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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源头管理,农检测在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上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就农残检测员在检测中熟练程

度和认知不同,对农残检测仪的使用规程作一些经验总结。使农残检测员在检测中更行之有效。
[关键词] 农残检测规程及问题处理；时间影响；检测分析判定
1 农残快速检测原理

3.2 试剂配制(按照配制要求)

有机磷和氨基甲酸酯类农药是我国目前使用量最大的

(1)缓冲液：将缓冲液试剂袋中的试剂倒出,溶于 500ml

农药,较多是禁止在果品、蔬菜上使用的。该类农药在生物

蒸馏水中,溶解,混匀。

体内可以与乙酰胆碱酯酶结合,并不易分离,即乙酰胆碱酯

(2)底物：往标为底物的瓶中加入 13ml 蒸馏水。

酶的活性被抑制,致使人体神经传导中的乙酰胆碱不能水解

(3)显色剂:开瓶即可按要求定量提取。

而积累,出现中毒症状至死亡。

(4)酶试剂：开瓶即可按要求定量提取。

基于此原理。根据有机磷或氨基甲酸酯类农药对乙酰胆

3.3 对照液的制备及测试

碱酯酶的活性具有抑制作用,通过测定该酶的活性被抑制的
程度可知样品中含有农药的残留情况。对照标准值,确定农

(1)对照液的制备取酶 100UI,缓冲液 2.5ml,加入专用
反应瓶中,再加入显色剂 100ul,静置 15 分钟。

药残留是否超标。

(2)在反应瓶中加入底物 100ul 进行振荡摇匀。
(3)将加入底物的反应瓶中的对照液立即转移到比色皿
中,放入指定通道,按“对照”键,屏幕下方显示测量时间完
毕,检测结束后,仪器自动显示对照样品的测试结果,即对照
值。
(4)对照液测试结果的保存测试结果应大于 0.3,如果小
于 0.3 则疑似酶试剂过期,需要更换酶试剂。直至合格后保
存结果。

2 样品抽样的要求
2.1 大田抽样,果蔬类样品应选择所抽取对象在大田中
不同位置随机抽取,对货物中对所抽取对象同样要在不同位
置进行随机抽取。
2.2 对蔬菜的每次抽样量不应少于 100 克。
2.3 抽取样品应认真填写抽样单。日期,品名,数量,对
市场类果蔬样品类,还需要填写商品来源信息等。
2.4 样品装袋要求,对采集样品分类装袋,每个样品袋内
一张抽样单。
农 残 检 测 操 作 流 程 ： SJ-10 农 药 残 留 检 测 仪 , 以
HHX-S109(厦门海荭兴仪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农药残留检
测溯源分析软件进行操作分析。

3.5 样品检测液制备：
(1)取 2g(1g)样品(叶菜剪成宽度为 1 厘米见方的小片,
块根菜取 1 厘米大小的横截面表皮样品)放入三角瓶中,加
入 10ml(5ml)缓冲液后,振荡提取 2 分钟后过滤,取出清液即
为待测液。
(2)取酶 100ul,待测液 2.5ml,加入专用反应瓶中,再加
移到比色皿中,放入指定通道。
(3)对应显示通道,对放置被检样品通道进行选取“√”,
按下“检测”键,屏幕下方显示测量时间完毕,检测结束后,
各被检样品下方值为测量结果。

3.1 前期准备
(1)启动 HHX-S10 农药残留检测仪让其自检预热 10-15
分钟,以确保光源稳定。
(2)打开电脑,登录 HHX-S10 农药残留检测溯源分析软
件系统,进行端口设置并连接检测仪(显示时间为 1min 或

72

样品的被检单位信息,样品采样信息。

入显色剂 100ul,静置 15 分钟,加入底物 100ul,摇匀立即转

3 样品检测方法

3min,通常为 3min)。

3.4 待测样品信息录入：按待测样品的编号顺序录入该

4 样品检测值分析判定
4.1 的抑制率大于式等于 50%,说明试样中的农药残毒性
大,该样品不合格,在经过多次复检,其测定值仍然超标,应立
即通知被抽取对象市场暂停交易或对抽取对象基地进行告知,
并立即报告主管部门。
4.2 若样品的抑制率在 40%-50%之间为疑似农残超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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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需复查。如果复查后抑制率还是在 40%以上,则需通知上
级主管部门,并进一步对产品进行追溯。

6.6 试剂的保存。所用的酶粉、显色剂粉、缓冲剂粉、
底物粉必须在冰箱内冷冻保存,使用时再溶解,解冻后的酶、

4.3 若样品的抑制率小于 40%则视为合格样品。

显色剂、底物必须在 1-5％的温度下保存(在冰箱的冷藏室

5 数据反馈和数据保存

保存),若出现浑浊状态应为失效,不能再使用,否则会影响

对检测的数据要及时向被检测单位反馈和上报上级主

检测结果。解冻后的酶最好在 7d 内用完,反复解冻不能超过

管部门,以便及时有效地掌握基地管理情况和市场动态。

2 次,以免降低酶的活性。注意选购大小不等包装的试剂。

6 农药残留检测中常见的问题和处理办法

使用时拿出试剂,在常温 22℃左右放置 lOmin 以后使用,促

6.1 在大田抽样和实验取样,因作物分类不同,为更好的

进酶的活性。

接近样品的综合值,取样方法如下：
序号

类别

1

6.7 正确处理检测前的样品。在样品称量前不能水洗。样
抽样标准

品通常不可避免沾有泥土或水,可以用干净的干毛巾擦干净,

个体小的菜类如生菜、芹菜，菠
菜、韭菜、豆类、油菜等

随机抽样

需要去皮使用的,去皮后称重。

2

个体较大的如白菜类

随机抽样后，剥取外部叶片

3

番茄、黄瓜、茄子类

随机抽样，每次抽样量不少于 3 个

4

韭菜样的制备

采取整枝浸提的方式。应尽量保证心叶于一体，
在手指上绕成一个团状，使其不折断。

5
6

黄瓜样品制备
其它叶类蔬菜

刮取果皮，即从每根黄瓜的不同位置分别刮取。
选择有代表性的菜叶尖或叶缘部份。

6.2 检测室温度和检测仪电压对检测值的影响。低温、
低电压都会影响到检测对照液抑制率值的变化。低温情况下
酶的活性低,农药抑制酶的程度不强,对照液检测结果出现
小于 0.3。不能作正常的检测；低电压或电压不稳定,影响
农药速测仪无法读取检测结果等。
6.3 样品加入底物后,比色皿进入通道的时间间隔影响。
在进行多个样品同时检测,加入底物后时间间隔大,反
应的时间不同,反应值的区别也大。
6.4 检测平行样结果抑制率出现 100％,如果检测 2 个平
行样抑制率范围在 1～50％说明平行样农药残留未超标,如
果检测 2 个平行样抑制率范围在 50～99％说明平行样农药
残留超标；如果平行样抑制率为 100％说明检测操作中出现
错误,需要更换酶试剂重新做实验。
6.5 农药残留检测中所用的水应为蒸馏水或去离子水,不

6.8 在进行检测过程中,若中途突然停电或一些特殊情况
发生,未比色的对照液不能继续使用,用于比色的对照液必须
现配现测。
6.9 对一些有特殊气味的样品,如辣椒、韭菜、香菜、洋
葱、胡萝卜、大蒜等,不能切小取样,避免其汁对酶的活性影响,
而应整株浸泡取样。
6.10 室内检测环境要求通风良好,具有充足的光照条件,
并且定期打扫卫生保持检测设备的清洁和功能良好,对于检
测过后的样品废弃物及时合理处理严防污染设备和检测环
境。应避免在有其他异味或刚喷洒过杀虫剂等的环境下检
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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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随意使用普通自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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