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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as chromatography method was obtained to determine the pesticide residues in fruits, obtain
the peak area of 10 kinds of edible parts of fruit by gas chromatography, and calculate the pesticide
content in experimental samples. The linear relation of standard curve of pesticide is good in the
range of tested concentration, and the index of linear correlation is above 0.98. Minimum detection
concentration is 0.01 - 0.06 μg/ml. Minimum detection content is 0.005 - 0.03 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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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建立气相色谱法测定农药在水果中的残留量。对10种水果可食用部分应用气相色谱法获得农药的峰面积
大小，计算试验样品中的农药含量。试验测试的样品的农药标准曲线在实验测定的浓度范围内线性关系
良好，线性相关指数均大于0.98。最低检出浓度介于0.01~0.06 μg/mL之间，最低检出含量介于
0.005~0.03 mg/kg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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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伴随着人类耕种水平的不断进步，病虫害灾害也在不断增多，农药由于快速有效的灭害效果，逐渐
成为主要的除虫除害工具，被广泛地应用于作物种植中。只要农药使用适量，一段时间的生长过程后对
于人体不会造成伤害，但现阶段的果树种植中农药的过量使用，使得作物即使过了很长的生长期，也无
法完全无害，大量的农药残留给我国居民的生命健康带来了极大威胁[1]。其中，有机磷农药就是其中应
用最多且危害影响较大的农药。鉴于此，主要论述如何利用气相色谱法对有机磷的农药残留进行检测，
并对检测的有效性进行探究。气相色谱法，是一种在有机化学中的色谱技术，可以对易于挥发而不发生
分解的化合物进行分离与分析[2] [3] [4]。

2. 材料与方法
2.1. 选取材料
为获取真实有效的资料信息，此次研究选取 2018 年 2 月 10 日~3 月 10 日陕西省西安市 3 家大型购
物超市和 2 家大型农贸市场的水果，根据水果的不同种类选取苹果、梨、橙子、柚子、提子、木瓜、芒
果、西瓜、柚子、草莓这 10 种水果。

2.2. 设备和试剂准备
选取目前市场上农药检测应用较广泛的 CLARUS 500GC 型号的气相色谱仪；北京康林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出产的多功能氮吹仪；杭州永洁达净化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超纯水器。敌敌畏、甲胺磷、乙酰甲胺
磷、乐果、杀螟松、对硫磷和水胺硫磷等由我国农业部环境保护科研检测出产，各取 100 mL；乙酸乙酯
由江苏强盛功能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出产。

3. 试验方法
3.1. 试验前准备
溶剂、试剂和吸附剂的纯度和适用性等，都会直接影响气相色谱法的检测结果，更会影响气相色谱
仪中的色谱柱及检测器。所以，试验开始之前，首先要对各个批次的空白试剂、溶剂及吸附剂进行测试。
试验方法是取 50 mL 的标准样品浓缩液，定容至 0.5 mL，取样品 0.5 μL 进行检测，若无干扰峰，表明溶
液有效[5]。

3.2. 标准溶液的配置
按要求对液体的标准物质进行配置。需要注意：要考虑不同农药的组分相应值，并合理分配这一相
应值，使各个组分相应值可以保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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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Minimum detectability and standard curve of pesticide
表 1. 农药检出限和标准曲线表
农药

保留时间/min

线性回归方程

相关系数

最低检出浓度(ug/mL)

最低检出含量

敌敌畏

5.44

Y = 5704.8X + 2318.4

0.9888

0.02

0.01

甲胺磷

6.20

Y = 2048.7X + 32.523

0.999

0.05

0.025

乙酰甲胺磷

7.59

Y = 1720.3X + 101.26

0.995

0.05

0.025

乐果

10.17

Y = 1972.6X + 728.37

0.995

0.06

0.03

杀螟松

12.20

Y = 1846.9X + 669.20

0.989

0.01

0.005

对硫磷

12.95

Y = 2193.1X + 1027.8

0.986

0.02

0.01

水胺硫磷

13.93

Y = 1900.6X + 597.5

0.999

0.02

0.01

3.3. 样品处理
对于在各个超市和农贸市场采购的各类水果进行处理，各取可食用部分 5.0 g 放置于 250 mL 的碘量
瓶中，然后添加乙酸乙酯 12.5 mL，在适宜的水浴温度中浸泡 2 h，再加入 0.2 g 的活性炭，脱色处理直至
无色，然后用无水硫酸钠再次进行脱水处理，在 45℃的旋转蒸发仪中蒸发至 1 mL，用氮吹仪吹干，乙酸
乙酯定容至 2.5 mL，进样体积 0.5 μL [6]。

3.4. 样品测定与数据处理
用微孔滤膜进行过滤，进样 0.5 μL，测的农药的峰面积值，按如下公式计算样品中的农药含量：
Xi = Ai × Ci × VAiS × CiS × m
Xi 表示：样品中农药 i 的含量，单位为 mg/kg；Ai：农药 i 的峰面积大小，单位为 μLVS；Ci：提取液
中农药的浓度高低，单位为 μL/mL；V：浓缩后的定容体积，单位 mL；m：提取的样品质量，单位为 g；
AiS：农药 i 的峰面积；CiS：农药 i 的浓度[7]。

4. 结果与分析
4.1. 检测结果
试验得到农药的检出限和标准曲线，其中 Y 代表各种农药的残留量，X 代表样品的混合溶液浓度，
结果如表 1 所示。
由表 1 可知，样品的农药标准曲线在实验测定的浓度范围内线性关系良好，线性相关指数均大于 0.98。
最低检出浓度介于 0.01~0.06 μg/mL 之间，最低检出含量介于 0.005~0.03 mg/kg 之间。

4.2. 结果分析
通过利用气相色谱法对西安市各大超市和农贸市场的采样进行试验，分析结果表明所采样的水果的
农药含量检测结果均符合国家食品安全相关规定中对于水果农药残留的规定含量。试验发现，气相色谱
法进行水果农药残留的检测，与国家标准检测方法相比，更加简单快捷、成本低、安全性高，可行性和
有效性好，很适用于市场中农产品的农药残留测定，使得对大量农产品的检测更加方便快捷，可以大幅
度提升安全检测工作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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