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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相色谱-氢化物发生原子荧光光谱测定鸡肉中
4 种形态砷化合物
陈玎玎，葛高飞
(安徽农业大学生物技术中心，合肥 230036)
摘 要：建立了鸡肉中三价砷（As(Ⅲ)）、一甲基砷（MMA）、二甲基砷（DMA）和五价砷（As(Ⅴ)）的 4 种
砷形态的高效液相色谱-氢化物发生原子荧光光谱（HPLC-HG-AFS）分析方法。样品采用 0.15 mol·L-1 稀硝酸+超声
波进行提取，以 5 mmol·L-1 Na2HPO4 和 45 mmol·L-1 KH2PO4 缓冲液（pH5.92）为流动相，经 PRP-X100 阴离子交
换色谱柱分离后，原子荧光光谱测定。结果表明，4 种形态的砷在 8 min 内实现良好分离，标准曲线的线性关系良
好（r≥0.999），方法检出限为 1.0～3.0 g·L-1，6 次平行测定的相对标准偏差（RSD）为 2.0%～6.2%（100 g·L-1）。
鸡肉样品的加标回收率为 82.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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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ultaneous determination of four arsenic species in chicken using liquid
chromatography-hydride generation atomic fluorescence spectrometry
CHEN Dingding, GE Gaofei
(Biotechonlgy Center, 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efei 230036)

Abstract: An analytical method was developed for the simultaneous determination of four arsenic species
including arsenite (As (Ⅲ)), monomethylarsonic acid (MMA), dimethylarsinic acid (DMA), and arsenate (As(Ⅴ))
in chickens by liquid chromatography-hydride generation-atomic fluorescence spectrometry (HPLC-HG-AFS).
The extraction of arsenic species from chicken samples was accomplished in 0.15 mol·L-1 nitric acid with ultrasonic wave. The different arsenic species were separated on a PRP-X100 anion exchange column and analyzed by
HG-AFS. The mobile phase was 5 mmol·L-1 Na2HPO4 and 45 mmol·L-1 KH2PO4 buffer (pH5.92). The separation
of four arsenic species were achieved in 8 min. A good linearity was obtained for all four arsenic species, with
linear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being greater than 0.999. The detection limit（LODs）of the four species were between 1.0 and 3.0 μg·L-1. The relative standard deviations（RSD）in six replicated measures（100 g·L-1）varied
from 2.0% to 6.2%. The recovery rate for spiked chicken samples ranged from 82.1% to 101%.The method is
simple and sensitive with a low operation cost and environmental friendly.
Key words: arsenic species; liquid chromatography; hydride generation atomic fluorescence spectrometry; chicken
20 世纪 80 年代末，我国开始引进有机砷化合
物作为抗菌药促生长类饲料添加剂在动物生产中推
广使用，其中阿散酸（ASA）、洛克沙胂（ROX）
和硝苯砷酸（NIT）运用得最广泛[1]。有机砷制剂虽
在促进动物生长、改善动物皮毛表观等方面有其独
特的功效，但若过量使用，就会造成肉品中砷的残

留，影响动物性食品安全[2-6]。
砷的毒性不仅与其总量有关，更大程度上取决
于存在的形态，不同形态毒性相差甚远[7-10]。目前
已发现 50 多种不同形态的砷化物，主要的砷化物有
亚砷酸盐（As(Ⅲ)）、砷酸盐（As(Ⅴ)）、一甲基砷
酸（MMA）
、二甲基砷酸（DMA）、砷甜菜碱（A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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砷胆碱（AsC）、砷糖（AsS）和砷脂（AsL）等。
研究表明 As(Ⅲ)和 As(Ⅴ)毒性较大，MMA 和 DMA
毒性较小，AsB、AsC 和 AsS 一般被认为无毒性。
因此，在测定肉品中砷的残留时，进行砷的形态分
析十分必要，通过无机砷、有机砷及不同价态砷的
组成进行砷毒性的综合评价，比对总砷的含量评价
更具科学性。
氢化物发生原子荧光光谱测定砷具有灵敏度
高，线性范围宽，分析速度快，仪器价格便宜，运
行成本低等优点[11-14]。但要获得砷的不同形态的信
息，必须借助于高效的分离手段。液相色谱法是目
前最常用分离方法，本研究选用实验饲喂肉鸡为检
测对象，探讨液相色谱与原子荧光光谱联用技术分
离检测 4 种不同形态砷化物的方法。

1

材料与方法

1.1 仪器
LC600-AFS9700 型液相-氢化物发生原子荧光
联用仪（LC-HG-AFS，北京海光仪器公司）；PHS-3C
精密 pH 计（上海精密仪器有限公司）
；Sartorius BS
21S 电子天平（万分之一， 德国赛多利斯公司）
；
H-1650 离心机（湖南湘仪有限公司）；SB-25-12D
超声波清洗机（宁波新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2 材料与试剂
选择添加 50 mg·kg-1 洛克沙胂的饲料喂养黄羽
肉鸡，分别于饲喂 21、28 和 35 d 进行宰杀。取其
胸肌，并用超纯水洗去血污，滤纸吸干后放入采样
袋，置于–20℃保存。
不同形态砷化合物标准物质：亚砷酸钠
（NaAsO2）、砷酸氢二钠（AsHNa2O4·7H20）、一甲
基 砷 酸 钠 （ CH4AsO3Na ） 和 二 甲 基 砷 酸 钠
（C2H6AsO2Na）购于 Sigma 公司；硝酸、盐酸和氢
氧化钠为优级纯，十二水合磷酸氢二钠
（Na2HPO4 ·12H2O）、 磷酸二氢钾（kH2PO4）为分
析纯，均购于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硼氢化
钾为原子荧光专用试剂。实验用水均为 18.2 MΩ·cm
的超纯水。
1.3 方法
1.3.1 不同形态砷化物混合标准溶液的配制 先将
4 种砷形态的标准物质，分别溶于超纯水中，制成
1 000 mg·L-1 标准储备液，4℃保存。取储备液逐级
稀释至 1 mg·L-1，再分别从 1 mg·L-1 的亚砷酸盐
（ As( Ⅲ ) ）、 砷 酸 盐 （ As( Ⅴ ) ）、 一 甲 基 砷 酸 盐
（MMA）、二甲基砷酸盐（DMA）的单标溶液中依
次吸取 10、20、40、80、200 和 400 μL，用超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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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容至 2 mL。获得 4 种砷化物浓度均为 5、10、20、
40、100 和 200 μ·gL-1 系列混合标准溶液。为了防止
不同形态砷的相互转化，混标溶液必须现用现配。
1.3.2 流动相和还原液的配制 分别精确称取磷酸
二氢钾（KH2PO4）3.026 g 和十二水合磷酸氢二钠
（Na2HPO4）和 0.8954 g，用超纯水定容至 500 mL。
0.45 m 微孔滤膜过滤，超声脱气后为流动相。称
取硼氢化钾（KBH4）20 g，溶于 5 g·L-1 氢氧化钠溶
液 1 000 mL 中，即为还原液。
1.3.3 样品的前处理 将上述保存于冰箱中的鸡组
织取出解冻后匀浆。称取匀浆样品 1.000 g，置于
10 mL 聚丙烯离心管中，加入 10 mL 0.15 mol·L-1
HNO3 溶液，密闭。于 80℃恒温下进行超声波浸提
2.5 h，每 0.5 h 振摇 1 min。提取完毕，取出冷却至
室温，8 000 r·min-1 离心 15 min。取 5 mL 上清液置
于离心管中，
加入 5 mL 正己烷，振摇 1 min 后，8 000
-1
r·min 离心 15 min，弃去上层液体。按此过程重复
一次，吸取下层清液，依次经 C18 小柱净化及 0.45 m
滤膜过滤后待测。
1.3.4 仪器配置及分析条件 Labtech LC600 液相
色谱仪配有 PRP-X100 阴离子交换色谱柱（250×
4.1 mm，美国 Hamilton 公司）及 100 L 样品环的
进样阀。AFS-9700 原子荧光光谱仪，配砷高性能空
心阴极灯。
分析条件： HPLC 流动相 5 mmol·L-1 Na2HPO4
和 45 mmol·L-1 KH2PO4 缓冲液（pH5.92）；流速
1 ml·L-1，进样量 100 μL。HG（氢化物发生）蠕动
泵转速 60 r·min-1，载气流速 400 mL·min-1，屏蔽气
流速 900 mL·L-1，KBH4 浓度 20 g·L-1，HCl 浓度 5%。
AFS As 灯主电流 80 mA，辅电流 40 mA，负高压
310 V，原子化温度 300℃，原子化高度 8 mm。

2

结果与分析

2.1 氢化物发生原子荧光光谱条件优化
2.1.1 硼氢化钾浓度的选择 氢化物发生原子荧光
光谱测定砷的过程中，硼氢化钾的作用是在酸性条
件下与砷反应生成气态的氢化物，同时还为氩氢火
焰的原子化器提供适量的氢气。当硼氢化钾浓度较
低时，氢化反应可能不完全，生成的氢化物减少，
测定值偏低；但当硼氢化钾浓度过高时则会产生过
多的氢气，导致样品的氢化物浓度被稀释，灵敏度
下降。本实验考察了硼氢化钾质量浓度在 10.0～
30.0 g·L-1 范围内对 0.2 μg·mL-1 混合标准溶液荧光
强度的影响，结果见图 1。从图 1 可以看出，当达
到 20.0 g·L-1 时，荧光强度最大。之后随着硼氢化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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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再升高，荧光强度开始降低。实验选择硼氢化
钾溶液的浓度为 20.0 g·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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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流量达到 900 mL·min-1 时，
荧光强度最高
（见图 3）
。
2.1.4 光电倍增管负高压和灯电流的选择 增大光
电倍增管负高压可提高荧光强度，但噪声也相应增
大，当负高压增大到一定程度时，信噪比反而开始
下降。实验考察了负高压为 290、300、310、320
和 330 V 时的信噪比，结果表明当负高压为 330 V
时，信噪比最佳。

图 1 KBH4 的浓度对荧光强度的影响
Figure 1 Effects of KBH4 concentration on fluorescence intensity

Figure 3

Figure 2

图 2 载气流速对荧光强度的影响
Effects of the carrier on fluorescence intensity

2.1.2 载气流速的选择 原子荧光光谱仪是以氩气
作为载气和屏蔽气。载气的作用是携带反应产生的
氢化物进入到原子化器中，并提供氩氢火焰燃烧需
要的氩气。当载气流速较小时，由于不能迅速有效
地将氢化物带入原子化器中而造成峰的展宽，降低
灵敏度。另外过低的载气流量也会使形成的氩氢火
焰不够稳定，导致测量的重现性不好。但当载气流
量增大到一定程度时又会稀释氢化物浓度，导致荧
光 强 度 降 低 。 本 实 验 考 察 了 载 气 流 速 为 200 ～
600 mL·min-1 时对荧光强度的影响，结果载气流速
为 400 mL·min-1 时，荧光强度最高（图 2）。
2.1.3 屏蔽气流速的选择 屏蔽气作为氩氢火焰的
外围保护气体，能够防止周围空气将原子蒸汽氧化。
同时还可保证实验考察了屏蔽气流速为 800～1 100
mL·min-1 时对荧光强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当屏蔽

图 3 屏蔽气流速对荧光强度的影响
Effects of the shield gas on fluorescence intensity

表 1 3 种不同提取剂的提取率
Table 1 Extraction rate of three extracting agents
%
硝酸
砷形态
水
甲醇:水（1:4）
Arsenic
（0.15 mol·L-1）
Water
Methanol:Water
species
Nitric acid
90.1
88.4
82.1
As(Ⅲ)
DMA
86.5
83.8
86.2
MMA
88.4
85.6
87.3
92.5
89.2
81.3
As (Ⅴ)
注：标准添加浓度为 300 g·kg -1。
Note: spiked concentration 300 g·kg-1.

增大空心阴极灯的灯电流，荧光强度也随着增
强，但是当灯电流过大时会发生自吸现象，此时荧
光强度反而减弱，并且过大的灯电流会缩短灯的使
用寿命。实验考察了灯电流为 80、90、100、110
和 120 mA 时的荧光强度，结果表明当灯电流为 100
mA 时，荧光强度最高。
2.1.5 样品制备提取剂的优化 在样品的前处理过
程中，分别采用了不同浓度的酸溶液、水、甲醇水作为提取剂，通过空白加标回收比较其提取效率。
结果显示，0.15 mol·L-1 稀硝酸+超声提取的效果最
好，见表 1。

表 2 4 种砷化合物的线性关系、检出限和重现性
Table 2 Linear equation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detection limits and repeatability of four arsenic species
线性方程
相关系数
检出限/μg·L-1
精密度/%
砷形态
线性范围/μg·L-1
Linear range
Linear equation
Coefficient of correlation
LOD
RSD
Arsenic species
IF=12.514C+59.24
0.9991
1.0
4.6
As(Ⅲ)
5.0～200
DMA
IF=15.389C+0.96
0.9998
3.0
6.2
5.0～200
MMA
IF=9.153C–18.35
0.9999
2.0
2.0
5.0～200
IF=3.792C–27.52
0.9997
3.0
5.7
As(Ⅴ)
5.0～200
注：IF：峰面积；C：浓度。Note:IF:peak area; C:concen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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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4 种砷化合物（100 g·L-1）混合标准溶液色谱
Figure 4 Chromatograms of four kinds arsenic compounds
(100 g·L-1)
表 2 4 种形态砷的鸡肉空白加标回收率
Table 2 The spiked recoveries of four arsenic species
实测浓度
添加浓度
砷形态
回收率/%
Arsenic
/g·kg-1
/g·kg-1
Recovery
species
Spiked
Measured
10
8.23
82.3
As(Ⅲ)
50
42.52
85.0
DMA
10
8.31
83.1
50
43.25
86.5
MMA
10
8.95
89.5
50
45.01
90.0
10
9.23
92.3
As(Ⅴ)
50
50.62
101.0

图 5 鸡肉样品砷形态色谱
Figure 5 Chromatograms of arsenic species in chicken sample

2.2 方法学考察
2.2.1 方法的线性和检出限 将系列混合标准工作
液（1.3.1）
，在优化的分析条件下测试，并以浓度和
峰面积进行曲线拟合，线性回归结果见表 2。As(Ⅲ)、
DMA、MMA 和 As(Ⅴ) 4 种形态的检出限（以 3 倍
基线噪声比计）分别 1.0、3.0、2.0 和 3.0 g·L-1。6
次平行测定的相对标准偏差（RSD）为 2.0%～6.2%
（100 g·L-1）
。混合标准溶液的色谱图见图 4。
2.2.2 实际样品的测定 采用所建立的方法对实验
材料鸡肉组织进行了砷形态的分析，并以未添加洛
克沙胂的饲料（经原子荧光光谱检测不含砷）饲喂
的鸡肉样品作为空白，进行了加标回收实验，结果
见表 3。实际鸡肉样品的色谱图见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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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研究建立了 1 种鸡肉中三价砷（AsⅢ）、一
甲基砷（MMA）、二甲基砷（DMA）和五价砷（As
Ⅴ）的 4 种砷形态的高效液相色谱-氢化物发生原子
荧光光谱（HPLC-HG-AFS）分析方法。4 种形态的
砷 8 min 内实现良好分离，保留时间误差小于 2%。
标准曲线的线性关系良好（r≥0.999），方法检出限
为 1.0～3.0 g·L-1。该方法具有前处理简单，设备
便宜，分析速度快，灵敏度高，运行成本低等优点，
已成功用于鸡肉样品中砷形态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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