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吡草醚在棉花及土壤中的残留分析方法研究
朱玉杰 1，施艳红 2，操海群 1*，花日茂 2，李学德 2，吴祥为 2，唐

俊2

(1. 安徽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安徽省农产品安全重点实验室，合肥 230036；
2. 安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安徽省农产品安全重点实验室，合肥 230036)
摘 要：研究建立了吡草醚在棉花及土壤中的残留分析方法。棉叶和棉籽样品以乙腈提取，GCB/PSA 固相萃
取小柱净化，高效液相色谱测定。土壤样品以丙酮提取，C18 小柱净化。吡草醚在棉叶、棉籽和土壤中的最低检测
浓度均为 0.02 mg·kg-1。吡草醚在棉叶、棉籽和土壤中的平均添加回收率（添加浓度为 0.02~1 mg·kg-1）分别为
93.94%~101.65%、84.88%~98.62% 和 85.49%~90.71%，变异系数分别为 3.96%~8.06%、7.59%~10.37% 和 5.59%~
8.69%。方法的准确性、精确性和灵敏度均达到农药残留分析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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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tical method for determination of pyraflufen-ethyl residues in the cotton plant and s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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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HPLC) was used to analyze pyraflufen-ethyl residues
in the cotton plant and soil. Pyraflufen-ethyl residues were extracted from leaves and cottonseeds with acetonitrile
and purified using GCB/PSA SPE microcolumn. The residues were determined using HPLC equipped by PDA.
Pyraflufen-ethyl residues in the soil were extracted with acetone and purified using C18 SPE microcolumn. The
minimum detectable concentration of pyraflufen-ethyl in the cotton leaf, cottonseed, and the soil was 0.02 mg·kg-1.
The average recoveries of pyraflufen-ethyl in the cotton leaf, cottonseed, and the soil were 93.94%-101.65%,
84.88%-98.62%, and 85.49%-90.71%, respectively, and their variation coefficients were 3.96%-8.06%,
7.59%-10.37% and 5.59%-8.69%,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is method met all criteria for the pesticide residue analysis.
Key words: pyraflufen-ethyl; cotton; soil; residue analysis; HPLC
在棉花的种植生产中，为了确保产量，化学农
药被施用于棉田，给环境、施药人员以及后期的农
副产品带来潜在危害[1-5]。近年来，国内外已有较多
关于棉花的农药残留研究 [6-10]。吡草醚(pyraflufenethyl)，商品名速草灵、霸草灵，是日本农药株式会
社研制开发的新型高效 3-苯基吡唑类除草剂。化学
名称为 2-氯-5-(4-氯-二氟甲氧基-1-甲基吡唑-3基)-4-氟苯氧基乙酸乙酯。吡草醚常用于禾谷类作物
防除阔叶杂草[11-13]，亦可用作马铃薯脱叶干燥剂[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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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棉花脱叶剂[15-16]。吡草醚的相关残留分析方法较
多 。 胡 秀卿等 [17] 用 乙 腈提 取 ， 液液分 配 净 化 ，
GC-NPD 检测了吡草醚在柑橘和土壤中的残留。
Wang 等[18]比较了传统的液液分配后弗罗里硅土净
化和固相萃取净化 2 种方法对苹果和土壤中吡草醚
的净化效果，确定采用 PSA 和 C18 2 种固相萃取小
柱 更 为 简便。 徐 敦 明等 [19] 采用 了 加速 溶 剂 萃 取
(ASE)，气相色谱-串联质谱（GC-MS/MS）测定茶
叶中吡草醚等 l0 种吡唑和吡咯类农药残留。沈伟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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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20] 用 乙 腈 提 取 ， 超 快 速 液 相 色 谱 - 串 联 质 谱
(UFLC-MS/MS）检测了蔬菜中包括吡草醚在内的
176 种农药残留。刘慧君[21]等用 C18 小柱净化，HPLC
检测了吡草醚在水样中的残留。欧洲食品安全局
（EFSA）[22]曾报道了植物组织（小麦、马铃薯、
苹果等）、动物组织中吡草醚残留分析的方法。而我
国目前尚无棉花中吡草醚残留分析方法的报道。本
文通过研究不同提取方法、净化方法对棉花及土壤
样品中吡草醚添加回收率的影响，建立了高效液相
色谱测定棉叶、棉籽和土壤中吡草醚残留量的分析
方法，该方法简便、快捷，其各项指标均符合残留
分析的要求。

1

材料与方法

仪器与试剂
农 药 标 准 品 ： 吡 草 醚 （ 99.0% ）， 德 国 Dr.
Ehrenstorfer 公司。
试剂：乙腈（分析纯） 江苏强胜化工有限公司；
丙酮（分析纯）上海振企化学试剂有限公司；乙腈
（色谱纯）江苏强胜化工有限公司。
仪器：岛津高效液相色谱仪（配 PDA 检测器及
色谱工作站） 北京京科瑞达科技有限公司；SHA-C
水浴恒温振荡器 江苏省金坛市金城国胜实验仪器
厂；EYELAN-1100 旋转蒸发仪 上海爱郎仪器有限
公司；SC-3610 低速离心机 安徽中科中佳科学仪器
公司；KQ-5200 超声波清洗器 昆山市超声仪器有限
公司；SQ-2119B 多功能食品加工机 上海帅佳电子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 氮 吹 仪 N-EVAPTM 112 ，
Organomation Associates,Jnc。
1.2 实验方法
1.2.1 标准溶液的配制 用电子天平（精确到 0.1
mg）准确称取农药标准品，用色谱乙腈溶解并定容
至 10 mL，得到 1000 mg·L-1 的混合标准溶液，密封
保存于 4℃冰箱中，备用。使用时，根据实验需要
用乙腈逐级稀释成不同浓度的标准工作溶液。
1.2.2 农药的添加 称取备用的棉叶和棉籽样品 2
g、土壤样品 5 g，置于 50 mL 离心管中，用移液枪
准确移取混合标准溶液加入称取样品中，使吡草醚
在样品中的添加浓度为 0.02、0.05、0.1 和 1 mg·kg-1。
每个浓度梯度设 5 个平行，同时设置空白对照。
1.2.3 样品前处理 棉叶与棉籽：准确称取 2 g 样
品，加入 20 mL 乙腈，机械振荡 30 min 后，4000
r·min-1 离心 5 min，移取上层清液，过滤，用 20 mL
乙腈重复提取 1 次，振荡 20 min，棉籽滤渣用适量
乙腈润洗，合并有机相，40℃浓缩至干。用 4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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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腈分 2 次冲洗浓缩瓶，移至 3 mL 乙腈预淋洗的
GCB/PSA 小柱，4 mL 乙腈淋洗，收集全部淋洗液，
40℃浓缩至干，色谱乙腈定容 2 mL，待分析。
土壤：准确称取 5 g 样品，加入 2 mL 水润湿，
后加入 20 mL 丙酮，机械振荡 30 min 后，4000 r·min-1
离心 5 min，移取上层清液。用 20 mL 丙酮重复提
取 1 次，振荡 20 min，合并有机相，过无水 Na2SO4,
40℃浓缩至干。用 3 mL 乙腈︰水（3:7）冲洗浓缩
瓶，移至 3 mL 乙腈和 3 mL 水预淋洗的 C18 小柱，3
mL 乙腈：水（5:5）淋洗，6 mL 乙腈洗脱，收集洗
脱液，N2 吹干，色谱乙腈定容 5 mL，待分析。
1.2.4 检 测 条 件
检 测 仪 器 ： 岛 津 LC20-AT
HPLC；色谱柱：Agilent SB-C18 (250 mm×4.6 mm，
5 μm)；柱温：30℃；进样体积：20 μL；流动相: 乙
腈/水=65:35(体积比)；流速：1 mL·min-1；紫外检测
波长: 243 nm。

2

结果与分析

标准曲线
用一定浓度的标准工作溶液进样分析，以进样
量(ng)为横坐标，峰面积为纵坐标，做标准曲线。
吡草醚标准工作溶液的进样量与色谱峰面积存在显
著的线形关系，线性方程 y=3342.4x +263.29，相关
系数均为 0.9995。
2.2 检测条件的建立
2.2.1 检测波长的确定 通过 PDA 二极管阵列检
测器对吡草醚进行波长扫描。结果表明，吡草醚存
在 2 个吸收波长，为减少杂质的干扰，选择 243 nm
作为检测波长。
2.2.2 色谱条件的选择 选用 Agilent SB-C18 色谱
柱进行测定，乙腈：超纯水（V/V=65/35）作为流动
相，流速 1 mL·min-1，吡草醚出峰时间 6.8 min，峰
型良好（图 1-a）。
2.3 提取方法的确立
2.3.1 提取剂的选择 在添加浓度为 1.0 mg·kg-1 的
棉叶和棉籽样品中分别加入 20 mL 不同提取试剂，
比较乙腈、丙酮对棉叶和棉籽样品中吡草醚添加回
收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棉叶样品使用丙酮提取的
平均回收率＜40%，低于乙腈的提取效果；棉籽样
品使用丙酮提取时杂质过多，难以净化，影响分析
结果，故确定乙腈为棉叶和棉籽样品的提取试剂。
土壤的前处理比较简单，可参考 Wang 等[18] 的方法
使用丙酮加水提取。
2.3.2 提取方法的选择 在添加浓度为 1.0 mg·kg-1
的棉叶和棉籽样品中分别加入 20 mL 乙腈，比较了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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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振荡和超声波提取 2 种提取方法对吡草醚添加
回收率的影响。结果表明（表 1），在棉叶样品中，
机械振荡提取 30 min+20 min 的回收率最高；在棉
籽样品中，机械振荡提取 50 min 和机械振荡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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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min+20 min 均能得到较高的的回收率，后者效果
更优。超声波提取时间过长则提取出较多的杂质，
故选择机械振荡提取方式。

a：标样；b：棉叶对照；c：棉叶添加；d：棉籽对照；e：棉籽添加；f：土壤对照；g：土壤添加
a: pyraflufen-ethyl in standard solution; b, d and f: unspiked leaves, cottonseed and soil extract; c, e and g: leaves, cottonseed
and soil spiked with pyraflufen-ethyl
图 1 吡草醚色谱图
Figure 1 HPLC chromatogram of pyraflufen-ethyl

2.3.3 提取次数的确定 在添加浓度为 1.0 mg·kg-1
的棉叶和棉籽样品中分别加入 20 mL 乙腈，用机械
振荡提取 30 min，比较了不同提取次数对吡草醚添
加回收率的影响。结果表明（表 2）
，提取 3 次时的
回收率最高，棉叶和棉籽的平均添加回收率分别为
90.82%和 99.95%，变异系数分别为 1.16%和 0.51%，
提取 2 次和提取 3 次的平均回收率均相差不大，为
了方便起见，确定提取次数为 2 次，提取时间分别
为 30 和 20 min。

净化方法的确定
在添加浓度为 1.0 mg·kg-1 的棉叶和棉籽样品中
加入 20 mL 乙腈，用机械振荡提取 30 min，分别采
用液液萃取[17]、C18[21]、GCB/PSA[18-19]等不同净化
方法，比较对棉叶、棉籽净化效果。结果表明，液
液萃取和 C18 小柱对棉叶、棉籽样品的净化效果均
不佳，而且操作过于繁琐，GCB/PSA 小柱净化效果
较好，且不影响添加回收试验结果。相对于棉叶和
棉籽样品，土壤样品中杂质较少，使用 C18 小柱即
可得到良好的净化效果，操作简单，使用试剂量少。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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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提取方法对棉叶和棉籽中吡草醚添加回收结果的影响
Rcoveries and CVs of pyraflufen-ethyl in cotton leaves and seeds by selected extract methods
棉叶 Cotton leaf
平均添加回收率/%
变异系数/%
Average recovery
CV
47.28±0.65
1.38

棉籽 Cottonseed
平均添加回收率/%
变异系数/%
Average recovery
CV
59.87±0.65
1.09

提取方法
Extract method

时间/min
Time

机械振荡提取

20

Mechanical oscillation

30

48.50±1.99

2.47

78.16±1.28

1.64

50

52.77±0.99

1.87

89.59±5.04

5.63

30+20
20
30

95.58±1.00
35.00±2.56
55.66±0.65

1.05
7.72
1.17

97.43±3.55
55.06±0.42
77.16±2.44

3.64
0.77
3.16

超声波提取
Supersonic oscillation

Table 2

表 2 不同提取次数对棉叶、棉籽中吡草醚添加回收结果的影响
Rcoveries and CVs of pyraflufen-ethyl in cotton leaves and seeds by selected extract times
棉叶 Cotton leaf
平均添加回收率/%
变异系数/%
Average recovery
CV
42.95±0.23
0.54

提取次数
Extract times
1 次 Once

棉籽 Cottonseed
平均添加回收率/%
变异系数/%
Average recovery
CV
80.25±1.93
2.40

2 次 Twice

89.34±1.38

1.55

98.77±4.75

4.81

3 次 Three times

90.82±1.05

1.16

99.95±0.51

0.51

Table 3
基质
Matrix
棉叶
Cotton leaf

表 3 棉叶、棉籽和土壤中吡草醚添加回收试验结果
Recoveries and CVs of pyraflufen-ethyl in cotton leaves, seeds and soil
添加浓度/mg·kg-1
平均添加回收率/%
Fortified concentration
Average recovery
0.05
101.65±8.02

变异系数/%
CV
7.89

0.1

100.27±3.98

3.96

1

93.94±7.57

8.06

棉籽

0.02

98.62±7.51

7.62

Cottonseed

0.1

84.88±8.80

10.37

1

93.67±7.11

7.59

土壤

0.05

90.71±6.89

7.59

Soil

0.1

85.49±7.43

8.69

1

85.49±4.78

5.59

添加回收试验
分别在棉叶、棉籽和土壤样品中加入一定体积
的 吡 草 醚 标 准 工 作 溶 液 ， 添 加 浓 度 为 0.02~1
mg·kg-1。添加回收试验结果表明（表 3），在添加浓
度范围内，样品的平均添加回收率分别为棉叶
93.94%~101.65% 、 棉 籽 84.88%~98.62% 、 土 壤
85.49%~ 90.71%，变异系数为棉叶 3.96%~8.06%、
棉籽 7.59%~10.37%、土壤 5.59%~8.69%。该方法的
准确性，精确性均达到农药残留分析的要求。吡草
醚在棉叶、棉籽和土壤中的添加样品和空白样品色
谱图见图 1 所示。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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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标准及文献报道的吡草醚在蔬菜、水果中
净化方法多采用弗罗里硅土固相萃取净化[19-20,23]，但

棉籽样品中含有较多的色素、脂肪等杂质，采用常
规的净化方法不能有效的去除干扰物质[24]。根据棉
籽样品的特性，通过试验比较，建立了一种简便，
省时的分析方法。棉叶和棉籽样品以乙腈提取，
GCB/PSA 固相萃取小柱净化；土壤样品以丙酮提取，
C18 小柱净化，高效液相色谱测定。吡草醚在棉叶、
棉籽和土壤中的平均添加回收率分别为
93.94%~101.65%、84.88%~98.62%、85.49%~90.71%，
变异系数分别为 3.96%~8.06%、7.59%~10.37%和
5.59%~8.69%。吡草醚在棉叶、棉籽和土壤中的最低
检测浓度分别均为 0.02 mg·kg-1。方法的准确性、灵
敏度均达到农药残留分析的要求。
欧盟在 2008 年 9 月规定了棉籽 MRL 值为 0.05
mg·kg-1，美国在 2013 年 2 月规定棉花（未除籽）
中吡草醚的 MRL 值为 0.04 mg·kg-1，澳大利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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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6 月规定棉籽 MRL 值为 0.05 mg·kg-1。目前，
我国尚无吡草醚在棉籽上的限量标准，以国外的最
低 MRL 值为参照，本方法完全满足棉籽中吡草醚
残留检测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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