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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评价灭蝇胺在苦瓜上的残留行为和膳食摄入风险。[方法]建立灭蝇胺在苦瓜上的高效液相色谱分析
方法，基于规范残留试验得到的残留试验中值进行长期膳食摄入风险评估。[结果]在添加水平为0.05、0.1、1 mg/kg
时，灭蝇胺在苦瓜上的平均回收率为74.0%~79.2%，相对标准偏差为4.2%~5.7%。灭蝇胺在苦瓜中的半衰期为
10.7~11.6 d。一般人群对灭蝇胺的国家估算每日摄入量(NEDI)为0.0661 mg，膳食摄入风险概率为1.7%。[结论]灭
蝇胺在苦瓜中的残留不会对一般人群健康造成不可接受的风险。
关键词：灭蝇胺；苦瓜；高效液相色谱；残留；膳食风险
中图分类号：TQ45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0413(2020)06-0441-04

Residue Behavior and Dietary Risk Assessment of
Cyromazine in Bitter Gourd

HAN Yong-tao, ZHANG Yan-feng,WANG Hui-li
(Key Laboratory of Environmental Biotechnology, Research Center for Eco-Environmental Scienc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85, China)

Abstract: [Aims] This study aims to evaluate the residue behavior and dietary intake risk of cyromazine applied to
bitter gourd. [Methods] The method was established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cyromazine in bitter gourd with
high-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According to the STMR of the supervised field trials, the risk assessment of
long-term dietary intake was conducted. [Results] The recovery of cyromazine in bitter gourd ranged from 74.0 to
79.2% with the RSDs of 4.2-5.7% at the spiked level of 0.05, 0.1 and 1 mg/kg respectively. The half-lives of
cyromazine were 10.7-11.6 d in bitter gourd. The national estimated daily intake (NEDI) of cyromazine was 0.0661 mg
with the risk quotient (RQ) of 1.7% for general population. [Conclusions] The terminal residue of cyromazine in bitter
gourd will not cause unacceptable risk to the health of the general 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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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蝇胺(cyromazine)是一种三嗪类昆虫生长调节剂，
可诱导昆虫形态发生畸变，主要用于叶菜类、菜豆类和
瓜果类美洲斑潜蝇和潜叶蝇防治[1]。灭蝇胺对动物胎儿
可造成骨骼发育迟缓、存活率下降等问题。为保证食品
安全，世界各国相继制定了灭蝇胺在农产品中的最大残
留限量(MRL)[2]。我国尚未制定灭蝇胺在苦瓜上的最大残
留限量标准，亟需开展灭蝇胺在苦瓜上的规范残留试
验，制定灭蝇胺在苦瓜上的最大残留限量标准，保障农
产品安全和进出口贸易。

灭蝇胺的分析检测已有诸多报道，张从文等 [3]建立
了蔬菜中灭蝇胺残留量的液质联用分析方法，毛江胜等[4]

研究了韭菜中灭蝇胺残留量的液质联用分析方法，黄何
何等[5]建立了灭蝇胺在水果中的液相色谱-串联质谱分
析方法，但目前尚未见灭蝇胺在苦瓜上的残留报道。本

文建立了强阳离子交换固相萃取(SCX-SPE)柱净化，高
效液相色谱仪测定灭蝇胺在苦瓜上的残留分析方法，研
究灭蝇胺在苦瓜中的残留行为，进行膳食风险评估，以
期为灭蝇胺在苦瓜中的安全合理使用及制定灭蝇胺在
苦瓜上的MRL标准提供基础数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仪器与试剂
1260高效液相色谱仪(美国Agilent公司)；N-1100旋

转蒸发仪(日本Eyela公司)；JJ-2BS组织匀浆机(金坛区西
城新锐仪器厂)；CK2000高通量组织研磨仪 (北京托摩根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Vortex Genie-2涡旋混匀器 (美国
Scientific Industries公司)；KQ-500DB超声波清洗器(昆山
市超声仪器有限公司 )；SCX强阳离子交换固相萃取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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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mg/6mL，北京迪科马科技有限公司)；0.45 μm微孔
有机滤膜(中国天津博纳艾杰尔科技有限公司)。

20%灭蝇胺可溶粉剂 (陕西标正作物科学有限公
司)；灭蝇胺 (cyromazine) 标准品 (纯度99.0%，德国Dr.
Ehrenstorfer公司)；乙腈、甲醇(色谱纯，北京迪科马科技有
限公司)；乙酸铵、氨水和盐酸均为分析纯(国药集团化学
试剂有限公司)；纯净水(广州屈臣氏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1.2 田间试验设计
田间试验分别于2017年6—10月在安徽、广西、北

京、山东、四川和浙江6地进行，其中残留消解试验在安
徽和广西2地进行，最终残留试验在上述6地进行。按照
NY/T 788—2004《农药残留试验准则》和《农药登记残留
田间试验标准操作规程》设计田间试验，分别设空白对
照区、消解动态试验区、最终残留试验低剂量区和高剂
量区，将20%灭蝇胺可溶粉剂按要求对水稀释后，采用背
负电动式喷雾器均匀喷施于苦瓜上，喷液量为900 L/hm2。
1.2.1 消解动态试验

采用1次施药多次采样方法。共设1个处理小区，小
区面积50 m2，于苦瓜生长至成熟个体一半大小时，用
20%灭蝇胺可溶粉剂按337.5 g a.i./hm2剂量喷雾施药1次，
分别于施药后2 h，1、3、7、14、21 d采样。随机在试验小区
内不同方向及上下不同部位采集4个以上生长正常、无
病害、成熟的苦瓜果实(不少于2 kg)，除去果梗后将整个
苦瓜果实切成1~2 cm大小的碎块并充分混匀，四分法分
取150 g样品2份，放入聚乙烯封口袋中，于-20 ℃保存。
1.2.2 最终残留试验

小区面积20 m2，每个处理重复3次，顺序排列，分别
设推荐剂量(低剂量处理区，225 g a.i./hm2)及1.5倍推荐剂
量(高剂量处理区，337.5 g a.i./hm2)2个处理，于苦瓜生长
至成熟个体一半大小时开始首次喷雾施药，分别施药2次
和3次，施药间隔7 d，于末次施药后3、5、7 d采样。随机在
试验小区内不同方向及上下不同部位采集4条以上生长
正常、无病害、成熟的苦瓜果实(不少于2 kg)，除去果梗后
将整个苦瓜果实切成1~2 cm大小的碎块并充分混匀，
四分法分取150 g样品2份，放入聚乙烯封口袋中，于-20 ℃
保存。

1.3 分析方法
1.3.1 样品前处理

称取10 g均质的苦瓜样品于50 mL离心管中，加入
25 mL 0.05 mol/L乙酸铵-乙腈提取液(体积比1∶4)，高速
振荡提取5 min，将提取液过滤至50 mL容量瓶中，然后用
15mL 0.05 mol/L乙酸铵-乙腈溶液淋洗残渣，并用0.05 mol/L
乙酸铵-乙腈溶液定容至刻度线，混匀后移取25 mL提取

液于圆底烧瓶中，将有机相旋蒸干，加入2 mL 0.1 mol/L
盐酸溶液，待净化。

依次用甲醇、水预淋洗SCX强阳离子交换固相萃取
柱，将上述待净化溶液转移至SCX固相萃取柱中，用3 mL
0.1 mol/L盐酸溶液润洗圆底烧瓶，并转移至SCX固相萃
取柱中，然后依次用水、甲醇各5 mL淋洗SCX固相萃取
柱，弃去流出液并将SCX固相萃取柱抽干。用15 mL氨水-
甲醇溶液分3次洗脱SCX固相萃取柱，收集洗脱液于圆底
烧瓶中，于45℃旋转蒸发至干，用1 mL乙腈溶解，过0.45 μm
微孔有机滤膜，待测。
1.3.2 HPLC检测条件

采用氨基柱(4.6 mm×250 mm，5 μm)进行分离，柱温
35 ℃，进样量10 μL。流动相为水-乙腈(体积比3∶97)，流
速1 mL/min，紫外检测波长215 nm，灭蝇胺保留时间
为9 min。

1.4 标准溶液配制及标准曲线绘制
准确称取10.1 mg(精确到0.1 mg)灭蝇胺标准品，用

乙腈溶解并定容于10 mL容量瓶中，配成质量浓度约为
1000 mg/L的标准储备液，于<-18 ℃冰箱中避光保存。

将灭蝇胺标准储备溶液用乙腈稀释配制成0.1、0.2、
0.5、2、5、10 mg/L的系列标准工作溶液，在上述液相色谱
条件下进行测定，以灭蝇胺标准溶液质量浓度为横坐
标，相应的峰面积为纵坐标绘制标准曲线。

1.5 添加回收率试验
称取10 g均质的苦瓜空白样品于50 mL离心管中，

添加3个水平的灭蝇胺标准溶液，添加水平为0.05、0.1、
1 mg/kg，每个添加水平重复5次，按照上述分析方法进行
分析，计算平均回收率和相对标准偏差。

1.6 膳食风险评估
根据规范残留试验中值(STMR/STMR-P)或最大残

留限量(MRL)，按式(1)计算农药的国家估算每日摄入量
(NEDI)，按式(2)计算风险商(RQ)[6]。

NEDI=∑[STMRi(STMR-Pi)×Fi]b.w. (1)

RQ(%)= NEDIADI ×100 (2)

式中：STMRi为农药在某种食品中的规范残留试验
中值(mg/kg)；STMR-Pi为采用加工因子校正后的规范残
留试验中值；Fi为一般人群对该食品的消费量(kg)；b.w.
为体重(kg)；RQ为风险商；ADI为农药的每日允许摄入量
(mg/kg b.w.)。根据《食品中农药残留风险评估指南》，在计
算NEDI时，如果没有合适的STMR值或STMR-P值，可直
接采用相应的MRL值代替。当RQ≤100%时，认为该农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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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留对一般人群健康的影响在可接受的风险水平，比值
越小，风险越低，并可在此基础上推荐其MRL标准[7]。

2 结果与分析

2.1 方法有效性评价
方法有效性评价依据NY/T 788—2004《农药残留试

验准则》中残留分析相关要求进行。在0.1~10 mg/L范围
内，灭蝇胺的峰面积与其质量浓度呈良好的线性关系，其
线性回归方程为y=100.4x-0.8，相关系数r=0.9998；灭蝇胺

在苦瓜中的添加回收率结果见表1，灭蝇胺典型色谱图见
图1。灭蝇胺在苦瓜中的平均回收率在74.0%~79.2%之间，
RSD在4.2%~5.7%之间，符合农药残留分析的要求；根据
最低添加水平确定该方法的定量限(LOQ)为0.05 mg/kg。

添加水平/(mg·kg-1) 平均回收率/% 相对标准偏差/%
0.05 74.0 5.7
0.1 79.2 4.2
1 78.4 5.4

表1 灭蝇胺在苦瓜中的添加回收率及相对标准偏差
(n=5)

2.2 消解动态试验
使用20%灭蝇胺可溶粉剂对苦瓜喷雾施药，灭蝇胺

在安徽和广西苦瓜上的原始沉积量分别为0.32、0.24 mg/kg，
残留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降低，灭蝇胺在苦瓜上的
消解规律符合一级动力学模型，其降解方程、相关系数
及半衰期见表2，消解曲线见图2。结果表明：灭蝇胺在安
徽和广西苦瓜上的消解动态方程分别为Ct=0.198e-0.06t和
Ct=0.166e-0.065t，半衰期分别为11.6、10.7 d，地区间无明显

差异。王京文等[8]报道灭蝇胺在黄瓜中的半衰期为14.3 d，
Karras等[9]报道灭蝇胺在非洲菊作物中的降解半衰期为
9.65 d，与本试验结果一致，表明灭蝇胺属于易降解农药
(T1/2<30 d)[10]。

A.灭蝇胺标样(0.1 mg/L)；B.苦瓜空白；C.灭蝇胺苦瓜中的添加(0.05 mg/kg)

图1 灭蝇胺的典型色谱图

试验地点 降解方程(Ct=) 相关系数(r) 半衰期/d
安徽 0.198e-0.06t -0.6831 11.6
广西 0.166e-0.065t -0.8231 10.7

表2 灭蝇胺在苦瓜中的消解动态

2.3 最终残留试验
2017年分别在安徽、北京、广西、山东、四川和浙江6地

进行灭蝇胺在苦瓜中的最终残留试验，20%灭蝇胺可溶
粉剂分别按225、337.5 g a.i./hm2剂量施药2~3次，施药间
隔期7 d，分别于末次施药后3、5、7 d采样测定，结果见
表3，采收间隔期为3 d时，灭蝇胺在苦瓜中残留量在

0.14~1.0 mg/kg之间，残留中值(STMR)为0.30 mg/kg，最高
残留值(HR)为1.0 mg/kg；采收间隔期为5 d时，灭蝇胺在
苦瓜中残留量在0.05~0.67 mg/kg之间，STMR为0.33 mg/kg，
HR为0.67 mg/kg；采收间隔期为7 d时，灭蝇胺在苦瓜中
残留量在0.068~0.59 mg/kg之间，STMR为0.28 mg/kg，HR
为0.59 mg/kg。

图2 灭蝇胺在苦瓜中的残留消解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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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膳食摄入风险评估
灭蝇胺的ADI值为0.06 mg/kg b.w.[11]。根据灭蝇胺在

中国登记使用情况[12]以及居民人均膳食结构调查数据[13]，
结合本试验得到的残留试验中值进行膳食风险评估，遵
循风险最大化原则，选用采收间隔期5 d时灭蝇胺STMR
值0.33 mg/kg进行膳食风险评估，其他登记作物参考限
量值取相应MRL值，若中国没有相应MRL值，则依次选
取CAC、美国、澳大利亚、韩国、欧盟或日本等MRL值。灭
蝇胺登记作物及其残留试验中值或参考限量值见表4，
结合中国居民人均膳食结构，计算得出：一般人群灭蝇
胺的国家估算每日摄入量(NEDI)为0.0661 mg，占日允许
摄入量(3.78 mg)的1.7%，远小于100%，不会对一般人群
健康造成不可接受的风险。结果表明：20%灭蝇胺可溶粉
剂按推荐剂量和推荐安全间隔期在苦瓜上施用不会对
一般人群造成慢性膳食摄入风险。

目前，中国和CAC均尚未制定灭蝇胺在苦瓜中的
MRL值。根据膳食风险评估结果和中国农产品及食品中
农药最大残留限量制定指导原则，结合20%灭蝇胺可溶
粉剂所推荐的安全采收间隔期(5 d)的HR值0.67 mg/kg，
建议灭蝇胺在苦瓜上的MRL值可暂定为2 mg/kg。

试验
地点

施药剂量/
(g a.i.·hm-2)

施药
次数

最终残留量/(mg·kg-1)
3 d 5 d 7 d

安徽 225 2 0.27 0.26 0.26
3 0.27 0.33 0.34

337.5 2 0.36 0.56 0.59
3 0.58 0.38 0.45

北京 225 2 0.25 0.32 0.45
3 0.14 0.18 0.33

337.5 2 0.20 0.42 0.48
3 0.28 0.49 0.18

广西 225 2 0.29 0.14 0.18
3 0.28 0.10 0.12

337.5 2 0.20 0.23 0.20
3 0.20 0.33 0.15

山东 225 2 0.28 0.22 0.20
3 0.27 0.28 0.11

337.5 2 0.67 0.63 0.35
3 0.87 0.35 0.15

四川 225 2 0.95 0.57 0.43
3 1.00 0.67 0.29

337.5 2 1.00 0.59 0.37
3 1.00 0.65 0.37

浙江 225 2 0.47 0.25 0.068
3 0.31 0.19 0.11

337.5 2 0.66 0.050 0.17
3 1.00 0.37 0.32

表3 灭蝇胺在苦瓜中的最终残留量

3 结论
试验建立了灭蝇胺在苦瓜中的残留分析方法，该方

法准确度和精密度均达到残留分析要求。2017年安徽和
广西苦瓜上的残留消解动态结果显示，灭蝇胺在苦瓜上
的消解规律符合一级动力学模型，半衰期为10.7~11.6 d，属
于易降解农药。2017年在安徽、北京、广西、山东、四川和
浙江6地进行灭蝇胺在苦瓜中的最终残留试验结果表
明，苦瓜中灭蝇胺残留量在0.05~1.0 mg/kg之间，基于规
范残留试验得到的残留试验中值，对中国农作物上登记
使用的灭蝇胺进行长期膳食摄入风险评估，结果显示，
一般人群对灭蝇胺的膳食摄入风险概率为1.7%，不会对
一般人群健康造成不可接受的风险，建议灭蝇胺在苦瓜
中的MRL值可暂定为2 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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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灭蝇胺膳食摄入风险评估
登记作物 食物种类 膳食量/kg 参考限量/(mg·kg-1) 限量来源 NEDI/mg 日允许摄入量/mg 风险概率/%
韭菜 深色蔬菜 0.0915 0.05 欧盟 0.004575 ADI×63
苦瓜 浅色蔬菜 0.1837 0.33 残留中值 0.06062
姜 酱油 0.009 0.1 欧盟 0.0009

其他食物1) 0.7444
合计 1.0286 0.0661 3.78 1.7

注：1)灭蝇胺未进行登记的食物种类，合并为其他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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