Gas chromatogram of cotton leaves 

由表 5-3 可知，两年两地施用 500 g﹒L -1丙溴磷乳油， 后一次施药，棉叶

上的残留量济南试验点 大值为 0.320 mg﹒kg -1，长沙试验点 大值为 19.0 mg
﹒kg -1。测定数据表明，长沙试验点棉叶上丙溴磷的残留量均远高于济南试验点

棉叶上的残留量，其原因是长沙试验点施药较晚， 终残留采样时间距施药时间

仅 21 d，因此丙溴磷的残留量较高。由于棉叶上丙溴磷的残留量较高，不适于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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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动物饲料，应加强后期对棉叶（包括茎干）田间处理的管理工作。 

5.3 小结 

本章明确了两年两地丙溴磷在棉叶上的残留动态。获得了丙溴磷在棉叶上的

降解动态方程和半衰期。棉叶上丙溴磷的原始沉积量为83.0 ~ 170 mg﹒kg -1。施

药后14 d棉叶上丙溴磷的降解率均达到了90 %以上，降解较快。2006年，丙溴磷

在棉叶上的降解动态方程济南试验点为：Ct = 107 e -0.989 1 t，r =0.973 3，T1/2 = 0.7 d；
长沙试验点为：Ct = 53.9 e -0.480 5 t，r =0.966 0，T1/2 = 1.4 d。2007年，济南试验点

为：Ct = 113 e -0.295 8 t，r =0.908 7，T1/2 = 2.3 d；长沙试验点为：Ct = 65.2 e -0.336 8 t，

r =0.916 9，T1/2 = 2.1 d。 
本章明确了两年两地棉叶上丙溴磷的 终残留量。用 500 g﹒L -1丙溴磷乳油

喷雾，采样间隔期在 62 ~ 90 d时，棉叶上丙溴磷的 终残留量都较低。丙溴磷的

施药剂量和施药次数对棉叶上丙溴磷的 终残留量影响较小，而采样间隔期却影

响较大。 
CODEX没有规定丙溴磷在棉花秸秆和饲料上的残留量。考虑到药效、毒理学

和对环境的影响，施药剂量可规定为有效成分 937.5 g﹒hm -2，施药少于 3 次，收

获棉叶秸秆的时间不少于 60 d。建议我国规定棉花秸秆和青贮饲料中丙溴磷的

大残留限量为 5 mg﹒k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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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丙溴磷在棉田土壤上残留量的测定 

施用于田间的化学品是土壤的主要污染源。其中农药会使土壤酸化，营养流

失，土壤板结，杀害蚯蚓、蛞蝓等土壤生物，污染农产品，影响农业的可持续发

展。农药主要通过光化学降解、化学降解和微生物降解的方式降解。农药的持续

时间越长，对土壤的污染就越严重。丙溴磷虽然是高效农药，用量较少，但也有

必要对土壤上丙溴磷的降解情况和残留量进行研究，以明确丙溴磷对农业生态环

境特别是对土壤的影响。文献中仅有两篇关于丙溴磷在土壤上残留动态研究的报

道，但没有采用 GC-ECD 对棉田土壤上丙溴磷的残留动态和 终残留量进行系统

研究的报道。本章采用第三章的液液分配结合柱层析净化的前处理方法及

GC-ECD 的检测方法对两年两地土壤上丙溴磷的降解动态和 终残留量进行研

究，明确施用丙溴磷后田间土壤上丙溴磷的降解和残留情况。 

6.1 材料与方法 

6.1.1 仪器与设备 

同 3.1.1.1。 

6.1.2 试剂和溶液 

同 4.1.2。 

6.1.3 气相色谱操作条件 

同 3.1.3.1。 

6.1.4 样品的采集、制备与前处理 

6.1.4.1 样品的采集和制备 
同 2.2 ~ 2.5。 

6.1.4.2 样品前处理 
同 3.1.2.1。 

6.1.5 添加回收试验 

取土壤空白样品进行丙溴磷的添加回收试验。添加设 0.01、0.2、2 mg﹒kg -1 
3 个水平。每个添加水平 5 次重复。 

6.1.6 降解动态试验 

同 2.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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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7 最终残留量试验 

同 2.1.3.5。 

6.2 结果与讨论 

6.2.1 添加回收试验结果 

棉田土壤上丙溴磷添加回收试验结果表明，添加水平为0.01 ~ 2 mg﹒kg -1时，

平均回收率为91 % ~ 103 %，RSD为8.3 % ~ 13.5 %。这些数据表明该方法的准确

度和精密度均符合农药残留试验准则的要求[76]。棉田土壤上丙溴磷添加回收试验

测定结果见表6-1，土壤空白样品、土壤添加样品色谱分离图见图6-1。 
表 6-1 丙溴磷在土壤上的添加回收试验结果 

Tab.6-1 The recovery of profenofos in soil 

回收率/% 
Recovery 基质 

Matrix 

称样量 / g 
Sample 
weight 

添加量 / μg 
Fortification 

amount 

添加水平 / 
(mg﹒kg -1)
Fortification 

level 
Ⅰ Ⅱ Ⅲ Ⅳ Ⅴ X  

RSD / %

0.1 0.01 101 101 97 97 120 103 9.4 

2 0.2 98 108 84 117 89 99 13.5 
土壤 
Soil 

10 

20 2 103 85 93 85 90 91 8.3 

 
 

t/min t/min 

E/
m

V
 

E/
m

V
 

A B  
 
 
 
 
 
 
 
 

A: Blank soil; B: Fortified with 0.2 μg profenofos 

图6-1 土壤气相色谱分离图 
Fig.6-1 Gas chromatogram of soil 

6.2.2 降解动态试验结果 

两年两地施用 500 g﹒L -1丙溴磷乳油后，土壤上不同间隔期取样的降解动态

残留数据见表 6-2。试验结果经对数转换和回归分析得到丙溴磷在土壤上的降解

动态方程及半衰期，两年两地棉田土壤上丙溴磷降解动态曲线见图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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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2 丙溴磷在土壤上的降解动态测定结果 
Tab.6-2 The dynamic residue of profenofos in soil 

2006 年度 
2006 

2007 年度 
2007 试验

地点 
Trial 
site 

施药剂量 
/ (g﹒hm-2, a.i.) 
Applying dose

取样间隔 
时间 / d 
Sampling 
Interval 

平均残留量 
 / (mg﹒kg -1) 

Mean residual 
level 

降解率 / %
Degradation 

rate 

平均残留量 
 / (mg﹒kg -1) 
Mean residual 

level 

降解率 / %
Degradation 

rate 

1/24 4.76 — 2.92 — 
1 0.382 92 0.645 78 
2 0.254 95 0.174 94 
3 0.014 99 0.055 98 
7 < 0.01 99 0.035 99 

14 0.028 99 0.024 99 
21 0.011 99 < 0.01 99 
30 < 0.01 99 < 0.01 99 

济南 
Jinan 

1 875 

60 < 0.01 99 < 0.01 99 
1/24 7.16 — 2.40 — 

1 5.96 17 2.80 — 
2 2.47 65 1.98 17 
3 1.20 83 1.66 31 
7 0.132 98 0.999 58 

14 0.124 98 0.775 68 
21 0.051 99 0.231 90 
30 0.046 99 0.054 98 

长沙 
Chan
gsha 

1 875 

60 0.017 99 0.032 99 
 

 

 

 

 

 

 

 

 

 

图6-2  丙溴磷在土壤上的降解动态曲线

Fig.6-2 Degradation curves of profenofos in s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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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6-2数据可知，土壤上丙溴磷的原始沉积量为2.40 ~ 7.16 mg﹒kg -1。施药

14 d后土壤上丙溴磷降解率大都达到了90 %以上，只有一组数据反常，降解较慢。

长沙试验点土壤上丙溴磷原始沉积量较高，原因可能是长沙试验点棉花叶片较

小，喷雾时药物落入土壤上的量较大。 

表6-2试验结果表明，在试验条件下，丙溴磷在土壤上的原始沉积量都较大。

但降解速度较快，半衰期 长的为6.4 d。2006年，丙溴磷在土壤上的降解动态方

程济南试验点为：Ct = 3.50 e -1.487 4 t，r =0.918 3，T1/2 = 0.5 d；长沙试验点为：Ct = 

4.57 e -0.309 9 t，r =0.899 1，T1/2 = 2.2 d。2007年，济南试验点为：Ct = 2.77 e -1.338 3 t，

r =0.997 6，T1/2 = 0.5 d；长沙试验点为：Ct = 2.55 e -0.107 5 t，r =0.976 4，T1/2 = 6.4 d。

由相关系数检验表知，显著水平为0.01的相关系数临界值为rα,(n-2) = 0.798，两年两

地土壤上丙溴磷的动态曲线相关性很好。 

降解动态试验的结果有1组反常数据，土壤上丙溴磷的原始沉积量低于1 d取

样的土壤样品上丙溴磷的含量，原因比较复杂，可能是施药时长沙试验点田间的

土壤比较潮湿，在1 d后水分挥发，丙溴磷浓缩，而降解较少，就造成了数据的反

常。 

6.2.3 最终残留量测定结果 

两年两地施用 500 g﹒L -1丙溴磷乳油后，在棉田土壤上的 终残留量测定结

果见表 6-3，土壤样品色谱分离图见图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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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3 丙溴磷在土壤上的最终残留量测定结果 
Tab.6-3 The final residue of profenofos in soil 

平均残留量 / (mg﹒kg -1)  
Mean residue level 试验地点 

Trial site 

试验

年度

Year

取样间隔 
时间 / d 

Sampling 
interval 

施药剂量 
/ (g﹒hm -2, a.i.)

Applying dose 
施药2次 

Applying twice 

施药3次 

Applying thrice 
937.5 0.010 < 0.01 

80 
1 875 0.022 < 0.01 
937.5 < 0.01 < 0.01 

2006
90 

1 875 < 0.01 < 0.01 
937.5 0.029 0.086 

62 
1 875 0.065 0.142 
937.5 < 0.01 0.040 

济南 
Jinan 

2007
72 

1 875 < 0.01 0.029 
937.5 0.024 0.021 

21 
1 875 0.022 0.028 
937.5 0.019 0.019 

2006
30 

1 875 0.038 0.029 
937.5 < 0.01 < 0.01 

21 
1 875 0.018 0.042 
937.5 < 0.01 0.014 

长沙

Changsha 

2007
30 

1 875 0.026 0.036 
 
 
 
 
 
 
 

 
 
 
 
 

t/min t/min 

E/
m

V
 

E/
m

V
 

A B

A: From Jinan trial site; B: From Changsha trial site. 

图6-3 土壤样品气相色谱分离图 
Fig.6-3 Gas chromatogram of soil sample 

由表 6-3 可知，施用 500 g﹒L -1丙溴磷乳油，施药剂量为 937.5 g﹒hm -2和 187 
3 g﹒hm -2（有效成分）， 后一次施药后，土壤上丙溴磷的残留量都较低。丙溴

磷在土壤上基本上没有积累。长沙试验点土壤样品中的 终残留量数值普遍比济

南试验点高是由于采样间隔期较短（21 ~ 30 d）及土壤的pH值较低（pH 5.5）有

关。考虑到丙溴磷的药效、对环境（如大气、地表水和地下水）的影响、以及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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溴磷对某些生物高毒的影响，丙溴磷的施药剂量控制在有效成分 937.5 g﹒hm -2，
施药不超过 3 次。 

丙溴磷在土壤上的残留动态和 终残留量的测定数据与马铃薯田间土壤上

试验数据相近，虽然降解半衰期在不同地区不同作物田中有所不同，但 长的也

仅 6.4 d，表明丙溴磷在土壤中确为易降解农药[77]。 

6.3 小结 

本章明确了两年两地丙溴磷在土壤上的残留动态，获得了丙溴磷在土壤上的

降解动态方程和半衰期。土壤上丙溴磷的原始沉积量为2.40 ~ 7.16 mg﹒kg -1。施

药后14 d土壤上丙溴磷降解率大都达到了90 %以上，降解较快。2006年，丙溴磷

在土壤上的降解动态方程济南试验点为：Ct = 3.50 e -1.4874 t，r =0.918 3，T1/2 = 0.5 d；
长沙试验点为：Ct = 4.57 e -0.309 9 t，r =0.899 1，T1/2 = 2.2 d。2007年，济南试验点

为：Ct = 2.77 e -1.338 3 t，r =0.997 6，T1/2 = 0.5 d；长沙试验点为：Ct = 2.55 e -0.107 5 t，

r =0.976 4，T1/2 = 6.4 d。按照化学农药环境安全评价准则[78]，丙溴磷属于易降解

农药。 
本章明确了两年两地土壤上丙溴磷的 终残留量。用 500 g﹒L -1丙溴磷乳油

喷雾，丙溴磷在土壤上的 终残留量都较低，且增加丙溴磷的施药剂量和施药次

数对土壤上丙溴磷的 终残留量影响较小。丙溴磷在土壤上没有累积，可以认为

残留的痕量丙溴磷对土壤不足以造成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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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丙溴磷在棉叶和土壤上的确证研究 

农药残留分析的发展方向是多残留、快速分析和现场分析，若保证高通量检

测结果的准确性，需要实行严格的定性、定量确证分析技术，减少假阴性或假阳

性的误判。定性确证是利用检测对象不同的理化性质来进行对比，以证实某化合

物的存在。定量确证是在定性确证的基础上，至少采用一种补充对比方法来证实

检测量值的正确。农药残留分析方法标准化的要求，使得定性和定量确证试验显

得越来越重要。本章采用 HPLC-PDA 建立了棉叶和土壤上丙溴磷残留量的测定方

法，对 GC-ECD 测定的数据进行定量确证；采用 GC-MS 对棉叶上的丙溴磷进行

定性确证研究。 

7.1 材料与方法 

7.1.1 棉叶和土壤上丙溴磷的定量确证 

7.1.1.1 仪器设备、试剂、溶液和试样 
仪器设备：高效液相色谱仪：Waters 600 高压泵，Waters 2996 型二极管阵列

紫外检测器，Rheodyne 7725i六通阀进样器，Empower Pro中文版色谱工作站；色

谱柱BDS CN，NH2，BDS C18，Spherisorb Phenyl，Symmetry C8，Waters XTerra RP 
C18。余同 3.1.1.1。 

试剂和溶液：乙腈：HPLC级。余同4.1.2。 
试样：2007年济南、长沙试验点棉叶、土壤样品。 

7.1.1.2 分析条件 
色谱柱：Waters XTerra RP18 （3.9 mm × 250 mm × 5 μm）不锈钢柱； 
流动相：乙腈∶水=55∶45（V/V）； 
流动相流速：1.0 mL﹒min -1，氦气（99.999 %）喷射脱气； 
定量管：20 μL； 
柱箱温度：25 ℃； 
检测波长范围：195 ~ 400 nm； 
定量波长：400 nm； 
采样速率：1.0； 
分辨率：1.2 nm； 
3D 数据采集； 
保留时间：约 8.0 min。 

7.1.1.3 样品的制备与前处理 
土壤样品称取 20 g（精确至 0.02 g），分析样品用 1 mL 乙腈定容，余同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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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4 液相色谱分析条件的优化 
固定流动相为乙腈∶水=80∶20（V/V），流速为 0.5 mL﹒min -1，丙溴磷进样

量为 20 μL，进样浓度为 10 mg﹒L -1，色谱柱分别使用BDS CN，NH2，BDS C18，

Spherisorb Phenyl，Symmetry C8，Waters XTerra RP C18对丙溴磷标准溶液进行测

定，选择 佳的色谱柱。 
固定色谱柱Waters XTerra RP C18，流动相流速 0.5 mL﹒min -1，进样浓度 10 mg

﹒L -1，设定流动相比例乙腈∶水=80∶20，70∶30，65∶35，60∶40，55∶45，
50∶50（V/V），选择 佳流动相配比。 
7.1.1.5 丙溴磷最小检出量、最低检出浓度的测定和标准曲线的绘制 

以乙腈为溶剂，配制1 000 mg﹒L -1丙溴磷标准储备溶液。逐级稀释，用于

小检出量和 低检出浓度的测定、标准曲线的绘制、添加回收试验及定量确证试

验。 
以2.5、5.0、7.5、10.0、12.5、15.0、17.5、20.0 mg﹒L -1的丙溴磷标准溶液绘

制标准曲线。 
7.1.1.6 添加回收试验 

取空白对照区棉叶和土壤样品进行丙溴磷添加回收试验，棉叶添加水平为

0.2、2 mg﹒kg -1，土壤添加水平为0.05、2 mg﹒kg -1，各添加水平5次重复。 
7.1.1.7 丙溴磷的 GC-ECD 和 HPLC-PDA 测定方法比较 

以测定棉叶上丙溴磷为例，比较RP-HPLC-PDA和GC-ECD在农药残留分析中

的优缺点。 
7.1.1.8 棉叶和土壤样品的定量确证试验 

对 2007 年棉叶和土壤田间试验残留动态样品用 HPLC-PDA 测定，并与

GC-ECD 测定结果比较。然后对两种方法测定的数据进行分析比较、确证。 

7.1.2 棉叶上丙溴磷的定性确证 

7.1.2.1 仪器设备、试剂、溶液和样品 
仪器设备：菲尼根TRACE 2000 GC-MS联用仪；DB-5（25 m×0.25 mm×0.25 

μm）石英毛细管色谱柱；余同3.1.1.1。 
试剂和溶液：同4.1.2。 
样品：2006年济南试验点棉叶样品。 

7.1.2.2 分析条件 
7.1.2.2.1 气相色谱仪 

柱温：100 ℃（保持 1 min） 30 /min  ℃ 280 ℃（保持 15 min）； 
汽化室温度：2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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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气（高纯氦）压力：150 KPa； 
分流模式：不分流； 
进样时间：1 min； 
进样体积：1 μL； 
保留时间：约 7.7 min。 

7.1.2.2.2 质谱仪 
离子源：电子轰击离子源（EI）； 
质量分析器：四极杆滤质器； 
检测方式：全扫描离子检测（Full Scan）； 
EM电流：200 µA； 
扫描区间：E/250 ~ 470； 
离子源温度：200 ℃； 
接口温度：250 ℃； 
质荷比范围：15 ~ 435。 

7.1.2.3 样品的制备与前处理 
同 5.1.4。 

7.1.2.4 棉叶样品的定性确证 
在 7.1.2.2 条件下对棉叶样品上是否存在丙溴磷进行鉴定。 

7.2 结果与讨论 

7.2.1 定量确证试验结果 

7.2.1.1 丙溴磷分析条件优化结果 
7.2.1.1.1 色谱柱的选择结果 

固定流动相为乙腈∶水=80∶20（V/V），流速为 0.5 mL﹒min -1，分别使用BDS 
CN，NH2，BDS C18，Spherisorb Phenyl，Symmetry C8，Waters XTerra RP C18色谱

柱对丙溴磷标样进行分离的色谱分离图见图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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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DS CN; B: NH2; C: BDS C18; 

D: Spherisorb Phenyl; E: Symmetry C8; F: Waters XTerra RP C18. 

图 7-1 不同色谱柱的丙溴磷高效液相色谱分离图 
Fig.7-1 HPL Chromatogram of profenofos with different columns 

由图 7-1 可以看出，BDS CN色谱柱的分离效果不好；NH2、BDS C18、Symmetry 
C8色谱柱灵敏度太低；Spherisorb Phenyl色谱柱，分离效果和柱效都很好，但是其

对田间样品中的丙溴磷分离效果很差，出现的干扰峰较多，故不选用；用Waters 
XTerra RP C18色谱柱分离，峰形尖锐，对称性好，保留时间合适，杂质和丙溴磷

完全分离，故选用Waters XTerra RP C18色谱柱。 
7.2.1.1.2 流动相比例的选择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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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Waters RP XTerra C18色谱柱，流动相比例乙腈∶水=80∶20，70∶30，65∶
35，60∶40，55∶45，50∶50（V/V）时的丙溴磷标样的色谱分离图见图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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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cetonitrile water ∶ =80 20∶ ; B: acetonitrile∶water =70∶30; C: acetonitrile∶water =65∶45; 
D: acetonitrile∶water =60∶40; E: acetonitrile∶water =55∶45; F: acetonitrile∶water =50∶50. 

图 7-2 不同流动相配比分离的丙溴磷高效液相色谱分离图 
Fig.7-2 HPL Chromatogram of profenofos with different proportion of mobile phase 

从图 7-2 可以看出，随着乙腈比例的下降，丙溴磷的响应值不断下降，保留

时间越来越长，当乙腈∶水=50∶50 时，丙溴磷在 20 min 还没有被洗脱出来。但

为了在样品测定时将丙溴磷与基质中的杂质分离，只能选择乙腈∶水=55∶45 作

为流动相的 佳配比。 
7.2.1.2 丙溴磷最小检出量、最低检出浓度测定结果 

经实测，高效液相色谱法对丙溴磷的 小检出量为 2×10 -9 g，棉叶的 低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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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浓度为 0.2 mg﹒kg -1，土壤为 0.05 mg﹒kg -1。 
7.2.1.3 丙溴磷的标准曲线 

丙溴磷的标准曲线方程为Y= 41 800 + 7 300 X，相关系数r = 0.998 5，远大于

从相关系数检验表中查得的相应显著性水平 0.01 下的临界值rα,(n-2)（0.884），表明

所绘制的标准曲线线性良好。丙溴磷标准溶液色谱分离图见图 7-3，标准曲线见

图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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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 丙溴磷标样高效液相色谱分离图(2 ng) 

Fig.7-3 HPL Chromatogram of profenofos standard sample (2 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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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4 高效液相色谱分析用丙溴磷标准曲线 

Fig.7-4 The standard curve of profenofos for HPLC 

7.2.1.4 添加回收试验结果 
丙溴磷在棉叶上添加水平为 0.2、2 mg﹒kg -1时，平均回收率为 102 % ~ 105 

%；RSD为 3.9 % ~ 4.4 %；土壤上添加水平为 0.05、2 mg﹒kg -1时，平均回收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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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 ~ 96 %；RSD为 5.4 % ~ 5.9 %。这些数据表明该方法的准确度和精密度均符

合农药残留试验准则的要求[76]。添加回收试验测定结果见表 7-1，棉叶空白和棉

叶添加样品，土壤空白和土壤添加样品色谱分离图分别见图 7-5、7-6。 
表 7-1 丙溴磷在棉叶和土壤上的添加回收试验结果 

Tab.7-1 Recovery of profenofos in cotton leaves and soil 

回收率 / % 
Recovery 基质 

Matrix 

称样量

/ g 
Sample 
weight

添加量 / μg 
Fortification 

amount 

添加水平 / 
(mg﹒kg -1)
Fortification 

level Ⅰ Ⅱ Ⅲ Ⅳ Ⅴ X  

RSD / %

4 0.2 106 101 100 107 96 102 4.4 棉叶 
Cotton 
leaves 40 2 102 110 108 105 100 105 3.9 

1 0.05 95 103 92 98 90 96 5.4 土壤 
Soil 

20.0 

40 2 93 86 97 101 96 95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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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lank cotton leaves; B: Fortified with 4 μg profenofos 

图 7-5 棉叶高效液相色谱分离图 
Fig.7-5 HPL Chromatogram of cotton lea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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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lank soil; B: Fortified with 1 μg profenofos 

图 7-6 土壤高效液相色谱分离图 
Fig.7-6 HPL Chromatogram of soil 

 

7.2.1.5 丙溴磷的 GC-ECD 和 HPLC-PDA 测定方法比较 
以棉叶上丙溴磷的测定为例，比较反相高效液相色谱法（RP-HPLC-PDA）和

气相色谱法(GC-ECD)的优缺点，见表 7-2。 

表 7-2 HPLC-PDA 与 GC-ECD 丙溴磷测定方法比较 

Tab.7-2 The difference between HPLC-PDA and GC-ECD in determining profenofos 

棉叶添加水平（0.2 mg﹒kg -1） 
Fortification level of Cotton leaves 

分析方法 
Analyti-

cal method 

低检出浓度/ (mg﹒kg -1)
Limit of quantification 

相关系数/r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回收率/% 
Recovery 

RSD/% 

GC-ECD 0.02 0.994 9 87 ~ 104 5.4  

RP-HPLC-PDA 0.2 0.998 5 96 ~ 107 4.4  

从表 7-2 中可以看出，气相色谱法的 低检出浓度远低于高效液相色谱法，

灵敏度高于高效液相色谱法，这一点在农药残留分析中表现出优越性；但线性、

回收率和 RSD 却不如后者。对于既能用 GC 又能用 HPLC 测定的农药，鉴于 GC
较高的灵敏度，一般采用 GC 测定，但对于结构不稳定，分子量较大的农药则只

能用 HPLC 测定。HPLC 在对 GC 测定结果进行确证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7.2.1.6 定量确证试验结果 
采用 HPLC-PDA 对 2007 年济南和长沙两地试验点棉叶和土壤上丙溴磷的残

留动态进行了测定，残留数据见表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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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3 丙溴磷在棉叶和土壤上的降解动态测定结果 

Tab.7-3 The dynamic residue of profenofos in cotton leaves and soil 

济南试验点 
Jinan trial site 

长沙试验点 
Changsha trial site 

基质 
Matrix 

施药剂量 
/(g﹒hm -2，a.i.) 
Applying dose 

取样间隔

时间/d 
Sampling 
interval 

平均残留量 
/(mg﹒kg -1) 

Mean residual 
level 

降解率/%
Degradation 

rate  

平均残留量 
/ (mg﹒kg -1) 
Mean residual 

level 

降解率/% 
Degradation 

rate 

1/24 117 — 70.5 — 
1 40.0 66 28.6 60 
2 23.1 80 20.3 71 
3 9.04 92 14.6 79 
7 8.85 92 5.15 93 

14 3.68 97 2.43 97 
21 3.90 97 1.30 98 

棉叶 
Cotton 
leaves 

1 875 

30 1.50 99 — — 

1/24 2.84 — 3.19 — 
1 0.626 78 3.59 — 
2 0.280 90 2.61 18 
3 0.056 98 1.93 39 
7 0.033 99 1.12 65 

14 — — 0.911 71 

土壤 
Soil 

1 875 

21 — — 0.268 92 
 

由表 7-3 可以看出，棉叶上丙溴磷的原始沉积量济南试验点为 117 mg﹒kg -1，
长沙试验点为 70.5 mg﹒kg -1。降解动态方程济南试验点为：Ct = 110 e-0.8323 t，

r=0.992 4，T1/2 = 0.83 d；长沙试验点为：Ct = 48.4 e - 0.342 6 t，r= 0.961 9，T1/2 = 2.0 
d。土壤上丙溴磷的原始沉积量济南试验点为 2.84 mg﹒kg -1，长沙试验点为

3.19 mg﹒kg -1。降解动态方程济南试验点为：Ct = 2.627 0 e- 0.8323 t，r= 0.982 6，

T1/2 = 0.58 d；长沙试验点为：Ct = 3.22 e - 0.113 0 t，r= 0.973 1，T1/2 = 6.1 d。由以上

结果可以看出，液相色谱法测定的棉叶上丙溴磷的原始沉积量也很高，与气相色

谱的测定结果基本相符，土壤上丙溴磷的残留量也基本相符；并且丙溴磷在棉叶

和土壤上的半衰期也与GC测定结果基本相同，这说明气相色谱法测定的棉叶和土

壤上丙溴磷的残留量结果是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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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棉叶上丙溴磷的 GC-MS 定性确证试验结果 

丙溴磷标样（0.05 mg﹒L -1），残留降解动态的棉叶样品（2 h）在Varian CP-3800
气相色谱仪上的色谱分离图，该棉叶样品在TRACE 2000 GC-MS联用仪上的总离

子流图、质谱图分别见图 7-7 ~ 7-10。 
 

t/min 

E/
m

V
 

 
 

 
 
 
 

 
 

图7-7 丙溴磷（50 pg）标样气相色谱分离图(Varian CP-3800) 
Fig.7-7 Gas chromatogram of profenofos (50 pg) by Varian CP-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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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8 棉叶样品气相色谱分离图(Varian CP-3800) 
Fig.7-8 Gas chromatogram of cotton leaves sample by Varian CP-3800 

 
 
 
 
 
 
 
 
 

 
图 7-9 棉叶样品在 GC-MS 上获得的总离子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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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7-9 TIC of profenofos in cotton leaves sample by G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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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0 棉叶样品上靶标物的质谱图(EI) 

Fig.7-10 Full scan EI mass spectrum of target objects in cotton leaves sample 

由图 7-7 和 7-8 可见，丙溴磷标样色谱峰保留时间和棉叶上组分的保留时间

相同，可以初步确定棉叶上存在的是丙溴磷。由图 7-10 棉叶样品中的靶标物质谱

图和图 1-7 中丙溴磷标准质谱图对比分析可知，棉叶上残留物确为丙溴磷。综合

图 7-7 ~ 7-10 和图 1-7，证明可以采用气相色谱法对棉叶上的丙溴磷进行测定，与

标样中保留时间一致的色谱峰即为丙溴磷。 

7.3 小结 

采用高效液相色谱分析方法确证了棉叶和土壤上丙溴磷的残留量，由于其检

出限较高，对于丙溴磷残留量较低的样品无法进行定量确证。确证的结论是采用

GC-ECD 获得的丙溴磷残留数据可靠，结果可以接受。本章只确证了 GC-ECD 检

测的残留数据，而前处理方法的确证还有待进一步研究。HPLC-PDA 是在常温下

对样品进行测定，对于结构不稳定，分子量较大的农药通常采用这种方法测定。

HPLC-PDA 是对 GC 测定结果进行确证的一种十分有效的手段。但 HPLC-PDA 的

灵敏度较低，在痕量或超痕量分析时不能满足要求。采用 GC-MS 方法对棉叶上

靶标物进行的定性确证，质谱数据证实其确为丙溴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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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农药残留与食品安全是目前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和社会关心的热点。农药作

为有毒的精细化学品，各国均实行登记管理。本文开展的两年两地规范的田间试

验和获得的残留分析数据就是为了满足丙溴磷在棉花上登记残留试验的要求，以

下试验结论为丙溴磷在我国棉田大面积的应用及合理使用准则的制定提供了科

学的依据。 
1 建立了相对完整的丙溴磷在棉籽、棉叶和土壤上的气相色谱残留分析方法。优

化的前处理反萃取技术可以有效地将棉籽脂肪和棉叶色素除掉。提取剂选用丙

酮；层析柱填料选用二级水水洗除杂处理的150 ~ 180 μm粗孔硅胶；洗脱液选

择10 %丙酮-石油醚溶液，体积80 mL。该测定方法符合农药登记残留试验的要

求。 
2 两年两地试验结果明确了丙溴磷在棉叶和土壤上的原始沉积量和降解动态。丙

溴磷在棉叶上的原始沉积量较高， 大值为170 mg﹒kg -1，施药60 d取样的残

留量 小值为0.019 mg﹒kg -1。济南、长沙试验点丙溴磷半衰期分别为0.7 ~ 2.3 
d和1.4 ~ 2.1 d，两个试验点的降解速率比较接近。丙溴磷在土壤上的原始沉积

量较低， 大值为7.16 mg﹒kg -1，施药21 d后均降解90 %以上。济南、长沙试

验点丙溴磷半衰期分别为0.5 d和2.2 ~ 6.4 d。丙溴磷在土壤上的降解速率两地表

现出明显差异，主要原因与土壤质地有关。 
3 两年两地500 g﹒L -1丙溴磷乳油喷雾，丙溴磷在棉籽上的 终残留量均低于

CODEX制定的 大残留限量标准；丙溴磷在棉叶上的 终残留量较高，要对棉

花秸秆和叶片加强管理，防止中毒。丙溴磷在土壤上的 终残留量较低，残留

的丙溴磷不会对土壤造成污染。 
4 丙溴磷在棉籽和土壤上的 终残留量与施药剂量、施药次数没有相关性，但棉

叶上的 终残留量与施药剂量、施药次数、取样间隔、棉株生长状态有一定的

相关性。 
5 建议500 g﹒L -1丙溴磷乳油在我国棉花上的施药剂量为937.5 g﹒hm -2（有效成

分），施药次数不超过3次，棉籽采收距施药间隔期不少于21 d。棉籽 大残留

限量为2 mg﹒kg -1的标准科学、合理、可行；综合考虑各种限制因素，棉籽上

丙溴磷 大残留限量建议我国暂定为2 mg﹒kg -1为宜；建议干棉花秸秆和青贮

饲料的 大残留限量为5 mg﹒k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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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HPLC-PDA方法定量确证了GC-ECD测定的数据准确可靠。采用GC-MS确证了

棉叶上存在的残留物为丙溴磷。 
7 对丙溴磷在棉田上应用的风险评估还应当进一步完善，包括施药环境空气中丙

溴磷浓度的测定，从而保证施药者采取安全合理的劳动保护措施；加强丙溴磷

有毒理学意义的降解产物—4-溴-2-氯苯酚在棉籽上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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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 略缩词表 

略缩词 英文全称 中文名称 
a.i. Active Ingredient 有效成分 
ADI Acceptable Daily Intake 日容许摄入量 
ASE Accelerated Solvent Extraction 加速溶剂萃取 

ATR-FTIR Attenuated Total Reflection Fourier Transform 
Infrared 全反射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法 

CAC 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 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 
CCPR Codex Committee on Pesticide Residues 国际食品法典农药残留委员会 
CZE Capillary Zone Electrophoresis 毛细管区带电泳 
ELISA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酶联免疫法 

FAO The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GAP Good Agricultural Practice in the Use of Pesticides 农药使用的农业良好操作规范 

GC Gas Chromatogram or Gas Chromatography 气相色谱图或气相色谱法或气

相色谱仪 
GC-ECD Gas Chromatography-Electron Capture Detector 气相色谱-电子俘获检测器 
GC-FPD Gas Chromatography-Flame Photometric Detector 气相色谱-火焰光度检测器 
GC-MS Gas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graph 气质联用法 

GC-MS-MS Gas Chromatography- 
Mass Spectrograph-Mass Spectrograph 气相色谱-串联质谱法 

GC-MS-SIM Gas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graph with 
Selected Ion Monitoring 气质联用法选择离子监测 

GC-NPD Gas Chromatography-Nitrogen Phosphorus De-
tector 气相色谱-氮磷检测器 

GC-PFPD Gas Chromatography-Pulsed Flame Photometric 
Detector 

气相色谱―脉冲火焰光度检测

器 
GPC Gel Permeation Chromatography 凝胶渗透色谱 
hm 2 Hectare 公顷 

HPLC-FD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
phy-Fluorescence Detector 高效液相色谱-荧光检测器 

JMPR The Joint FAO/WHO Meetings on  
Pesticide Residues 

FAO/WHO 农药残留专家联席

会议 
LC-MS Liquid Chromatography- Mass Spectrograph 液质联用法 
LD50 Median Lethal Dose 致死中量 
MAE Microwave Assisted Extraction 微波辅助萃取 
MRLs Maximum Residue Limits 大残留限量 
MSPD Matrix Solid-Phase Dispersion 基质固相分散 
NMR Nuclear Magnetic Resonance 核磁共振 
PDA Photo Diode Array Detector 二极管阵列检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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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缩词表（续） 

 
略缩词 英文全称 中文名称 

RP-HPLC Reverse Phase-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反相高效液相色谱法 

RSD Relative Standard Deviation 相对标准偏差 
SFE Supercritical Fluid Extraction 超临界流体萃取 
SPE Solid Phase Extraction 固相萃取 
SPME Solid-Phase Microextraction 固相微萃取 
WHO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世界卫生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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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创性声明 

本人声明所呈交的论文是我个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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