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第 5 期 Vol.30 No.5 质量安全与检验检测 QUALITY SAFETY INSPECTION AND TESTING

1 前言

利用纸研制的纸基微流控芯片及其应用已成为

微流控芯片技术研究的新领域遥 纸基微流控芯片由

于其廉价易得尧制备简单尧轻便实用尧样品消耗少尧无
需流体驱动装置尧可一次性使用尧环境中易降解等优

点袁在医学快速诊断[1]尧食品安全快速检测 [2]以及环

境质量快速监控[3]等领域具有巨大的潜在应用价值遥
目前袁最常见尧最成熟的制备技术有光刻[4袁5]尧喷墨打

印 [6袁7]尧丝网印刷 [8袁9]尧激光切割 [10]尧等离子处理 [11]尧蜡
印 [12袁13]等遥 然而这些制作方法很难兼顾实际应用中

对工艺简便和成本低廉的要求遥因此袁开发一种成本

低廉尧操作简单尧轻便实用尧通道分辨率高尧延展性

好尧环境易降解的制作方法袁对于纸基微流控芯片的

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遥
微流控芯片的检测技术是对被测组分定性或定

量评价的关键袁是微流控芯片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遥
基于不同检测联用技术原理袁可用于微流控芯片检

测联用的技术有光学[14袁15]尧电化学[16]和质谱技术[17袁18]遥
发展灵敏度高尧响应速度快尧性能稳定可靠尧简单易

得尧成本低的检测联用技术袁是当今的研究趋势遥 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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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利用激光打印技术开发了一种纸基微流控芯片的批量制作方法袁将微流控图形用办公激光

打印机打印在滤纸上袁经热固化处理袁墨粉中的聚合物可渗入滤纸形成疏水区遥 基于该制作方法袁设计比色-
电化学双模式检测平台袁同时检测总铬和双酚 A遥 通过比色法实现铬离子检测袁颜色强度与铬浓度的对数呈

现良好的线性关系遥 使用线性扫描伏安法检测双酚 A袁氧化峰值大小与双酚 A的浓度呈良好的线性关系袁应
用该方法对塑料样品中总铬和双酚 A同时进行检测袁其结果与传统方法的测定值一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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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ultaneous Determination of Total Chromium and Bisphenol A in Consumer Products Using
Paper-Based Microfluidic Chip

WANG Wan, ZHANG Qing, LI Haiyu, WANG Zhijuan, LIU Yahui, LYU Qing, LI Wentao*

(Chinese Academy of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Beijing, 100176, China)
Abstract院 This paper uses laser printing technology to develop a paper-based microfluidic chip batch
production method. The microfluidic graphics are printed on filter paper with an office laser printer.
After thermal curing, the polymer in the toner can penetrate the filter paper to form a hydrophobic area.
Based on this manufacturing method, a colorimetric-electrochemical dual-mode detection platform is
designed to simultaneously detect total chromium and bisphenol A. Chromium ion detection is realized by
colorimetry, and the color intensity and the logarithm of chromium concentration show a good linear
relationship. Using linear sweep voltammetry to detect bisphenol A, the oxidation peak size has a good
linear relationship with the concentration of bisphenol A. This method is used to simultaneously detect
total chromium and bisphenol A in plastic samples, and the result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measured
values of traditional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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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现阶段对纸基芯片的应用已有部分研究袁但在实

际分析中袁仍需要结合不同的检测技术进行特殊的

表面活化或修饰袁增加了芯片的制作成本和难度袁限
制了纸基芯片的应用袁在检测方法的灵敏度和兼容

性上袁还存在很多不足袁多目标物的测试范围比较局

限遥 所以袁还需在纸基芯片多组分同时检测和多方

法兼容性方面进行进一步探索遥
本文基于办公用激光打印机袁开发了一种简单快

速的纸基微流控芯片的制备方法袁并构建了双模式

比色-电化学检测平台袁分别检测铬离子和双酚 A遥
在加样区滴加混合溶液袁溶液流动至比色检测区袁铬
离子可发生显色反应袁流动至电化学检测区域袁外接

电化学工作站可对双酚 A 进行检测袁从而实现对多

目标物的双模式检测遥 该方法简单尧便携尧分析速度

快尧可一次性使用袁能够很好地应用于临床即时诊断尧
食品安全和环境监控等领域遥
2 试验部分

2.1 仪器与试剂

仪器院激光打印机渊HP 1020 LaserJet袁惠普冤曰送
风定温恒温箱渊DKN612C袁yamato冤曰真空离子溅射仪

渊108auto袁Cressington冤曰电化学工作站渊CS350袁武汉

科斯特冤曰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渊美国 waters 公司冤曰
电感耦合等离子光谱仪渊8300袁美国 PE 公司冤曰视频

光学接触角测量仪渊OCA20袁德国 dataphysics公司冤遥
试剂院滤纸渊Whatman No.1袁厚度 180 滋m袁孔径

11 滋m袁上海安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冤曰双酚 A 标准

品尧1袁5-二苯基碳酰二肼渊1袁5-DPC冤尧邻苯二甲酸

酐尧聚二丙烯基二甲基氯化铵渊PDDA冤渊美国 Sigma-
Aldrich 公司冤曰硝酸铈渊成都艾科达化学试剂有限公

司冤曰多壁碳纳米管渊南京先丰纳米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冤曰铬 Cr 渊VI冤标准储备溶液 渊1 000 mg/L袁美国

Accustandard 公司冤曰实验室用水为去离子水渊电阻

小于 18.2 M赘袁Milli-Q 纯水系统制备冤遥 除另有说

明袁试验所用的化学试剂均为分析纯遥
2.2 试验方法

2.2.1 双模式检测平台的设计和制作

在双模式检测平台中袁微流控芯片包含 2 个通

道院左侧显色区检测重金属离子铬袁右侧连接电化学

传感器袁利用线性扫描伏安法渊LSV冤实现对双酚 A
的定量检测袁详见图 1遥

微流控通道的制作院使用绘图软件AutoCAD 2013
设计多通道微流控通道图案袁用激光打印机将微通

道图案打印在滤纸上袁然后将印有微通道图形的滤

纸置于烘箱中袁在 170益下热固化处理 90 min遥 该芯

片总体大小为 35 mm伊15 mm袁左侧为比色检测区袁右

侧为电化学检测区袁样品滴加直径为 10 mm袁预处理

区为 4 mm伊3 mm袁检测区直径为 4 mm遥
比色部分的表面修饰院在预处理区滴加 1 滋L 的

0.35 mM 的硝酸铈铵溶液袁在检测区依次滴加 2 滋L
1袁5-DPC 和邻苯二甲酸酐混合溶液尧2 滋L 1%硫酸

溶液尧2 滋L 5% PDDA袁每次滴加后在室温下自然风干

5 min遥
电化学传感器的制作院将铜版纸裁剪成 40 mm伊

10 mm 的小片袁置于真空离子溅射仪中袁在溅射电流

30 mA袁溅射时间 80 s 的条件下镀金膜曰再将带有直

径为 5 mm 圆孔的塑料胶带贴在电极上曰 取 10 滋L
0.28%多壁碳纳米管分散液滴加于 5 mm 圆孔内袁在
40益烘箱中烘干 15 min遥

图 1 双通道检测设计图和实物图

2.2.2 分析方法

在加样区滴加 20 滋L 待测溶液袁待样品流经微

流控管道袁浸润反应区域袁可进行下一步分析遥
在比色检测区袁铬离子显色 5 min 后袁使用智能

手机将显色纸芯片拍摄成 JPEG 格式袁将照片导入电

脑袁使用 ImageJ 软件进行颜色强度分析遥 调整照片

各显色区最优颜色阈值为 0~180袁再将图片转化为

野8-bit冶格式袁然后将照片反转袁最后得到照片的灰度

强度遥
在电化学检测区袁应用线性扫描伏安法渊LSV冤检

测双酚 A袁静置时间为 300 s袁电压范围为 0.2~0.8 V袁
扫描速率为 100 mV/s遥
2.2.3 实际样品检测

将塑料样品粉碎袁并用去离子水彻底清洗遥称取

1.00 g 塑料粉末置于密封玻璃容器袁 加入 20 mL
0.07 M 盐酸溶液袁70益水浴振荡 48 h遥用 0.22 滋m 醋

酸纤维素膜过滤后袁收集滤液进行分析遥
3 结果与讨论

3.1 芯片制作方法的优化

在热固化处理过程中袁墨粉中的热塑性聚合物

渊SA冤受热融化并在滤纸的垂直和水平方向扩散袁随
着热固化时间的延长袁SA 可从滤纸表面渗透到滤纸

底部袁形成野疏水墙冶遥而墨粉中黑色的氧化铁停留在

滤纸的表面袁同时可以指示通道的形状袁详见图 2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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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滤纸疏水化机理示意图

SA 的迁移率随温度的升高而增大袁同时袁当温

度高于 170益时袁滤纸会变黄袁影响试验结果袁所以

选择 170益作为热固化温度遥
在热固化温度为 170益条件下袁考察热固化时间

对 SA 渗透性能的影响遥 图 3a 给出了印有墨粉图案

的背面的表面接触角袁热固化时间 0~90 min袁接触

角随着时间增加而增大曰当热固化时间大于 90 min
以后袁接触角基本处于稳定状态遥 因此袁在热固化温

度 170益条件下袁最优热固化时间为 90 min遥
SA 随着温度的升高袁流动性增强袁在水平和垂

直方向上的扩散机理袁如图 3b 所示遥 绘图软件设计

并打印出的亲水通道的宽度设定值为 W s袁在热固化

过程中袁墨粉中的热塑性聚合物沿着水平和垂直方

向扩散袁最终在印有墨粉的一侧形成的的亲水通道

宽度值为 W t袁墨粉背面形成的亲水通道宽度值为W b遥
由于 SA 在加热过程中为流体状态袁在垂直方向上渗

透扩散形式为倒锥形袁所以制备的亲水通道宽度值袁
W b 大于 W t遥 考察了在热固化过程中袁印有墨粉滤纸

的顶部亲水通道宽度 W t 和底部亲水通道宽度 W b 与

设定亲水通宽度 W s 之间的线性关系袁如图 3c尧d所示遥
在制备完成的通道内滴加 0.1 M 的铁氰化钾液袁在
室温下自然风干后袁亲水通道变为黄色袁用智能手机

拍摄正面和背面照片袁然后使用Adobe Acrobat Reader
软件打开通道照片袁使用测量工具袁计算黄色亲水通

道的宽度值遥 由计算结果可得袁该方法制备的纸基

微流控芯片的亲水通道袁印有墨粉一面的实际亲水

通道宽度值 W b 总是大于背面亲水通道宽度值 W t袁
该试验结果也成功验证了设计的墨粉中 SA 在通道

内的流动机理遥
3.2 双模式比色-电化学检测

无论是环境监控还是消费品质控袁总铬和双酚A
都是备受关注的有害物质 [19袁20]遥 总铬常用的检测方

法是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光谱法和原子吸收光谱法袁
双酚 A 的主要检测方法为液相色谱-质谱法和气相

色谱-质谱法遥这些方法虽然灵敏度高袁但仪器昂贵袁
且需要专业人员进行操作遥 目前还没有纸基微流控

芯片用于同时检测这 2 种物质的报道袁本文将采用

总铬和双酚 A 为模型袁验证双模式纸基微流控检测

平台的实用性遥
对于铬离子的检测为院在预处理区滴加硝酸铈铵袁

将所有价态的铬氧化为 Cr渊遇冤袁流至检测区与显色

剂 1袁5-DPC 反应生成深紫色络合物遥 颜色强度与

Cr渊遇冤浓度的对数呈现良好的线性关系遥 检测范围

为 5~80 mg/L袁线性方程为 y=33.7x+18.5渊相关系数

R2=0.993冤检出限为 1.7 mg/L渊信噪比 S/N=3冤袁各浓

度下的重现性均在 5.2%以下渊n=4冤袁详见图 4遥
在另一侧通道袁用电化学法检测双酚 A遥不同浓

度双酚A的伏安曲线如图 5a所示袁在 0.5~20 mg/L 内袁
氧化峰电流随着浓度的增大而增强袁峰强度与双酚

A 浓度呈线性关系渊图 5b冤袁线性方程为 y=2.257x-
0.371渊R2=0.998冤袁方法检出限为 0.16 mg/L渊S/N=3冤袁
各浓度下的重现性均低于 7.0%渊n=4冤遥

0 min 30 min 60 min 90 min 120 min 150 min

a
W s

W t

Wb

Toner

PolymerFiterpaper

b
1 800
1 600
1 400
1 200
1 000
800
600
400
200

W t=1.049W s-519.9

800 1 000 1 200 1 400 1 600 1 800 2 000
W s渊滋m冤c

Wb=1.102W s-509.3

1 800
1 600
1 400
1 200
1 000
800
600
400
200

800 1 000 1 200 1 400 1 600 1 800 2 000
W s渊滋m冤d

注院a.在热固化温度为 170 益下袁不同热固化时间的表面接触
角图曰b.热塑性聚合物在水平和垂直方向上扩散机理图曰c.通道设
定值渊W s冤与热固化后通道实测值渊W t冤之间的线性关系渊n=6冤曰d.通
道设定值渊W s冤与热固化后通道实测值渊W b冤之间的线性关系渊n=6冤

图 3 热固化时间与 SA渗透性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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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实际样品中双酚 A和总铬的检测渊n=3冤

样品

双酚 A 总铬

UPLC-MS 滋PAD ICP 滋PAD
加标量渊mg/L冤 测得量渊mg/L冤 回收率渊%冤 加标量渊mg/L冤 测得量渊mg/L冤 回收率渊%冤

PP 1.78依0.24 0 1.64依0.26 5.11依0.1 0 5.07依0.27

PVC ND
0
1
5

10

ND
0.925依0.05
4.65依0.17
9.82依0.39

92.5
93.0
98.2

ND
0

10
20
40

ND
9.58依0.24
19.46依0.63
40.56依0.82

95.8
97.3

101.4

图 5 电化学检测双酚 A的伏安曲线渊a冤及
标准曲线渊b冤

90

75

60

45

303.6 3.8 4.0 4.2 4.4 4.6 4.8 5.0

80 mg/L
60 mg/L
40 mg/L
20 mg/L
10 mg/L
5 mg/L

lg[Cr渊遇冤]
图 4 比色检测中 Cr (Ⅵ) 标准曲线和显色图片

该双模式检测方法可以在一个芯片上同时进行

比色检测总铬和电化学检测双酚 A袁芯片简单便携袁
可一次性使用袁方法分析速度快袁成本低廉袁在环境

污染检测和玩具检测等领域均有广阔的应用前景遥
3.3 实际样品检测

应用上述方法袁对红色聚丙烯渊PP冤塑料玩具尧
蓝色聚氯乙烯渊PVC冤塑料水杯中的总铬和双酚 A 进

行检测袁并将得到的结果分别与电感耦合等离子体

光谱法渊ICP冤和超高效液相色谱-质谱法渊UPLC-MS冤
进行比对袁结果详见表 1遥 在 PP 样品中检测到总铬

和双酚 A袁结果与标准方法基本一致袁其余样品均未

检出待测物遥为进一步验证方法准确性袁对阴性 PVC
样品进行了加标回收试验遥 总铬的回收率为95.8%耀
101.4%袁双酚 A 的回收率分别为 92.5%耀98.2%遥

4 结论

本文利用激光打印法制备纸基微流控芯片袁构
建了一种比色-电化学双模式检测平台袁可实现多目

标物的同时检测遥 以总铬和双酚 A 为模型验证了方

法的可行性袁加样后样品流至比色检测区袁实现了对

总铬的检测曰流至电化学检测区袁通过外接电化学工

作站袁可采集到双酚 A 的电化学信号遥 该方法极大

地扩展了纸基微流控芯片的应用范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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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霍乱弧菌是一种革兰阴性菌袁在虾尧蟹尧牡蛎等

甲壳类及贝类水生动物中广泛存在袁可引起烈性肠

道传染病霍乱袁发病急尧传染性强且病死率高袁曾在

世界上引发多次大流行袁是对人类危害极大的一种

食源性致病菌[1袁2]遥 1817 年至今袁历史上共发生 7 次

霍乱大流行袁造成数百万人的死亡袁霍乱被列入国际

检疫传染病袁在我国被列为甲类法定传染病遥 霍乱

在我国南方相对多发袁政府每年都会投入大量的人

力尧物力进行霍乱防控袁因此霍乱弧菌的快速尧高效

检测在公共卫生防疫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3袁4]遥
目前袁传统选择性培养基分离培养鉴定法仍是

霍乱弧菌检测的主要方法袁先增菌培养后结合生化

及血清学方法进行鉴定袁这种方法虽然检测结果准

确袁但却存在操作烦琐尧检测效率与检测灵敏度低尧
检测目标单一且耗时长等缺点袁为实现霍乱弧菌等

致病菌的快速检测袁技术人员建立了酶联荧光免疫

检测法尧胶体金试纸条法尧API 生化鉴定试纸条法尧
实时荧光聚合酶链式反应渊PCR冤尧环介导恒温扩增

渊LAMP冤等方法遥其中袁实时荧光 PCR 及其他相关的

改良方法如双启动寡核苷酸引物-聚合酶链式反应

渊DPO-PCR冤法等以其灵敏度高尧操作简便快捷等显

著优势袁近年来在霍乱弧菌尧拟态弧菌等致病菌的检

测中袁得到越来越广泛应用[5]袁但是荧光检测相关设

重组酶聚合酶扩增技术检测霍乱弧菌

蒋丽婷 1 孙浩洋 2* 赵培静 1 周广彪 3 杨础华 1 梁希扬 3

渊1.广州市微生物研究所渊广州工业微生物检测中心冤 广东广州 510663曰2.广东省海洋工程职业技术学校曰3.汕头海关冤

摘要 本研究根据编码霍乱弧菌外膜蛋白W渊ompW冤的基因保守序列袁设计重组酶聚合酶扩增渊RPA冤
技术特异性引物袁建立 ompW基因的 RPA检测方法并测试其特异性尧灵敏度和应用效果遥 结果显示袁建立的

RPA检测方法特异性好袁能够从霍乱弧菌中检测到 280 bp的特异性条带遥对比 RPA和实时荧光聚合酶链式

反应渊PCR冤袁灵敏度一致袁均达到 0.1 ng/滋L袁说明所建立的 RPA 方法具有较好的灵敏度遥 综上所述袁本研究

建立的 RPA方法检测 ompW灵敏度高袁特异性强袁无需特殊的仪器及设备袁适合实验室快速检测 ompW遥
关键词 霍乱弧菌曰重组酶聚合酶扩增曰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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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ction of Vibrio Cholerae by RPA
JIANG Liting1, SUN Haoyang2*, ZHAO Peijing1, ZHOU Guangbiao3, YANG Chuhua1, LIANG Xiyang3

(1.Guangzhou Institute of Microbiology (Guangzhou Testing Center Of Industrial Microbiolog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63, China; 2.Guangdong Vocational Of Oceanographic Engineering;

3.Shantou Customs District)
Abstract院 Based on the conservative sequence of the gene encoding the outer membrane protein W
(ompW) of vibrio cholerae, specific primers for recombinase polymerase amplification (RPA) technology
are designed to establish an RPA detection method for ompW gene and test its specificity, sensitivity and
application effect in this paper.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stablished RPA detection method has good
specificity and can detect a 280 bp specific band from vibrio cholerae. Comparing RPA with PCR, the
sensitivity is same, both reaching 0.1 ng/滋L, indicating that the established RPA method has good sensitivity.
In summary, the RPA method established in this study has high sensitivity and strong specificity for
detecting ompW, and does not require special instruments and equipment, and is suitable for rapid ompW
detection in laboratories.
Key Words院 Vibrio Cholerae; RPA; Detection Method

窑5窑



QUALITY SAFETY INSPECTION AND TESTING 质量安全与检验检测 Vol.30 No.5 2020年第 5期

备存在售价偏高尧引物探针设计要求较高尧产物片段

偏小等缺陷袁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其推广应用袁基层

实验室及非实验室环境下现场检测的推广应用更是

受到了极大限制遥
重组酶聚合酶扩增技术渊RPA冤是继 LAMP 之后

的另一种等温核酸扩增技术袁具有反应时间短尧恒温

实现核酸的解链和退火尧检测结果易辨识等优点[6]遥
本研究拟根据编码霍乱弧菌外膜蛋白渊ompW冤的基

因保守序列袁设计霍乱弧菌 RPA 检测引物袁构建了

一种霍乱弧菌的 RPA 检测手段袁并验证该方法的灵

敏度尧特异性袁从而建立一种高效简便尧灵敏度高尧特
异性强并适用于现场应用检测的技术方法遥
2 试验部分

2.1 材料与仪器

材料院霍乱弧菌尧副溶血弧菌尧创伤弧菌尧拟态弧

菌尧金黄色葡萄球菌尧河流弧菌尧大肠埃希菌尧溶藻弧

菌尧沙门菌尧哈维弧菌尧单增李斯特菌等标准菌株渊中
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冤曰电泳级琼脂糖尧DNA
Marker 及显色剂渊宝生物大连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冤曰
RPA 扩增试剂盒渊TwistDX 公司冤曰DNA 提取试剂盒

渊天根生化科技有限公司冤遥
仪器院核酸蛋白分析仪渊ND-1000袁Thermo fisher

公司冤曰凝胶成像系统渊Tanon-1600袁天能公司冤曰PCR
扩增仪渊Veriti袁ABI 公司冤曰电泳仪渊DYY-6C袁北京六

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冤遥
2.2 试验方法

2.2.1 基因组 DNA 提取

按照传统国家标准方法先对标准菌株进行复

壮增菌及生化鉴定袁 再参照检测试剂盒中的操作流

程袁提取上述增菌液的基因组 DNA袁最后再使用核

酸蛋白分析仪对 DNA 纯度及浓度进行测定袁并统一

稀释至 100 ng/滋L 备用遥
2.2.2 引物设计

参照 RPA 的引物设计操作方法袁结合霍乱弧菌

ompW 基因的保守序列袁采用引物设计软件渊Oligo
V6.22冤袁对引物进行设计和筛选袁再采用 NCBI 的引

物设计和特异性检测工具渊Primer Blast冤袁对入选的

序列进行特异性确认袁委托上海生物工程技术有限

公司进行合成[7]遥 最终设计检测霍乱弧菌 RPA 检测

引物的扩增产物为 280 bp袁具体序列为院上游引物院
5忆- GAAGGTGACTTTATTGTGCGCGCGGGTATTGCC
-3忆曰下游引物院5忆-CACCAAAGTAGTATTGGACCAT
AAAGGTAGGT-3忆遥
2.2.3 方法建立

以提取的标准菌株基因组 DNA 为模板袁采用设

计的引物进行 RPA 扩增袁阴性对照为超纯水袁测定

在恒温渊37益冤及 30尧40尧50尧60 min 反应时长下的扩

增效果遥
配制 RPA 扩增体系方法为院将再水化缓冲液

29.5滋L袁上尧下游引物各 2滋L渊终浓度为 0.4滋mol/L冤袁去
离子水 12.5 滋L 以及模板 DNA 1 滋L 分别加入含有

0.2 mL 冻干酶粉的 Twist Amp 反应管中袁最后加入

醋酸镁溶液 2.5 滋L渊280 mmol/L冤遥
反应结束后袁将 50 滋L 苯酚/氯仿溶液加入到 RPA

扩增产物中袁充分混匀袁然后在 12 000 r/min 转速下

离心 2 min袁取 5 滋L 上清液点样于 1.5%琼脂糖凝胶袁
使用 1伊TBE 缓冲液在 5 V/cm 条件下进行恒压电泳

40耀60 min袁最终在凝胶成像系统上观察结果遥
2.2.4 特异性评价

按照 RPA 检测方法袁对 11 种标准菌株的基因组

DNA 进行检测袁并评价所建立 RPA 检测方法的特

异性遥
2.2.5 灵敏度评价

将提取的霍乱弧菌基因组 DNA 进行 10 倍梯度

稀释渊稀释成 5 个稀释度冤袁并以稀释后的 DNA 为模

板袁按照 RPA 检测方法进行方法灵敏度测试袁并与

魏霜等[8]建立的检测霍乱弧菌的 DPO-PCR 方法进

行灵敏度比较袁引物序列 ompW-F院5忆-CGCTCCTGT
ATTTGCTCACCAAGIIIIIGACTTTATTGTG-3忆曰ompW
-R院5忆-GAGCATTAATCAAAGCCAACGTTAIIIIIAAGT
CCCCAT-3忆袁扩增产物长度为 463 bp遥
2.2.6 应用效果评价

选取水质监控样本及金昌鱼尧冻凤尾对虾尧冻虾

仁尧活青蟹尧冻牡蛎检测留样样品 50 份渊其中霍乱弧

菌阳性样品 5 份冤袁按照建立方法对霍乱弧菌进行检

测袁以结果的一致性来评价方法的应用效果遥
3 结果

3.1 RPA 检测方法的构建

按照 RPA 检测方法袁测得的不同扩增时长的

RPA 检测效果详见图 1遥检测结果显示袁检测时长在

40 min 时就可以达到比较理想的扩增效果袁ompW
扩增条带与预期目的条带的大小一致袁约 280 bp袁而
超纯水阴性对照没有条带袁结果表明袁ompW 基因通

过采用建立的 RPA 检测体系可以被准确检测到遥
3.2 RPA 检测方法的特异性评价

从 ompW 的 RPA 特异性评价结果可以看出袁霍
乱弧菌可以检测到 280 bp 的特异性条带袁而副溶血

弧菌尧创伤弧菌尧拟态弧菌尧金黄色葡萄球菌等其他

10 株标准菌株均未检测到条带袁说明该方法特异性

较强袁详见图 2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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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院M 为 Marker DL 1000曰1尧3尧5尧7 为霍乱弧菌曰2尧4尧6尧8 为阴

性对照遥 1尧2 为 30 min曰3尧4 为 40 min曰5尧6 为 50 min曰7尧8 为 60 min遥
图 1 RPA技术检测 ompW基因的扩增时长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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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院M 为 Marker DL 1000曰1 为霍乱弧菌曰2 为创伤弧菌曰3 为副
溶血弧菌曰4 为河流弧菌曰5 为溶藻弧菌曰6 为拟态弧菌曰7 为哈维弧
菌曰8 为沙门菌曰9 为大肠杆菌曰10 为金黄色葡萄球菌曰11 为单增李斯
特菌遥

图 2 ompW基因的 RPA特异性检测结果

3.3 RPA 检测方法的灵敏度评价

RPA 检测方法的灵敏度测试结果详见图 3遥 结

果表明袁在反应时间为 40 min袁DNA含量为 0.1 ng时袁
RPA 检测方法可以检测到 280 bp 大小的目的条带袁
该灵敏度结果与魏霜等建立的检测霍乱弧菌 owpW基

因的DPO-PCR方法一致曰而在DNA的含量为 0.01 ng
时袁RPA 方法与 PCR 方法都不能扩增到目的条带袁
这种结果表明袁RPA 检测方法可以实现与 PCR 检测

方法相当的灵敏度遥
3.4 RPA 检测方法的应用效果

采用建立的 RPA 检测方法袁 对 50 份留样样品

进行检测袁 检测结果表明袁RPA 检测方法与传统增

菌培养及生化鉴定结果完全一致袁表明 RPA 方法测

定霍乱弧菌结果准确袁应用效果良好遥
4 讨论

周广彪尧凌莉等 [9袁10]曾采用 RPA 技术建立针对

拟态弧菌尧创伤弧菌特异性基因的检测方法袁并对样

品进行了应用测试袁结果表明该方法在灵敏度尧特异

性及应用检测等方面都能较好实现预期效果遥 为测

定 RPA 检测方法对其他致病菌的检测效果袁以更好

应用于水生动物及其加工制品多种致病菌的检测和

监控监测袁本研究进行了霍乱弧菌的 RPA 检测的研

究袁并同时进行了应用效果的验证遥
灵敏度及特异性是评价检测方法优劣的关键性

参数袁本研究建立的 RPA 检测方法特异性强袁灵敏

度与普通 PCR 方法及 LAMP 方法相当袁 但 RPA 方

法相比普通 PCR 方法袁反应更为快速袁且该方法无

需依赖 PCR 仪袁更易满足基层单位和现场检测的需

要遥 而相比于 LAMP袁RPA 技术的引物设计难度更

小尧产物片段单一袁且便于后续进行测序确证袁因而

具有更高的使用价值遥
RPA 技术作为一种新兴检测手段袁在发展过程

中还存在一些地方需要完善袁例如袁试剂成本相对较

高袁对蛋白活性要求较高袁且在电泳前需纯化去除蛋

白等遥 但 RPA 技术作为一种后起的核酸扩增技术袁
由于其方便快捷尧灵敏度高尧特异性强等优点袁正被

越来越多得用于病原体检测及食品安全性检测等领

域袁具有广阔的技术发展及应用前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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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有机磷农药是农业上广泛应用的杀虫剂袁会对人

体神经系统尧生殖系统和血液系统等产生不同程度的

毒副作用袁使人体出现中毒症状袁甚至会诱发癌症袁
危害生命[1袁2]遥 目前袁检测有机磷农药的方法主要有

色谱法 [3袁4]尧光谱法渊如红外分光光度法[5]尧紫外分光

光度法 [6]冤尧快速检测法 [7]渊酶抑制法尧纳米粒子-酶生

物传感器法冤等遥
本文通过静电吸附依次将聚乙烯吡咯烷酮渊PVP冤尧

金核铂壳纳米粒子渊Au@Pt冤尧PVP尧乙酰胆碱酯酶修

饰到玻碳电极渊GC CME冤上袁得到乙酰胆碱酯酶渊AChE冤
/PVP/Au@Pt/PVP/GC CME袁考察 Au@Pt 双金属纳米

粒子对硫代乙酰胆碱的电催化反应袁并用该电极测定

磷酸盐缓冲溶液渊PBS冤中的甲基对硫磷遥

2 试验部分

2.1 仪器与试剂

仪器院KQ218 型超声波清洗仪 渊昆山市超声仪

器有限公司冤曰电化学分析仪渊上海辰华仪器公司

CHI604E 型冤遥
试剂院四水合氯化金渊HAuCl4窑4H2O冤尧氯铂酸

渊H2PtCl6窑6H2O冤尧柠檬酸钠尧PVP(均为 AR袁国药集

团)曰 PBS 缓冲溶液院磷酸一氢钠渊Na2HPO4冤+磷酸二

氢钠渊NaH2PO4冤+氯化钾渊KCl冤曰氯化乙酰硫代胆碱

渊ATCl冤尧AChE渊C3899袁500 U/mg袁Sigma 公司冤曰甲基

对硫磷渊浓 100 mg/L袁美国 o2si 公司冤遥
HAuCl4窑4H2O 与 H2PtCl6窑6H2O 储备液院将 0.5 g

HAuCl4窑4H2O 和 0.5 g HAuCl6窑6H2O 分别溶解于水袁
定容至 50 mL遥

AChE/PVP/Au@Pt/PVP/GC CME 对
甲基对硫磷含量的测定

李 正 1 陈 翊 1 王 玉 2 张 玉 1 张 丽 1

渊1.杭州市余杭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浙江杭州 311100曰2.安徽省芜湖市第一中学)

摘要 为了快速测定磷酸盐缓冲溶液渊PBS冤中的甲基对硫磷袁本文通过层层自组装法制备纳米粒子-酶
传感器袁用此法对甲基对硫磷进行测定遥 结果显示袁该传感器对甲基对硫磷浓度的测定线性范围为 1.5伊10-5~1.0伊
10-3mol/L袁相关系数 R逸0.998袁测定 PBS 中甲基对硫磷的检出限达 5.0伊10-6 mol/L遥 双金属纳米粒子修饰电

极测定甲基对硫磷的线性范围较宽袁检出限较低袁且稳定性和选择性良好遥
关键词 甲基对硫磷曰金核铂壳纳米粒子曰乙酰胆碱酯酶曰酶传感器

中图分类号 O657.1

Determination of Methyl Parathion by AChE/PVP/Au@Pt/PVP/GC CME
LI Zheng1, CHEN Yi1, WANG Yu2, ZHANG Yu1, ZHANG Li1

(1.Hangzhou Yuhang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enter, Hangzhou, Zhejiang, 311100, China;
2.Anhui Wuhu No.1 Middle School)

Abstract院 In order to quickly determine the methyl parathion in the phosphate buffer solution (PBS), this
paper uses the layer-by-layer self-assembly method to prepare a nanoparticle-enzyme sensor, and uses this
method to determine the methyl parath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linear range of the sensor for the
concentration of methyl parathion is 1.5伊10-5要1.0伊10-3 mol/L, and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R逸0.998,
the detection limit of methyl parathion in PBS is 5.0伊10 -6 mol/L. The bimetallic nanoparticle modified
electrode has a wider linear range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methyl parathion, a lower detection limit, and
good stability and selectivity.
Key Words院Methyl Parathion; Au@Pt; AChE; Enzyme Sen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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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

3.1 AChE/PVP/Au@Pt/PVP/GC CME 对 ATCl 的电

化学反应

将制得的 AChE/PVP/Au@Pt/PVP/GC CME 放入

pH=7.4 的 PBS 缓冲溶液中袁在电位为 0.2耀0.9 V 进

行微分脉冲伏安扫描袁结果详见图 2遥
由图 2 可知袁在 0.5 V 左右出现一个氧化峰袁这

是 AChE 水解 PBS 中的底物 ATCl 产生硫代胆碱渊巯
基胆碱冤袁而巯基在正电压下被氧化所致遥 核壳结构

纳米粒子对 ATCl 的氧化峰电流响应最大渊图 2c冤遥当
AChE/PVP/Au@Pt/PVP/GC CME 受到一定浓度的甲

基对硫磷农药的抑制后袁峰电流相应变小渊图 2d尧2e冤遥
3.2 试验条件的优化

试验表明袁当 PBS 的 pH 为 7.0 时袁测得底物的

氧化电流最大袁说明在中性溶液中酶的活性最大袁所以

2.2 AChE/PVP/Au@Pt/PVP/GC CME 的制备

2.2.1 Au@Pt 核壳结构纳米粒子的制备

将 100 mL含 0.01 g 的HAuCl4窑4H2O 与 3mL 1%
的柠檬酸钠搅拌混合均匀袁然后加热回流袁即得到平

均直径为 13 nm 的金纳米粒子 [8]遥 吸取一定浓度的

H2PtCl6窑6H2O 和适量上述制备的纳米金晶种混合均

匀袁加入少许新配置的抗坏血酸溶液袁在 30益耀50益
温度下搅拌 15 min袁溶液由原来的淡红色变为棕黑

色袁即得到 Au@Pt 核壳结构纳米粒子遥
2.2.2 AChE/PVP/Au@Pt/PVP/GC CME 自组装修饰

电极的制备

将玻碳电极在 2000 目的金相砂纸上打磨袁再用

氧化铝渊Al2O3冤粉抛光至镜面袁冲洗干净后袁超声清

洗遥 在一定范围内电位下循环伏安扫描约 30 圈袁直
至得到稳定的循环伏安图遥

将预处理好的 GC CME 在饱和 PVP 乙醇溶液

中浸泡 12 h 后袁用水冲洗袁再将此电极置于核壳结

构纳米粒子溶液中袁用电极扫描 100 圈袁冲洗干净后

修饰一层Au@Pt袁即得到自组装电极要要要Au@Pt/PVP
/GC CME遥再将此电极在饱和 PVP 乙醇溶液中浸泡

12 h袁用去离子水洗净袁晾干袁并在该电极表面滴涂

一定浓度的 AChE袁得到 AChE/PVP/Au@Pt/PVP/GC
CME袁电极修饰示意详见图 1遥

图 1 AChE/PVP/Au@Pt/PVP/GC CME自组装示意图

PVP 乙醇溶液

PVP 乙醇溶液

PVP 乙醇溶液

AU@Pt-NPs

GCE electrode

AChE

a

e
d

c
b

0.2 0.4 0.6 0.8 1.0

-0.5

-0.7

-0.9

-1.1

-1.3

电位渊V冤
a院AChE/PVP/Au-NPS/PVP/GC CME曰b院AChE/PVP/Pt-NPs/PVP/GC
CME曰c院AChE/PVP/Au@Pt/PVP/GC CME曰d:AChE/PVP/Au@Pt/PVP/
GC CME 在含有 3伊10 -4 mol/L 甲基对胺磷的溶液中浸泡 15 min
后曰e院AChE/PVP/Au@Pt/PVP/GC CME 在含有 5伊10-4 mol/L 甲基对胺
磷的溶液中浸泡 15min后曰底液院含有3伊10-3mol/L ATCl的 PBS溶液遥
图 2 不同电极在相同底液中的微分脉冲伏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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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试验选择 pH=7.0 的 PBS 溶液作为底液遥将 AChE/
PVP/Au@Pt/PVP/GC CME 在含 5伊10-5 mol/L 的甲基

对硫磷溶液中浸泡不同时间后袁发现随着浸泡时间

的增加袁酶所受的抑制率逐渐增加袁在 15 min 后抑

制率趋于平衡状态袁所以本试验选择甲基对硫磷的

浸泡时间为 15 min遥
3.3 AChE/PVP/Au@Pt/PVP/GCE CME 对甲基对硫

磷浓度的测定

随着有机磷浓度的增加袁AChE/PVP/Au@Pt/PVP/
GC CME 对底物 ATCl 的氧化电流减弱渊图 3冤袁经计

算并作图渊图 4冤袁发现在 1.5伊10-5耀1.0伊10-3 mol/L 酶

抑制率与有机磷农药浓度的对数成正比关系袁相关系

数 R逸0.998遥该电极对 PBS 中甲基对硫磷的检出限

达 5.0伊10-6 mol/L遥
-0.3

-0.5

-0.7

-0.9

-1.1

-1.3
0.2 0.4 0.6 0.8 1.0

0.001 mol/L

0

电位渊V冤
底物院含 3伊10-3 mol/L ATCl的 PBS曰每次浸泡时间为 15 min遥

图 3 AChE/PVP/Au@Pt/PVP/GC CME对不同

浓度甲基对硫磷的微分脉冲伏安图

100

80

60

40

20

0 -5.0 -4.5 -4.0 -3.5 -3.0lgc
图 4 酶抑制率渊百分数冤与有机磷农药浓度的对数

关系图

3.4 AChE/PVP/Au@Pt/PVP/GC CME 的稳定性与选

择性

为了考察所修饰电极的稳定性袁使用AChE/PVP/
Au@Pt/PVP/GC CME在含 5伊10-5mol/L甲基对硫磷的

PBS 中浸泡 15 min 后袁对一定浓度的 ATCl 进行平行

测定袁相对标准偏差为 3.5%袁该电极具有良好的重

复性遥 将修饰电极在冰箱里保存袁每隔 3 d 对 ATCl
进行测定袁其峰电流没有明显的变化袁说明电极的稳

定性良好遥在优化的条件下袁考察了未知样品中可能

存在的离子对甲基对硫磷的干扰袁结果表明袁0.2 mol/L
的钠离子渊Na+冤尧镁离子渊Mg2+冤尧铜离子渊Cu2+冤尧锌离

子渊Zn2+冤尧钙离子渊Ca2+冤尧硫酸根离子渊SO42-冤尧硝酸根

离子渊NO3-冤和磷酸根离子渊PO43-冤对 5伊10-5 mol/L 甲

基对硫磷的测定基本没有干扰遥
4 结论

本文研究了 Au@Pt 核壳纳米粒子修饰的酶电

极在中性 PBS 介质中对甲基对硫磷的测定遥 研究发

现袁Au@Pt 纳米修饰电极比单独纳米金和纳米铂修

饰电极对 ATCl 具有更加显著的催化水解性能袁说
明纳米金和纳米铂具有一定的协同催化能力遥 双金

属纳米粒子修饰电极测定甲基对硫磷具有良好的稳

定性和选择性袁且具有较宽的线性范围和较低的检

出限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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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苯是世界公认的致癌物袁虽然对汽油的辛烷值

贡献较大袁但其蒸发和燃烧不完全袁排入大气会对人

体造成危害 [1]遥 因此袁从环境保护角度来看袁限制车

用汽油中的苯含量十分必要遥 GB 17930要2016叶车
用汽油曳[2]规定汽油中苯含量不能超过 1.0%袁而在气

相色谱法测定汽油中苯含量的过程中袁存在着很多

影响测量结果的因素袁这些因素会使测量结果产生

一定的不确定性遥
本文根据 SH/T 0693要2000叶汽油中芳烃含量

测定法渊气相色谱法冤曳 [3]中对苯含量测定的不确定

度来源以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袁依据 JJF 1059.1要
2012叶测定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曳 [4]及 CNAS-GL016
叶石油石化领域理化检测测量不确定度评估指南及

实例曳[5]对汽油苯含量测定结果的不确定度进行评定遥
2 试验部分

2.1 仪器及试剂

仪器院JAS UNIS 气相色谱仪院带反吹阀袁配分流/
不分流进样口曰FID检测器曰HP-1 毛细管色谱柱渊40m伊
320 滋m伊6 滋m冤袁配有自动进样器遥

气体院载气院氦气曰燃气院氢气曰助燃气院空气曰尾
吹气院氮气遥

试剂及标样院内标物院2-己酮曰含苯的 5 个不同浓

度标样渊中国石化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冤曰汽油样品遥
2.2 试验原理与过程

将内标物 2-己酮与样品按照一定比例配制成

溶液袁将此溶液注入气相色谱仪进行分析袁利用火焰

离子检测器检测流出组分袁用标准溶液绘制标准曲

气相色谱法测定汽油中苯含量的不确定度评估

梁淑华 毛容妹 谭智毅 莫 蔓 谢 静 颜焯文 冼灿镝 徐晓霞 梁炜峰
渊广州海关技术中心 广东广州 510623冤

摘要 本文根据 SH/T 0693要2000叶汽油中芳烃含量测定法渊气相色谱法冤曳对汽油中苯含量的测量不确

定度进行评估袁找出影响汽油中苯含量测定结果的主要因素袁并通过具体试验袁探讨如何评价多因素对测定

不确定度的影响袁以及在实际测定过程中如何尽量减小不确定度的方法遥 结果表明袁测量结果重复性尧标准

样品和气相色谱仪本身对不确定度结果影响最大遥 当样品苯含量为 0.66%时袁 其扩展不确定度为 0.08%
渊k=2冤遥

关键词 气相色谱法曰苯含量曰不确定度曰评估

中图分类号 O657.71曰TE626.21

Evaluation of Uncertainty in Determination of Benzene in Gasoline by Gas Chromatography
LIANG Shuhua, MAO Rongmei, TAN Zhiyi, MO Man, XIE Jing, YAN Zhuowen, XIAN Candi,

XU Xiaoxia, LIANG Weifeng
渊Guangzhou Customs Technology Center,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23, China冤

Abstract院 According to SH/T 0693要2000 "Aromatic Hydrocarbon Content Determination in Gasoline (Gas
Chromatography)", this paper evaluates the uncertainty of benzene in gasoline, finds out the main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determination of benzene in gasoline, discusses how to evaluate the influence of the
factors on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uncertainty, and how to reduce the uncertainty through exampl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peatability of the measurement results, the standard sample and the gas
chromatograph itself have the greatest influence on the uncertainty results. When the benzene content of
the sample is 0.66%, the expanded uncertainty is 0.08% (k=2).
Key Words院 GC; Benzene; Uncertainty;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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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袁根据内标法计算苯含量遥
2.3 气相色谱条件

进样口温度院250益曰检测器温度院250益曰升温程

序院60益保持 2 min袁以 2益/min 的速率升至 93益袁再
以 25益/min 的速率升至 150益袁保持 3 min曰分流比院
10颐1曰气体流量比院空气/氢气/氮气=350/35/20曰进样

量院1 滋L遥
3 建立测定数学模型

测定的数学模型如式渊1冤院

棕=
[渊 A
A s

-b/m]W s

W g
伊100% 渊1冤

式中院棕要苯的质量分数袁%曰A要苯的峰面积曰A s要内

标物的峰面积曰b要y 轴截距曰m要苯的线性方程式斜

率曰W s要加入内标物的质量袁g曰W g要汽油样品的质

量袁g遥
4 测量不确定度来源

测量不确定度来源主要包括院渊1冤样品均匀性引

入的不确定度遥 渊2冤称量引入的不确定度院淤天平校

准产生的不确定度曰于称量重复性引入的不确定度遥
渊3冤测定结果的重复性所引入的不确定度遥 渊4冤标准

物质引入的不确定度遥渊5冤气相色谱仪引入的不确定

度院淤自动进样器引入的不确定度曰于柱箱温度引入

的不确定度曰盂检测器引入的不确定度遥 渊6冤工作曲

线变动性引入的不确定度遥渊7冤数字修约引入的不确

定度遥
5 测量不确定度分量的评定

5.1 样品均匀性引入的不确定度 滋1
由于汽油的黏度很小袁流动性很好袁样品均匀性

引入的不确定度在此可忽略不计袁因此 滋1=0袁滋rel1=0遥
5.2 称量引入的不确定度 滋2

渊1冤天平校准产生的不确定度院根据天平的校准

证书给出的测量结果袁 扩展不确定度为 U=0.2 mg
渊k=2冤袁则其标准不确定度为 滋21=0.1 mg遥

渊2冤称量重复性院称量重复性包括天平本身的重

复性和读数的重复性袁对万分之一的天平来说袁其标

准不确定度 滋22=0.05 mg遥
称量引入的不确定度为院
滋2= 0.12+0.0502姨 =0.11 mg遥
称量过程中需要称量样品的质量和内标物的质

量袁 因此需要考虑 2 次称量的不确定度 滋rel2=
渊 0.111 000 冤2+渊 0.1175 冤2姨 伊100%=0.15%遥

5.3 测定结果的重复性所引入的不确定度 滋3
对同一试验样品渊车用汽油冤进行 10 次测定袁结

果详见表 1遥

测定次数 k 1 2 3 4 5 6 7 8 9 10
苯含量 m渊%冤 0.64 0.65 0.68 0.65 0.69 0.67 0.69 0.65 0.67 0.64
平均值 m渊%冤 0.66

表 1 试样测定结果

编号 STD1 STD2 STD3 STD4 STD5
浓度 c渊%冤 0.13依0.01 0.79依0.02 1.38依0.03 2.58依0.05 6.27依0.09

表 2 FJ-2 标样浓度

编号 STD1 STD2 STD3 STD4 STD5
滋4i
滋rel4i渊%冤

0.005
3.850

0.010
1.270

0.015
1.090

0.025
0.970

0.045
0.720

表 3 FJ-2标样的不确定度

结果的重复性所引入的不确定度 滋3 计算公式

如式渊2冤院
S3= 1

n-1
n

k - 1
移渊m-m軓冤2姨 =0.02 渊2冤

滋3= S3
10姨 =0.006抑0.01袁滋rel3= 0.010.66 伊100%=1.52%遥

5.4 标准物质引入的不确定度 滋4
本试验中采用的标准物质为石科院购买的标样

FJ-2袁苯浓度详见表 2遥
由于 5 个浓度均受多个独立量的影响袁且影响

程度相近袁可视为正态分布袁取包含因子 k=2袁由此

可以得出 5 个浓度标样的标准不确定度及相对标准

不确定度袁详见表 3遥
根据公式渊3冤院

滋rel渊c冤=
n

i = 1移 滋rel

2渊ci冤
n姨 渊3冤

计算得苯标样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为院
滋rel4=1.95%遥

5.5 气相色谱仪引入的不确定度 滋5
渊1冤自动进样器引入的不确定度

本试验中采用自动进样器进样袁由此引入的不

确定度主要来自注射器袁属于 B 类不确定度遥 本试

验中采用的是 10 滋L 注射器进样袁进样量为 1 滋L袁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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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i /W s A i /A s A i /A s

STD1
STD2
STD3
STD4
STD5

0.010 8
0.067 9
0.118 7
0.220 4
0.539 1

0.017 1
0.104 2
0.181 4
0.332 5
0.822 5

0.016 7
0.104 0
0.181 0
0.332 1
0.821 9

0.016 9
0.104 1
0.181 2
0.332 3
0.822 2

回归方程 A i=1.52380193Ci-0.0000727
相关系数 r 0.999 98

表 4 标准曲线拟合数据

射器检定证书给出的允许误差为 1%袁按照正态分布

规律袁置信系数 k 为 3袁所以 滋51= 1伊1%3 伊100=0.3%遥
渊2冤柱箱温度引入的不确定度

柱箱温度变化引入的不确定度属于 B 类不确

定度袁检定证书给出的柱箱温度的相对扩展不确定度

为 滋rel52=2%渊k=2冤袁则柱箱温度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

为院滋rel52=1%遥
渊3冤检测器引入的不确定度

检测器引入的不确定度属于 B 类不确定度袁检

定证书给出的检测器相对扩展不确定度为院滋rel53=
10%渊k=2冤袁则检测器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为院滋rel53=
5%遥

因此袁由气相色谱引入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为院
滋rel5= 0.32+12+52姨 =5.19%遥
5.6 工作曲线变动性引入的不确定度 滋6
5.6.1 工作曲线拟合过程

分别测定 5 个不同质量浓度的苯标准样品袁平
行测定 2 次袁得到相应的峰面积袁用最小二乘法进行
拟合袁得到回归线方程和相关系数袁详见表 4遥

5.6.2 拟合工作曲线引起的不确定度分量评定

根据最小二乘法回归得到工作曲线 A i=aCi+B袁
由工作曲线变动引起浓度 c 的标准不确定度 滋6 公
式如式渊4冤院

滋6= S
a

1
p + 1

n + 渊C-C軍冤2
n

i = 1移渊Ci-C軍冤2姨 渊4冤

式中院S要残差标准偏差袁S=
n

i = 1
移[A i-渊B+aCi冤]2

n-2姨 曰
a要回归曲线的斜率曰P要待测样品的重复测量次数曰
n要工作曲线的校准点测量次数曰C要样品中苯的

W i/W s 的比值曰C軍要工作曲线各点 W i/W s 的平均值曰Ci

要各标准样品的 W i/W s 的比值曰B+aCi 要根据工作曲

线算出来的理论响应比值曰A i要工作曲线实际响应

比值遥

根据以上公式得到苯含量线性最小二乘法拟合
及统计结果袁详见表 5遥
滋6= S

a
1
p + 1

n + 渊C-C軍冤2
n

i = 1
移渊Ci-C軍冤2姨

= 0.001 91.523 801 93 110 + 110 + 渊0.139 8-0.273 3冤2
0.446 2姨

=0.000 611遥
滋rel6= 0.000 6110.139 8 伊100%=0.44%遥
5.7 数字修约引入的不确定度 滋7

根据标准 SH/T 0693要2000 的要求袁检测结果

修约至 0.01%袁其产生的不确定度为院滋7=0.5伊 0.01
3姨

=0.002 9袁本次评定的样品苯含量为 0.66%袁因此 滋rel7=
0.002 90.66 伊100=0.44%遥

表 5 苯含量线性最小二乘法拟合及统计结果

工作曲线的线性方程

斜率 a
截距 B
标准偏差

相关系数 r
待测样品的测量次数 P
工作曲线的校准点测量次数 n
样品中苯的 W i /W s 的比值 C
工作曲线各点 W i /W s 的平均值 C

工作曲线浓度差的平方和
n

i= 1移渊Ci-C冤2

A=1.52380193C-0.0000727
1.523 801 93
-0.000 072 7
0.001 9
0.999 98
10
10
0.139 8
0.273 3

参数 数值

0.446 2
渊下转第 18 页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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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禽流感属于甲型流感病毒袁是在多种家禽尧野禽

和鸟类之间传染的禽类传染病袁禽流感病毒按照致

病性强弱袁可分为高致病性尧低致病性和非致病性 3类袁
目前引起人类感染和发病的禽流感病毒主要为 H5尧

H7 及 H9 亚型袁人感染禽流感主要是由于接触感染

病毒的禽鸟及其分泌物和排泄物[1]遥 2013 年袁我国首

次发现并报告人感染 H7N9 禽流感病毒袁之后数年

我国安徽尧上海尧浙江尧福建等多省对此病毒均有报

道[2]遥 2016 年 6 月袁辽宁省首次报告了 H7N9 首例病

第一作者 E-mail院 50629401@qq.com曰 * 通信作者 E-mail院 wenqingyao@sina.com
项目基金院 国家重大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项目 渊2017ZX10103007-001冤
收稿日期院 2020-08-24

铁岭市城乡活禽市场外环境禽流感病毒检测分析

桂 佳 1 李婵媛 1 李 岩 1 王璐璐 2 姚文清 2*

渊1.铁岭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辽宁铁岭 112000曰2.辽宁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冤

摘要 为了解铁岭市城乡活禽市场外环境中禽流感病毒的流行特点和趋势袁为禽流感预防提供依据遥
本文采集了 2016要2017 年铁岭市 7个县渊市尧区冤城乡活禽市场市场外环境检测样本 254 份袁采用实时荧光

定量 RT-PCR 方法进行 A 型流感病毒核酸检测袁对 A型流感病毒阳性样本进行 H5尧H7尧H9 分型遥 结果显

示袁254份市场外环境样本中袁A型流感病毒阳性样本 46 份袁阳性率为 18.11%曰H5 亚型样本 10 份袁阳性率

为 3.94%曰 H9 亚型样本 36 份袁阳性率为 14.17%曰未检出 H7 亚型曰银州区活禽市场禽流感病毒阳性率高

于其他县渊市尧区冤遥 2016要2017 年袁铁岭市城乡活禽市场外环境中存在致病性禽流感传播风险袁禽流感病毒

主要为 H5 和 H9 亚型袁应加强城乡活禽市场尤其是银州区活禽市场的管控遥
关键词 禽流感病毒曰活禽市场曰外环境曰检测

中图分类号 R511.7曰R181.1

Analysis of Surveillance Results of Avian Influenza Virus Outside the Live Poultry Market in Tieling
GUI Jia1, LI Chanyuan1, LI Yan1袁 WANG Lulu2袁 YAO Wenqing2*

(1.Tieling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enter, Tieling, Liaoning, 112000, China;
2.Liaoning Provincial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Abstract院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epidemic characteristics and trends of avian influenza viruses in the
environment outside the urban and rural live poultry markets in Tieling, and provide a basis for avian
influenza prevention, this paper collects 254 samples of avian influenza external environment monitoring
in urban and rural live poultry markets in 7 counties (cities, districts) of Tieling from 2016 to 2017.
Real-time fluorescent quantitative RT-PCR method is used to detect the nucleic acid of influenza A
virus, and H5, H7, and H9 are classified on the positive specimens of influenza A virus. The results
show that among the 254 avian influenza external environment samples, 46 are influenza A virus positive
samples, with a positive rate of 18.11%; 10 samples of H5 subtype, with a positive rate of 3.94%; 36
samples of H9 subtype, with a positive rate 14.17%; no H7 subtype is detected; the positive rate of
avian influenza virus in the live poultry market of Yinzhou district is higher than other counties (cities,
districts). From 2016 to 2017, there is a risk of transmission of pathogenic avian influenza in the
environment outside the urban and rural live poultry markets of Tieling. The avian influenza viruses are
mainly H5 and H9 subtypes. The control of urban and rural live poultry markets, especially the live
poultry markets in Yinzhou should be strengthened.
Key Words院 Avian Influenza Virus; Live Poultry Mmarke; Outside Environment; Moni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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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不同时间外环境禽流感病毒检测结果

2016 年 6要8 月尧2017 年 3 月以及 2017 年 9 月

采集外环境检测样本袁检测结果显示袁每个月均有阳

性样本检出袁2016 年 6要8 月阳性率较高袁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渊字圆 =28.769袁P约0.01冤遥 亚型分型结果显示袁

2016 年 6 月为 H9 亚型袁而 2016 年 7要8 月均为 H5
亚型袁2017 年主要为 H9 亚型袁结果详见表 2遥
3.3 不同类型样本外环境禽流感病毒检测结果

在采集的 254 份禽类市场外环境不同类型样本

中袁所有类型样本中均检出禽流感病毒 H9 亚型袁H5

例袁2017 年新增 5 例病例[3]遥 有文献显示[4]袁人类接触

活禽或活动于活禽市场是感染禽流感病毒最主要

的途径袁因此加强活禽市场外环境检测显得尤为重

要遥 为了解铁岭市城乡活禽市场外环境禽流感病毒

的污染状况袁发现禽流感的传染源袁切断病毒传播途

径袁预防人感染禽流感病例的出现袁本文对 2016要
2017 年铁岭市城乡活禽市场外环境禽流感样本检

测结果进行分析遥
2 材料和方法

2.1 样本来源

依据叶职业暴露人群血清学和环境高致病性禽

流感检测方案渊2011 年版冤曳和叶辽宁省不明原因肺

炎检测项目实施方案曳 的要求袁2016 年 6要8 月尧
2017 年 3要5 月以及 2017 年 9 月袁对铁岭市辖区内

7 个县渊市尧区冤城乡活禽市场进行采样袁包括笼具表

面擦拭样本尧宰杀或摆放禽肉砧板表面擦拭样本尧粪
便样本尧清洗禽类污水样本尧禽类饮水样本和其他类

型样本渊包括禽尧蛋表面擦拭等样本冤遥
2.2 仪器与试剂

仪器院Bio-Rad IQ5 荧光定量 PCR 仪渊美国伯

乐公司冤遥
试剂院病毒核酸提取试剂盒渊磁珠法冤尧A 型流感

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渊荧光 PCR 法冤尧禽流感病毒

H5 亚型核酸检测试剂盒渊荧光 PCR 法冤尧禽流感病

毒 H7 亚型核酸检测试剂盒渊荧光 PCR 法冤尧禽流感

病毒 H5 亚型核酸检测试剂盒渊荧光 PCR 法冤渊江苏

硕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袁试剂均在有效期内使用冤遥
2.3 检测方法

2.3.1 病毒 RNA 的提取

依据叶职业暴露人群血清学和环境高致病性禽流

感检测方案渊2011 年版冤曳对不同种类样本进行处理袁
取 200 滋L 处理后的样本上清液袁加入核酸提取试剂

盒渊磁珠法冤袁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袁利用全自动核酸提

取仪完成标本病毒 RNA 的提取遥

2.3.2 实时荧光定量 RT-PCR 扩增反应体系及条件

将提取好的 RNA 进行 A 型流感病毒核酸检

测袁对 A 型流感病毒阳性样本进行 H5尧H7尧H9 亚型

禽流感病毒核酸检测遥 样本扩增的反应体系为院RT-
PCR反应液 7.5 滋L袁酶混合液 5 滋L袁A 型流感病毒/禽
流感病毒 H5 型反应/禽流感病毒 H7 型液反应液/禽
流感病毒H7型液反应液 7.5滋L袁待测样本RNA 5滋L袁
总反应体积 25 滋L遥 待测样本和阴性尧阳性对照同时

按照下列循环参数进行扩增检测院50益下 30 min袁
95益下 5 min曰95益下 10 s袁55益下 40 s袁45 个循环曰
55益时荧光检测袁检测通道为 FAM遥
2.4 结果判定

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的判定标准进行试验结

果的判定袁阳性样本送至辽宁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进行复核遥
2.5 统计分析

采用 Excel 2007 进行数据整理袁采用 SPSS 17.0
软件统计分析袁禽流感病毒核酸阳性率的组间比较

采用 字圆 检验和 Fisher's 精确检验袁P约0.05 表明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遥
3 结果

3.1 外环境禽流感病毒总体检测结果

2016要2017 年袁共采集城乡活禽市场外环境检

测样本 254 份袁检出 A 型流感病毒阳性样本 46 份袁
阳性率为 18.11%袁其中H5亚型10份袁阳性率为 3.94%曰
H9 亚型 36 份袁阳性率为 14.17%曰未检出 H7 亚型尧
混合亚型和未分亚型样本遥2016年总阳性率为 42.11%袁
2017 年总阳性率为 13.89%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字圆=
17.348袁P约0.01冤遥2016年 H5 亚型的阳性率为 23.68%袁
2017 年 H5 亚型的阳性率为 0.46%袁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渊Fisher's 精确检验袁P约0.01冤遥2016 年 H9 亚型的阳

性率为 18.42%袁2017年 H9亚型的阳性率为 13.43%袁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字圆=0.663袁P=0.416冤袁结果详见

表 1遥
表 1 2016要2017 年铁岭市城乡活禽市场外环境禽流感病毒总体检测结果

年份 检测数渊份冤 阳性数渊份冤 阳性率渊%冤 H5 H9
阳性数渊份冤 阳性率渊%冤 阳性数渊份冤 阳性率渊%冤

2016
2017

38
216

16
30

42.11
13.89

9
1

23.68
0.46

7
29

18.42
13.43

合计 254 46 18.11 10 3.94 36 14.17

窑16窑



2020年第 5 期 Vol.30 No.5 质量安全与检验检测 QUALITY SAFETY INSPECTION AND TESTING

亚型主要在其他类型样本渊禽表面擦拭样本冤以及宰杀

或摆放禽肉砧板表面擦拭样本和粪便样本中检出袁各类

型样本总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字圆=7.464袁P=0.186冤袁
结果详见表 3遥
3.4 不同县渊市尧区冤外环境禽流感病毒检测结果

铁岭市辖区内 7 个县渊市尧区冤除清河区和铁岭县

外袁其他 5 个县渊市尧区冤均检出禽流感病毒阳性样本袁
中心城区银州区活禽市场外环境禽流感病毒阳性率最
高袁为 38.37%曰其次为西丰县 19.35%曰调兵山市阳性率

为 10.53%曰昌图县为 10%曰开原市为 2.63%袁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渊Fisher's 精确检验袁P约0.01冤袁详见表 4遥

时间
检测数

渊份冤
阳性数

渊份冤
阳性率

渊%冤
亚型结果渊份冤
H5 H9

6 月

7 月

8 月

3 月

4 月

5 月

9 月

10
14
14
32
32
32

120

7
4
5
5
1
3

21

70.00
28.57
35.71
15.63
3.13
9.38

17.50

0
4
5
1
0
0
0

7
0
0
4
1
3

21
合计 254 46 18.11 10 36

地区
检测数

渊份冤
阳性数

渊份冤
阳性率

渊%冤
亚型结果渊份冤
H5 H9

银州区

西丰县

调兵山市

昌图县

开原市

清河区

铁岭县

86
31
38
20
38
30
11

33
6
4
2
1
0
0

38.37
19.35
10.53
10.00
2.63
0.00
0.00

10
0
0
0
0
0
0

23
6
4
2
1
0
0

合计 254 46 18.11 10 36

表 4 不同县渊市尧区冤外环境禽流感病毒检测结果

样本类型 检测数渊份冤 阳性数渊份冤 阳性率渊%冤 亚型结果渊份冤
H5 H9

笼具表面擦拭样本

宰杀或摆放禽肉砧板表面擦拭样本

粪便样本

清洗禽类污水样本

禽类饮水样本

其他类型样本

51
61
56
9

20
57

7
8
9
1
4

17

13.73
13.11
16.07
11.11
20.00
29.82

0
3
1
0
0
6

7
5
8
1
4

11
合计 254 46 18.11 10 36

表 3 不同类型样本外环境禽流感病毒检测结果

表 2 不同时间外环境禽流感病毒检测结果

4 讨论

禽流感作为一种人禽渊兽冤共患病袁不仅严重危

害禽类养殖业袁而且还会对公共卫生造成巨大威胁遥
禽流感病毒在禽类间存在稳定循环传播袁而后发生

抗原变异和病毒重组袁使病毒跨越种属限制袁出现哺

乳动物感染袁其中人的感染更受关注袁特别是传染性

强尧病死率高的高致病性禽流感[5]遥 城乡活禽市场禽

类来源复杂袁感染概率较大袁是人感染禽流感的主要

高危场所袁研究表明多数患者发病前有活禽市场暴

露史[6-8]遥
2016要2017 年袁铁岭市城乡活禽市场外环境检

测样本禽流感病毒阳性率为 18.11%袁低于梧州市的

34.54%[9]袁珠海市的 37.81%[10]袁高于同期辽宁省城乡

活禽市场样本禽流感病毒的平均阳性率 8.08% [11]袁
禽流感病毒以 H9 亚型为主袁H5 亚型次之袁这与全国

其他地区流行趋势一致遥2016 年总阳性率为 42.11%袁
高于 2017 年的 13.89%袁这与辽宁省总体检测结果

不一致[11]袁分析主要原因是铁岭市 2016 年和 2017 年

采样时间和采样地点设置不同袁2016 年采样时间为

6要8 月袁 采样地点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区银州区袁
2017 年采样时间为 3要5 月和 9 月袁采样地点覆盖铁

岭市各县渊市尧区冤遥不同时间外环境禽流感病毒检测

结果显示袁每个月均有阳性样本检出袁2016年 6要8 月

阳性率较高袁且 2016 年 6 月为 H9 亚型袁而 2016 年

7要8 月均为 H5 亚型袁2017 年主要为 H9 亚型遥有研

究显示袁禽流感病毒的检出一般呈现明显的季节性袁
冬春季节明显高于夏秋季节袁第一季度高于其他季

度袁本次检测结果提示袁夏季禽流感病毒也有较高的

检出率袁说明禽流感病毒在铁岭地区长期存在遥不同

类型样本中袁所有类型样本均检出禽流感病毒 H9 亚

型袁这表明禽流感病毒 H9 亚型广泛分布于铁岭市活

禽市场外环境之中遥 H5 亚型主要在其他类型样本

渊禽表面擦拭样本冤以及宰杀或摆放禽肉砧板表面擦

拭样本和粪便样本中检出袁提示禽类宰杀环节和销

售过程中袁从业人员存在感染风险袁应加强个人防护遥
有研究显示粪便样本的禽流感病毒阳性检出率较

低 [12-14]袁本次检测结果提示袁禽类粪便样本中袁禽流

感病毒也有较高的检出率袁不能忽视禽类粪便对外

环境的污染遥不同县渊市尧区冤外环境禽流感病毒检测

结果显示袁中心城区银州区活禽市场外环境禽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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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合成不确定度

苯含量的合成相对标准不确定度为院
滋 rel= 滋rel12+滋rel22+滋rel32+滋rel42+滋rel52+滋rel62+滋rel72姨

= 02+0.152+1.522+1.952+5.192+0.442+0.442姨
=5.78%遥

本次测定苯含量为 0.66%袁 计算得出其标准不

确定度为院滋=0.66%伊5.78%=0.04%遥
7 扩展不确定度

取置信概率为 95%袁包含因子 k=2袁扩展不确定

度 U=k伊滋=2伊0.04%=0.08%遥
本次测定苯含量的质量分数为院棕=0.66%依0.08%

渊k=2冤遥
8 结论

从评价结果可以看出袁汽油苯含量检测过程中

测量结果重复性尧标准样品和气相色谱仪本身引入

的不确定度大于其他分量引入的不确定度袁是不确

定度的主要来源遥 标准样品及气相色谱仪引入的不

确定度是由标准样品及仪器固有性质引起袁难以消

除袁在实际检测过程中可以增加样品测定次数袁以尽

量减小不确定度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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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燃料油温度低于蜡晶析出温度时袁燃料油呈

现非牛顿流体特性袁黏度增加遥 随着温度降低袁析出

的蜡晶会造成船舶供油过滤器的堵塞袁导致管道输

送能力下降袁引起发动机熄火袁严重时会引起发动机

爆炸袁带来严重的航行安全问题遥 2017 年 1 月袁一艘

集装箱船在英国菲利克斯托的码头靠泊时发生锅炉

爆炸袁调查发现是在当地气温 4益条件下袁船中锅炉

供油过滤器发生蜡晶堵塞袁热油无法正常循环引起

的[1]遥 石蜡和蜡是原油中自然产生的袁通过原油加工

获得燃料油的每个步骤都有产生蜡沉淀的可能遥 蜡

沉淀累积会导致输油管道内径减小 [2]袁妨碍或阻塞

阀门袁阻碍其他生产设备正常运行遥严重的蜡沉淀可

能导致生产或输送的完全停止袁带来的经济损失十

分严重遥 因此袁研究燃料油析蜡点过程及其测定方

法非常重要遥
船用含蜡燃料油具有高凝固点尧高黏度特性及流

动性差难以常温输送尧输送时摩阻损失大尧储罐和油

管系统停输后再启动困难等缺点袁给储运工作带来诸

多问题遥目前袁解决这些问题的主要工艺有热处理输

送工艺尧添加降凝剂输送工艺以及掺和轻油稀释输

送工艺等[3]遥
热处理工艺袁就是将船用含蜡燃油加热袁使其中

的蜡晶充分溶解袁随后以一定冷却速度和方式进行

冷却袁改善燃油的低温流变性袁实现常温输送或少加

热输送遥采用该技术可使原油管道减少中间加热站袁
延长管线的停输时间袁降低输油管道的建设投资袁降
低输油管道的运行费用袁提高运行安全性[4]遥

目前袁差示扫描量热法渊DSC冤测定原油析蜡点

采用的是 SY/T 0545要2012叶原油析蜡热特性参数

的测定 差示扫描量热法曳 [5]中的方法遥 对于燃料油

的析蜡点还没有相关的研究报告和相应的标准遥 本

次研究通过将燃料油先加热到溶蜡点以上袁后改变

降温速率这一方法袁在 5益/min 的基础上提高降温

速率袁加剧析蜡过程袁使析蜡放出潜热的过程引起的

差示热流变化更明显袁在 DSC 曲线上表现为析蜡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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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合理利用船用燃料油的析蜡特点对船舶航行安全和燃料油生产尤为重要遥 本文通过改变差示扫

描量热法渊DSC冤中的加热温度和降温速率袁探究船用燃料油的最佳加热温度和降温速率袁从而更准确地测定船

用燃料油的析蜡点遥 结果表明袁燃料油的最佳加热温度为 120℃袁冷却过程的最优降温速率为 20℃/min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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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ation of Wax Precipitation Point of Marine Fuel Oil by D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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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院 Reasonable use of the waxing characteristics of marine fuel oil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for
ship navigation safety and fuel oil production. In this paper, by changing the heating temperature and
cooling rate conditions in the DSC, the appropriate heating temperature and the best cooling rate of
marine fuel oil are explored, so as to determine the wax precipitation point of marine fuel oil more
accuratel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asonable heating temperature for fuel oil is 120℃ , and the
optimal cooling rate during the cooling process is 20℃/min.
Key Words院 Marine Fuel Oil; DSC; Wax Precipitation Point; Heating Temperature; Cooling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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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温度区间的放热峰更加野陡峭冶袁偏离基线起始点
更加明显袁便于确定析蜡点遥 同时袁确定燃料油中的

最优冷却速度遥
2 试验部分

2.1 仪器和材料

仪器院DSC差示扫描量热仪渊美国 TA公司Q200冤袁
其热流精度为 0.1 滋W袁控温精度为依0.05益袁具有高
效尧结果重现性高尧降温快速的优点曰电子天平渊美国

METTLER TOLEDO冤袁感量 0.000 1 mg袁具有测量精

度高尧读数稳定的优点曰电热鼓风干燥箱渊上海一恒
科学仪器有限公司袁DHG-9245A 型冤曰试样皿渊DSC
专用带盖铝制坩埚冤遥

材料院氮气渊纯度大于 99.999%袁经脱水脱氧处
理冤曰燃料油遥
2.2 试验原理

将燃料油样品放入干燥箱内袁加热至析蜡点温
度以上袁再以一定速度降温袁降温到析蜡区时袁析蜡
放出潜热引起差示热流变化并形成放热峰遥 DSC 曲

线开始偏离基线的温度为析蜡点 Tc曰曲线顶峰温度
为析蜡峰 Tp遥
2.3 试验步骤

打开氮气开关袁启动 DSC 仪袁待仪器自检后袁将
检测池升温至设定温度并保持 10 min袁去除管道内

和检测池内残留的水分遥
加热试样高于析蜡点 20益以上袁使样品具有充

分流动性袁搅拌均匀袁称取 4耀8 mg 试样于试样皿中袁
精确至 0.01 mg袁压盖密封遥 将装有试样的试样皿放

于检测池中袁同时放置一个空的带盖试样皿作为参
比袁要保证皿与支架的充分接触袁并加盖冷却罩遥

先将检测池升温至固定温度袁恒温 2 min遥 开启
冷源袁然后以不同的降温速率降至-20益袁仪器全程
进行连续扫描量热袁记录 DSC 曲线遥 测定热流曲线

随温度的变化袁并采用切线右开始法确定基线[6]遥
3 试验结果

以差示热流为纵坐标袁温度为横坐标绘制燃料
油析蜡 DSC 曲线遥 同一样品袁采用不同的升温温度袁
同一降温速率进行试验袁研究温度对燃料油热处理
效果的影响袁详见图 1遥

50-50 0 100 150 200 250 300
温度渊益冤

2.0
1.5
1.0
0.5
0.0

-0.5

图 1 不同加热温度 DSC曲线

按要求称取样品后袁分别将样品升至 120益尧220益
和 300益袁均保持 10 min袁以 5益/min 降温速率降至

-20益遥 当检测池内的燃料油加热温度达到 120益耀
300益袁油中的蜡完全溶解袁DSC 在这段温度的升温

曲线和降温曲线趋于平缓袁且远离了降温放热的过

程出现析蜡点温度遥 因此袁对于燃料油析蜡点测定袁
考虑蜡的充分溶解袁加热温度只需要达到 120益即

可袁可以缩短试验时间袁提高试验效率遥
选取不同黏度的燃料油袁 按不同的降温速率进

行试验袁结果详见表 1耀表 2尧图 2耀图 5遥
表 1 低黏度燃料油渊180#冤降温速率与析蜡点结果

样品量渊g冤 降温速率渊益/min冤 析蜡点 Tc渊益冤
5.148
5.725
4.941
4.750
5.205
5.685
5.040

5
10
15
20
25
30
35

31.41
26.10
28.81
23.79
27.85
28.46
26.22

表 2 高黏度燃料油渊380#冤降温速率与析蜡点结果

样品量渊g冤 降温速率渊益/min冤 析蜡点 Tc渊益冤
4.868
4.413
5.409
4.913
4.420
4.153
5.426

5
10
15
20
25
30
35

42.49
42.32
42.28
41.79
42.39
42.37
41.90

4035302520151050 1 765432
降温速率袁益/min

析蜡点 Tc袁益

样品号

图 2 低黏度燃料油渊180#冤降温速率与析蜡点关系图
2.0
1.5
1.0
0.5
0.0

-0.5 20-20 0 40 60 80 100 120
温度渊益冤

图 3 低黏度燃料油渊180#冤在不同降温速率下

DSC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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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号
析蜡点 Tc

标准偏差渊益冤 相对标准偏差

渊%冤测定值渊益冤 平均值渊益冤
1
2
3
4
5

20.09
25.89
30.12
40.23
46.06

20.12
26.23
30.17
40.56
47.34

19.98
25.56
30.12
41.03
46.45

19.79
26.02
30.08
41.12
46.34

20.67
26.39
30.5
40.67
46.98

20.13
26.02
30.20
40.72
46.63

0.33
0.32
0.17
0.36
0.52

1.63
1.23
0.57
0.89
1.11

表 3 样品析蜡点的分析结果

1 765432
降温速率袁益/min

析蜡点 Tc袁益50
40
30
20
10

样品号

图 4 高黏度燃料油渊380#冤降温速率与析蜡点关系图
4
2
0

-2
-4 20-20 0 40 60 80 100 120

温度渊益冤
图 5 高黏度燃料油渊380#冤在不同降温速率下

DSC曲线

从图 3 和图 5 可以发现袁 对于低黏度和高黏度

燃料油袁降温速率为 5益/min 时袁得到的 DSC 曲线过

于平缓袁析蜡过程放出的热流不明显遥而降温速率达

到 10益/min 以上时袁得到的 DSC 曲线放热峰更加明

显袁放热过程更加剧烈遥
从图 2和图 4 可以发现袁对于低黏度和高黏度燃

料油袁当降温速率为 20益/min 时袁得到的析蜡点最

低袁此时为最优冷却速率遥 当降温速率较大时袁蜡晶

生长速度快于晶核生长速度袁来不及形成晶核袁使析

蜡点降低袁低温流变性好遥 但当降温速率更高时袁析
蜡点又转而升高遥因为在过冷降温条件下袁晶核生成

速度过大袁燃料油中析出大量蜡结晶袁形成空间网状

结构袁导致燃料油流动性降低遥
取 5 个样品袁按方法对燃料油进行析蜡点测试遥

将样品放入干燥箱中预热至充分流动袁摇匀后取 4耀
8 mg 样品至试样皿袁压紧盖子袁并连同空白皿一起放

入检测池遥 先将检测池温度升至 120益袁保持 10 min袁
后以 5益/min 降温速率降至-20益袁结果详见表 3遥

由表 3 可见袁本法测定燃料油析蜡点的相对标

准偏差为 0.57%耀1.63%袁方法精密度良好遥
4 结论

DSC测定燃料油析蜡点袁将燃料油升温至 120益袁
此时蜡晶已经完全溶解袁有利于燃料油热处理工艺袁
并降低加热工序带来的经济成本遥

冷却过程中袁蜡在燃料油中的饱和度下降袁蜡将

以结晶的形式析出袁其过程分为 2 个步骤院一是形成

晶核袁二是在晶核上蜡析出长大遥而冷却速度将影响

晶核的生成速度和蜡晶的生长速度的相对大小 [7]遥
在 DSC 测试过程中袁降温速率为 5益/min 时袁得到的

DSC 曲线过于平缓袁析蜡峰不明显袁析蜡点的选取

困难袁致使结果误差变大袁原因在于降温速率过低会

导致试验时间延长袁同时导致差示扫描量热仪的敏感

性下降袁体现在析蜡过程中测得的放热量很小袁部分

蜡晶析出放热不能被仪器捕捉到遥 而在降温速率达

到 10益/min 以上时袁析出晶体过程迅速袁放热过程

剧烈袁单位温度下热流变化速率快袁在 DSC 曲线上

表现为析蜡峰明显遥 因此袁使用 DSC 测定燃料油析

蜡点袁为使数据更加准确袁降温速率应为 10益/min
以上袁而对于燃料油的热处理工艺中的冷却速度以

20益/min 为最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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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钢铁行业作为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行业袁对我

国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袁铁
矿石作为钢和铁的原料袁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遥作为产

量第一的钢铁大国袁我国每年进口大量铁矿石原料袁
且原料种类繁多袁所用检测方法应适用于各类铁矿

石的检测遥 铁矿石质量的检测成为检验行业中的重

点试验项目袁如何更快尧更准确地检测铁矿石中的铁

含量成为行业内实验室的研究目标[1]遥
常规试验中袁大多数实验室采用 GB/T 6730.5要

2007叶铁矿石 全铁含量的测定 三氯化钛还原法曳[2]中

三氯化钛还原法测定全铁含量遥 该方法利用过氧化

钠或者盐酸对试样进行前处理袁之后使用重铬酸钾

通过滴定管滴定来还原溶液中的三价铁离子袁通过

肉眼观察颜色变化确定试验终点遥 本文的试验方法

在样品溶解氧化步骤中用精密设备代替人工操作袁
终点确定以电位滴定感光电极确定终点代替人眼判

定颜色变化确定终点袁使试验更快尧更准确[3]遥
2 试验理论依据

利用微波消解将铁矿石样品溶解袁同时在强氧化

性酸的作用下袁所有铁元素都被氧化成三价铁离子遥
在 pH=1.8耀2.0 的酸性条件下袁三价铁离子与磺

微波消解-EDTA 感光电极电位滴定法
检测铁矿石中的全铁含量

康 菲 1 王梦婕 1 王海涛 1 韩纪超 1 王桂影 1 杨常青 2*

渊1.中国检验认证集团河北有限公司唐山港分公司 河北唐山 063600曰2.呼和浩特海关冤

摘要 微波消解技术适用于大多数试验样品的前处理步骤袁其简单快速的操作逐渐替代了手动溶解渊熔
融冤样品的步骤遥 本次试验利用微波消解将铁矿石进行前处理袁再利用硫酸和硼酸降低钛和氟在滴定过程中

对结果的影响袁最后用梅特勒 DP5光度电极袁用磺基水杨酸做指示剂对矿石中全铁含量进行滴定遥 利用标准

样品和三氯化钛还原法对微波消解-电位滴定法结果进行验证袁 结果显示微波消解-电位滴定法稳定准确袁
可以用于检测铁矿石中铁的含量遥

关键词 微波消解曰电位滴定曰磺基水杨酸

中图分类号 P575

Microwave Digestion-EDTA Photosensitive Electrode Potentiometric Titration Method for Measuring
Total Iron Content in Iron Ore

KANG Fei1, WANG Mengjie1, WANG Haitao1, HAN Jichao1, WANG Guiying1, YANG Changqing2*

渊1.China Certification & Inspection Group Hebei Co., Ltd. Tangshan Port Branch, Tangshan, Hebei, 063600;
2.Hohhot Te Customs District冤

Abstract院 Microwave digestion technology is suitable for the pretreatment steps of most test samples, and
its simple and fast operation gradually replaces the step of manually dissolving (melting) samples. This
experiment uses microwave digestion to pre-treat the iron ore, and then uses sulfuric acid and boric acid
to reduce the influence of titanium and fluorine on the results during the titration process. Finally, Mettler
DP5 photometric electrode and sulfosalicylic acid are used as indicator titrate the total iron content in the ore.
The results of microwave digestion-potentiometric titration are verified using standard samples and titanium
trichloride reduction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microwave digestion-potentiometric titration is stable
and accurate, and could be used to detect iron content in iron ore.
Key Words院Microwave Digestion; Potentiometric Titration; Sulfosalicylic Ac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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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水杨酸形成紫红色络合物袁与乙二胺四乙酸二钠

渊EDTA冤形成明黄色络合物遥其中与 EDTA 形成的络

合物更加稳定 [4]遥 在以磺基水杨酸做指示剂的试验

中袁过量的三价铁离子先与磺基水杨酸形成紫红色络

合物袁加入 EDTA 后袁EDTA 会夺去络合物中的三价

铁离子袁使溶液由紫红色变成明黄色袁这个变色过程

会被电位滴定仪的光感电极检测到并以此判断试验

终点[5-8]遥
以 H2Y2-代表 EDTA袁HIn-代表磺基水杨酸袁反应

过程表现如下院
Fe3++HIn-寅FeIn++H+

H2Y2-+FeIn+寅FeY-+HIn-+H+遥
3 试验验证

3.1 试验设备及样品

3.1.1 试验设备

微波消解院本试验选择 METTLER TOLEDO 微

波消解仪袁试验温度和试验升温时间及持续时间可

自由设定遥
电位滴定院本试验选择 METTLER TOLEDO T50

电位滴定仪袁分辨率达到 0.1 mV袁自动滴定管体积

30 mL袁加液体积分辨率达到万分之一遥 滴定仪配置

520 nm 耐酸碱光度电极遥
3.1.2 试验样品

标样院选取 4 个含量不同标样袁硅尧铁含量详见

表 1遥
表 1 标准样品全铁及二氧化硅含量渊单位院%冤

标准样品 全铁含量 二氧化硅含量

GSB 03-2036-2006
GSB 03-1806-2005
GSB 03-2027-2006
GSB 03-1805-2005

42.59
53.80
65.87
72.01

16.31
5.03
3.15
0.16

样品院铁含量在 30%耀70%袁均匀分布的 6 个样

品遥 样品平均值含量详见表 2遥
表 2 样品平均值含量渊单位院%冤

样品编号 铁矿种类 全铁含量 二氧化硅含量

1
2
3
4
5
6

菱铁矿

褐铁矿

褐铁矿

赤铁矿

赤铁矿

磁铁矿

32.42
40.63
44.16
56.73
61.93
68.90

18.96
16.37
11.85
7.09
2.88
0.56

3.2 试验步骤

3.2.1 样品的消解

称取 0.24耀0.25 g 样品放入 100 mL 聚四氟乙烯

消解罐中袁加入 5 mL 浓盐酸袁5 mL 硝酸袁0.5 mL渊1:9冤
氢氟酸溶液渊当二氧化硅逸20%袁可加 1 mL 氢氟酸

溶液冤遥 盖上罐盖袁装入微波消解仪中遥 经 20 min 微

波消解仪升温至 190 mL袁并保持 20 min遥 消解完成

后冷却至室温袁取出消解罐袁用纯净水多次洗涤消解

罐盖和罐壁袁总体积不超过 120 mL遥 加入 2 mL 1:1
硫酸溶液尧30 mL 10%硝酸溶液以及 15 mL 200 g/L
的氢氧化钠溶液袁搅拌后再加入 1 mL 10%磺基水杨

酸溶液摇匀遥 加热至微沸袁待滴定[9袁10]遥
3.2.2 溶液滴定

滴定条件设定院梅特勒 T50 电位滴定设备袁选择

手动滴定台袁搅拌速度 40%袁持续时间 5 s袁预溃液

15 mL渊规矩样品浓度随时调节冤袁泵速率 60 mL/min遥
电位到达 0.5 时袁试验终止遥

试验 pH 调节院用 0.2 g/mL 氢氧化钠溶液调 pH
至 1.0 左右遥

滴定液浓度以及结果计算院本试验使用 0.1 mol/L
EDTA标准滴定液遥 在试验反应过程中袁每 1mLEDTA
溶液会与 1伊10-4 mol 三价铁离子互相反应袁 计算公

式如式渊1冤院
W Fe= 0.0055847伊渊V-V 0冤

m 伊100 渊1冤
式中院WFe要被测样品全铁含量袁%曰V要滴定样品

EDTA 消耗的体积袁mL曰V 0要滴定空白 EDTA 消耗的

体积袁mL遥
3.2.3 空白检测

试验空白检测袁由于空白溶液内铁离子含量十

分微小袁电位滴定步骤不能检测出结果袁所以滴定前

在溶液中加入三价铁离子溶液袁以便检测遥为了结果

计算方便袁选择 0.1 mol/L 三价铁离子溶液袁这样加

入三价铁离子溶液在反应过程中会消耗等体积

EDTA 溶液[11-13]遥
微波消解过程和其他样品相同袁加 0.5 mL 氢氟酸

渊因为有赶酸步骤袁氢氟酸的加入量不会影响测量结

果冤袁因为溶液中铁含量少袁滴定体积在 5 mL 左右袁
所以滴定条件需要改变袁将预溃液改为 0 mL袁其他

条件不变遥 记录滴定消耗 EDTA 体积 V 1袁空白体积

计算公式为院
V0=V1-5 渊2冤

4 标准样品数据总结讨论

按照上述方法对标准样品进行检测袁其中标准样

品 GSB 03-2036-2006 在消解时加入 1 mL 氢氟酸袁
结果详见表 3遥

由表 3 可以看出袁该方法对全铁含量不同的标

准样品检测结果符合标准物质证书中规定的不确定

度要求遥
在试验过程中发现大多数样品铁含量与标样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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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总结

本试验通过对不同种类铁矿石样品的检测袁均
获得准确尧稳定试验结果遥标准样品的测定结果和矿

石样品测量结果与国家标准中化学方法的对比袁结
果误差在规定范围以内遥 由此可见本试验适用于各

种铁矿石检测袁而且结果具很好的重复性和准确性遥
同时袁在试验过程中袁本试验充分利用科技带来

的便利条件袁使试验人员远离使用强碱或强酸的熔

融尧溶解条件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试验对试验人员

比袁二氧化硅含量偏高袁按照以上试验步骤设计多加

入0.5 mL 氢氟酸以溶解二氧化硅[14]遥 由试验验证可

知袁多加入氢氟酸后样品溶解完全袁且对试验结果无

影响遥
5 样品检测结果试验稳定性讨论

日常检测样品相对于铁矿石标准物质袁铁的赋存

形态及杂质种类更复杂袁难以准确检测遥为验证本方

法的准确性袁对选择的 6 个不同矿种的样品在相同

试验条件下进行多次试验袁所选的 6 个样品分别属

于磁铁矿尧赤铁矿尧褐铁矿尧菱铁矿袁在这 6 个不同含

量不同种类的铁矿中袁铁的存在形态不同袁杂质含量

不同渊尤其是二氧化硅含量不同冤遥其中袁磁铁矿主要

是四氧化三铁袁亚铁含量相对较高遥赤铁矿主要成分

是三氧化二铁遥褐铁矿是一种含有氢氧化铁的矿石遥
菱铁矿主要成分是碳酸铁袁多数含有碳盐和镁盐遥实
验室检测的样品几乎都包含于这 6 种样品之中袁所
以对这 6 种样品检测可以代表实验室检测样品[15]遥

通过反复试验可知袁对硅含量高的样品渊如样品

1 和样品 2冤在试验消解步骤加入 1 mL 氢氟酸袁其他

硅含量相对低的样品在消解过程中只需加入 0.5 mL
氢氟酸袁即可确保样品在消解过程不会出现残留现象遥

去除异常结果后袁保证每个样品至少有 6 个有效

值遥将所得结果的波动性在图 1 中展示袁可见同一样

品结果波动很小袁与此同时对试验结果的极差渊R冤
和相对标准偏差渊RSD冤进行计算袁结果详见表 4遥 由

图 1 和表 4可见袁本试验应用于各种铁矿石的试验结

果都是稳定的袁可以在矿石的全铁检测中广泛应用遥
6 试验方法对比

为检验本方法的准确性将 6 个不同矿种的铁矿

石样品以现行 GB/T 6730.5要2007 中化学分析方法

渊方法 B冤进行测定袁测得结果与本方法渊方法 A冤进行

比较袁对比结果详见图 2遥
75
70
65
60
55
50
45
40
35
30 1 2 3 4 5 6

样品 1
样品 2
样品 3
样品 4
样品 5
样品 6

样品

图 1 样品结果展示对比图

表 4 测量结果汇总表渊单位院%冤
样品名称 平均值 R RSD
样品 1
样品 2
样品 3
样品 4
样品 5
样品 6

32.42
40.36
49.16
56.73
61.93
68.90

0.14
0.12
0.20
0.14
0.18
0.14

0.16
0.10
0.16
0.09
0.10
0.08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0

方法 A
方法 B

1 2 3 4 5 6

32.4232.43
40.63 40.56

49.16 49.25
56.73 56.82

61.93 61.8
68.9 68.76

样品

图 2 2种方法结果对比图

为检验微波消解法-电位滴定法和国家标准方

法总体平均值是否存在显著差异袁本文选择样品 4
对 2 种方法进行 t 检验袁查 t 值分布表可知袁自由度

为 6 的 95%双侧 t臆2.447袁检测结果详见表 5袁2 种方

法的检测结果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遥

方差方程的 Levene 检验 均值方程的 t 检验

F Sig. t df Sig.渊双侧冤 均值差值

测量结果
假设方差相等

假设方差不相等
3.143 .107 -1.806

-1.806
10
8.271

.101

.107
-.0833 3
-.0833 3

表 5 独立样本检验

标准样品 标准值渊%冤 测量值渊%冤 绝对误差

GSB 03-2036-2006
GSB 03-1806-2005
GSB 03-2027-2006
GSB 03-1805-2005

42.59
53.80
65.87
72.01

42.55
53.83
65.81
72.09

0.04
0.03
0.06
0.08

表 3 标准样品结果对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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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铝是地壳中含量仅次于氧和硅的元素袁由于铝及

其合金具有独特的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袁因此含铝化

合物被广泛应用于生活之中袁人们跟铝的接触方式

多种多样遥
在 2014 年之前袁我国按照 GB 2760要2011叶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曳[1] 的限量值

作为标准判断检测食品样品是否超标袁这一标准于

2015 年 5 月 24 日废止袁同时 GB 2760要2014叶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曳[2]于 2015年 5月

24 日开始实施袁其中更改了一些食品类别中的铝残

留量限值遥 有关部门在检测中考虑到食品中存在一

定的铝的本底值袁对不得使用含铝添加剂的食品袁规
定>20 mg/kg 为检出袁本研究以此为标准判断样本是

否超标遥
2 材料与方法

2.1 材料

2.1.1 样品采集

以丽江市市售的发酵面制品为试验检测对象袁
预计采集 200 份样品袁实际共采集 223 份样品进行

市售发酵面制品中的铝残留量检测

木康春 和丽毅
渊丽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云南丽江 674100冤

摘要 为检测丽江市市售发酵面制品中的铝残留情况袁对样品检测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袁计算样品中的

铝残留量和超标率袁进行市售发酵面制品的健康风险评估袁本文采集了丽江市市售发酵面制品袁采用电感耦

合等离子体质谱法对样本进行检测袁标准曲线法定量遥在检测的 223份样本中袁总体超标的样品数量为 106份袁超
标率为 47.53%袁样本中检测到的铝含量最高达到 1.27 g/kg遥 职能部门应加强对发酵面制品生产者的安全宣

传教育袁加强对生产企业及小作坊食品添加剂的使用监管袁加大对不法商贩的打击力度袁同时积极推进无铝

膨松剂在市场的应用与普及遥
关键词 铝曰发酵面制品曰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曰食品添加剂

中图分类号 O657.63曰TS207.51

Detection of Aluminum Residue in Commercial Fermented Noodle Products
MU Kangchun, HE Liyi

(Lijiang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enter, Lijiang, Yunnan, 674100, China)
Abstract院 In order to detect the aluminum residue in the fermented noodle product sold in Lijiang,
perform statistical analysis on the sample test data, calculate the amount of aluminum residue in the
sample and the excess rate, and conduct a health risk assessment of the commercially available fermented
noodle product, the fermented noodle products sold in Lijiang are tested by inductively coupled plasma
mass spectrometry and the standard curve method is used for quantification in this paper. Among the 223
samples tested, 106 samples exceedes the standard overall, and the over-standard rate is 47.53%, the
highest aluminum content detected in the sample reaches 1.27 g/kg. Functional departments should
strengthen the safety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of fermented pasta food producers, strengthen the supervision
of the use of food additives in production enterprises and small workshops, increase the crackdown on
illegal traders, and actively promote the application of aluminum-free leavening agents in the market and
popularization.
Key Words院 Aluminium; Fermentation Noodles; ICP-MS; Food Addi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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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分析遥
2.1.2 试剂

水院GB/T 6682要2008叶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

试验方法曳[3]中规定的一级水曰硝酸渊HNO3冤渊优级纯袁
J.T.Baker冤曰HNO3 溶液渊5垣95冤院取 50 mL HNO3袁缓慢

加入 950 mL 水中袁用水稀释至 1000 mL曰氦气渊He冤尧
高纯氩气渊Ar冤渊>99.99%袁梅塞尔集团冤曰铝元素标准

储备液渊1 000 滋g/mL袁SPEX要Certiprep冤曰标准使用液

溶液院吸取 1.00 mL 的单元素标准储备液渊SPEX要
Certiprep冤袁用 HNO3 溶液定容至 100 mL袁标准使用

液的浓度为 10 滋g/mL曰内标元素储备液渊1 000 mg/L冤
渊钪元素袁SPEX要Certiprep冤遥
2.2 仪器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渊iCAP-Q袁赛默飞世

尔科技有限公司冤曰密闭微波消解系统渊ETHOS-UP袁
milestonesrl冤曰压力消解罐渊MAXI-44袁milestonesrl冤曰
智能样品处理器渊VB24-UP袁莱伯泰科仪器有限公

司冤曰恒温干燥箱渊TC-240袁蓝恩利实验室设备有限

公司冤遥
2.3 试验方法

本次试验对发酵面制品中铝的残留量进行检

测袁采用叶2018 年国家食品污染和有害因素风险监

测工作手册曳 中规定的食品中铝测定的电感耦合等

离子体质谱法标准操作程序方法遥
检测结果用 SPSS 17.0 进行统计分析袁铝含量差

异用秩和检验袁超标率差异用卡方检验袁P约0.05 表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3 结果与讨论

3.1 结果分析

3.1.1 不同类别采样地点发酵面制品检测结果分析

秩和检验结果袁检验统计量 H=11.678袁v=2袁P=
0.003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食堂平均秩次为 78.91曰
店铺为 110.47曰摊点为 126.58冤袁可认为 3 种不同类

型发酵面制品中铝含量水平不全相同曰对超标率做卡

方检验得出 字2=9.636袁P=0.008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食
堂 29 份袁超标 6 份袁超标率为 20.69%曰店铺 116 份袁
超标 60 份袁超标率达 51.72%曰摊点 78 份袁超标样品

40 份袁超标率达 51.28%遥 冤袁可认为这 3 种场所中发

酵面制品的超标率有差异遥
3.1.2 不同类型发酵面制品检测结果分析

秩和检验结果袁H=0.822袁v=2袁P=0.663袁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袁不可认为 3 种不同类型发酵面制品中铝

含量水平有差异曰通过对超标率进行卡方检验得出

字2=1.366袁P=0.505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袁不可认为 3 种

不同类型发酵面制品中超标率有差异遥
3.2 讨论

3.2.1 不同采样地点样品铝含量和超标率

经统计学分析袁食堂尧店铺尧摊点之间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袁食堂的超标率及平均秩次低于店铺和摊点袁
店铺及摊点之间的铝含量和超标率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袁不能认为这 2 类场所中的发酵面制品中的铝含量

有差异遥 2017 年袁牛贵侠[4]等在对陕西延安市安塞区

市售面制品进行检测后袁通过对不同采样地点分析

发现袁超标率较高的一般是小吃店还有制售摊点袁集
体食堂超标率则较低袁与本次试验结果比较相似遥造
成这种结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袁小作坊制售摊点的

工作者不了解过量食用含铝添加剂会对人体造成怎

样的后果袁贪图便宜购买非正规的泡打粉等[5]遥
3.2.2 不同类型发酵面制品的铝含量和超标率

经统计学分析发现袁3 类不同面制品中的铝含

量和超标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袁不能认为不同类型发

酵面制品中的铝含量有差异遥 但是 3 类发酵面制品

都出现了较高程度的超标袁普遍存在风险因素[6]遥
4 结论

综上所述袁丽江市各类面制品中均出现铝含量超

标问题袁在这样的情况下袁消费者在消费时要增强食

品安全意识袁有关监督部门也要加大对生产作坊的

监督检查力度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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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莱克多巴胺尧克伦特罗尧特布他林尧沙丁胺醇均

属于 茁原受体激动剂遥 鉴于 茁原受体激动剂对人体的

危害袁我国规定养殖业中禁止使用此类药物 [1袁2]遥 故

GB/T 22286要2008叶动物源性食品中多种 茁-受体激

动剂残留量的测定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曳和农业部

1629 号公告-1-2011 提出了液相色谱要串联质谱

的方法测定多种 茁-受体激动剂[3袁4]遥本研究通过改良

国家推荐的标准方法袁简化试验步骤袁缩短分析时间袁
在国家标准的基础上设计出符合本实验室试验仪器

条件的测定方法袁测量动物源性食品中 4 种 茁-受体

激动剂的残留量袁并对结果进行分析遥
2 材料和仪器

2.1 样品

从市场上采得云南省内 12 个州尧市的猪尧牛尧羊
肉各 8 件袁共计动物肉样本量 96 件遥 云南省内 9 个

UPLC原MS/MS 测定 4 种 茁-受体激动剂残留量

杨晓忠 陈正菊 和丽毅
渊丽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云南丽江 674100冤

摘要 本文通过改良国家标准推荐的高效液相色谱要串联质谱法渊UPLC-MS/MS冤测定动物源性食品

中莱克多巴胺尧克伦特罗尧特布他林尧沙丁胺醇的残留量遥 动物组织经 茁-葡萄糖苷酸酶-芳基硫酸酯酶解后袁
酶解液通过固相萃取柱净化袁 以甲酸水-乙腈为流动相进行梯度洗脱袁ESI 为离子源袁 质谱多反应监测

渊MRM冤技术检测进行检测袁用 UPLC-MS/MS 测定袁内标法定量遥 结果显示袁4 种 茁-受体激动剂在浓度为

2~20 ng/mL时袁相关系数(r冤均大于 0.998袁检出限在 0.11~0.14 滋g/kg遥 加标回收率为 85.65%~111.27%袁相对

标准偏差渊RSD冤均小于 20%遥 该方法前处理简单袁分离效率高袁灵敏度高袁检出限低袁基体干扰少袁方法操作

可行袁可用于动物源性食品中多种受体激动剂残留量的同时检测遥
关键词 高效液相色谱要串联质谱法曰茁-受体激动剂曰动物源性食品曰固相萃取

中图分类号 O657.63曰TS251.51

Determination of 4 Kinds of 茁-Agonist Residues by UPLC-MS/MS
YANG Xiaozhong, CHEN Zhengju, HE Liyi

(Lijiang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enter, Lijiang, Yunnan, 674100, China)
Abstract院The high-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tandem mass spectrometry(UPLC-MS/MS) recommended
by national standards is improved to determine the residues of ractopamine, clenbuterol, terbutaline and
salbutamol in foods of animal origin. After the animal tissue is hydrolyzed by 茁-glucuronidase-arylsulfate,
the enzymatic hydrolysate is purified by a solid phase extraction column, and gradient elution is carried
out with formic acid water -acetonitrile as the mobile phase, ESI is the ion source, and mass
spectrometry multiple reaction monitoring (MRM) technology is used for detection, UPLC-MS/MS is used
for measure, and internal standard method is used for quantific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r) of the four 茁-receptor agonists at the concentration of 2要20 ng/mL is greater than 0.998,
and the detection limit is 0.11要0.14 滋g/kg. The recovery rate of standard addition is 85.65%要111.27%,
and the relative standard deviation (RSD) is less than 20%. The method is simple in pretreatment, high
in separation efficiency, high in sensitivity, low in detection limit, and less in matrix interference, and it
is feasible and can be used for simultaneous detection of multiple receptor agonist residues in
animal-derived foods.
Key Words院 HPLC-MS; 茁-Agonist; Animal-Origin Food; S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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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尧市的猪尧牛尧羊肝 7 件袁共计动物肝样本量 63 件遥
2.2 仪器与试剂

仪器院QTRAP 3500质谱分析仪曰岛津 LC-20A高

效液相色谱仪曰电子天平曰TG-3000 高速冷冻离心机曰
GM200 均质器曰Fotector Plus全自动固相萃取仪渊含
AutoEVA-60全自动平行浓缩仪冤曰Waters固相萃取柱遥

试剂院茁-受体激动剂标准品院莱克多巴胺尧沙丁

胺醇尧特布他林尧克伦特罗渊纯度均大于 98.0%冤曰内
标物院D9-克伦特罗尧D6-莱克多巴胺尧D3-沙丁胺醇

渊纯度均大于 99.0%冤曰乙酸钠-醋酸缓冲液曰茁-葡萄

糖苷酸酶-芳基硫酸酯酶曰盐酸曰去离子水曰甲醇曰乙
酸乙酯曰乙腈遥
2.3 试验方法

2.3.1 标准曲线的制作

制成茁-受体激动剂含量分别为 2.0尧4.0尧6.0尧10.0尧
20.0 ng/mL 的标准系列溶液渊含 10ng/mL 的内标溶液冤
供样品测定用袁内标法制作标准曲线遥
2.3.2 样品前处理

酶解院将样品绞碎后袁称取 5 g 样品于 50 mL 的

离心管中曰加入 40 滋L茁-受体激动剂内标混和应用液

渊250 滋g/L冤 静置 10 min 后加入 15 mL 乙酸钠-醋酸

缓冲液渊pH=5.2袁0.2 moL/L冤袁均质 20 s袁再加 100 滋L
茁-葡萄糖醛苷酶/芳基硫酸酯酶液袁在 37益避光水浴

中振荡水解过夜渊将近 16 h冤后取出放至室温遥
提取院酶解放置室温后涡旋混匀袁以 12 000 r/min

转速离心 10 min袁吸取上层溶液袁置于另一 50 mL 的

离心管内曰用盐酸渊3.0 moL/L冤调节 pH=2.0依0.1袁以
12 000 r/min 转速离心 10 min袁分出上清液备用遥

净化院依次用水尧甲醇尧盐酸溶液渊40 mmoL/L冤各
5 mL 活化平衡固相萃取柱袁样品过固相萃取柱后袁
用水尧甲醇各 5 mL 淋洗除杂袁真空抽干柱内液体袁加
入 10 mL 5%氨化乙酸乙酯进行洗脱袁再将其收集于

10 mL 具塞试管内用全自动浓缩仪浓缩遥 残留物中

加入 0.1 mL 甲醇溶液袁超声溶解袁再加入 0.9 mL 10%
甲醇水溶液混匀袁经滤膜过滤后袁待高效液相色谱-
串联质谱法渊UPLC-MS/MS冤检测遥
2.3.3 测定条件

色谱条件院色谱柱院Thermo Hypersil ODS渊C18冤
热电液相色谱柱渊2.6 滋m袁2.1 mm伊100 mm冤曰柱温院
40益曰流动相院0.1%甲酸水渊A冤+0.1%甲酸乙腈溶液

渊B冤曰进样量院5 滋L袁梯度洗脱见表 1遥
质谱条件院离子源院电喷雾离子源渊ESI冤曰毛细管

电压院0.5 kV曰离子源温度院150益曰脱溶剂温度院550益曰
扫描方式院正离子扫描曰检测方式院多反应检测渊MRM冤曰
碰撞电压和锥孔电压根据仪器调至最优灵敏度遥

2.4 线性范围和检出限

标准系列溶液测定结果表明袁4 种 茁-受体激动

剂在浓度为 2耀20 ng/mL 时袁线性关系较好袁线性相

关系数渊r冤均大于 0.998遥 采用在空白样品中添加目

标化合物的方法袁3 倍信噪比确定 4 种 茁-受体激动

剂检出限为 0.11耀0.14 滋g/kg遥 10 倍信噪比确定定量

限为 0.33耀0.41 滋g/kg遥 4 种 茁-受体激动剂标准溶液

的参考选择性离子色谱图详见图 1遥
2.5 加标回收率和精密度

取不含 茁-受体激动剂类药物的 2 种样品进行

加标回收率试验和精密度试验袁加标水平浓度分别

为 2.0 ng/mL 和 3.0 ng/mL袁每个加标水平进行 3 次

平行试验袁其加标回收率为 85.65%耀111.27%袁相对

标准偏差渊RSD冤均小于 20%遥
2.6 样品的测定

按照以上建立的方法进行检测袁并与标准样品对照袁
根据第一个子离子的峰面积定量袁根据第二个子离子

的峰保留时间定性袁结果显示 159 份样品均为阴性遥
3 讨论

3.1 样品前处理的优化

与国家标准中所用的阳离子交换小柱相比袁本
方法采用Waters 固相萃取柱净化袁结果显示袁具有弱

碱性的 茁-受体激动剂在酸性条件下对 Waters 小柱

有很强的吸附作用遥 且有研究发现[5]袁用 5%氨化乙

酸乙酯洗脱袁洗脱液较为干净袁杂质少袁易吹干袁有很

好的净化效果袁故选用 5%氨化乙酸乙酯进行洗脱遥
3.2 色谱条件的选择

3.2.1 梯度洗脱系统的选择

国家标准中所用的洗脱时间为 25.5 min袁本试验

优化了梯度洗脱比例成分袁缩短了洗脱时间遥本研究

发现袁选择上述的梯度洗脱时间更为合适袁既可以在

更短的时间内使峰完全分离袁也不会产生太大干扰袁
重现性和峰形都较好袁达到了和国家标准所用洗脱

方法同样的效果而且更适用于本实验室的试验仪器

条件遥
3.2.2 色谱柱柱温的选择

国家标准中色谱柱的柱温是 30益袁但是根据本

试验所用的色谱柱固定液的使用温度尧色谱柱类型尧

时间渊min冤 流速渊滋L/min冤 A渊%冤 B渊%冤
0.0
0.5
2.0
3.0
6.0

10.0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95
95
50
5

95
95

5
5

50
95
5
5

表 1 梯度洗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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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组分的复杂程度及色谱柱升温方式等袁本试验

采用的色谱柱柱温为 40益袁在这个温度下既保证了

样品组分完全分离袁又保证了样品所有组分都不会

在色谱柱内冷凝袁且峰形较好遥
4 结论

本文对云南 12 个州尧市的牛尧羊尧猪肉及肝进行

检测袁莱克多巴胺尧克伦特罗尧沙丁胺醇尧特布他林均

未检出遥 可能的原因是所建立的方法检出限不够低

或者是由于国家的打击力度够大袁没有不良商家售

卖含瘦肉精的牛尧羊尧猪肉及肝遥
通过改良国家标准推荐方法中的分析条件袁本文

建立了 UPLC原MS/MS 测定动物源性食品中克伦特

罗尧莱克多巴胺尧沙丁胺醇尧特布他林的残留量的方

法遥该方法样品无需衍生化袁且能够很好地对分析物

进行定性确认袁分离效率高袁灵敏度高袁基体干扰少袁

检出限低袁操作可行袁重复性好袁能够满足当前市场

对相关残留检测的要求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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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4 种受体激动剂选择性离子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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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目前我国的公共卫生工作中对生活饮用水尧水
源水尧地表水等进行的卫生学评价袁主要以总大肠菌

群尧大肠埃希菌以及耐热大肠菌群为粪便污染的指示

菌[1]遥 GB/T 5750.12要2006叶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

法 微生物指标曳[2]增加了生活饮用水中大肠埃希菌

的检测方法遥 准确评估生活饮用水中大肠埃希菌的

污染数量非常重要遥本文参照 JJF 1059.1要2012叶测
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曳[3]袁通过分析样本检验过程

中的不确定度分量袁采用 A 类评定和 B 类评定对引

入测量结果中的不确定度分量进行评定袁 计算合成

不确定度和扩展不确定度来衡量大肠埃希菌计数结

果的不确定度袁建立生活饮用水中大肠埃希菌检测

结果不确定度的评定方法遥
2 材料与方法

2.1 材料

市政末梢水 1 份遥
2.2 方法

在市政末梢水中加入大肠埃希菌标准菌株

ATCC25922菌悬液袁混匀后按照GB/T 5750.12要2006
的方法进行检验袁具体检验方法如下院以无菌操作方

式用灭菌吸管吸取 10 mL 原倍水样加入含有 10 mL
双料乳糖蛋白胨培养液的试管内袁充分混匀曰同时用

无菌吸管吸取 1 mL 原液袁加入 9 mL 生理盐水袁稀释

制备 1颐10 的样品匀液袁同理制备 1颐100 的样品匀液遥
然后分别取 1 mL 以上样品稀释液加入单料乳糖蛋

白胨培养液中袁以上 3 个稀释度均各做 5 个平行样袁
在渊36依1冤益下培养渊24依2冤 h遥 观察结果并对产酸产

气的试管进行证实试验袁将总大肠菌群多管发酵法初

发酵产酸或产气的试管液体无菌接种至 EC-MUG
培养液试管中进行大肠埃希菌检测袁在渊44.5依0.5冤益
下培养渊24依2冤 h袁366 nm 紫外灯下观察结果袁计数

EC-MUG 阳性管数袁查对应的大肠菌群最大可能数

量法渊MPN冤计数表得出大肠埃希菌的 MPN 数值袁以
MPN/100mL报告结果遥 根据以上步骤重复检测 10次遥
3 结果

3.1 建立测量数学模型

根据检测原理得到检样中大肠埃希菌多管发酵

生活饮用水中大肠埃希菌计数的不确定度分析

杜学婷 时 慧 周秋颖
渊丹东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辽宁丹东 118000冤

摘要 本文依据 JJF 1059.1要2012叶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曳袁将同一水样检测 10 次袁对引入测量结

果中的不确定度分量进行评定袁计算由结果的散发性引起的合成不确定度和扩展不确定度遥 从而对生活饮

用水中大肠埃希菌稀释培养测数渊MPN冤法计数结果的不确定度进行估计袁用于生活饮用水的安全性评估遥
关键词 不确定度曰大肠埃希菌曰生活饮用水

中图分类号 R123.1

Uncertainty Analysis of the Escherichia Coli Count in Drink Water
DU Xueting, SHI Hui, ZHOU Qiuying

(Dandong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enter, Dandong, Liaoning, 118000, China)
Abstract院 Based on JJF 1059.1要2012 "Evaluation and Expression of Uncertainty in Measurement", this
paper tests the same water sample 10 times at the same time, and introduces the uncertainty component
in the measurement result for evaluation, and calculates the combined uncertainty and expanded
uncertainty caused by the divergence of the results. The evaluation method in this paper can estimate the
uncertainty of the MPN method of escherichia coli in drinking water, and can be used for safety
evaluation of drinking water.
Key Words院 Uncertainty; Escherichia Coli; Drink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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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各不确定度分量的来源

本次检验过程由同一检测人员在标准室温环境

下操作袁所有操作严格按照标准执行袁由人员操作和

环境造成的不确定度分量可以忽略袁此外试验材料加

入标准菌株的量极微袁因此由样品制备过程中引起的

不确定度分量亦可忽略不计遥 需要分析的不确定度

分量主要来自以下 2 个方面院渊1冤A 类评定院由重复

检测结果引起的不确定度 U 复检遥 渊2冤B 类评定院递增

稀释引入的不确定度 U 递增稀释和加样引入的不确定

度 U 加样遥
3.3.1 重复检测结果引起的不确定度评定

同一样品重复检测 10 次的结果引起的不确定

度为院
Urel渊复检冤= 0.140 5810伊渊10-1冤姨 =0.039 52遥

3.3.2 递增稀释引入的不确定度评定

样品稀释过程中用到 1 mL 和 10 mL 刻度吸管袁
其容量允差分别为依0.008 mL 和依0.05 mL[4]遥 因此袁
1 mL 刻度吸管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为院

Urel渊1mL冤= 滋渊1mL冤
v = 0.08

3姨 伊1 =0.004 62遥
10 mL 刻度吸管的相对不确定度为院
Urel渊10mL冤= 滋渊10mL冤

v = 0.05
3姨 伊9 =0.003 21遥

Urel渊稀释过程冤= 92
渊1+9冤2 渊Urel渊1mL冤2+Urel渊10mL冤2冤姨

= 92
渊1+9冤2 渊0.004 622+0.003 212冤姨

=0.005 06遥
在本次试验中袁递增稀释 2 次袁稀释倍数分别为

10尧100袁所以在此递增稀释过程中的相对标准不确

定度为院
Urel渊递增稀释冤= k伊Urel渊稀释过程冤2姨 = 2伊0.005 062姨

=0.007 16遥
3.3.3 向培养基加样引入的不确定度评定

用 10 mL 刻度吸管吸取 10 mL 原液加入 10 mL
双倍乳糖蛋白胨培养液中袁用 1 mL 刻度吸管吸取 10尧
100 样品稀释液加入 9 mL 单料乳糖蛋白胨培养液

中遥 加样采用 1 mL 和 10 mL 刻度吸管袁其容量允差

分别为依0.008 mL 和依0.05 mL遥 因此袁1 mL 刻度吸管

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为院
Urel渊1mL冤= 滋渊1mL冤

v = 0.08
3姨 伊1 =0.004 62遥

10 mL 刻度吸管的相对不确定度为院
Urel渊10mL冤= 滋渊10mL冤

v = 0.05
3姨 伊10 =0.002 89遥

加样过程中引入的相对不确定度为院
Urel渊加样冤= Urel渊1mL冤2+Urel渊10 mL冤2姨

= 0.004 622伊0.002 892姨 =0.005 45遥
3.4 生活饮用水中大肠埃希菌多管发酵法计数的

合成不确定度和扩展不确定度

根据上述几个分量的不确定度结果袁样品中大

肠埃希菌计数的合成不确定度为院
Urel= Urel渊递增稀释冤2+Urel渊加样冤2+Urel渊复检冤2姨

= 0.007 162伊0.002 892+0.039 522姨 =0.040 27遥

序号 检验结果 xi渊CFU/ mL冤 lgxi lgxi-lgx 渊lgxi-lgx冤2

1
2
3
4
5
6
7
8
9

10

46
84
70
94
79
58
76
46
70

110

1.662 76
1.924 28
1.845 10
1.973 13
1.897 63
1.763 43
1.880 81
1.662 76
1.845 10
2.041 39

-0.202 35
0.059 18

-0.020 01
0.108 02
0.032 52

-0.101 68
0.015 71

-0.202 35
-0.020 01
0.176 29

0.040 94
0.003 50
0.000 40
0.011 67
0.001 06
0.010 34
0.000 25
0.040 94
0.000 40
0.031 08

平均值 73 1.865 10
总和 733 2.865 10 0.140 58

表 1 样品重复检验 10 次结果

法计数的数学模型院
y= k1

k2
x 渊1冤

其中袁y 为样品菌落总数中大肠埃希菌含量曰k1 为标

准规定的稀释倍数曰k2 为实际操作的稀释倍数曰x 为

MPN 值遥
3.2 多管发酵法检测

加入标准菌株 ATCC25922 的市政末梢水袁多管

发酵法检测大肠埃希菌遥 采用贝塞尔公式分析检测

结果袁详见表 1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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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体伤害遥 并且在最后滴定步骤以设备光度感应

代替人眼确定试验终点袁减少试验误差和人为因素

导致的试验失误遥整个试验过程安全简单易操作袁且
结果稳定可靠袁值得推广遥

微波消解-电位滴定测量铁矿石中全铁含量袁
结果准确袁重复性好袁安全易操作袁适用于实验室对

不同种类铁矿石的检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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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胡述戈.微波消解-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法测定铁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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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焦锐,王英,苏敏,等.分光光度法测定温度对磺基水杨酸合铁(芋)
稳定常数的影响[J].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2):106-
108.

[8] 张珂,马明,马龙,等.电位滴定法测定铁矿石中氧化亚铁[J].冶金

分析,2018,38(5):66-71.
[9] 周勇义,谷学新,范国强,等.微波消解技术及其在分析化学中的

应用[J].冶金分析,2004(2):30-36.
[10] 杨常青,张双双,吴楠,等.微波消解-氢化物发生原子荧光光谱法

和质谱法测定高有机质无烟煤中汞砷的可行性研究 [J].岩矿测

试,2016,35(5):481-487.
[11] 李文廷,洪雪花,欧利华,等.优化的湿法消解-氢化物原子荧光光

谱法测定海产品中总砷[J].中国卫生检验杂志 ,2014,24(7):937-
939.

[12] 孙晓娟,苏跃增,金凤明,等.微波消解-分光光度法测定石油化工

循环水中总磷[J].分析化学,2001(9):1113.
[13] 梁淑轩,王欣,吴虹,等.微波消解/ICP-MS 测定水系沉积物中的 9

种重金属元素[J].光谱学与光谱分析,2012,32(3):809-812.
[14] 戚淑芳,张杰,王莹,等.以抗坏血酸作还原滴定剂电位滴定法测

定铁矿石中全铁[J].冶金分析,2011,31(5):6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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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置信水平 95%袁自由度 v=n-1=9 时袁包含因

子 k=2袁扩展不确定度为院
U95rel=k伊Urel=2伊0.040 27=0.080 54遥

3.5 测量结果取值范围

以区间的形式表示渊lgxi-U95rel臆lgxi臆lgxi+U95rel冤袁
根据每一样品 lgxi 的取值范围袁由反对数得到每一样

品 MPN 值的修约数的所在区间遥
当大肠埃希菌计数结果平均值为 73 MPN/g 时袁

其相应的扩展不确定度为 U=73 MPN/g伊0.080 54抑
6 MPN/g袁取值范围为渊67袁79冤遥
4 讨论

生活饮用水直接关系人体健康袁水质检测更是

关系民生的大事遥 生活饮用水中大肠埃希菌检测过

程中不确定度的评定对检验结果的有效性具有重要

意义遥当检验结果存在潜在误差时袁结合不确定度评

定才能更加准确地评估水质污染程度[5袁6]遥 本文参照

CNAS-CL 07院2011叶测量不确定度的要求曳[7]以及 JJF
1059.1要2012袁采用贝塞尔公式来评定大肠埃希菌多

管发酵法计数的不确定度袁对生活饮用水中大肠埃

希菌的检测结果不确定度进行评估遥 通过检测分析

发现袁整个试验不确定度的来源主要有院移液器容量

允差尧样品稀释次数尧样品重复检验等遥 其中样品制

备过程中的递增稀释和加样体积引起的不确定度所

占分量较小袁属于 B 类不确定度袁重复检验产生的

不确定度所占分量较大袁属于 A 类不确定度遥通过计

算扩展不确定度和合成不确定度袁最终确定了大肠埃

希菌检测结果 MPN 值的修约范围袁从而有效减少了

试验误差袁提高了检测结果的精确度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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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生活饮用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之一袁水体

质量直接关系到人体健康遥随着核工业的发展袁核安

全事故频发袁人们对野核冶不再陌生袁对饮用水中的放

射性物质的关注也不断加强遥 为保障居民的身体健

康袁防止因水污染造成的内照射病的发生袁连云港市

从 2017 年开始袁加强了对城市饮用水渊水源水尧出厂

水尧末梢水冤中总 琢尧总 茁 的检测袁以期通过检测袁系
统地了解连云港市城市饮用水中总 琢尧总 茁 基本状

况袁为加强城市饮用水安全管理工作提供依据和技

术支持遥

2 材料和方法

2.1 仪器和设备

低本底 琢/茁 测量仪院PAB-6000袁 出厂编号

600201312001曰箱式马弗炉院QXR1600-70A袁出厂编

号 QT2014010702曰 电子天平院XS105DU袁 出厂编号

B004005061曰 陶瓷加热板院CHP-400DN袁 出厂编号

L1501-0059遥
2.2 方法

标准及样品检测严格按照 GB/T 5750.13要2006
叶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放射性指标曳[1]中的检测

方法进行操作遥 每年分枯水期和丰水期进行水样采

2017要2019 年连云港市城市饮用水放射性水平
检测分析

姚志扬 朱晓露
渊连云港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江苏连云港 222000冤

摘要 为了解连云港市 2017要2019 年城市饮用水中总 琢尧总 茁 放射性水平袁为加强城市饮用水安全管

理及研究工作提供科学依据遥 本文严格按照 GB/T 5750.13要2006叶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放射性指标曳
中的检测方法进行操作遥 结果显示袁连云港市 2017要2019年城市饮用水总 琢放射性检测结果范围为渊0.018 0~
0.202 0冤 Bq/L曰总 茁 放射性检测结果范围为渊0.123 0～0.323 0冤 Bq/L袁均低于 GB/T 5749要2006叶生活饮用水

卫生标准曳中总 琢尧总 茁 放射性规定限值遥 连云港市城市饮用水放射性水平良好袁符合国家要求袁市民可以放

心饮用遥
关键词 连云港市曰饮用水曰放射性水平曰检测分析

中图分类号 R123

Detection and Analysis of Urban Drinking Water Radioactivity Level in Lianyungang from 2017 to 2019
YAO Zhiyang, ZHU Xiaolu

(Lianyungang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enter, Lianyungang, Jiangsu, 222000, China)
Abstract院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total alpha and total beta radioactivity levels of urban drinking
water in Lianyungang from 2017 to 2019, and provide scientific basis for strengthening urban drinking
water safety management and research. This paper strictly follows the detection methods in GB/T
5750.13要2006 "Standard Inspection Methods for Drinking Water Radioactive Indicato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ange of total alpha radioactivity test results for urban drinking water in Lianyungang from 2017 to
2019 is (0.018 0要0.202 0) Bq/L, the range of total beta radioactivity test results is (0.123 0要0.323 0) Bq/L,
both lower than GB/T 5749要2006 "Drinking Water Hygiene Standards" stipulated limits for total alpha
and total beta radioactivity. The radioactivity level of drinking water in Lianyungang is good, which
meets national requirements and can be consumed with confidence.
Key Words院Lianyungang; Drinking Water; Radioactive Level; Monitoring and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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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季节饮用水总 琢尧总 茁 结果比较渊Bq/L冤

3.3 不同季节饮用水总 琢尧总 茁 结果比较

在不同季节的总 琢 结果中袁丰水期渊0.078 6依
0.049 3冤 Bq/L 高于枯水期渊0.043 4依0.020 2冤 Bq/L渊t=

3.788袁P﹤0.001冤曰在不同季节的总 茁 结果中袁丰水

期渊0.228 7依0.036 9冤 Bq/L 高于枯水期渊0.197 5依
0.052 3冤 Bq/L渊t=2.797袁P=0.007冤袁详见表 3遥

表 2 不同类型饮用水总 琢尧总 茁 结果比较

集袁每次采集 2 个水源水尧2 个出厂水尧7 个末梢水袁
共计 11 个水样遥 水样的采集尧后期处理以及检测均

由连云港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完成遥
2.3 样品的处理及测量

按照 GB/T 5750.13要2006 方法袁取经过酸化的

2 L 水样于 5 L 烧杯中袁在电热板上微沸条件下蒸发

浓缩至 100 mL 左右遥转移至 250 mL 的烧杯中袁并用

少量硝酸分次洗涤 5 L 烧杯袁合并洗涤液于 250 mL
烧杯中袁将浓缩液继续在微沸条件下蒸发浓缩至

50 mL 左右袁冷却并转入蒸发皿中袁用少量水分次洗

涤烧杯袁洗涤液并入蒸发皿遥加入 1 mL 硫酸袁与浓缩

液充分混合后袁置于红外灯下加热尧蒸干遥待硫酸冒烟

后袁将蒸发皿移至电热板上继续加热蒸干袁直至将烟

雾赶尽遥转至箱式马弗炉内渊350依10冤益灰化 60 min袁
冷却后在电子天平上称总灰重袁 然后研磨并称取样

品灰 160 mg 于样品盘中袁 加少量的丙酮将样品铺

匀袁制成样品源袁每个样品均测量 4 h遥
2.4 质量控制

水样采集由连云港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完成袁
每个水样均有唯一性编号遥水样的处理及检测均严格

按照GB/T 5750.13要2006 进行操作袁按照GB 5749要

2006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曳[2]进行评价袁其中总 琢 放

射性指导值为 0.5 Bq/L袁总 茁放射性指导值为 1 Bq/L遥
2017要2019 年袁低本底 琢/茁 测量仪尧箱式马弗炉尧电
子天平等仪器均经过省或市计量部门检定/校准遥
2017要2019 年均参加了全国总 琢尧总 茁 放射性测量

能力考核袁2017 和 2018 年度为合格袁2019 年度为优

秀遥 连云港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通过上述的各种质

控方式有效保障了城市饮用水中总 琢尧总 茁结果的准

确性遥
3 检测结果

3.1 2017要2019 年城市饮用水总 琢尧总 茁结果

2017要2019 年城市饮用水总 琢 放射性检测结

果均值为渊0.061 0依0.041 4冤 Bq/L袁其中 2017 年最低

为 渊0.035 7依0.011 3冤 Bq/L袁2018 年其次 渊0.046 6依
0.021 6冤 Bq/L袁2019 年最高为渊0.100 9依0.046 5冤 Bq/L袁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渊F=29.198袁P﹤0.001冤曰总 茁 放

射性检测结果均值为渊0.193 0依0.037 5冤 Bq/L袁其中

2017 年最低为渊0.193 0依0.037 5冤 Bq/L袁2018 年其次

渊0.200 8依0.042 5冤 Bq/L袁2019 年最高为 渊0.245 5依
0.046 0冤 Bq/L袁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渊F=9.936袁P﹤
0.001冤袁详见表 1遥

3.2 不同类型饮用水总 琢尧总 茁 结果比较

在不同类型饮用水的总 琢 结果中袁出厂水最低

为渊0.046 4依0.034 5冤Bq/L尧末梢水其次为渊0.056 5依
0.036 1冤 Bq/L尧水源水最高为渊0.091 7依0.052 3冤 Bq/L袁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F=4.779袁P=0.012冤曰不同类型饮

用水总 茁结果中出厂水最低为渊0.1932依0.0318冤 Bq/L尧
末梢水其次为渊0.204 4依0.046 2冤 Bq/L尧水源水最高

为渊0.263 5依0.030 8冤 Bq/L袁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渊F=
11.059袁P﹤0.001冤袁详见表 2遥

表 1 2017要2019 年城市饮用水总 琢尧总 茁 结果比较

年份
范围渊Bq/L冤 均值渊Bq/L冤 范围渊Bq/L冤 均值渊Bq/L冤

2017
2018
2019

0.019 5耀0.064 2
0.018 0耀0.091 3
0.049 4耀0.202 0

0.035 7依0.011 3
0.046 6依0.021 6
0.100 9依0.046 5

0.133 0耀0.288 0
0.123 0耀0.274 0
0.146 0耀0.323 0

0.193 0依0.037 5
0.200 8依0.042 5
0.245 5依0.046 0

总 茁总 琢

饮用水类型
范围渊Bq/L冤 均值渊Bq/L冤 范围渊Bq/L冤 均值渊Bq/L冤

水源水

出厂水

末梢水

0.046 5耀0.202 0
0.018 0 耀0.141 0
0.027 4耀0.145 0

0.091 7依0.052 3
0.046 4依0.034 5
0.056 5依0.036 1

0.209 0耀0.323 0
0.157 0耀0.272 0
0.123 0耀0.294 0

0.263 5依0.030 8
0.193 2依0.031 8
0.204 4依0.046 2

总 琢 总 茁

季节
范围渊Bq/L冤 均值渊Bq/L冤 范围渊Bq/L冤 均值渊Bq/L冤

丰水期

枯水期

0.024 1耀0.202 0
0.018 0耀0.099 3

0.078 6依0.049 3
0.043 4依0.020 2

0.1720耀0.323 0
0.1230耀0.290 0

0.228 7依0.036 9
0.197 5依0.052 3

总 琢 总 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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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从表 1 可以看出袁2017 年的饮用水中总 琢尧总 茁
放射性检测结果最低袁2018 年饮用水中总 琢尧总 茁放
射性检测结果次之袁2019 年饮用水中总 琢尧总 茁放射

性检测结果最高遥 2017要2019 年饮用水中总 琢尧总 茁
放射性检测结果呈逐年增长袁这与王蕾[3]文中野2011要
2013 年度变化幅度较大袁呈连年下降趋势冶正好相

反袁笔者认为除了可能与这 3 年采样期间连云港市

的气象等因素变化有关外袁也可能和近年来各城区

保障民生的改水工程有一定关系遥 鉴于检测年份不

够袁希望在今后的工作中能够持续收集和统计更多

的数据遥
从表 2 看出袁出厂水总 琢尧总 茁放射性检测结果

最低袁水源水总 琢尧总 茁放射性检测结果最高遥 这可

能是在自来水厂处理水的过程中袁采取的一系列如沉

淀尧过滤等措施袁过滤掉了水源水中很多的矿物质和

悬浮物袁相应的水源水残渣量总量就比出厂水中多袁
而残渣总量又是放射性活度计算必不可少的一个测

量准确度的因子[4-6]袁因此水源水中的总 琢尧总 茁 放射

性检测结果比出厂水的高是可能的遥末梢水比出厂水

检测结果稍微高一点袁这可能是由于有的末梢水管道

是铁质管道袁或者是二次供水的水箱清理不及时袁导
致水中悬浮物或者杂质增多[7-10]遥 此项原因还需更规

范的采样流程及更多的检测数据来分析遥
从表 3 来看袁丰水期的总 琢尧总 茁放射性检测结

果高于枯水期遥 笔者认为可能原因有 2 个院渊1冤与连

云港地理环境有关袁连云港地处淮河流域袁有多个饮

用水源地及备用水源地袁在丰水期能基本保证饮用水

源供给遥但在枯水期袁连云港市经常需要引进江淮水

源进行供给袁在调水的途中袁线路长袁支流多袁水质容

易受到污染袁所以导致枯水期水质相对不稳定[11袁12]遥
渊2冤丰水期可能会造成本市的地表水和地下水资源

水量丰富袁扩涨的地下水源也许会流经具放射性的矿

层袁这也可能是造成丰水期饮用水中总 琢尧总 茁 放射

性偏高的原因之一[13]遥
5 结论

2017要2019 年城市饮用水放射性水平检测结

果显示袁不同年份尧不同类型饮用水尧不同季节饮用

水结果有一定差异遥从整体检测结果来看袁现阶段连

云港市城市饮用水中总 琢和总 茁总体情况基本良好遥
城市饮用水总 琢 放射性检测结果范围为渊0.018 0耀

0.202 0冤 Bq/L曰总 茁放射性检测结果范围为渊0.123 0耀
0.323 0冤Bq/L袁饮用水中总 琢尧总 茁 放射性比活度均

低于国家标准渊0.5 Bq/L袁1 Bq/L冤[14]袁检测结果表明连

云港市的供水系统和网络运行较为良好袁制水工艺

相对比较稳定袁城市饮用水中放射性总 琢尧总 茁 本底

放射性水平都合格遥
影响城市饮用水中总 琢 和总 茁 放射性水平的

因素很多袁本文仅对自来水厂的丰水期和枯水期的

水源水尧出厂水和末梢水水样做了简单的检测分析袁
缺少对其连续性检测以及对水源地上下游的环境尧
二次供水水箱维护等相关的调查袁这些因素之间是

否存在相互关联以及对生活饮用水放射性水平的影

响如何袁都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索[15]遥 同时也希望今

后通过对城市饮用水中放射性水平的检测袁能够对

突发的核辐射事件进行预警袁做出有效尧迅速的应急

处置方案袁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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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现如今袁临床生化检验操作已经进入微量和超

微量自动化阶段袁临床生化检验的质量显著提升遥自
动生化分析仪的开发和应用袁为临床生化检验工作

质量的提高与效率的改进提供了强大助力袁其检测

精度及敏感度高袁操作简单便捷袁能够在一定程度

上减少生化检验人员的工作压力袁同时又能够有效

防止人为因素对生化检验结果产生干扰[1袁2]遥 在自动

生化分析仪检测中袁操作人员的专业技能和职业素

养能否达标袁是否能够进行全面的质量控制和管理袁
对于生化检验的结果会产生重大影响[3]遥 自动生化

分析仪质量控制的实施是从现实理论基础出发袁针
对性地分析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袁制定和实施针

对性的防控措施袁同时保证生化检验中各部门之间

的协调性与同一性[4]遥 这样才能够使全自动生化分

析仪检测结果得到保证袁在提升临床检验工作效率

的同时袁保证检验结果的准确性遥研究选取质量控制

措施实施前后的各 200 份体检生化样本进行研究袁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前后的质量控制分析

牛克庆
渊临沭县妇幼保健院 山东临沂 276000冤

摘要 为了分析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前后的质量控制措施及价值袁提升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的检测质

量袁临沭县妇幼保健院实施了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质量控制措施袁选取 200份体检生化样本进行研究袁对
比质量控制实施前后的检测结果遥 结果显示袁控制措施实施前后的总胆红素尧血液尿素氮尧肌酸酐尧血清葡萄

糖的检测结果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曰质量控制前后的直接胆红素尧尿酸尧天冬氨酸转氨酶尧谷丙转氨酶尧谷氨

酰转肽酶的检测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在临床生化检验工作中袁针对性地制定并实施自动生化分析仪检

测质量控制措施袁有助于提高检测的准确性袁能够为临床诊治工作提供更加准确真实的依据遥
关键词 自动生化分析仪曰检测结果曰质量控制曰仪器管理

中图分类号 R446.1

Quality Control Analysis Before and After Testing by Automatic Biochemical Analyzer
NIU Keqing

(Linshu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Hospital, Linyi, Shandong, 276000, China)
Abstract院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quality control measures and value of the automatic biochemical
analyzer before and after the test, improve the detection quality of the automatic biochemical analyzer.
Linshu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hospital implements automatic biochemical analyzer testing quality
control measures, selects 200 biochemical samples for physical examination for research, and compares
the test results before and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quality contro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n the test results of total bilirubin, blood urea nitrogen, creatinine, and serum
glucose before and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trol measures. Before and after quality control,
there is sl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n the detection results of direct bilirubin, uric acid, 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and glutamyl transpeptidase. In clinical biochemical testing, the
targeted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automatic biochemical analyzer testing quality control
measures will help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testing and provide more accurate and true evidence for
clinic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Key Words院 Automatic Biochemical Analyzer; Test Results; Quality Control; Instrument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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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比质量控制实施前后的检测结果遥
2 资料与方法

2.1 研究资料

临沭县妇幼保健院于 2019 年 5 月实施针对性

的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质量控制措施袁选择质量

控制措施实施前后的 400 份体检生化样本进行研

究袁其中 2018 年 11 月要2019 年 5 月挑选 200 份样

本袁2019 年 6 月要2020 年 1 月挑选 200 份样本袁样
本均值通过随机抽取方法替换袁使用全自动生化分析

仪进行样本检测袁并记录比较质量控制措施实施前后

的样本检测结果袁明确检测前后的质量控制措施遥
2.2 方法

研究中选取的体检生化检验样本均为 4 mL 的

静脉血袁使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进行检测的主要指标

检测为院总胆红素渊TBIL冤尧血尿素氮渊BUN冤尧肌酸酐

渊CRE冤尧血清葡萄糖渊GLU冤尧直接胆红素渊DBIL冤尧尿
酸渊UA冤尧天冬氨酸转氨酶渊AST冤尧谷丙转氨酶渊ALT冤尧
谷氨酰转肽酶渊GT冤袁分别记录检测结果袁并进行对

比分析袁明确质量控制措施的实施是否对检测结果

产生影响遥
2.3 数据处理方法

用 SPSS19.0 计算统计软件处理研究中的数据袁
计数资料与计量资料分别使用 字2 和 t 进行检验遥 P<
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3 结果

对比质量控制措施实施前后的检测结果发现袁
控制措施实施前后的 TBIL尧BUN尧CRE尧GLU 检测结

果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曰质量控制前后的

DBIL尧UA尧AST尧ALT尧GT 检测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渊P约0.05冤袁详见表 1 和表 2遥

4 讨论

准确的临床检验结果能够为科学的临床治疗提

供基础袁保证和提升临床检验工作的准确性是医疗

领域重要的研究和实践内容遥 自动生化分析仪是利

用光电比色原理对体液当中的特定化学成分进行测

量的仪器袁在检测速度尧精度尧可操作性以及试剂消

耗量等方面均具有显著优势遥 自动生化分析仪在医

院尧计划生育服务站以及防疫检验部门中的广泛应

用袁使临床生化检验的质量与效率得到显著提升袁生
化检验工作收益也得到明显提高遥 自动生化分析仪

主要是检测并分析生命化学物质袁为临床疾病诊断尧
治疗及预后提供参考依据袁并能够为体检人员提供

身体健康状态等相关的信息遥
针对性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质量控制措施的实

施袁能够对检测结果产生较大影响袁最新研究结果表

明院控制措施实施前后的 TBIL尧BUN尧CRE尧GLU 检测

结果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曰质量控制前后

的 DBIL尧UA尧AST尧ALT尧GT 检测结果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渊P约0.05冤袁针对性质量控制措施的实施有助于

提高检测结果的准确性遥 具体的质量控制措施要从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的整个过程出发袁针对不同

检测阶段中的风险因素袁实施对应的防控措施袁使质

量控制工作发挥真正的效用袁保证并提高检测结果

的准确性遥
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前袁首先要做好样本

的质量控制遥 检测样本质量对生化检验结果的影响

是直接显著的袁样本收集尧存储和运送等是否能够规

范操作袁是关乎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结果的重要因

素[5]遥 医护人员在进行样本采集前袁要向患者讲解采

集流程和注意事项袁并对仪器进行校准尧检查遥 在正

式使用仪器进行生化检测前袁操作人员先要检查去

离子水是否充足袁同时去除水中杂质遥检测开始前针

对性地检查样品针和搅拌棒等仪器的状态袁对仪器

设备的电源尧电压尧温湿度尧环境等进行检查遥检测开

始之前袁 检验人员还要依据相关标准及要求校准仪

器袁实际校准时袁从检测分析项目特征出发袁选取适

合的校准工具并设定校准频率遥 在使用试剂的批号

组别 样本数 TBIL渊滋mol/L冤 BUN渊mmol/L冤 CRE渊滋mol/L冤 GLU渊mmol/L冤
控制前

控制后

200
200

16.52依6.19
19.67依3.85

4.72依1.29
4.67依1.05

70.06依11.09
68.12依10.35

4.58依0.15
4.49依0.42

t 2.869 1.026 2.015 1.354
P 0.107 0.246 0.147 0.202

表 1 质量控制措施实施前后的检测结果比较渊x依s冤

组别 样本数 DBIL渊滋mol/L冤 UA渊滋mol/L冤 AST渊U/L冤 ALT渊U/L冤 GT渊U/L冤
控制前

控制后

200
200

10.75依2.04
6.14依0.58

276.54依32.85
249.68依23.54

48.37依12.34
33.37依2.28

29.39依5.98
22.27依4.69

42.22依3.35
66.85依4.49

t 12.245 9.854 11.253 10.675 11.954
P 0.026 0.032 0.028 0.030 0.027

表 2 质量控制措施实施前后的检测结果比较渊x依s冤

渊下转第 53 页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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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维生素 B12 又被称为钴胺素袁这种物质会对机体

的正常造血功能产生积极作用袁同时也是机体健康成

长和确保神经系统正常的必需元素[1]遥 机体所需的

维生素 B12 相对较少袁从医学角度而言袁每日的维生

素 B12 补充量保持在 2.4 滋g 即可遥维生素 B12 是一种

多环系化合物袁含有三价钴袁同时维生素 B12 也是诸

多维生素中仅有的含有金属离子的水溶性物质袁其
外在形态为针状结晶袁颜色为浅红色遥 维生素 B12 的
主要功能是帮助生物体的骨髓制造红细胞袁其主要来

源是动物性的食品袁例如袁奶酪和牛奶以及动物的肝

脏等遥若人体内缺少维生素 B12袁将会出现贫血尧恶心

等症状遥 人体对维生素 B12 的需求量并非很高袁在添

加维生素的功能性饮料当中袁 维生素 B12 的含量仅

为 0.01 滋g/kg遥 含量甚微是维生素 B12检测工作所面

临的难点[2]遥
HPLC 作为一种新型的分离和分析技术袁是基于

液相色谱法渊LC冤发展起来的遥 LC 分析速度慢袁并且

分离效率不高[3]遥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其使用

的粗颗粒固定相存在填充不均匀的现象遥 随着科学

技术的发展袁新型高效的检测器相继出现袁其灵敏度

高袁兼具固定相尧梯度洗脱技术以及高压输液泵袁使

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饲料及饲料添加剂中的
维生素 B12

李海燕
渊泰安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研究院 山东泰安 271000冤

摘要 为了探究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饲料和饲料添加剂中的维生素 B12 的情况袁本文使用高效液相色

谱仪尧色谱柱尧维生素 B12 的对照品尧维生素 B12尧磷酸尧甲醇和超纯水展开试验袁试验从填充剂尧流动相尧检测

波长尧流速尧进样量和柱温 6 个角度对色谱条件进行限定遥 结果显示袁按照设定的试验流程袁可以顺利获得

饲料和饲料添加剂中的维生素 B12 的含量遥 相较于经典液相色谱法袁 高效液相色谱法的使用范围更加广

阔袁在分离和分析沸点高尧热稳定性水平差尧相对分子质量大的有机化合物以及多种离子的试验中袁具有良

好的效果遥
关键词 高效液相色谱法曰维生素 B12曰应用

中图分类号 S816.17曰O657.72

Application of HPLC in the Determination of Vitamin B12 in Feed and Feed Additives
LI Haiyan

(Tai'an Food and Drug Inspection and Testing Institute, Tai'an, Shandong, 271000, China)
Abstract院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determination of vitamin B12 in feed and feed additives by HPLC, this
paper uses HPLC, chromatography column, vitamin B12 reference substance, vitamin B12, phosphoric acid,
methanol and ultrapure water to carry out experiment. The limitation of the chromatographic conditions
in the experiment starts from the six angles of filler, mobile phase, detection wavelength, flow rate,
injection volume and column temperature. The results show that according to the set test procedure, the
results of the measurement of vitamin B12 content in feed and feed additives can be obtained smoothly.
Compared with classic liquid chromatography,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has a wider range
of applications. It has a good performance in separating and analyzing organic compounds with high
boiling point, poor thermal stability, high relative molecular mass and various ions.
Key Words院HPLC; Vitamin B12;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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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HPLC得以快速发展遥相比较于 LC袁HPLC 具有以

下 7 个特点院
第一袁HPLC 综合运用了高效率固定相尧细颗粒

以及均匀填充技术袁能够保证 HPLC 具有极高的分

离效率袁柱效普遍已经达到 104 个/m 理论塔板遥 近

年来袁内径为 0.05 滋mm 的毛细管液相色谱柱和内径

为 1 mm的微型填充柱相继出现袁理论塔板数已经超

过 105个/m袁在分离的时候能够更高效地获得结果[4]遥
第二袁HPLC 在流动相输送的时候袁采用了高压

泵袁并且还运用了梯度洗脱装置袁可以在柱后运用检

测器直接对洗脱组分进行检测遥 HPLC 完成一次分

离和分析普遍情况下只需要耗费几分钟到几十分

钟袁相对于 LC 来说耗时较少[5袁6]遥
第三袁在检测过程中通过综合使用质谱尧紫外尧

电化学以及荧光灯多种高灵敏度的仪器设备袁能够

保证 HPLC 的最小检测量达到 10.9耀10.11 g遥
第四袁HPLC 中运用高度自动化计算机袁不仅可

以对数据信息实现自动化处理袁自动化分析绘图和

打印袁还能够对色谱条件完成自动控制袁确保色谱系

统能够始终保持在最佳状态下袁成为全自动化的仪

器设备[7袁8]遥
第五袁相较于气相色谱法渊GC冤袁HPLC 的使用范

围更加广阔袁在分离和分析沸点高尧热稳定性水平差尧
相对分子质量大的有机化合物以及多种离子的时

候袁具有良好的效果遥
第六袁HPLC 具有广阔的流动相选择范围袁并且

流动相可以选择多种溶剂袁通过改善流动相的组成情

况袁达到改善分离效果的目的袁所以相较于 GC袁分
离性质和结构类似的物质袁具有良好的效果[9袁10]遥

第七袁馏分容易收集更有利于制备遥在测定饲料

中的维生素 B12 时袁使用 HPLC具有良好的效果遥 本

文通过试验袁对应用 HPLC的流程和结果展开研究袁
以期为相关研究人员提供借鉴[11袁12]遥
2 仪器与试剂

仪器院高效液相色谱仪院P3000 泵袁UV3000 检测

器渊北京市创新通恒科技有限公司冤曰色谱柱院依力特

sinochrom ODS-BP渊4.6 mm伊250 mm袁5滋m冤遥
试剂院维生素 B12 的对照品渊中国药品生物制品

检定所袁批号为 100248-200201冤曰维生素 B12渊市场

上选购袁批号为 20080801冤曰磷酸尧甲醇渊分析纯冤曰自
制超纯水遥
3 方法与结果

3.1 色谱条件

试验中对色谱条件的限定要从填充剂尧流动相尧
检测波长尧流速尧进样量和柱温 6 个角度着手袁限定

条件详见表 1遥
表 1 色谱元素限定条件表

分类 条件

填充剂

流动相

检测波长

流速

进样量

柱温

十八烷基硅烷键合硅胶

甲醇-0.2%磷酸溶液渊35:65冤
361 nm
1.0 mL/min
20 滋L
室温

3.2 制备对照品溶液

精密称取维生素 B12 对照品 25 mg袁放至 250 mL
容量瓶中袁加入超纯水溶解袁稀释至刻度线袁摇匀袁将
其作为浓溶液遥 吸取 10 mL 维生素 B12 对照品溶液

至 100 mL 容量瓶中袁加水稀释至刻度线袁摇匀遥
3.3 制备供试品溶液

精密称量试验样品袁将其研磨为细粉遥完成研磨

之后袁置于 25 mL 容量瓶中袁加入 20 mL 超纯水袁超
声 15 min袁使其完全溶解袁加水稀释至刻度线袁摇匀遥
使用干燥滤纸对样品溶液进行过滤袁使用 0.8 滋m 的

微孔滤膜对滤液再次过滤袁所得滤液备用遥
3.4 开展系统适应性试验

分别吸取维生素 B12 对照品尧纯水尧供试品溶液

20 滋L袁将 3 种物质注入高效液相色谱仪中袁详细记

录色谱图结果遥 通过对结果分析可知袁维生素 B12 与
干扰组二者之间存在良好的分离情况袁 按照维生素

B12 将理论搭板数记作 5 556遥
3.5 考察线性关系

分别吸取维生素 B12 对照品浓溶液 2.0尧4.0尧8.0尧
10.0尧20.0尧30.0尧40.0尧50.0 mL袁保证称量的精准度袁
将其放至 100 mL 容量瓶中袁加水稀释至刻度线袁摇
匀遥各自从中吸取 20 滋L 进行测定袁并且对峰面积做

好记录袁 归纳总结获得回归方程为 Y =12710.1X-
1977.4袁线性相关系数 r=0.999 9遥 通过计算得知袁维
生素 B12 浓度在 2.298耀57.450 滋g 时会表现出良好

的线性关系遥
3.6 精密度试验

连续 6 次吸取维生素 B12对照品溶液袁按照峰面

积计算相对标准偏差渊RSD冤袁所得结果为 0.41%遥
3.7 稳定性试验

吸取供试品溶液袁分别将其放置 0耀5 h袁按照规

定的试验步骤完成对样品的测定工作袁通过计算得

知峰面积 RSD为 0.96%袁由结果可知袁供试品溶液在

5 h 之内性质稳定遥
3.8 重复性试验

精密称取 6 份相同批号的样品进行测定袁获得

的维生素 B12 平均含量为 210.19 滋g/g袁峰面积 RSD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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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遥
3.9 加样回收率试验

精密称取 6 份相同批号的样品袁向其加入定量

对照品溶液袁按照规定的试验步骤完成样品的测量

工作袁并计算回收率袁结果详见表 2遥
表 2 维生素 B12 含量回收率结果

样品含量

渊mg冤
对照品加入量

渊mg冤
测得量

渊mg冤
回收率

渊%冤
平均回收率

渊%冤
RSD
渊%冤

0.234 6
0.245 2
0.247 7
0.256 5
0.241 0
0.249 2

0.229 8
0.229 8
0.229 8
0.229 8
0.229 8
0.229 8

0.460 5
0.474 1
0.478 5
0.485 9
0.473 1
0.481 2

98.30
99.61

100.44
99.83

101.00
100.96

100.02 1.02

3.10 样品测定

测定样品时要确保避光进行袁按照规定步骤完

成操作袁吸取 20 滋L 供试品溶液和对照品溶液进行

测定袁将获得的色谱图做好记录袁根据外标法计算峰

面积袁获得样品中维生素 B12 含量遥
4 讨论

目前袁测定饲料中维生素 B12 含量所用方法相对

较多袁其中较为常见的方法有酶联免疫法尧微生物法尧
液相色谱-质谱串联法尧高效液相色谱法渊HPLC冤等遥
酶联免疫法成本较高袁且重复性较差袁在国内检测维

生素 B12 含量的研究中使用较少遥 微生物法灵敏度

较高袁准确性很好袁但是其检测周期相对较长袁对实

验人员操作水平的要求也很高袁重复性较差袁所以不

能被广泛使用遥 液相色谱-质谱串联法对设备的要

求很高袁并且实验所需的设备价格昂贵袁普及较为困

难遥 在测定维生素 B12 含量时袁只能检测含量较高的

食品袁若是食品中含有较为复杂的成分或维生素 B12
含量不高袁便难以获得满意的检测结果遥

HPLC 是一种新型的分离和分析技术袁经典 LC
分析速度较慢袁且其分离效率较低[2]遥 随着科学技术

的发展袁新型高效的检测器相继出现袁HPLC 也得以

快速发展[3]遥 相较于经典 LC袁HPLC 的使用范围更加

广阔袁在分离和分析沸点高尧热稳定性水平差尧相对

分子质量大的有机化合物以及多种离子时袁具有良

好的效果[4袁5]遥
在测定饲料中的维生素 B12 时袁使用 HPLC 具有

良好的效果遥本文通过试验袁对应用 HPLC的流程和

结果展开研究袁以期为相关研究人员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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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氟是人体不可缺少的微量元素袁饮水是人体获取

氟的主要途径之一袁饮用水中氟化物超标将破坏人

体正常的钙磷代谢袁导致牙釉质破损尧骨质疏松袁严
重可致氟斑牙尧氟骨症等疾病遥骆马湖是宿迁市城市

饮用水水源地袁也是南水北调东线的中转站袁2013要
2015 年袁宿迁市骆马湖水源水氟含量逐年上升[1]袁水
源水氟含量直接影响城市饮用水氟含量袁2015年 6 月

起宿迁市采取禁止在骆马湖水域从事非法采砂尧控
制围网养殖规模等治理措施遥 为了解宿迁市城市饮

用水氟含量现状袁总结治理成效袁以进一步完善控制

措施袁本文对 2013要2018 年宿迁市城市饮用水氟含

量进行了分析遥

2 资料与方法

2.1 资料

数据来自叶全国饮用水水质卫生监测信息系统曳袁
导出 2013要2018 年宿迁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宿

迁市区市政供水的出厂水尧末梢水及二次供水水质

检测数据遥
2.2 检测方法

水样检测点设置院2013要2014 年在宿迁市区设

置 25 个监测点袁其中出厂水 2 个袁末梢水 13 个袁二
次供水 10 个曰2015要2017 年设置 50 个检测点袁其
中出厂水3 个袁末梢水 32 个袁二次供水 15 个曰2018 年

设置 50个检测点袁其中出厂水 3 个袁末梢水 27 个袁
二次供水 20 个遥 水样检测频次院2013要2015 年丰尧

2013要2018 年宿迁市城市饮用水中氟含量分析

何仁伟 周海泓
渊宿迁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江苏宿迁 223800冤

摘要 为了解宿迁市城市饮用水氟含量现状袁进一步完善控制措施袁本文收集并分析了 2013要2018 年

宿迁市城市饮用水氟含量检测数据遥 结果显示袁2013要2015年城市饮用水氟含量逐年上升渊P<0.05冤袁2016要
2018年袁城市饮用水氟含量逐年降低渊P<0.05冤曰不同季度饮用水氟含量存在统计学差异渊P<0.05冤袁第一季度

和第三季度饮用水氟含量较高遥 2015年以来宿迁市骆马湖禁止采砂效果明显袁但应采取措施促进骆马湖生

态恢复袁控制季节性饮用水氟含量增长遥
关键词 水源水曰饮用水曰氟曰土壤

中图分类号 R123.1

Analysis of Fluorine Content in Drinking Water of Suqian from 2013 to 2018
HE Renwei, ZHOU Haihong

(Suqian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enter, Suqian, Jiangsu, 223800, China)
Abstract院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fluorine content in drinking water in Suqian and
further improve the control measures, this paper collectes and analyzes the detection data of fluoride
content in urban drinking water in Suqian from 2013 to 2018. The results show that from 2013 to 2015,
the fluorine content of urban drinking water increases year by year (P<0.05), and from 2016 to 2018, the
fluorine content of urban drinking water decreases year by year(P<0.05); there are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in
the results of water fluoride content in different quarters (P<0.05), the water fluoride content is higher in
the first and third quarters. The ban on sand mining in Luoma Lake has been effective since 2015, but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promote th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of Luoma Lake and control the increase
in seasonal water fluoride content.
Key Words院 Source Water; Drinking Water; Fluorine; S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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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水期各检测 1 次袁2016要2018 年每季度各检测

1 次遥 2013要2018 年共检测水样 879 份袁其中出厂

水 58 份尧末梢水 541 份尧二次供水 280 份遥
2.3 检测与评价

水样的采集和保存按照 GB/T 5750.2要2006叶生
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水样的采集和保存曳[1]进行袁
并依据 GB/T 5750.5要2006叶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

法 无机非金属指标曳[2]离子色谱法检测水氟含量袁依
据 GB 5749要2006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曳[3]进行评

价袁水氟含量跃1.0 mg/L 为不合格遥
2.4 统计分析

采用 Excel2007 录入数据袁导入 SPSS23 软件进

行统计运算遥 方差齐性检验采用 Levene 法袁正态性

检验采用 Kolmogorov-Smirnov 检验袁资料总体方差

不齐尧非正态分布时袁采用秩和检验遥

3 结果

3.1 基本情况

2013要2018年共检测水样 879 份袁842 份水样氟

含量合格袁合格率为 95.79%曰氟含量 P50 为 0.77 mg/L袁
氟含量 P25耀P75 为 0.62耀0.92 mg/L遥仅 2015 年有 37 份

水样氟含量不合格袁其中 3 月有 5 份不合格袁7尧8 月

有 32 份不合格袁占 86.49%遥
3.2 不同水样类型氟含量结果

出厂水尧末梢水尧二次供水氟含量 P50分别为 0.79尧
0.79尧0.74 mg/L袁3 类生活饮用水氟含量差异没有统

计学意义渊Z=3.006袁P跃0.05冤袁详见表 1遥
3.3 不同年度氟含量结果

2013要2018 年各年度宿迁市城市饮用水氟含

量变化较大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Z=682.675袁P约0.01冤袁
详见表 2尧图 1遥

类型 样品数渊份冤 氟含量范围渊mg/L冤 均值渊mg/L冤 氟含量 P50渊mg/L冤 氟含量 P25耀P75渊mg/L冤 Z P
出厂水

末梢水

二次供水

58
541
280

0.45耀1.01
0.28耀1.02
0.15耀1.01

0.78
0.77
0.75

0.79
0.79
0.74

0.60耀0.95
0.62耀0.93
0.60耀0.90

3.006 0.222

表 1 不同水样类型饮用水氟检测结果

年份

1.20
1.00
0.80
0.60
0.40
0.20
0.00 2013 20182017201620152014

0.75
0.88 0.98 0.90

0.63 0.59

图 1 2013要2018年宿迁市城市饮用水 P50 氟含量

变化趋势

3.4 治理前后氟含量结果

2013要2015 年城市饮用水氟含量逐年上升渊Z=

211.551袁P约0.05冤曰2016要2018 年城市饮用水氟含量

逐年降低渊Z=388.127袁P约0.05冤遥2013要2015 年城市饮

用水氟含量 P50 为 0.90 mg/L袁2016要2018 年饮用水氟

含量 P50 为 0.67 mg/L袁2013要2015 年城市饮用水氟含

量 P50明显高于 2016要2018 年渊Z=-14.549袁P约0.05冤遥
3.5 不同季度水氟含量结果

按照一尧二尧三尧四季度统计袁宿迁市城市饮用水

氟含量 P50 为 0.82尧0.68尧0.86尧0.61 mg/L袁不同季度水

氟含量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Z=94.356袁P约0.01冤袁
详见表 3遥 不同季度水氟含量两两比较结果显示院一
季度与二季度渊Z=98.064袁P约0.05冤尧一季度与四季度

渊Z=199.832袁P约0.05冤尧二季度与四季度渊Z=-111.961袁

年份 样品数渊份冤 氟含量范围渊mg/L冤 平均值渊mg/L冤 氟含量 P50渊mg/L冤 氟含量 P25耀P75渊mg/L冤 Z P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76
100
103
200
200
200

0.55耀0.98
0.37耀0.99
0.93耀1.02
0.71耀0.99
0.15耀0.97
0.28耀0.70

0.75
0.87
0.98
0.89
0.65
0.59

0.75
0.88
0.98
0.90
0.63
0.59

0.71耀0.78
0.85耀0.92
0.96耀1.00
0.86耀0.95
0.59耀0.74
0.55耀0.64

682.675 0.000

表 2 2013要2018 年宿迁市城市饮用水氟检测结果

季度 样品数渊份冤 氟含量范围渊mg/L冤 平均值渊mg/L冤 氟含量 P50渊mg/L冤 氟含量 P25耀P75渊mg/L冤 Z P
一

二

三

四

276
150
279
174

0.55耀1.02
0.46耀0.98
0.37耀1.00
0.15耀0.98

0.80
0.73
0.80
0.67

0.82
0.68
0.86
0.61

0.70耀0.94
0.62耀0.92
0.67耀0.95
0.55耀0.82

94.356 0.000

表 3 不同季度城市饮用水氟检测结果

注院第一季度与第三季度间比较 Z=-13.897袁P跃0.05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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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约0.05冤尧二季度与四季度渊Z=101.768袁P约0.05冤尧三
季度与四季度渊Z=213.729袁P约0.05冤袁水氟含量结果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曰仅一与三季度水氟含量结果

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渊Z=-13.897袁P跃0.05冤袁均高于

其他季度遥
4 讨论

据王飞[4]报道袁2013要2015 年骆马湖水氟含量

逐年增高袁受水源水氟含量升高影响袁2013要2015 年

宿迁市城市饮用水氟含量逐年升高遥 宿迁市是传统

的饮水型地方性氟中毒病区[5]袁地处黄淮冲积平原袁
土壤中氟含量较高[6袁7]袁近年来骆马湖水域非法采砂

作业泛滥袁改变了湖底地质环境袁加之骆马湖水 pH
升高袁形成了土壤氟离子向水体迁移的条件袁导致骆

马湖水氟含量升高遥 骆马湖水氟含量的变化还受入

湖水质和围网养殖等问题影响[8]遥 自 2015 年 6月 1 日

起袁宿迁市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在骆马湖水域从事

非法采砂活动袁控制围网养殖规模袁取得了明显的效

果袁2016要2018 年水氟含量逐年下降遥
不同季度城市饮用水氟含量不同袁一尧三季度水

氟含量较高袁尤其是 2015年一尧三季度水氟含量出现

不合格现象遥分析认为袁一季度水氟含量高的原因可

能是枯水期水量少而出现的浓缩效应曰周海泓等 [9袁10]

也报道三季度丰水期饮用水水质较差袁这与本文检测

结果一致袁骆马湖是浅水湖泊袁湖底高程 18耀21 m袁
最大水深仅 5.5 m袁过量采砂破坏了湖底生态环境袁
丰水期上游大量水集中入湖袁导致湖底大量泥砂扬

起致使水体浑浊袁加速土壤中氟离子转移袁这可能是

三季度出现水氟含量增高现象的原因遥
因此袁建议采取综合策略控制湖水水质措施院一

是加大控制入湖河流水质措施袁从政策层面制定控

制农业面源性污染政策袁鼓励入湖河流沿岸地区减

少化肥使用量袁使用绿肥等有机肥料袁采取合理灌溉

方式袁减少氮尧磷以及含氟肥料对入湖水质的污染遥
二是采取控制城乡生活污水对湖水水质污染的措

施袁骆马湖东岸地区城市化建设进程较快袁入住人口

数量不断增加袁建议加强城市建设规划袁建设城市污

水管网和雨水管网等系统袁建设城市污水处理站袁将
所有的生活污水集中收集尧处理后按照要求排放至

专门的排污河道袁集中收集的雨水也不要直接排至

入湖或入湖的河道遥 同时要控制城乡污水污染上游

入湖河流袁推动广大农村地区污水厂建设袁减少生活

污水排入上游入湖河流遥 三是制定相关扶持策略袁
持续禁止骆马湖水域非法采砂和控制围网养殖规

模袁推动退渔还湖袁减少使用含氟较高的饲料遥 四是

沿湖扩大湿地建设袁在保护现有湖区湿地的同时,在
入湖口及采砂周边区域建设人工湿地袁将退渔后的鱼

塘尧浅滩改造成湿地袁发挥湿地改善水质的生态功能遥
五是采取人工干预措施袁控制藻类生长袁种植适宜水

草袁控制麦黄草扩散袁减少其快速增长集中枯亡对水

体 pH 的影响袁促进骆马湖生态恢复和发展[11,12]袁进一

步改善骆马湖水源地水质袁发挥南水北调东线工程

节点的调蓄改质作用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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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红霉素及其相关制剂是当前临床中常用的抗生

素药物袁且红霉素药物是第一个应用于临床中的十

四元大环内酯类多组分抗生素[1袁2]遥 现阶段袁临床常

使用抗微生物药对红霉素药物进行检验袁但此种检

验方法比较复杂尧消耗时间较长且误差较大[3]遥
2 仪器与试剂

2.1 检验仪器

高效液相色谱仪渊1100冤曰智能溶出仪渊ZRS-8G冤曰
电子分析天平渊CP225D冤曰数控超声波清洗仪渊KQ-
300DE冤遥
2.2 检验试剂

红霉素对照品渊批号院130307-200215袁中国药

品生物制品检定所冤曰红霉素肠溶片渊批准文号院国
药准字 H21021727冤曰乙腈尧甲醇渊色谱纯冤曰纯净水

渊重度蒸馏水冤曰其他试剂为分析纯遥
3 方法与结果

3.1 配置红霉素对照品溶液

精密称取红霉素对照品袁取适量红霉素对照品

并添加试验流动相对其进行稀释袁将其充分稀释为

4 mg/mL 均匀液体袁作为本次检测的试验对照品溶液遥
3.2 检测色谱条件

色相谱柱为 4.6 mm伊150 mm 的Diamonsil C18
柱袁流动相使用 0.067 mol/L袁pH 为6.5 的磷酸二氢钠

溶液袁检测波长为 210 nm袁柱温为 60益袁流速设置为

1 mL/min遥
第一作者 E-mail院 419132612@qq.com
收稿日期院 2020-09-25

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红霉素肠溶片中红霉素的
含量研究

马文学
渊甘肃省临夏州药品检验检测中心 甘肃临夏 731100冤

摘要 本文主要围绕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红霉素肠溶片中的红霉素含量进行分析遥 试验结果显示袁
红霉素肠溶片在高效液相色谱中的线性范围较好 袁 红霉素在红霉素肠溶片药物中的浓度大约为

120~280 滋g/mL袁且平均添加样本回收率为 100.2%袁相对标准偏差渊RSD冤为 0.12%遥 由此可知袁使用高效液

相色谱对红霉素肠溶片中红霉素的含量进行检测袁具有简单尧便捷尧检测速度快等优势袁值得应用于临床

检测中遥
关键词 高效液相色谱法曰红霉素肠溶片曰红霉素含量

中图分类号 R927.2

Study on the Determination of Erythromycin in Erythromycin Enteric-Coated Tablets by HPLC
MA Wenxue

(Gansu Linxia Pharmaceutical Inspection and Testing Center, Linxia, Gansu, 731100, China)
Abstract院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the actual amount of erythromycin contained in
erythromycin enteric-coated tablets by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Experimental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erythromycin enteric-coated tablets have a good linear range in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The concentration of erythromycin in erythromycin enteric- coated tablets is about
120~280 滋g/mL, and the average recovery rate of added samples is 100.2%, and the relative standard
deviation (RSD) is 0.12%.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use of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to
detect the content of erythromycin in erythromycin enteric-coated tablets has the advantages of simplicity,
convenience, and fast detection speed, and is worthy of application in clinical testing.
Key Words院 HPLC; Erythromycin Enteric-Coated Tablets; Erythromycin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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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配置红霉素肠溶片试验品

取 10 片肠溶片药物袁对其进行仔细研磨袁精密

称取适量的红霉素粉末袁添加流动相进行稀释袁稀释

成与对照品浓度相同的 4 mg/mL 溶液袁过滤后作为

供试品溶液遥
3.4 制备标准曲线

精密称取适量的红霉素对照品袁添加部分流动相

进行溶解袁将其配置成 4 mg/mL的溶液袁并分别吸取上

述步骤中配置的溶液 5.0尧7.5尧10.0尧12.5尧15.0 滋L袁在
符合检测试验标准的色谱下进行检测袁 并将红霉素

肠溶片溶液的浓度对峰面积进行线性回收工作袁最
终获得对应的方程式即 A=29211.1C+59000.9袁红霉

素检测浓度为 120耀180 滋g/mL袁线性范围较好遥
3.5 精密度检测

在色谱条件下袁对配置的对照品溶液连续进样

6 次袁得出红霉素肠溶片峰面积的相对标准偏差渊RSD冤
为 0.5%袁此结果显示高效液相色谱检测的精密度较高遥
3.6 回收率

精密称取已知含量的红霉素肠溶片研磨后的粉

末同等剂量 6 份袁并将其放置于 25 mL 容量瓶中袁添
加适量红霉素对照溶液按规定条件进行测定袁最终得

出红霉素的平均回收率为 99.8%袁RSD为 0.4%袁详见

表 1遥

本底含量渊mg冤 加入量渊mg冤 实测量渊mg冤 回收率渊%冤
1.982 5
1.993 0
2.056 2

2.002 0
2.002 0
2.002 0

3.978 6
3.985 0
4.061 2

99.7
99.5

100.1

表 1 红霉素回收率渊n=6冤

3.7 重复性试验

精密称取同一批次的试验样本 6 次袁并根据试验

样本含量测量方法对其进行红霉素含量检测遥试验结

果显示袁样本平均红霉素含量为 98.2%袁RSD为 0.6%遥
4 讨论

红霉素作为临床中常见的广谱抗生素袁适用于

临床中敏感细菌引起的支气管炎症尧五官科感染以及

软组织感染等多个疾病的治疗[4袁5]遥 而红霉素肠溶片

作为常见的治疗药物袁对疾病的治疗效果更是毋庸

置疑[6袁7]遥
本次试验研究结果显示袁对红霉素试验对照品

添加流动相进行稀释后袁将其放置于 200耀400 nm 进

行紫外线扫描工作袁其在 231 nm 波长下的吸收效果

最好袁故 231 nm 可以作为本次试验的检测波长遥
综上所述袁使用高效液相色谱法对红霉素肠溶

片中红霉素的含量进行检测袁具有简单尧便捷尧检测
速度较快等优势袁值得应用于临床检测中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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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国家标准方法对水质中六价铬的测定主要采用

二苯碳酰二肼分光光度法袁虽然该方法在实际测定过

程中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水质检测要求袁但由于该

方法操作过于烦琐袁再加上国家标准方法中所使用的

显色剂含有丙酮溶液袁长期接触可能会影响检测人

员的身体健康遥本文基于国家标准方法袁提出一种测

定地表水中六价铬的改进方法袁简化操作流程袁在降

低溶液毒性的同时确保测定的精准性和有效性袁为
当今地表水测定提供更多方法以供相关人员参考遥
2 试验材料与方法

2.1 仪器与试剂

仪器院721 可见分光光度计渊清时捷科技有限公

司冤袁可实现 330耀800 nm 内容的测定遥
试剂院铬标准使用液渊1 mg/L冤院由标准 500 mg/L

铬标准溶液采用逐级稀释的方式稀释而成曰丙酮尧二
苯碳酰二肼尧硫酸尧磷酸尧乙醇尧硫酸锌尧氢氧化钠渊分
析纯冤曰试验用水均为离子水[1]遥
2.2 国家标准方法及改进法显色剂配制流程

改进法显色剂配制流程院精准称取 0.2 g 二苯碳

酰二肼袁将其溶入 50 mL 浓度为 95%的乙醇溶液中袁
充分搅拌溶液袁待溶液充分混合后袁将溶液移至棕色

试剂瓶中待用曰分别取 20 mL 高浓度硫酸和高浓度

磷酸溶入 400 mL 离子水中袁先缓慢加入硫酸袁待溶

液充分冷却后加入磷酸袁待溶液充分混合后袁静置冷

却至室温袁将溶液缓慢加至二苯碳酰二肼乙醇溶液

二苯碳酰二肼分光光度法测定地表水中六价铬的
2 种方法对比分析

杨凌烽
渊福建省安溪县自来水公司 福建泉州 362400冤

摘要 本文选用安溪县的地表水为样品袁分别采用二苯碳酰二肼分光光度法和改进法 2种方法测定地

表水中的六价铬袁并对 2种方法进行对比分析遥 改进法选用乙醇溶液替代国家标准方法中有毒丙酮溶液袁加
入适量的硫酸和磷酸配制成混合酸的显色剂袁该显色剂可以在测定地表水中的六价铬时一次性加入袁极大简

化了测定过程中的操作流程袁并对含色度尧浊度的水样前处理方法进行了优化完善遥
关键词 六价铬曰二苯碳酰二肼曰含酸显色剂

中图分类号 X832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2 Methods for Determination of Hexavalent Chromium in Surface Water
by Diphenylcarbazide Spectrophotometry

YANG Lingfeng
(Fujian Anxi County Water Supply Company, Quanzhou, Fujian, 362400, China)

Abstract院 In this paper, the surface water of Anxi is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sample, and two methods
of diphenylcarbazide spectrophotometry and the improved method are used to determine the hexavalent
chromium in the surface water, and the two methods are analyzed and compared. The improved method
uses ethanol solution to replace the toxic acetone solution in the national standard method, and adds
appropriate amounts of sulfuric acid and phosphoric acid to prepare a mixed acid color developer. The
color developer can be added at one time when measuring hexavalent chromium in surface water, which
greatly simplifies the operation process in the determination process, and optimizes and perfects the
pretreatment method of water samples containing chromaticity and turbidity.
Key Words院 Hexavalent Chromium; Diphenylcarbazide; Contains Acid Develo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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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袁边加入边搅拌袁待完全加入混匀后袁将混合溶液

放于冰箱保存待用遥结合实际情况来看袁混合溶液在

冰箱中经过 14 d 后稳定性将处于最平稳状态袁此后

2 周内均可以使用遥
国家标准方法显色剂配制流程院精准称取 0.2 g

二苯碳酰二肼袁并将其溶入 50 mL 丙酮溶液中袁加入

离子水将溶液稀释至 100 mL遥
色度校正法试剂配制流程院色度校正法试剂配制

流程与改进法显色剂配制流程大致相同袁差异仅为色

度校正法试剂配制过程中未加入二苯碳酰二肼遥
2.3 标准曲线绘制

改进法院取 10 支容量为 50 mL 的比色管袁在其中

分别加入浓度为 1 mg/L 铬标准溶液 0.0尧0.2尧0.5尧1.0尧
2.0尧4.0尧6.0尧8.0尧10.0尧20.0 mL袁然后在比色管中加入

离子水至标准刻度线袁之后在溶液中加入 2.5 mL 配制

的含酸显色剂袁加塞摇匀袁静置 10 min 后袁在 540 nm
波长下袁通过 10 mm比色皿以去除离子水为参比袁测
定溶液吸光度值遥

国家标准方法院取 10 支容量为 50 mL 的比色管袁
在比色管中同样加入改进法中的铬标准溶液袁加入

量相同袁然后加入离子水稀释到标准刻度袁先后加入

0.5 mL 硫酸溶液和 0.5 mL 磷酸溶液袁须注意加入硫

酸溶液后需要待溶液降至室温才能够加入磷酸溶

液袁待加入磷酸溶液后袁也需要静置到室温袁再向其中

加入 2 mL 显色剂袁 显色剂加入 10 min 后在 540 nm
波长下测定吸光度[2]遥
3 结果与讨论

3.1 改进法与国家标准方法标准曲线和检出限对

比分析

在对比试验过程中袁分别采用国家标准方法和

改进法 2 种方法制作标准曲线袁最终获取的试验结

果详见表 1遥
为进一步确定改进法和国家标准方法试验结果

的差异性袁研究中将取 11 份空白溶液袁测定溶液的

吸光度袁并计算出空白溶液的吸光标准偏差值袁最终

得出改进法检出限结果为 0.003 9 mg/L袁而国家标准

方法的检出限结果为 0.004 0 mg/L[3]遥
3.2 前处理方法改进

研究选用安溪县地表水为样品袁选用离子水作

为参比袁对比分析后发现袁即使地表水再清洁透彻袁
其内部也会存在诸多影响试验结果的物质遥 而六价

铬的主要测定方法是分光光度法袁其原理为朗博-比
尔定律袁对水的透光度有着极高的实际要求袁即要

求溶液必须处于绝对均匀透明状态袁 试验过程中袁
光在射入溶液中后袁部分光充分散射袁促使实测吸光

度达到最大值遥
为有效解决该问题袁研究中将会随机选用安溪

县 6 处地表水为样品袁为避免引入更多的变量袁所有

样品采集工作均按照 HJ 91.1要2019叶污水监测技术

规范曳 [4]和 HJ/T 164要2004叶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

范曳[5]中的相关规定进行袁在完成采集后袁将样品静置

24 h袁可以明显看到所有样品内部均有一定的浊度袁
部分样品还呈现出淡绿色或者淡黄色遥 对这些样品

按照需要袁 通过以下 3 种不同的处理方法进行前处

理院渊1冤直接对样品进行取样分析使用遥 此种方法多

用于不具有浊度或者颜色问题样品袁若是具有相应

问题袁一般不应直接采用该种方法遥 渊2冤通过定性滤

纸进行过滤袁且考虑到试验的精准性袁前 20 mL 的

滤液不应用于试验分析使用袁此方法多用于含有浊

度问题的样品处理遥渊3冤通过色度校正法进行分析袁此
方法多用于含有色度问题的样品处理遥

在研究过程中袁为确保研究的精准性袁实现对比

分析效果袁分别通过以上 3 种方法对 6 种样品进行

前处理袁具体处理流程为先直接取样处理袁再通过定

性滤纸过滤处理袁最后通过色度校正法处理袁在完成

3 个步骤处理后袁通过分光光度法进行吸光度测定袁
最终测定结果详见表 2遥
表 2 6 种地表水样品在经过不同方法处理后的

测定结果比较

样品编号
吸光度

直接取样 定性滤纸过滤 色度校正法

1
2
3
4
5
6

0.009
0.007
0.018
0.007
0.005
0.014

0.002
0.003
0.005
0.002
0.000
0.003

0.001
0.001
0.001
0.000
0.001
0.000

由表 2 可知袁采用直接取样方法处理后袁6 种样

品的吸光度均非常高曰通过定性滤纸过滤处理后袁

表 1 国家标准方法与改进法对比及标准曲线
铬标准溶液

加入量渊滋g冤
国家标准方法 改进法

吸光度 标准曲线 吸光度 标准曲线

0.0
0.2
0.5
1.0
2.0
4.0
6.0
8.0
10.0
20.0

0.000
0.004
0.009
0.017
0.034
0.065
0.098
0.126
0.159
0.314

y=0.01578x+
0.00045袁
r=0.999 9

0.000
0.005
0.010
0.017
0.034
0.066
0.097
0.128
0.160
0.316

y=0.1585x+
0.00078袁
r=0.999 9

注院r 为相关系数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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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种样品中大部分样品的吸光度较直接取样方法均

出现了一定下降袁但仍然有部分样品渊如样品 8 和

样品 10冤的吸光度比较高袁在对这些样品进行研究

分析后发现袁这些样品均具有一定的颜色袁而定性滤

纸过滤处理仅能够过滤掉地表水中的胶体物质和悬

浮物质袁无法对地表水颜色进行处理曰色度校正法不

仅可以有效消除地表水中轻微色度问题所造成的试

验结果干扰袁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进一步消除

浊度干扰的效果遥因此袁为确保检测数据的精准可靠

性袁在实际研究过程中袁即便是看起来十分清洁的地

表水袁也需要进行定性滤纸过滤和色度校正法处理遥
即处理样品时袁 除了在待测样品中加入各种试剂进

行操作袁还需要以 2.5 mL 色度校正法试剂代替显色

剂袁以此作为参比确定待测水样的吸光度值遥
另外袁在对样品进行处理时袁还可以通过分布沉

淀法进行处理袁该种方法需要取一定量样品分别置

于 100 mL 比色管中袁通过离子水稀释到标准线袁然
后在比色管中加入 0.5 mL 浓度为 10%的硫酸锌溶

液袁0.5 mL 浓度为 5%的氢氧化钠袁待溶液产生絮状

沉淀完全后袁直接取 50 mL 上清液用于测定袁若在处

理后袁上清液仍然存在轻微色度问题袁则还需要对上

清液进行色度校正法处理再进行测定遥
3.3 精密度和准确度

在研究中袁为能够进一步确定改进法的测定精准

性袁需要对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标准样品研究所六价

铬标准样品进行测定袁共测定 6 次取平均值袁并计算

相对标准偏差袁结果详见表 3遥
表 3 改进法的精密度和准确性测定结果

标准样品 参考值渊滋g/L冤 测定结果渊滋g/L冤 相对标准偏差渊%冤
NO.203336
NO.203337

44.4依3.4
250依10

45.2
253

6.54
3.49

由表 3 可知袁改进法的测定结果均处于参考值的

10%以下袁符合国家质量控制标准的实际要求范围袁
说明该改进法在实际应用过程中有较高的精密度和

准确度遥
3.4 比较试验和加标回收率

在研究过程中袁分别采用国家标准方法和改进

法对安溪县的 2 处天然地表水尧1 处生活污水渊来自

于某污水处理厂出水口冤尧2 处工业废水渊来自于某企

业冤进行六价铬测定袁并进行相应的加标回收试验袁
对地表水尧生活污水尧工业废水通过以上处理方法进

行处理袁之后采用二苯碳酰二肼分光光度法进行测

定袁最终测定结果详见表 4遥
由表 4 可知袁改进法与国家标准方法的结果差

距无显著差异遥改进法的加标回收率在 92%耀111%袁
符合国家测定质量控制要求遥

4 讨论

本文针对国家标准方法测定六价铬过程中所存

在的诸多问题进行了一定的改进袁提出了相应的改

进法遥 该改进法主要是将国家标准方法中的有毒溶

液丙酮替换为无毒乙醇溶液袁并在溶液中加入适量

的硫酸溶液和磷酸溶液袁配制成改进法所需的含酸

显色剂遥与国家标准方法相比袁改进法中所使用的含

酸显色剂不仅可以一次性加入到测定试验过程中袁
简化测定步骤袁提高测定效率袁还能够避免因使用有

毒的丙酮溶液对检测人员身体健康造成影响的问

题袁且改进法所获取的测定结果与国家标准方法的

测定结果无显著差异袁因此改进法可以用于替代国

家标准方法来测定地表水中六价铬袁值得在行业中普

及推广使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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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国家标准方法和改进法比较分析以及加标回收率结果

实验项目
本底值 改进法加标回收结果

国家标准方法渊mg/L冤 改进法渊mg/L冤 加标量渊mg/L冤 测得量渊mg/L冤 加标回收率渊%冤
地表水 1
地表水 2
生活污水

工业废水 1
工业废水 2

0.004 62
0.006 46
0.005 30
0.085 80
0.162 00

0.004 68
0.006 25
0.006 37
0.008 46
0.164 00

0.011
0.006
0.010
0.110
0.151

0.010 8
0.010 9
0.016 4
0.182 0
0.318 0

108.1
92.3

110.5
97.6

1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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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袁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袁
人们对食品安全问题也越来越重视遥 食品安全监督

抽检是食品监管部门对食品监管的主要措施之一袁
抽检结果是评估食品安全的重要指标[1]遥 本研究通

过对 2017要2019 年南平市市级食品安全监督抽检

数据进行分析袁掌握近年来南平市食品安全形势袁发
现其中存在的安全风险袁以期为南平市食品安全监管

提供科学依据遥
2 材料与方法

2.1 数据来源

统计汇总原南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南平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7要2019 年食品安全抽检数

据袁作为研究对象遥
2.2 抽检范围

抽检覆盖南平市 10 个县渊市尧区冤袁具体为院延平

区尧建阳区尧邵武市尧武夷山市尧建瓯市尧顺昌县尧浦城

县尧光泽县尧松溪县和政和县遥

2.3 抽检分类

按照抽样食品的种类袁将抽检分为保健食品抽

检和普通食品抽检遥按抽样环节袁将普通食品抽检细

分为院生产环节抽检尧流通环节抽检和餐饮环节抽检遥
其中袁生产环节抽检细分为院小作坊抽检和其他抽检曰
流通环节抽检细分为院食用农产品抽检和其他抽检遥
2.4 分析方法

利用 Excel 软件对食品抽检区域尧抽检类别尧不
合格项目等维度分析食品抽检数据曰利用 SPSS 26.0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袁各年度不合格率采

用卡方检验对比遥样品不合格率计算方法为院样品不

合格率=不合格样品的数量/监督抽检样品数量遥
3 结果分析

3.1 整体情况分析

南平市各年来食品抽检数量和结果不尽相同遥
2017 年完成食品安全抽检 1 279 批次袁不合格样品

13 批次袁合格率 98.98%曰2018 年完成食品安全抽检

2 650 批次袁 不合格样品 12 批次袁 合格率 99.55%曰

2017要2019 年南平市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数据分析

董人富
渊南平市食品药品执法支队 福建南平 354200冤

摘要 本研究以 2017要2019 年南平市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数据作为研究对象袁围绕抽检合格率进行相关

数据分析袁结果显示各地区尧各环节食品抽检合格率变化趋势各不相同袁不合格项目产生的原因有一定的规

律袁希望通过本次研究能为提升抽检效率尧引导监管方向和降低食品安全风险提供参考遥
关键词 食品安全曰监督抽检曰合格率

中图分类号 F203

Analysis of the Sampling Data of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in Nanping from 2017 to 2019
DONG Renfu

(Nanping Food and Drug Enforcement Branch, Nanping, Fujian, 354200, China)
Abstract院 This study takes the 2017要2019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sampling data of Nanping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analyzes the relevant data around the sampling inspection pass rat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hange trend of the food sampling pass rate in each region and link is different, and the reasons
for the unqualified items have certain rules, and it is hoped that this research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sampling inspection, guiding the direction of supervision and reducing food
safety risks.
Key Words院Food Safety; Supervision and Sampling Inspection; Qualified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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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完成食品安全抽检 2 316 批次袁不合格样品

32 批次袁合格率 98.62%遥 用 SPSS 统计软件对各年

份抽检结果的不合格率进行成组卡方检验 袁字2=
11.981袁且 P=0.003<0.05袁说明南平市的食品安全形

势总体向好袁但是波动较大袁详见表 1遥
表 1 2017要2019年南平市食品安全抽检数据结果

年份 抽检数量渊批次冤 不合格数量渊批次冤 合格率渊%冤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1 279
2 650
2 316

13
12
32

98.98
99.55
98.62

合计 6 245 57 99.09
3.2 抽检的地区情况分析

2017要2019 年袁南平 10 个县渊市尧区冤中袁抽检

合格率最高的是光泽县袁3 年的食品安全抽检合格

率均达到 100%曰其次是延平区和建阳区袁3 年食品

安全抽检合格率均高于当年南平市食品安全平均抽

检合格率曰再次是武夷山市尧顺昌县尧浦城县尧建瓯

市袁3 年的食品安全抽检合格率有 2 年高于当年南

平市食品安全平均抽检合格率曰最后是松溪县和政和

县袁3 年的食品安全抽检合格率有 2 年低于当年南

平市食品安全平均抽检合格率袁详见表 2遥
3.3 抽检类别情况分析

从 2017要2019 年各抽检类别合格率情况可以

看出袁南平市食品生产环节抽检合格率逐年增加袁保
健食品抽检合格率逐年降低袁详见表 3遥

3.4 不合格项目情况分析

3.4.1 不合格项目构成情况分析

2017要2019 年的食品安全抽检数据不合格样

品分布情况详见表 4遥
从 2017要2019 年的食品安全抽检数据不合格

样品分布情况可以看出袁近 3 年南平市食品监督抽

检中袁食品添加剂尧微生物指标及金属污染物是造成

产品南平市食品抽检不合格的主要问题遥同时袁兽药

残留和农药残留的问题也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袁特
别是农药残留问题袁在近 3 年食品抽检中不合格率

逐年增加袁在 2019 年食品中该项目的检出不合格情

况袁已占不合格产品的一半以上遥
3.4.2 不合格项目原因分析

通过近 3 年不合格产品抽检数据可以看出袁农
药残留和兽药残留主要发生在食用农产品中遥 抽检

的产品中腊肠尧豆芽尧包装饮用水尧黄粿尧香蕉尧芹菜

和蛋的抽检不合格率较高袁占 3 年抽检不合格产品

的 57.9%袁详见表 5遥
从这些不合格率较高的产品中可以发现袁这些

抽检来源不同批次尧不同食品生产者的不合格产品袁

表 2 2017要2019年各县渊市尧区冤抽检合格率情况

抽检县渊市尧区冤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抽检量渊批次冤 合格率渊%冤 抽检量渊批次冤 合格率渊%冤 抽检量渊批次冤 合格率渊%冤
延平区

建阳区

邵武市

武夷山市

建瓯市

顺昌县

浦城县

光泽县

松溪县

政和县

376
123
73

200
75

116
118
31
78
89

100.00
100.00
97.26

100.00
97.33

100.00
99.15

100.00
93.59
96.63

927
77

277
191
99

314
190
165
124
286

99.78%
100.00%
98.56%
98.43%

100.00%
100.00%
98.95%

100.00%
100.00%
99.65%

1 048
114
263
98

233
286
82
71
51
70

98.66
99.12
98.48
98.98

100.00
97.55
98.78

100.00
94.12
98.57

1 279 98.99 2 650 99.55% 2316 98.62合计

表 3 2017要2019 年各抽检类别合格率情况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抽检数渊批次冤 合格率渊%冤 抽检数渊批次冤 合格率渊%冤 抽检数渊批次冤 合格率渊%冤
普通食品 生产环节 小作坊

其他

合计

108
524
632

97.22
98.47
98.26

107
268
375

98.13
98.88
98.67

55
92

147

100.00
100.00
100.00

流通环节 食用农产品

其他

合计

272
210
482

100.00
99.52
99.79

1 606
373

1 979

99.81
99.46
99.75

1 613
334

1 947

98.33
99.40
98.51

餐饮环节 129 99.22 200 99.50 132 98.48
保健食品 36 100.00 96 98.96 90 98.89

1 279 98.98 2 650 99.55 2 316 98.62合计

抽样环节 抽检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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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格项目类型 年份 样品名称 不合格项目|检验结果|标准值

食品添加剂 2017
2017
2017
2017
2017
2017
2018
2018
2018
2018
2019
2019
2019
2019
2019
2019

手工芝麻蛋卷

恒盛糯米酒

豆腐干

白馒头

蒋氏香肠王

腊肠

腊肠

粉干渊细冤
西梅王渊李梅冤风味凉果

红糖馒头

4+2 紫米面包

散装蛋糕

无公害绿豆芽

黄豆芽

豆芽

月饼

山梨酸|0.1|不得使用

苯甲酸|0.3|不得使用

苯甲酸|0.1|不得使用

甜蜜素渊以环己基氨基磺酸计冤|2.4|不得使用

亚硝酸盐渊以亚硝酸钠计)|77|臆30
亚硝酸盐渊以亚硝酸钠计)|112|臆30
亚硝酸钠|43 mg/kg|臆30 mg/kg
二氧化硫残留量|0.024 g/kg|不得使用

苋菜红|0.2 g/kg|臆0.05 g/kg曰亮蓝| 0.04 g/kg |臆0.025 g/kg
甜蜜素渊以环己基氨基环酸计冤|0.6g/kg|不得使用

脱氢乙酸及其钠盐渊以脱氢乙酸计冤|0.86|臆0.5
脱氢乙酸及其钠盐渊以脱氢乙酸计冤|1.42|臆0.5
4-氯苯氧乙酸钠渊以 4-氯苯氧乙酸计冤|0.35|不得检出

4-氯苯氧乙酸钠渊以 4-氯苯氧乙酸计冤|0.35|不得检出

4-氯苯氧乙酸钠渊以 4-氯苯氧乙酸计冤|0.074|不得检出

防腐剂各自用量占其最大使用量的比例之和|1.2|臆1
微生物指标 2017

2017
2017
2018
2018
2018
2018
2019
2019

桶装水

妙云山泉

东岳饮用水

雼月山泉水

天龙心孝母饼渊核桃味冤
青草洋山泉水

盾顶牌螺旋藻片

洋槐蜂蜜

黄芪白术西洋参口服液

铜绿假单胞菌|70袁63袁蔓延成片袁35袁0|n=5袁c=0袁m=0
铜绿假单胞菌|78袁0袁0袁16袁13|n=5袁c=0袁m=0
铜绿假单胞菌|0袁15袁19袁0袁0袁|n=5袁c=0袁m=0
铜绿假单胞菌|45袁0袁89袁0袁132|n=5袁c=0袁m=0 CFU/250 mL
霉菌| 250 CFU/g |臆150 CFU/g
铜绿假单胞菌|0袁0袁4袁0袁0 |n=5c=0 m=0 CFU/250 mL
霉菌和酵母|130|臆50
菌落总数|2 200|臆1 000
菌落总数|200 000|臆1 000 渊液态冤曰霉菌和酵母|240 000|臆50

金属污染物 2017
2017
2017
2017
2018
2018
2019
2019

拌黄粿

六墩黄粿渊块冤
六墩黄粿渊条冤
荣娇黄粿

大米

秀珍菇

冰鱿鱼(其它水产)
公正蟹渊海水蟹冤

铝的残留量渊以干基计冤|135.1|不得使用

铝的残留量渊以干基计冤|46.5|不得使用

铝的残留量渊以干基计冤|42.6|不得使用

铝的残留量渊以干基计冤|194.8|不得使用

镉渊以 Cd 计冤|0.32 g/kg|臆0.2 g/kg
总砷|1.6 mg/kg|臆0.5 mg/kg
镉渊以 Cd 计冤|16.7|臆2.0
镉渊以 Cd 计冤|0.65|臆0.5

农药残留 2018
2018
2019
2019
2019
2019
2019
2019

长豇豆

苦瓜

米蕉渊香蕉冤
香蕉

米蕉渊香蕉冤
香蕉

香蕉

香蕉

水胺硫磷|0.55 mg/kg|臆0.05 mg/kg
氧乐果|0.09 mg/kg|臆0.02 mg/kg
吡唑醚菌酯|0.056|臆0.02
吡唑醚菌酯|0.034|臆0.02
吡唑醚菌酯|0.12|臆0.02
吡唑醚菌酯|0.042|臆0.02
吡唑醚菌酯|0.12|臆0.02
吡唑醚菌酯|0.12|臆0.02

表 5 2017要2019 年抽检不合格样品情况表

表 4 2017要2019年不合格项目问题构成

不合格项目类型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不合格数渊批次冤 占不合格比例渊%冤 不合格数渊批次冤 占不合格比例渊%冤 不合格数渊批次冤 占不合格比例渊%冤
食品添加剂

微生物指标

金属污染物

农药残留

兽药残留

6
3
4
0
0

46.15
23.08
30.77
0.00
0.00

4
4
2
2
0

33.33
33.33
16.67
16.67
0.00

6
2
2

17
5

18.75
6.25
6.25

53.13
15.63

13 100.00 12 100.00 32 100.00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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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格项目类型 年份 样品名称 不合格项目|检验结果|标准值

农药残留 2019
2019
2019
2019
2019
2019
2019
2019
2019
2019
2019

小米蕉渊香蕉冤
香蕉

香蕉

小米蕉渊香蕉冤
海南香蕉

香蕉

桔子

芹菜

芹菜

芹菜

南丰桔

吡唑醚菌酯|0.19|臆0.02
吡唑醚菌酯|0.035|臆0.02
吡唑醚菌酯|0.045|臆0.02
吡唑醚菌酯|0.48|臆0.02
吡唑醚菌酯|0.085|臆0.02
吡唑醚菌酯|0.040|臆0.02
丙溴磷|0.35|臆0.2
甲拌磷|0.092|臆0.01
甲拌磷|0.43|臆0.01
甲拌磷|0.43|臆0.01
克百威|0.056|臆0.02

兽药残留 2019
2019
2019
2019
2019

丁桂鱼渊淡水鱼冤
红蛋渊鸡蛋冤
白蛋渊鸡蛋冤
武夷鸭蛋

鲜明虾渊海水虾冤

恩诺沙星渊以恩诺沙星和环丙沙星之和计冤|1.4伊102|臆100
氟苯尼考|4.8|不得检出

氟苯尼考|1.3|不得检出

氟苯尼考|5.5|不得使用

土霉素|179|臆100

续表 5

其不合格的指标基本都是一致的院腊肠的不合格指

标主要是亚硝酸盐曰豆芽的不合格指标主要是 4-氯
苯氧乙酸钠曰包装饮用水的不合格指标主要是铜绿

假单胞菌曰黄粿的不合格指标主要是铝超标曰香蕉的

不合格指标主要是吡唑醚菌酯曰芹菜的不合格指标

主要是甲拌磷曰蛋类的不合格指标主要是氟苯尼考遥
可能是这些产品生产过程中某一个环节出了共性问

题袁最终导致相同的指标不合格遥
其中袁不合格项目如下院
渊1冤食品添加剂

2017要2019 年食品添加剂指标不合格占比为

28.07%袁共计 16 批次遥 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袁南平

市近几年食品添加剂超标袁集中在防腐剂尧甜味剂尧
保色剂等常见类型遥 主要原因可能是个别企业为节

约生产成本或不了解 GB 2760要2014叶食品添加剂

使用标准曳 [2]中的相关规定袁在使用防腐剂尧甜味剂尧
保色剂时袁超量超范围添加防腐剂袁以达到防腐延长

保质期尧增加甜度或其他作用遥
渊2冤微生物指标

2017要2019 年微生物指标不合格占比为 15.79%袁
共计 9 批次遥近几年袁南平市食品中微生物指标不合

格袁主要集中在菌落总数尧霉菌尧酵母和铜绿假单胞

菌这几种常见类型遥主要原因可能是产品在生产尧加
工过程中卫生条件控制不到位袁使用的工具尧器具等

设备设施清洗消毒不到位或产品储运条件控制不

当遥例如袁铜绿假单胞菌是反映饮用水卫生条件的主

要指标袁桶装水中检出铜绿假单胞菌袁可能是生产过

程中仪器设备污染尧杀菌工艺参数设置不当尧灌装车

间环境不达标尧从业人员未经消毒的手直接与矿泉

水或容器内壁接触或包装材料未进行彻底清洗消毒

等袁 铜绿假单胞菌有可能会透过过滤装置粘附于管

道尧滤膜尧贮水池及增压泵中并进行繁殖袁简单的反

冲洗并不能将该菌彻底消除从而引起微生物污染[3]遥
渊3冤金属污染物

2017要2019 年金属污染物不合格占比为 14.04%袁
共计 8 批次遥不合格指标为铝的残留量尧镉和总砷含

量袁不合格产品为黄粿尧大米尧秀珍菇尧冰鱿鱼和公正

蟹遥黄粿中铝残留量超标袁原因可能是企业为增加产

品口感袁沿用传统工艺使用的添加剂渊由茶树烧成的

草木灰冤含铝量过高 [4]遥 大米尧冰鱿鱼和公正蟹中镉

超标袁原因可能是大米尧冰鱿鱼和公正蟹所处土壤尧
水体受到了镉污染袁而镉通过生物富集作用袁聚集在

水稻和海产品体内袁导致镉含量超标曰秀珍菇砷含量

超标袁可能也是食用菌对生长环境中砷元素的富集作

用导致[5-7]遥 除此之外袁食品中金属污染物不合格与

食品生产者没有严把原料验收尧生产过程控制和出

厂检验有直接关系遥
渊4冤农药残留

2017要2019 年农药残留指标不合格占比为

33.33%袁共计 19 批次袁主要集中在果蔬上袁如香蕉尧
芹菜和桔子等袁主要是因为农产品种植过程中过度

使用农药和化肥 [8]袁应从源头把控农药和化肥的使

用量袁做到源头治理遥
渊5冤兽药残留

2017要2019 年兽药残留不合格占比为 8.77%袁
共计 5 批次袁主要集中在畜产品和水产品上遥兽药残

留超标主要是由于养殖户在养殖过程中违规使用兽

药所致袁应从源头把控兽药的使用量袁做到源头治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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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分析参数未发生变化的条件下袁将校正因子值控

制在合理范围内[6]遥
其次袁科学合理地选用并检测试剂遥试验试剂的

质量也会对检测结果的准确性产生直接影响袁检测

前实施针对性的试剂质量控制十分必要遥 当下生化

检验相关试剂的种类复杂袁检验人员要依据国家标

准选择试剂遥使用试剂进行检测之前袁操作人员要检

测试剂样本袁尽量避免选取过多的同一批试剂袁防止

新旧试剂混淆使用遥 在对试剂进行多次检测均合格

后袁才可以进行生化检验遥
最后袁培养和提升操作人员的专业技能与职业

素养遥尽管是仪器自动化检测分析袁但仍需要专业检

测人员进行操作袁且相关流程比较复杂袁加之仪器的

高精密度特征袁需要检测人员的专业技能和素质均

达到一定标准遥 检测人员必须能够全面掌握自动生

化分析仪相关的理论知识和操作流程袁还要能够对

仪器进行校准尧维修和保养遥同时还需要具备熟练操

作电脑的能力遥在开展检测工作之前袁操作人员要接

受针对性的岗前培训袁经考核保证操作能力与综合素

质合格之后袁才能够持资格证书开展检测工作遥
综上所述袁在临床生化检验工作中袁针对性地制

定并实施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质量控制措施袁提高

检测的准确性袁能够为临床诊治工作提供更加准确

真实的依据遥 在质量控制工作中袁检测开始之前袁操
作人员需要严格按照质量控制要求进行相关工作袁
对相关参数进行合理调整袁同时注意检查仪器状态

并进行仪器校准袁在日常工作中袁检测人员要定期对

仪器设备进行检查和养护袁完善室内质量控制措施遥
除此之外袁检测人员需要强化对检测试剂的质量控

制袁针对性地开展检测人员专业技能和职业素质培

养袁降低人为因素对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器检测结果

产生的影响遥在检测完成后袁操作人员要对检验结果

进行审查与核对袁控制检验质量袁以提高自动生化分

析仪检测结果的准确性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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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分析发现袁各地区尧各环节食品抽检合

格率变化趋势各不相同袁不合格项目产生的原因有一

定的规律遥对此袁本文对食品监管工作提出以下 5 个

工作重点院渊1冤明确日常监管重点袁将食品生产企业

的进货查验尧生产过程控制尧出厂检验 3 个环节列入

日常监管重点袁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袁严把原材料

准入关袁严把生产过程关键控制点袁严把成品放行关遥
渊2冤明确监管重点区域袁在今后的工作中需要加大

对近 3 年中抽样合格率相对较低的邵武市尧松溪县

和政和县食品企业的监管力度遥渊3冤明确监管重点类

别袁在今后的工作中需要加大对 3 年中抽检合格率

相对较低的小作坊尧食用农产品和餐饮环节的监管

力度遥 渊4冤明确重点监管产品袁针对抽检不合格率较

高的腊肠尧豆芽尧包装饮用水尧黄粿尧香蕉尧芹菜和蛋

类袁增加抽检频次遥渊5冤加强与农业监管部门的对接袁
积极从源头把控袁采取有效措施袁宣传尧指导和督促

农民合理地使用农药和兽药袁严格执行国家制定的

农药和兽药标准袁做到对食用农产品的源头治理遥
此外袁针对延平区尧建阳区尧顺昌县和蒲城县的

抽检合格率逐年下降的情况和保健食品抽检合格率

逐年降低的情况应给予足够的重视遥 针对金属污染

物袁追其源头是因为动植物所处的环境受到了污染袁
要加强对环境的保护遥
参考文献
[1] 陈尊俊.2017 年广东省各抽检环节食品抽检数据分析及不合格

成因探讨[J].食品安全导刊,2018(12):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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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香砂养胃丸是一种使用率较高的中成药袁 主要

药效成分包括甘草尧大枣尧木香尧砂仁尧制半夏尧茯苓尧
陈皮尧生姜等袁临床用于胃阳不足尧湿阻气滞所致胃

痛的治疗袁具有温中和胃的作用[1]遥 香砂养胃丸在治

疗嘈杂不适尧不思饮食尧胃上部隐痛尧四肢倦怠尧呕吐

酸水等方面均有临床应用袁并有相关报道[2]遥 现代药

理学研究证实袁香砂养胃丸的主要药效成分为乙酸

龙脑酯尧龙脑及樟脑袁上述药物能够发挥抗菌尧抗炎尧
镇痛尧抗溃疡尧止泻等功效袁因而对乙酸龙脑酯尧龙脑

及樟脑等含量水平的控制是保证药效发挥的前提[3]遥
鉴于当前药典中没有关于香砂养胃丸中乙酸龙脑

酯尧龙脑及樟脑含量的测定方法袁本文通过气相色谱

法渊GC冤对香砂养胃丸中乙酸龙脑酯尧龙脑及樟脑的

含量进行测定袁可为香砂养胃丸中主要成分的含量控

制提供依据遥

2 材料与方法

2.1 仪器与材料

仪器院电子天平尧气相色谱仪遥
材料院乙酸龙脑酯对照品渊含量为 99.60%袁批号

为 110759-201105冤尧樟脑对照品渊含量为 98.70%袁批
号为 110747-201409冤尧龙脑对照品渊含量为 96.80%袁
批号为 110881-201508冤渊所有标准质控品均来源于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冤曰环己烷尧无水乙醇渊分析

纯冤曰香砂养胃丸渊从不同药品生产厂家购买袁共 8
批袁均有明确的生产厂家尧批准文号冤遥
2.2 方法

对香砂养胃丸中的乙酸龙脑酯尧龙脑及樟脑等

含量使用 GC测定袁具体如下遥
渊1冤 色谱条件院 色谱柱参数院30 m伊0.320 mm伊

0.50 滋m曰进样口温度院230益曰以氮气为载气袁流速院
4.0 mL/min曰氮气尧氢气与空气比例院1颐1颐10曰进样量院

气相色谱法测定香砂养胃丸中乙酸龙脑酯尧龙脑及
樟脑的含量

刘中和 1 姚卫波 2*

渊1.南华附二醴陵兆和医院 湖南醴陵 412200曰2.临湘市聂市镇西医内科诊所冤

摘要 本文分析了气相色谱法渊GC冤测定香砂养胃丸中乙酸龙脑酯尧龙脑及樟脑的含量遥试验证明袁通过

合理设置试验条件袁可以保证测定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尧精密度以及线性关系袁样品回收率超过 80.00%遥
GC能够用于香砂养胃丸中乙酸龙脑酯尧龙脑及樟脑的含量测定袁检测结果安全尧可靠遥

关键词 气相色谱法曰香砂养胃丸曰乙酸龙脑酯曰龙脑曰樟脑曰含量

中图分类号 R927.2

Determination of Bornyl Acetate, Borneol and Camphor in Xiangsha Yangwei Pills by GC
LIU Zhonghe1, YAO Weibo2*

(1.Nanhua Second Liling Zhaohe Hospital, Liling, Hunan, 412200, China;
2.Linxiang Nieshi Western Medical Internal Medicine Clinic)

Abstract院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content of bornyl acetate, borneol and camphor in xiangsha
yangwei pills by GC. The test confirmed that by setting the test conditions reasonably, the measurement
results can be guaranteed to have good stability, precision and linear relationship, and the sample
recovery rate exceeds 80.00%. GC can be used to determine the content of bornyl acetate, borneol and
camphor in xiangsha yangwei pills, and the detection results are safe and reliable.
Key Words院 GC; Xiangsha Yangwei Pills; Bornyl Acetate; Borneol; Camphor;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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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下转第 70 页冤

化合物 样品含量渊mg冤 对照组加入量渊mg冤 测出量渊mg冤 回收率渊%冤 平均回收率渊%冤
乙酸龙脑酯 0.068 75

0.068 72
0.068 42
0.068 69
0.385 70
0.385 70

0.068 28
0.068 31
0.068 27
0.068 29
0.068 30
0.068 30

0.126 97
0.123 98
0.124 39
0.124 67
0.127 60
0.128 01

85.31
81.85
81.67
81.90
86.34
86.38

83.91

龙脑 0.043 78
0.043 75
0.043 76
0.043 78
0.043 90
0.043 81

0.043 75
0.043 76
0.043 75
0.043 75
0.043 78
0.043 78

0.088 02
0.087 05
0.088 02
0.087 05
0.087 95
0.085 93

101.46
98.31

100.05
98.37
99.37
94.47

98.67

樟脑 0.154 80
0.154 80
0.154 67
0.155 10
0.154 80
0.155 68

0.152 30
0.153 00
0.152 50
0.152 50
0.152 60
0.152 50

0.284 91
0.294 82
0.294 81
0.284 92
0.285 11
0.285 47

85.45
91.86
91.92
86.25
85.67
88.96

88.35

表 1 香砂养胃丸不同成分回收率

1 滋L曰选择分流进样袁分流比院10颐1曰氢火焰离子检测

器对应温度院280益遥通过程序完成柱温升温袁初始柱

温院60益袁以每分钟升高 5益升高到 130益袁保持 5 min袁
然后以每分钟 20益升高到 230益袁维持 5 min遥

渊2冤制备对照品溶液袁分别称取乙酸龙脑酯尧
龙脑尧樟脑对照品 17.19尧10.82尧11.38 mg袁使用无水

乙醇将其制备成不同浓度的对照品袁其浓度分别为

乙酸龙脑酯 34.24 滋g/mL尧龙脑 21.49 滋g/mL尧樟脑

45.06 滋g/mL遥
渊3冤制备供试品溶液袁选取 8 g 供试品袁精细研

磨袁按照挥发油测定方法完成提取操作袁加入 3 mL
环己烷袁加热至沸腾袁持续 1 h袁静置 30 min袁用 5 mL
容量瓶提取液体袁使用 1 mL 环己烷对挥发油测定器

冲洗并倒入 5 m蕴 容量瓶中袁用环己烷稀释至刻度线

位置袁充分混合后摇匀尧过滤遥
渊4冤配制对照品溶液袁横坐标为对照品进样量

渊ng冤袁纵坐标为峰面积袁绘制不同成分标准曲线袁得
到线性回归方程遥 研究证实进样量在一定范围内同

峰面积有良好的线性关系遥
渊5冤稳定性试验分析袁选择配制的同一供试品溶

液袁并在 0尧4尧12尧24 h 分别进行测定袁计算不同供试

品峰面积的相对标准偏差渊RSD冤遥
渊远冤重复性试验袁选择同一供试品袁将其制作成

6 份供试品溶液袁 分别对 3 种不同成分含量水平予

以测定袁计算测定结果的 RSD遥
渊苑冤精密度试验分析袁准确吸取 1 滋L 对照品溶

液袁根据确定的色谱分析条件进行重复性试验袁共
6 次袁计算不同成分峰面积积分值袁最终得到不同成

分峰面积的 RSD遥
渊愿冤回收率试验分析袁准确称取供试品 6 份袁其

中袁乙酸龙脑酯尧龙脑及樟脑的对应含量分别为 0.017尧
0.011尧0.039 mg/g袁每份含量 4 g遥 将其加入已知浓度

的混合对照品溶液中袁 对不同供试品回收率予以计

算袁确定其回收率遥
渊9冤对 8 批次的香砂养胃丸进行供试品制备袁然

后根据色谱条件完成不同含量的测定遥
2.3 统计学方法

采用统计学软件 SPSS21.0 分析数据袁 其中袁计
量资料渊x依s冤袁计数资料渊n袁%冤遥
3 结果

通过稳定性试验分析袁乙酸龙脑酯尧龙脑及樟脑

峰面积 RSD 计算结果分别为 1.28%尧1.43%尧1.46%遥
重复性试验分析显示袁乙酸龙脑酯尧龙脑及樟脑对应

含量测定的 RSD 分别为 3.14%尧2.38%尧2.15%袁结果

证实该测定方法重复性较好遥 精密度试验分析显示

乙酸龙脑酯尧龙脑及樟脑峰面积 RSD 计算结果分别

为 0.68%尧0.33%尧0.63%袁测定方法精密度较好遥回收
率试验分析袁乙酸龙脑酯回收率在 81.85%耀86.38%袁
平均回收率为渊83.56依0.92冤%曰龙脑回收率在 94.47%耀
101.46%袁平均回收率为渊98.24依0.81冤%曰樟脑回收率

在 85.45%耀91.92%袁平均回收率为渊87.15依0.84冤%袁具
体数据详见表 1袁结果表明该检测方法对应的回收率

较高遥通过对 8 批次香砂养胃丸中乙酸龙脑酯尧龙脑

及樟脑的含量测定袁不同批次药品上述 3 种成分质

量分数有偏差袁但是偏差不明显袁具体检测结果详见

表 2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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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本文对 2017要2019 年福建铁路相关检测地点

600 份检测样品进行检测袁并对检出结果进行研究

分析袁以明确福建铁路相关检测地点的食品卫生安

全状况遥
2 方法

2.1 样品来源与指标

选取 2017要2019 年期间管辖区域内 14 个列车

乘务员公寓食堂尧42 个站段食堂尧普速列车 18 车底尧
动车 108 车底等场所作为随机抽样检测地点袁随机抽

取检测食品样品共 600 份袁各年检测样品院2017 年

200 份袁2018 年 200 份袁2019 年 600 份曰检测样品类

型院餐具大肠杆菌样品 200份袁表面洁净度样品 50 份袁
动车盒饭致病菌 200 份袁农残快速检测样品 50 份袁
食品加工中心温度样品 50 份袁生豆浆快检测样品

50 份遥 福建铁路检测表面洁净度尧农残快速检测尧食
品加工中心温度尧餐具大肠杆菌尧动车盒饭致病菌的

检测由南昌铁路局福州疾病预防控制所完成遥
2.2 检测标准

参照叶福建省食品微生物及其致病因子检测技

术指南曳尧GB 14934要2016叶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消毒

餐渊饮冤具曳[1]和 GB 4789.3要2016叶食品安全国家标

2017要2019 年福建铁路食品安全检测结果分析

钟永荣 1 侯梦芹 1 汪志辉 2

渊1.南昌铁路局福州卫生监督所 福建南昌 330000曰2.南昌铁路局福州疾病预防控制所冤

摘要 为了解 2017要2019年福建铁路食品安全情况袁本文随机抽取 600 份样品作为检测对象袁依据国

家相关食品安全标准进行检测遥 结果显示袁2017要2019 年食品安全检测各年阳性检出率分别为 7.50%尧
6.00%尧5.50%袁总检出率为 6.33%遥 餐具大肠杆菌尧表面洁净度尧动车盒饭致病菌尧农残快速检测尧食品加工中

心温度和生豆浆快检测阳性检出率为 10.00%尧16.00%尧1.00%尧6.00%尧4.00%尧6.00%遥 福建铁路食品安全检测

在餐具大肠杆菌和表面洁净度方面检出率较高袁应加强食品安全监管袁保证食品安全袁有效预防食品安全事

故的发生遥
关键词 铁路食品安全曰检测检疫曰食品卫生

中图分类号 TS201.6

Analysis of Fujian Railway Food Safety Inspection Results from 2017 to 2019
ZHONG Yongrong1, HOU Mengqin1, WANG Zhihui2

(1.Nanchang Railway Bureau Fuzhou Health Supervision Board, Nanchang, Fujian, 330000, China;
2.Nanchang Railway Bureau Fuzhou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bstract院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food safety situation of Fujian railways from 2017 to 2019, this
paper randomly selectes 600 samples as the test objects and tests them in accordance with relevant
national food safety standard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ositive detection rates of food safety in each
year from 2017 to 2019 are 7.50% , 6.00% and 5.50% , and the total detection rate is 6.33% . The
positive detection rate of tableware escherichia coli, surface cleanliness, pathogenic bacteria in lunch
boxes of trains, fast detection of pesticide residues, food processing center temperature and fast detection
of raw soymilk is 10.00%, 16.00%, 1.00%, 6.00%, 4.00%, 6.00% respectively. Fujian railway food safety
inspection has a high detection rate of escherichia coli and surface cleanliness of tableware.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o ensure food safety and effectively prevent food safety accidents.
Key Words院 Railway Food Safety;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Food Hygi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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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大肠杆菌计数曳[2]对检测样品

进行细致检测遥
2.3 检测方法

动车盒饭大肠杆菌检测采用稀释培养测数

渊MPN冤计数法袁餐饮具大肠杆菌检测采用纸片法遥
非液体样品院取 25 g 样本放入无菌均质袋袁内有

225 mL 磷酸盐缓冲液袁拍打 2 min 左右制成 1颐10 样

品匀液曰液体样品取 25 mL 放入无菌锥形瓶袁内有

225mL磷酸盐缓冲液袁充分振荡后制成 1颐10样品匀液遥
检测样品匀液 pH袁保证样品匀液 pH 在 6.5耀7.5袁

如果样品匀液 pH 不符合标注袁可适当加入 1 mol/L 氢

氧化钠渊NaOH冤或盐酸渊HCl冤加以调节遥
取 1 mL 1:10 匀液放入无菌试管袁与 9 mL 磷酸

盐缓冲液充分混合袁振摇试管制成 1颐100 样品匀液遥
每个样品各选连续稀释度样品匀液 3 个袁每个稀释

度接种 3 管月桂基硫酸盐胰蛋白胨肉汤袁每管接种

1 mL袁分别置于渊36依1冤益培养箱培养渊24依2冤 h袁培养过

程中观察管内是否产生气泡袁如果期间管内出现气

泡袁则需再次培养渊24依2冤 h袁进行复发酵试验曰如果

期间管内无气泡袁则可继续培养至渊48依2冤 h遥产生气

体为大肠杆菌阳性袁未产生气体则为大肠杆菌阴性遥

待大肠杆菌阳性管数明确袁通过查询 MPN 表计算出

MPN 值[3]遥
2.4 质量控制

采集餐具样本时袁需要按照采样步骤对纸片进行

同步处理袁并按要求及时送样遥确保检测试剂和培养

基处于有效期遥 检测人员均通过专业岗位培训获取

上岗资格证袁积极参加福建省计量认证等部门组织

的各项质控要点工作培训考核遥
2.5 统计学方法

采用Dataload 5.4.10 软件行数据录入袁应用 SPSS
24.0 软件行数据分析袁其中计量资料渊x依s冤行 t 检验袁
计数资料[n渊%冤]行 字2 检验袁以 P<0.05 表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遥
3 结果

2017年检测样品阳性检出 15份袁检出率为7.50%曰
2018 年检测样品阳性检出 12 份袁检出率为 6.00%曰
2019 年检测样品阳性检出 11 份袁检出率为 5.50%遥
合计检测样品阳性检出 38 份袁总检出率为 6.33%袁
数据经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字2=0.731袁P<0.05冤袁
详见表 1遥

年份 总样品份数渊份冤 阳性样品份数渊份冤 阴性样品份数渊份冤 检出率渊%冤
2017
2018
2019

200
200
200

15
12
11

185
188
189

7.50
6.00
5.50

合计 600 38 562 6.33

表 1 2017要2019 年福建铁路各年份食品安全检测结果

检测样品类型 总样品份数渊份冤 阳性样品份数渊份冤 检出率渊%冤
餐具大肠杆菌

表面洁净度

动车盒饭

农残快速检测

食品加工中心温度

生豆浆快检测

200
50

200
50
50
50

20
8
2
3
2
3

10.00
16.00
1.00
6.00
4.00
6.00

合计 600 38 6.33

表 2 2017要2019 年福建铁路各类型食品安全检测结果

餐具大肠杆菌检测样品阳性检出 20 份袁检出率

10.00%曰表面洁净度检测样品阳性检出 8 份袁检出率

16.00%曰动车盒饭样品阳性检出 2 份袁检出率 1.00%曰
农残快速检测样品阳性检出 3 份袁检出率 6.00%曰食品

加工中心温度检测样品阳性检出 2 份袁检出率 4.00%曰
生豆浆快检测样品阳性检出 3 份袁检出率 6.00%袁数
据经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袁详见表 2遥

4 讨论

随着食品安全问题频发袁多种食品安全问题被曝

光袁人们对日常饮食安全的信任度逐渐降低袁家庭

购入食品时对食品安全的重视度逐渐提高[4]遥 食品

安全隐患不仅会对人们的身体健康造成威胁袁也会

对社会稳定造成严重阻碍袁尤其是铁路单位职工食

堂和列车餐车的食品安全袁直接关系到铁路的行车

安全和旅客的身心健康遥 食品安全检验检测是检测

食品是否安全卫生的重要方法袁严格按照国家食品

安全检测标准袁有序进行食品安全检测袁一方面能够

为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提供相应保障袁另一方面能够

有效控制食品质量袁确保饮食安全遥随着人们安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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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的不断提升袁人们对食品卫生安全的关注不仅局

限于食品本身袁也逐渐转向食品加工环境与设备尧食
品包装尧食品营养成分等袁这样不仅能够促进食品安

全监督管理部门加大食品卫生安全管理力度袁同时

也能让食品经营单位更加关注食品卫生安全袁促使

我国食品安全整体水平有效提高袁对我国经济发展

起到推动作用遥
作为我国重要运输方式之一袁铁路运输逐渐成

为使用率极高出行方式袁加强铁路运营食品安全管

理袁可保证列车乘务人员及乘客出行期间的健康和

安全遥
首先袁铁路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应组建专业

的食品安全监督队伍袁能依据我国发布的重要文件

中的相关规定与标准袁对铁路单位食堂及旅客列车

餐车等地点的食品安全管理进行监督袁一旦发现存

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行为的食品经营袁立即依法进

行查处曰实行风险管理袁每月召开风险分析会袁对本

月监督检查发现存在食品安全隐患的单位进行综合

评估袁评估为一级风险等级的单位下发风险预警通

知书袁并约谈单位负责人袁评估为二级风险等级的经

营单位下发风险告知书遥 每年年底根据各经营单位

的静态风险因素量化分值袁结合一年中的日常监督

检查的动态风险因素分值进行综合风险评估袁根据

评估结果确定经营单位下一年度的监督检查频次袁
对被评为高风险的经营单位加强监督检查频次[5]遥

其次袁各铁路段需将食品安全管理工作纳入日常

管理考核中袁构建健全的食品安全管理组织及食品

安全制度袁明确各相关人员承担的食品安全管理责

任袁加强从业人员食品安全知识的培训考核袁确保每

位食堂工作人员均能熟练掌握食品卫生安全知识袁
不定期对食品安全进行突击检查袁做好记录袁对发现

的食品安全隐患进行登记造册并实行看板销号[6]遥 此

外袁每位食堂工作人员都必须取得健康合格证明袁落
实晨检制度袁确保从业人员无有碍食品安全的疾患遥

最后袁经营单位应严把食品原料采购关袁查验供

货商的资质及产品合格证明文件袁确保食材从诚信

企业采购袁做好验收登记袁定期剔除品质不好的食

材遥 食品的储存尧加工到销售均要按照叶餐饮服务食

品安全操作规范曳的要求进行袁餐具做到消毒后方可

使用[7]遥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袁福建铁路 2017要2019 年期

间 600 份食品检测样品中袁阳性检出样品份数多达

38 份袁总检出率为 6.33%袁其中袁在 200 份餐具大肠

杆菌检测样品中袁大肠杆菌阳性样品 20 份袁检出率

高达 10.00%袁表明 2017要2019 年期间福建铁路食品

经营单位在餐具清洗消毒方面还存在不足袁作为最

后与入口食品相接触的容器袁餐具的清洗消毒工作

需引起格外重视袁 清洗消毒不彻底可直接导致铁路

运营食品安全事件发生遥究其原因袁主要有以下 2 点院
渊1冤采取药物消毒时消毒药浓度配置不达标袁未做到

4耀6 h 更换一次消毒药或消毒时浸泡未达到 10 min
以上遥 渊2冤采取消毒柜消毒时消毒柜容量不足袁餐具

消毒时叠放于在一起袁 热力无法达到餐具的中间部

位袁 也有消毒柜的热力灯管损坏未及时修复影响消

毒效果的原因遥 因此袁建议加强操作人员的培训袁提
高人员工作责任感袁定期维护消毒设备袁确保消毒设

施设备正常运转袁采取消毒柜消毒时餐具间预留一

定的间隙避免叠加存放曰采取药物消毒时消毒药有

效浓度达标袁浸泡足够时间袁保证消毒效果遥
综上所述袁福建铁路食品安全检测在餐具大肠

杆菌和表面洁净度方面检出率较高袁应加强食品安

全监管和培训袁保证食品安全袁有效预防食品安全事

故的发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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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能力验证是通过实验室间比较袁依照事先制定的

准则袁来评估实验室能力的活动 [1]遥 具体开展方式

为院能力验证计划实施机构向参加实验室发送样品袁
要求实验室于规定时间内进行检验并上报检测结

果袁再将所有实验室结果展开统计尧分析袁根据各实

验室结果的一致性袁 判断实验室对指定项目的检测

能力遥能力验证实质上是一种自我评估手段遥为了更

加准确地获得能力验证结果袁 本试验组综合多种方

式实施同步检测遥本研究主要是在能力验证时袁利用

直接倾注法尧陶瓦盖替代平皿盖法尧添加 2袁3袁5-三
苯基氯化四氮唑渊TTC冤法进行同步试验袁并运用提前

观察尧 增加观察频率与培养时间袁 以提高计数准确

性袁获取较为准确的试验结果进行上报遥

需氧菌总数测定为一般微生物实验室应具备的

基础检测能力袁积极参与该项目能力验证袁可规范检

测人员操作行为袁便于实验室自我评价袁证明其数据

的可信度尧准确性袁发现并纠正自身问题袁促进实验

室后期检测工作顺利开展遥鉴于此袁本文对板蓝根颗

粒中需氧菌总数检验能力验证试验展开探究遥
2 材料与方法

2.1 测试样品

样品 1院大肠埃希菌定量菌株渊北京陆桥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袁批号院190213冤曰样品 2院板蓝根颗粒需氧

菌总数能力验证样品渊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袁编
号院NIFDC-PT-196冤遥
2.2 培养基及试剂

胰酪大豆胨琼脂培养基渊北京陆桥技术股份有限

板蓝根颗粒中需氧菌总数检验能力验证试验分析

李彦陶
渊长治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山西长治 046000冤

摘要 为了对板蓝根颗粒中需氧菌总数检验能力展开验证试验袁探索提升实验室检验人员检测水平及

技能的有效方法遥 本文选取板蓝根颗粒需氧菌总数能力验证样品尧大肠埃希菌定量菌株袁依照盲样作业指导

书要求对样品实施前处理袁根据叶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曳进行检验袁了解微生物的检出情况袁并对样品检测结

果进行评价遥 结果显示袁用移液枪移取尧添加 1% 2袁3袁5-三苯基氯化四氮唑渊TTC冤尧重复检测多个平行样本

能够获得更准确的检测结果遥 本次能力验证结果理想袁可为后期实验室检测实际样品提供参考遥
关键词 能力验证曰需氧菌总数曰板蓝根颗粒曰大肠埃希菌

中图分类号 R-331

Experimental Analysis of the Ability to Verify the Total Aerobic Bacteria in Radix Isatidis Particles
LI Yantao

(Changzhi Food and Medicine Inspection Institute, Changzhi, Shanxi, 046000, China)
Abstract院 In order to carry out a verification test on the total number of aerobic bacteria in radix isatidis
particles, and explore effective methods to improve the detection level and skills of laboratory inspectors.
This paper selecte the proficiency test samples of the total number of aerobic bacteria of radix isatidis
particles and the quantitative strains of escherichia coli. The samples are pre-processed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blind sample operation instruction, and tested according to the Pharmacopoeia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 understand the detection of microorganisms and evaluate the sample test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pipetting with a pipette, adding 1% TTC, and repeating multiple parallel
samples can obtain more accurate detection results. The results of this proficiency test are ideal and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later laboratory testing of actual samples.
Key Words院 Proficiency Test; Total Aerobic Bacteria; Radix Isatidis Particles; Escherichia Co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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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袁批号院181221冤曰氯化钠-蛋白胨缓冲液渊北京陆

桥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曰批号院180820冤遥
2.3 仪器设备

SX-700 型高压蒸汽灭菌器尧SPX-150 生化培养

箱尧可调移液器渊艾本德中国有限公司冤曰生物安全柜

渊HFSafe-1200冤曰漩涡混匀器渊德国 IKA 公司冤遥
2.4 试验方法

参照叶NIFDC-PT-196 板蓝根粒需氧菌总数能

力验证作业指导书曳袁用已知阳性菌-大肠埃希菌作

为试验菌开展试验遥
2.5 样品 1 的处理

2.5.1 溶液稀释

按照验证指导书对样品 1 进行前处理袁在生物

安全柜内将样品制成 1颐10 溶液袁每组分别吸取 1 mL
溶液放于平皿内袁放入冷却至 45益的平板计数琼脂袁
摇匀遥 待培养基凝固后袁翻转平皿袁在 33益下培养

72h后袁取出计数遥 同时袁将样品稀释液作为空白对照遥
2.5.2 稀释后样品溶液移取处理方法比较

A组院以移液管来取样曰B组院以移液枪取样曰C组院
覆盖陶瓦盖曰D 组院未覆盖陶瓦盖曰E 组院不添加 1%
TTC袁F 组院添加 1%TTC曰M 组院取 2 个平行样曰N 组院
取 5 个平行样遥
2.6 样品 2 的处理

2.6.1 溶液稀释

依照验证指导书对样品 2 进行前处理袁在生物安

全柜中打开板蓝根铝塑袋袁整体转移到 90 mL 灭菌

氯化钠-蛋白胨缓冲液中袁调制成 1颐10 溶液袁保证样

品分析均匀遥
2.6.2 检测方法

参照叶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曳渊2015 版冤四部通

则中野1105 非无菌产品微生物限度检查院微生物计

数法冶章节内的平皿法渊倾注法冤袁在平皿内吸取

1 mL 溶液袁倾入冷却至 45益的平板计数琼脂袁充分

摇匀遥 待培养基凝固后袁翻转平皿袁在 33益条件下培

养 72 h袁而后取出计数遥 同时袁以样品稀释液作为空

白对照遥
3 结果

3.1 移液工具的影响

阳性菌对照组的参考值为 350 cfu/mL遥 应用不

同移液工具进行试验袁用移液枪移取的 B 组样品平

均计数结果更接近于参考值袁并且每皿结果更平行袁
计数结果详见表 1遥
3.2 陶瓦盖应用情况的影响

阳性菌对照组的参考值为 350 cfu/mL遥 C 组与

D 组的结果差异并不显著袁由此可见袁加或不加陶瓦

盖的 2 组样品计数结果没有明显差别袁说明试验菌比

较稳定时袁加或不加陶瓦盖对试验结果影响不明显遥
但对蔓延菌进行计数时袁建议加陶瓦盖袁计数结果详

见表 2遥
表 2 陶瓦盖应用情况对计数结果的影响

渊单位院cfu/mL冤
C 组 D 组

阳性菌对照组

渊1颐10冤
37
34

36
33

平均值 35.5 34.5
3.3 是否添加 TTC 的影响

阳性菌对照组的参考值为 350 cfu/mL遥E 组与 F
组的计数情况差异不显著袁但 F 组平均计数结果更

接近于参考值袁并且每皿结果更平行袁计数结果详见

表 3遥
表 3 是否添加 TTC的影响渊单位院cfu/mL冤

E 组 F 组

阳性菌对照组

渊1颐10冤
37
31

36
33

平均值 34 34.5
3.4 取平行样数量的影响

阳性菌对照组的参考值为 350 cfu/mL遥 与 M 组

相比袁N 组所得的结果与参考值更接近袁具体计数结

果详见表 4遥
表 4 取平行样数量的影响渊单位院cfu/mL冤

M 组 N 组

阳性菌对照组

渊1颐10冤

35
30

37
32
35
35
36

平均值 32.5 36
3.5 结论

从 3.1耀3.4 的结果可推导出袁应用移液枪移取样

品袁多选取几个平行样袁实施振摇袁并可加陶瓦盖或

1%TTC袁均可有效限制蔓延菌生长袁从而提高上报

数据的准确性遥
3.6 样品 2 的检测结果分析

鉴于 3.5 得出的结论袁为保证需氧菌总数检验结

果符合评价标准袁在开展样品 2 检测时袁选用移液枪

取样袁设置多个平行样袁加和不加陶瓦盖袁添加和不

添加 1% TTC遥 经过比较结果袁样品 2 的计数结果详

A 组 B 组

阳性菌对照组

渊1颐10冤
26
36

35
39

平均值 31 37

表 1 不同移液工具所得值渊单位院cfu/mL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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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5遥
表 5 样品 2 需氧菌总数计数结果表渊单位院cfu/g冤

样品 计数结果 平均值 报告值

1
2

67
63

65 650

4 能力验证结果与分析

由能力验证组织结构对样品检测结果进行评

价袁计算剔除离群值数据袁对数中位值为 2.79袁依照

结果评价原则袁以下范围即为满足院结果对数值满意

范围院2.29耀3.29袁报告值满意范围院195耀1950 cfu/g遥
本实验室计算对数值为 2.81袁需氧菌总数报告值

为 650 cfu/g袁根据结果评定原则袁为满意结果遥
5 讨论

能力验证是保障实验室维持高检测与校准水平

而对其能力进行确认尧监督尧考核的一种验证活动[2]遥
参加能力验证计划袁可为实验室提供其出具数据有效

性尧可靠性的客观证据 [3]遥 另外袁能力验证还可帮助

实验室发现自身存在的问题袁 有助于其自身管理质

量的持续性改进袁对其长远尧良好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遥
为保障能力验证顺利开展袁实验室应严格按照

作业指导书复苏样品进行试验遥 经休眠的微生物通

常需要一段时间方可恢复其生物学特征袁因此样品

复苏不均匀或不彻底均会干扰到试验结果遥 实验室

应严格遵守组织方作业指导书内明确要求实施预处

理遥 复苏后袁立即送检样品袁避免在放置期间由于环

境或其他因素导致菌体大量死亡袁进而影响最终检

测结果[4]遥
对此袁笔者根据既往能力验证过程中存在的问

题袁认为应从以下 5 个方面来控制能力验证的水平院
渊1冤提高检测人员技术水平遥保证检测人员具有生物

专业背景袁 要求其准确掌握无菌操作技术原则和国

家相关标准袁并规范其行为[5]遥 同时袁定期对实验室

检测人员展开专业培训袁内容包括样品的抽取尧接
收尧识别等袁并向其科普试验检测要求尧最新检测方

法应用标准尧内部质控参考值尧无菌操作技术要点等袁
以提高其专业知识掌握度遥 现场指导检测人员部分

操作袁并对其错误行为予以纠正袁规范其操作行为袁以
避免因人为原因导致的试验误差遥渊2冤仪器设备质量

控制遥 在采购仪器设备时袁应尽量选择特异性尧敏感

性尧进度较高且技术原理先进的仪器设备袁以降低检

测误差遥因菌落总数测定属于定量检测袁仪器设备管

理质量会直接影响测定结果遥因此袁检测前应对设备

实施校准与检定袁确保其功能完好后袁再开展测定工

作[6]遥 另外袁根据不同仪器设备要求袁合理制定清洁尧
维修计划袁定期记录各仪器设备运行情况袁以减小仪

器设备带来的误差袁便于后期寻找问题遥渊3冤合理选择

检测方法遥参照组织方提供的检验方法进行检测袁为
提升检测准确性袁避免蔓延菌干扰袁为国家标准方法

提供科学参考尧对照袁可同时应用多种方法袁如陶瓦

盖替代平皿盖法尧添加 TTC 法等袁开展测试遥 渊4冤加
强时间管理遥 由于微生物一般是以二分裂方式进行

无性繁殖袁且繁殖速度较快袁多数细菌约20耀30 min
便可繁殖一代袁故而在开展菌落总数能力验证时袁应
合理控制检测时间袁通常要求在 15 min 内完成遥 样

本培养过程中袁因蔓延菌生长速度较快袁为避免蔓延

菌覆盖其他细菌菌落影响到计数袁可事先观察尧计
数遥 适当增加培养时间袁以防止生长迟缓的菌落漏

检遥 渊5冤环境管理遥 菌落总数能力验证过程中可能会

受到温度因素影响袁检测过程中袁应根据试验要求袁
合理控制培养温度尧时间袁强化试验条件管理袁以保

证临床检测结果遥
近年来袁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袁客户对实验室要

求也随之增高袁能力验证不仅是一种有效的质量控制

手段袁也是提高客户对实验室认可尧信任的一种方式遥
此外袁能力验证还可维持实验室高管理尧高检测水平袁
为客户提供准确的检验结果袁从而提升实验室核心

竞争力袁促进其长远发展遥
但在实验室开展能力验证的过程中袁会受到如

样品尧溶液稀释尧复苏尧加样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袁从而

干预整体检测结果遥根据以上影响因素袁实验室应不

断提升实验室检测人员专业能力袁保证仪器设备质

量袁根据样品检测需要袁合理选择检测方法袁并强化

时间尧环境管理袁以提高最终分析结果的准确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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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潞党参属于党参中的一种袁山西长治是潞党参

的主产地袁潞党参在临床具有健脾补肺尧补中益气等

功效遥在脾虚型小儿泄泻尧贫血以及慢性胃炎等疾病

的临床治疗中均可使用潞党参[1]遥 从中医辨证角度

分析袁潞党参在常见的气血两虚症尧脾肺气虚症等方

面均有应用遥现代医学指出潞党参中含有多种成分袁
如苷类尧甾体类尧酚酸类以及挥发性成分等袁通过对

潞党参不同成分的研究可为其临床应用提供依据[2]遥
黄酮是潞党参的有效成分之一袁本文以芦丁作为标

准品袁运用分光光度法对潞党参中的总黄酮予以测

定袁根据其测定结果指导潞党参的实际应用遥
2 材料与方法

2.1 仪器与试剂

仪器院电子天平渊赛多利斯科学仪器渊北京冤有限

公司冤曰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渊日本岛津公司冤曰超声

波提取器渊上海艺源超声设备有限公司冤遥
试剂院潞党参药材渊来自山西省平顺县袁2018 年

秋季冤曰芦丁标准品渊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提供冤曰
甲醇尧硝酸铝尧亚硝酸钠尧氢氧化钠渊分析纯冤曰重蒸

馏水遥
2.2 方法

2.2.1 制备对照品溶液

设定温度为 105益袁对标准品芦丁予以干燥处理袁
然后通过电子天平精确称取 10 mg袁准备好 50 mL容
量瓶袁并将称量后的芦丁放置于容量瓶中袁合理加入

甲醇袁使得芦丁充分溶解袁并用甲醇完成定容袁使其

到达标准刻度线位置袁充分摇匀袁此时可以得到芦丁

标准品溶液袁对应的浓度为 0.199 mg/mL袁标准品保

存并备用遥
第一作者 E-mail院 2286402361@qq.com
收稿日期院 2020-07-24

潞党参中总黄酮的提取及含量测定

刘 薇
渊江西省九江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江西九江 332000冤

摘要 为了分析潞党参中总黄酮的提取以及分光光度含量测定方法及可行性袁本文选择芦丁作为标准

品袁 并借助分光光度法对潞党参总黄酮提取物的含量予以测定遥 通过合理设定试验条件发现袁 芦丁含量在

7.96~47.76 滋m/mL可保证测定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尧精密度以及线性关系袁样品回收率超过 99.50%袁潞党

参中总黄酮含量水平为 0.98%遥 分光光度法可用于潞党参中总黄酮的测定袁总体测定结果准确可靠袁有较好

的稳定性与较高的灵敏度遥
关键词 潞党参曰总黄酮曰物质提取曰含量测定

中图分类号 R284

Extraction and Content Determination of Total Flavonoids from Codonopsis Pilosula
LIU Wei

(Jiangxi Jiujiang Food and Drug Control Institute, Jiujiang, Jiangxi, 332000, China)
Abstract院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extraction of total flavonoids from codonopsis pilosula and the
determination method and feasibility of spectrophotometry. Rutin is selected as the standard substance,
and the content of total flavonoids extract from codonopsis pilosula is determined by spectrophotometry
in this paper. By setting the experimental conditions reasonably, it is found that the rutin content of
7.96要47.76 滋m/mL can ensure good stability, precision and linear relationship of the determination
results. The sample recovery rate exceeds 99.50% , and the content level of total flavonoids in radix
codonopsis is 0.98%. Spectrophotometry can be used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total flavonoids in codonopsis
pilosula. The overall determination results are accurate and reliable, with good stability and sensitivity.
Key Words院 Codonopsis Pilosula; Total Flavonoids; Material Extraction; Content Deter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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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制备供试品溶液

用电子天平称量 4g潞党参粉末袁准备好 150mL具

塞锥形瓶袁并将药粉倒入其中袁选择适量甲醇袁按照

每次 30 min 的时间进行提取袁共 2 次袁过滤掉滤液袁
并放置于 100 mL 容量瓶中袁选择甲醇作为溶剂袁定
容至对应刻度位置袁充分摇匀袁通过微孔滤膜滤过袁
此时可得到供试品试剂遥
2.2.3 波长参数选择

吸取 4.0mL 芦丁标准品溶液袁并将其置于 25 mL
容量瓶中袁然后向容量瓶中加入 1.0 mL 5%的亚硝

酸钠溶液袁充分摇匀袁静置 6 min袁继续加入 1.0 mL
10%硝酸铝溶液袁再次充分摇匀袁静置 6 min袁然后加

入 10.0 mL 4%的氢氧化钠溶液袁然后用蒸馏水定容袁
充分摇匀袁静置 15 min遥 设定空白试剂袁并对不同波

长的扫描与吸收情况予以观察袁在 510 nm 波长条件

下袁芦丁标准品溶液有最大吸收袁因而分光光度测定

中波长条件确定为 510 nm遥
2.2.4 分析线性关系

准备好 25 mL 容量瓶袁从芦丁标准品溶液中分

别吸取 1.0尧2.0尧3.0尧4.0尧5.0尧6.0 mL袁同时设置空白

对照组袁 向不足 6.0 mL 的容量瓶中加入蒸馏水袁使
溶液体积达到 6.0 mL遥 向不同容量瓶中加入1.0 mL
5.0%的亚硝酸钠溶液袁充分混合后摇匀袁静置6 min曰
加入 1.0mL10%的硝酸铝溶液袁充分摇匀并静置 6min曰
加入 10 mL 4.0%的氢氧化钠溶液袁加入蒸馏水使其

达到刻度位置袁充分摇匀袁静置 15 min遥 波长设置为

510 nm袁于这一条件下测定不同浓度溶液的吸光度袁
其中纵坐标为吸光度值渊Y冤袁横坐标为浓度渊X冤袁根
据测定结果绘制校准曲线袁计算回归方程袁最终得出

Y=0.0199X+0.0076袁相关系数 r为 0.999 8袁研究显示袁
在 7.96耀47.76 滋g/mL 内样品浓度均有较好的线性

关系遥
2.2.5 稳定性试验分析

准确称量 1 g 潞党参粉末袁根据 2.2.2的方法完成

样品溶液的制备袁溶液制备完成后准确吸取 4 mL袁
并将其置于 25 mL 容量瓶中袁根据 2.2.4 方法操作袁

重复进行 6 次显色后样品吸光度测量袁间隔时间为

30 min遥 通过计算袁样品溶液重复 6 次的标准偏差

渊RSD冤为 1.22%袁提示样品在 3 h 内有较好的稳定性遥
2.2.6 精密度试验分析

从芦丁标准品溶液中准确吸取 4.0 mL袁将溶液

加入 25 mL 容量瓶中袁共计 6 份袁根据 2.2.4 操作方

法完成吸光度的测定袁通过计算袁6 个样本溶液测定

的 RSD为 1.17%袁表明分光光度法有较好的精密度遥
2.2.7 回收率试验分析

准确称取供试品 6 份袁即已知含量的 0.5 g 潞党

参粉末袁供试品中加入一定量的芦丁标准品袁参照 2.2.2
方法操作进行样品溶液制备袁溶液制备完成后袁准确

吸取 4.0 mL 溶液袁并将其加至 25 mL 容量瓶中袁根据

2.2.4 方法操作测定吸光度袁计算不同供试品回收率袁
评价总体回收率情况遥
2.2.8 样品含量的测定

准确称取 1 g 潞党参粉末袁共 3 份袁根据 2.2.2 中

的方法进行样品溶液制备袁制备样品溶液后吸取

4.0 mL 样品溶液袁并将其置于 25 mL 容量瓶中袁根据

2.2.4 方法进行吸光度的测定袁按照标准曲线计算潞

党参中总黄酮的含量水平遥总黄酮含量计算公式为院

含量渊%冤= Cr伊D伊V伊 A x
A r

w 伊100% 渊1冤
其中袁Cr要对照品溶液浓度曰A x要供试品溶液吸光

度曰A r要对照品溶液吸光度曰D要供试品稀释倍数曰
V要供试品溶液体积曰w要供试液的取样量[3]遥
3 结果

通过对潞党参总黄酮的提取及含量测定袁合理设

置试验条件袁芦丁含量在 7.96耀47.76 滋m/mL 可保证

测定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尧精密度以及线性关系袁
稳定性分析对应的 RSD 为 1.22%袁精密度试验分析

后对应的 RSD 为 1.17%袁样品回收率超过 99.50%袁潞
党参中总黄酮含量水平为 0.98%袁加样回收率试验结

果数据详见表 1遥

序号 样品含量渊mg冤 对照品加入量渊mg冤 测出量渊mg冤 回收率渊%冤 平均回收率渊%冤
1
2
3
4
5
6

4.900
4.900
4.900
4.900
4.900
4.9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9.881
9.862
9.880
9.912
9.876
9.865

99.51
99.60

100.21
99.61
99.41
99.50

99.64

表 1 潞党参加样回收率分析

4 讨论

潞党参是一种常用的中药材袁结合中国药典中对

其的记载袁临床对于有养血生津尧健脾益胃等需求的

患者可使用该药物予以治疗 [4]遥 结合中医典籍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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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临床应用研究袁潞党参在众多疾病治疗方面均有

应用袁如冠心病尧心衰等循环系统疾病曰胃痛尧腹痛尧
胃下垂等消化系统疾病曰 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等内

分泌系统疾病遥 近年来袁潞党参在呼吸系统疾病尧妇
科疾病尧老年痴呆等方面也有应用[5]遥 潞党参能够与

黄芪尧茯苓尧麦冬等药物配伍袁提高药效袁还能够与川

芎尧大枣尧当归等配伍袁用于养血生津[6]遥
药典中对潞党参总黄酮的含量水平有明确要

求袁 其含量稳定性会直接对药物临床使用疗效以及

用药安全性产生影响袁且因为产地尧环境等因素的改

变袁潞党参中总黄酮成分的含量也可能发生改变遥有
资料显示袁潞党参与藏党参均属于常用的党参药材袁
但是潞党参中的总黄酮含量较藏党参中更多袁这种

差异会影响到实际的治疗效果遥 不同产地党参中总

黄酮含量的差异同地理位置环境尧药材生长地区的温

度等均有关遥此外袁药材市场上也可能存在假冒伪劣

或者不合格药材遥 潞党参中总黄酮成分属于党参发

挥药效的关键性成分袁同时影响着实际用药效果袁儿
童尧妇女尧老年人等特殊群体的用药标准更加严格袁
这些都要求必须明确不同地区的药材特点以及有效

成分含量袁保证用药的精准性袁对潞党参中总黄酮成

分进行测定袁能够为潞党参药材的鉴定以及确定药

材质量变化提供依据遥
近年来袁关于潞党参的研究不断增加袁胡建燃[7]等

分析了潞党参多糖对宫颈癌细胞 SiHa 增殖和迁移

的影响袁研究指出潞党参中的多糖成分能够明显抑制

SiHa 细胞增殖袁同时对 SiHa 细胞与外基质的黏附产

生抑制袁抑制体外迁移运动能力袁研究认为潞党参有

成为抗肿瘤治疗辅助药物的可能性遥陈林等[8]分析了

山西潞党参皂苷提取工艺优化及抗氧化活性袁 研究

指出山西潞党参皂苷含量较高且稳定袁而野生潞党

参皂苷比种植潞党参皂苷含量高袁抗氧化分析证实

潞党参皂苷浓度同抗氧化活性存在正比例关系曰产
地会影响潞党参中的皂苷提取物袁 并对清除自由基

效果产生影响袁 同时指出了不同生长年限均可对党

参皂苷抗氧化能力产生影响遥 上述研究都为潞党参

的进一步应用奠定了基础遥
本文对潞党参总黄酮的提取及含量测定予以研

究袁应用了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袁能够兼顾定性与定

量分析遥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是根据不同物质分子

在一定波长范围内出现的电磁波吸收特性进行药物

成分含量测定与分析遥根据现有的研究分析袁紫外可

见分光光度法在分析中有准确度高尧重现性好尧操作

简单等优势袁目前在不同中药材鉴别尧检查尧含量测

定方面都有实际应用遥
结合本文研究结果袁通过对潞党参总黄酮的提取

与测定分析袁 结果证实分光光度法对潞党参中总黄

酮的测定具有较好的重复性和稳定性袁且总体回收

率超过 95.00%袁表明分光光度方法在潞党参总黄酮

测定方面有较好的应用价值遥
本文仅选择了山西省平顺县的一种潞党参进行

研究袁而山西省长治尧陵川尧武乡等地区也都有潞党

参袁后续研究中可对山西省不同地区潞党参总黄酮含

量予以测定袁同时结合其他地区潞党参药材实施总黄

酮含量测定袁通过对不同地区潞党参总黄酮的测定与

对比袁了解不同地区潞党参的药材质量袁依据不同

潞党参总黄酮含量差异性予以不同的质量管理策

略袁保证潞党参在实际临床应用方面的有效性与安

全性袁更好地为各类疾病治疗提供参考遥
综上所述袁分光光度法可用于潞党参中总黄酮含

量的测定袁总体测定结果准确可靠袁有较好的稳定性

与灵敏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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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近年来袁医学技术不断发展袁各种新型仪器设备

被广泛应用遥 单光子发射型计算机断层设备是比较

先进的设备遥 作为显像设备袁该设备能够在一定程

度上突出机体甲状腺尧骨骼及肾动态情况袁应用价值

比较显著[1]遥 不过袁在大量先进医学设备引入的情况

下袁发现单光子发射型计算机断层设备存在配套设

施不合理尧测试标准不严格等问题遥 为进一步明确

医用检验分析仪器性能参数的质量管控袁本文以单

光子发射型计算机断层设备为主袁展开探究遥
2 材料与方法

2.1 材料分析

选择山东济宁医院单光子发射型计算机断层设

备共计 9 台袁 其中袁 有 5 台设备来源于德国 GE 公

司袁有2 台设备来源于德国西门子公司袁有 1 台设备

来源于日本滨松公司遥 在上述 9 台设备中袁德国 GE

与德国西门子的设备均为双探头袁而日本滨松公司

设备为单探头遥 依据标准对单光子发射型计算机断

层设备进行检测遥 完成检测时袁以 DCM 格式将检测

所得图像进行保存袁并将图像导入计算机中袁应用智

能软件对图像进行处理与分析袁得出平面灵敏度尧系
统空间分辨率尧计数率特性尧空间微分性尧固有空间

与断层空间分辨率尧积分均匀性等相关性能的指标

检测结果遥
2.2 方法分析

2.2.1 平面灵敏度的检测方法

准备好灵敏度较强的模体袁将活度 1 mci 左右

的放射性药物注入模体中袁 并加入适量的清水袁制
作面源袁观察所制的面源情况袁将气泡挤出遥 固定面

源袁模体与准直器之间的距离约为 10 cm遥 设置采集

矩阵为 256伊256袁采集整体耗时为 300 s袁将采集时间

记录为 N袁将平面灵敏度设为 S袁可得到计算公式渊1冤院

医用检验分析仪器性能参数的质量管控检测

王 伟
渊微山县人民医院 山东济宁 277600冤

摘要 本文应用医用检验分析仪器性能检测模体尧图像分析等相关软件袁依据国家相关标准对山东济宁

医院 9 台单光子发射型计算机断层设备性能进行检测遥 检测性能指标包括平面灵敏度尧系统空间分辨率尧计
数率特性尧空间微分性尧固有空间与断层空间分辨率尧积分均匀性等袁旨在为提高检测人员的日常检修意识和

制定合理的设备质量控制方案提供参考资料遥
关键词 检验分析仪器曰性能参数曰质量管控

中图分类号 R197.39

Quality Control and Testing of Performance Parameters of Medical Testing and Analysis Instrument
WANG Wei

(Weishan County People's Hospital, Jining, Shandong, 277600, China)
Abstract院 In this paper, the performance detection phantom, image analysis and other related software of
single-photon emission computer tomography equipment are used to test the performance of nine
single-photon emission computer tomography equipment in Shandong Jining Hospital according to relevant
national standards. Detection performance indicators include plane sensitivity, system spatial resolution,
counting rate characteristics,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inherent spatial and fault spatial resolution, integral
uniformity, etc. It aims to provide reference materials for improving the inspection personnel's daily
maintenance awareness and formulating reasonable equipment quality control.
Key Words院 Inspection and Analysis Equipment; Performance Parameters; Quality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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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渊N-NB冤/渊300伊A 1冤 渊1冤
其中袁NB要本底计数曰A 1要平均活度遥
2.2.2 系统空间分辨率的检测方法

准备好双线源模体袁将活度 1 mci 1.5 mL 左右

的放射性药物袁注入准备好的模体中遥模体与准直器

之间的距离为 10 cm 左右袁设置采集矩阵为 512伊512袁
探头总计数 2 M遥
2.2.3 空间微分性尧固有空间分辨率的检测方法

将准直器从探测器上拆卸下来袁在探测器的晶

体上放置铅栅模体袁使探测器的视野被完全覆盖遥检
测过程中袁将活度 20耀40 MBq 的放射性药物袁注入

准备好的模体中遥 计数率不能够超过 3.0伊104 s-1袁将
其放置在探头的正上方位置袁且与探头之间的距离为

1.5 m袁设置采集的矩阵为 512伊512袁探头总计数 40M遥
2.2.4 断层空间分辨率的检测方法

根据设备检测需求袁制作点源袁将比活度设置为

30 mci/mL 左右袁比活度在点源各个方向的尺寸袁最好

不要超过 2 mm袁点源于准直器之间的距离不能超过

15 cm遥 设置采集矩阵为 128伊128袁采集 3 度为 1 帧袁
投影共 120 帧袁分别计数 3 K遥 在采集投影后袁应用

滤波反投影的方式袁重建横断面遥
2.2.5 积分均匀性的检测方法

将准直器从探测器上拆卸下来袁在距中心位置大

概 5 倍视野的位置袁制作并放置活度为 15耀30 kcps
的点源遥测量时袁对单光子发射型计算机断层设备能

峰进行设置袁确定能峰为 140 keV袁能窗为 20%遥 同

时袁设置采集矩阵为 256伊256袁采集总计数 16 M遥 由

64伊64 的采集数据替换 256伊256 的采集数据袁 同时

将视野周边的 5%像素剔除袁对所有数据点根据相应

的模板袁实施 9 点平滑遥对视野范围内及其周围的像

素进行分析袁9 点滤波函数加权因子是 0遥平滑后袁统
一处理分析平滑后值与非零加权因子和的比遥 经过

处理后袁于已经完成处理的 DICOM 图像中袁选中最

大尧最小计数袁积分均匀性设置为 IU袁可得到计算公

式渊2冤院
IU=[渊Cmax-Cmin冤/渊Cmax+Cmin冤]伊100% 渊2冤

其中袁C要计数曰Cmax要计数最大值曰Cmin要计数最小值遥
3 结果

9 台单光子发射型计算机断层设备性能指标的

检测结果详见表 1遥

在所检测的平面灵活度尧系统空间分辨率尧计数

率特性尧空间微分性尧固有空间分辨率尧积分均匀性

和断层分辨率的性能指标检测中袁若 1 个探头的指标

超出限值要求袁则该项指标不合格遥 在 9 台设备中袁
存在性能指标不合格的设备有 6 台遥其中袁合格率偏

低的是空间微分性渊40%冤和积分均匀性渊30%冤袁计
数率特性尧固有空间分辨率的合格率偏高均为 89%袁
平面灵敏度尧系统空间分辨率和断层分辨率的合格

率达到 100%遥 系统性能的指标检测结果均合格袁不
过固有性能相关的计数率指标尧空间微分性指标尧空
间分辨率指标及积分均匀性指标的合格率偏低遥 综

合结果来看袁需要进一步控制固有性能相关指标的

质量遥

在对单光子发射型计算机断层设备的性能进行

检测前袁掌握并明确相关性能指标是十分必要的遥在
本次研究中袁主要选取的检测指标分别是平面灵敏

度尧系统空间分辨率尧计数率特性尧空间微分性尧固有

空间与断层空间分辨率尧积分均匀性等遥本文在检测

前袁就针对几项比较重要的指标进行分析遥积分均匀

性袁也称为固有积分均匀性袁是比较重要的参数 [2]袁
主要指的是探头在无附加准直器的状态下袁以分布

均匀形式表现出的面源遥在相对有效的视野环境中袁
不同位置观察的计数密度存在一定的差异性遥 固有

积分的均匀性袁可有效实现对探头总体均匀性的表

现与反映遥 而微分均匀性则是对探头局部的均匀性

加以反映遥

表 1 单光子发射型计算机断层设备性能指标的检测结果分析

性能指标

渊探头冤
平面灵敏度

渊s-1窑MBq-1冤
系统空间分辨率

渊mm冤
计数率特性

渊keps冤
空间微分性

渊mm冤
固有空间分辨率

渊mm冤
积分均匀性

渊%冤
断层分

辨率

渊mm冤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3
4
5
6
7
8
9

85.3
76.4
80.5
82.6
70.4
83.1
73.5
76.4
74.2

84.1
76.2
80.1
81.3
70.2
72.5
72.4
79.6
73.4

8.5
8.3
9.2
8.9
8.1
9.2
9.5
8.6

10.6

7.4
7.4
9.1
8.5
8.6
8.5
8.8
8.2

10.2

83.0
113.0
72.5

106.0
142.0
97.0

133.0
99.0

110.0

79.0
109.0
74.8.0
104.0
156.0
99.0

117.0
104.0
107.0

0.61
0.35
0.91
0.53
0.35
0.35
0.87
0.63
0.48

0.42
0.33
0.95
0.55
0.39
0.38
1.92
0.42
0.41

5.7
5.9
5.8
5.8
4.2
5.4
5.6
5.7
7.8

5.5
6.2
6.2
5.9
4.6
5.8
5.8
5.2
7.5

9.3
5.1
4.3
6.2
5.3
4.9

10.3
5.9

10.6

7.5
5.3
4.4
6.4
5.1
4.2
4.2
5.2

10.1

11.2
13.4
9.5

13.4
11.5
12.6
10.5
13.4
14.2

限值 逸60 臆10 逸75 臆0.3 臆6.0 臆4.5 臆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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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次研究的 7 项性能指标中袁 固有积分均匀

性尧固有空间微分性指标袁并未合格遥而固有均匀性袁
在临床中对于单光子发射型计算机断层设备的使用

有较大的影响遥临床研究显示袁固有均匀性性能与晶

体和光电倍增管等均有密切关系 [3]遥 光电倍增管的

性能参数一致性情况袁会直接影响设备图像的质量遥
现阶段袁临床中使用的多数单光子发射型计算机断层

设备袁均以碘化钠晶体为主袁且直径较大遥 该晶体的

发光效率相对较高袁最强的发射光谱波长在 1 450 nm
左右遥 该光谱波长袁可与光电倍增管光谱响应相匹

配袁且也有一定的透明度遥 不过袁该晶体也有明显的

缺陷袁主要体现为在潮湿的状态下容易降解遥 因而袁
在使用或是保存晶体材料时袁要保持密封状态遥 同

时袁此类晶体较脆袁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可能会出现

碎裂遥 在使用时要尽可能地避免晶体应用于过度震

动环境中袁或是变化差异较大的温度环境中[4]遥 室内

的温度要尽量控制 23益左右袁湿度维持在 50%左右袁
而且每日温度的温差最好在 3益之内遥

固有空间微分线性是对图像位置的畸变程度进行

描述遥 一般来说袁线性值越小袁所体现的效果越好[5]遥
在设备应用环境中袁湿温度和电压等变化是极为常

见的现象遥 设备中多个光电倍增管间传输时所产生

的信号可能存在一致性袁也可能会发生变化遥从此角

度来看袁固有的积分均匀性尧空间微分性指标袁所发

生的变化概率相对较高遥 单光子发射型计算机断层

设备使用的时间越长袁其晶体尧光电倍增管道组件间

的故障发生率也就越大袁会降低图像质量遥固有的空

间微分线性合格图像详见图 1袁固有的空间微分线

性不合格图像详见图 2遥

4 讨论

通过本次研究可知袁山东济宁地区不少医疗机

构袁在使用单光子发射型计算机断层设备时袁都缺乏

对该设备的日常检修与维护遥 此种现象会极大程度

对该设备检测得到的图像质量产生影响遥因而袁日后

医疗机构不仅要对其工作的环境进行严格控制袁同
时也要提高设备操作人员的专业水平和综合能力遥
一方面袁根据温度尧湿度等环境需求袁严格规定单光

子发射型计算机断层设备的使用环境遥另一方面袁定
期对设备使用人员进行培训袁培训内容包括设备使

用方法尧技巧和注意事项等遥
综上所述袁单光子发射型计算机断层设备性能

测试十分重要袁要加大对该设备性能的测试及质量

的重视袁提高检测人员的日常检修意识袁制定合理的

设备质量控制举措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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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控制规则选择中的应用[J].检验医学,2018,33(1):72-75.
[5] 滕士阶,刘小林,徐承来,等.SysmexXT-4000i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

仪临床应用与质量控制[J].吉林医学,2018,39(12):2227-2231.

图 1 固有的空间微分线性合格图像

图 2 固有的空间微分线性不合格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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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1袁2-己二醇是一种重要的多元醇化工原料袁多
应用于彩色喷墨打印机的油墨尧高级化妆品以及医

药行业的合成原料中遥 1袁2-己二醇可以作为人体所

接触的防腐剂使用袁具有杀菌和保湿的功效遥 将

1袁2-己二醇添加到除臭剂和止汗剂中袁除臭尧止汗

功效更出色遥但该物质会对眼睛尧呼吸系统和皮肤有

一定的刺激作用[1-3]遥 本文采用气相色谱法对化妆品

中 1袁2-己二醇的含量进行分析袁为 1袁2-己二醇的测

定提供适用性的参考袁规范化妆品原料的使用遥
2 试验与分析

2.1 试剂与仪器

试剂院1袁2-己二醇标准物质渊CAS院6920-22-5袁
DL-1袁2-Hexanediol袁TRC冤曰乙醇袁渊分析纯袁科密欧冤曰

高纯氮气渊99.999%冤曰高纯氢气渊99.999%冤曰高纯空

气渊氧气院21%袁99.5%曰氮气院79%袁99.999%冤
仪器院气相色谱仪渊Agilent8860袁带氢火焰离子

化检测器袁安捷伦冤曰分析天平渊BSA224S袁精确至

0.0001g袁赛多利斯冤曰离心机渊TDL-80-2B袁上海安

亭冤曰超声波清洗器渊KQ5200DE袁昆山市超声仪器有

限公司袁0.45 滋m 过滤头冤遥
2.2 分析仪器参考色谱条件

色谱柱院DB-WAXETR 毛细管色谱柱 渊30 m伊
0.32 mm伊1.00 滋m冤或等效色谱柱曰进样量院1 滋L曰载
气流速院1.0 mL/min曰升温程序院初始温度 100益袁保
持 2 min袁以 15益/min 的升温速率升到 230益袁保持

5 min曰进样方式院分流进样曰分流比院100颐1曰进样口温

度院230益曰检测器温度院250益曰氢气流量院30 mL/min曰

气相色谱法测定化妆品中 1袁2-己二醇的含量

李 成 陈苏敏 王婷梅 刘 慧 林锦雄
渊广州艾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广州 510850冤

摘要 本文建立了测定化妆品中 1袁2-己二醇含量的气相色谱法袁采用气相色谱分离袁氢火焰离子化检

测器检测袁根据保留时间定性袁峰面积定量袁以标准曲线法计算含量遥 1袁2-己二醇在 100~4 000 mg/L与峰面

积呈现良好的线性关系袁相关系数 R2=0.999遥 取样量为 1 g时袁方法检出限为 100 mg/L袁该方法对化妆品中

1袁2-己二醇测定的加标回收率为 100.2%袁重复性相对标准偏差为 0.5%袁结果表明该检测方法适用于化妆品

中 1袁2-己二醇含量的测定遥
关键词 化妆品曰1袁2-己二醇曰气相色谱法

中图分类号 O657.71曰TQ658

Determination of 1，2-Hexanediol in Cosmetics by Gas Chromatography
LI Cheng, CHEN Sumin, WANG Tingmei, LIU Hui, LIN Jinxiong

(Guangzhou Aibei Biological Technology Co., Ltd., Guangzhou, Guangdong, 510850, China冤
Abstract院 This paper establishes a gas chromatography method to determine the content of 1,2-hexanediol
in cosmetics, using gas chromatography for separation, hydrogen flame ionization detector for detection,
qualitatively based on retention time, quantitatively based on peak area, and calculating content using
standard curve method. 1,2-hexanediol shows a good linear relationship with the peak area at 100要
4 000 mg/L, and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R2=0.999. When the sampling volume is 1 g, the detection
limit of the method is 100 mg/L. The recovery rate of this method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1,2 -
hexanediol in cosmetics is 100.2%, and the repeatability relative standard deviation is 0.5%,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tection method is suitable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1,2-hexanediol content in cosmetics.
Key Words院 Cosmetics; 1,2-Hexanediol; G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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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合物 1 2 3 4 5 6 7 8 9 10
1袁2-己二醇渊mg/L冤 795.5 795.4 799.5 789.1 795.1 790.7 795.6 800.8 797.0 787.8
平均值渊mg/L冤
RSD渊%冤

794.7
0.5

表 3 重复性结果

空气流量院300 mL/min[4]遥
2.3 分析步骤

2.3.1 标准系列溶液的制备

准确称取 1袁2-己二醇标准物质 0.4 g渊精确到

0.000 1 g冤置于 100 mL 容量瓶中袁用乙醇定容袁配制

成 4 g/L 的 1袁2-己二醇标准溶液遥
准确移取 4 g/L 的 1袁2-己二醇标准溶液 0.25尧

0.50尧1.25尧2.50尧5.00尧10.00 mL 于 10 mL 容量瓶中袁用
乙醇定容袁配制成 100尧200尧500尧1000尧2000尧4000mg/L
的标准系列溶液袁摇匀袁备用遥
2.3.2 样品处置

称取样品 1 g渊精确到 0.000 1 g冤置于 100 mL 容

量瓶中袁加乙醇定容袁振摇并涡旋混匀袁超声提取

15 min袁离心 10 min袁取上清液经 0.45 滋m 滤膜过滤袁
作为样品溶液待检遥
2.3.3 测定

在色谱条件下袁取标准系列溶液分别进样袁进行

气相色谱分析袁标准溶液色谱图详见图 1遥
28026024022020018016014012010080604020

保留时间渊min冤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图 1 1袁2- 己二醇标准溶液色谱图

2.4 计算结果

在色谱条件下袁取待测溶液进样袁进行气相色谱

分析袁根据保留时间定性袁测得峰面积袁根据标准曲

线得到待测溶液中 1袁2-己二醇的浓度袁按照式渊1冤
计算样品中 1袁2-己二醇的含量院

棕= 籽伊V
m伊106 伊100 渊1冤

其中院棕要样品中 1袁2-己二醇的质量分数袁%曰籽要从

标准曲线得到的 1袁2-己二醇浓度袁mg/L曰V要样品

定容体积袁mL曰m要样品取样量袁g遥
3 结果和讨论

3.1 标准曲线的建立

对标准系列浓度进行气相色谱分析袁以标准系列

溶液浓度为横坐标袁峰面积为纵坐标袁绘制标准曲线袁
结果显示袁在 100耀4 000 mg/L线性关系为 y=0.0993x+
2.0394袁线性相关系数 R2=0.999袁该方法检出限为

100 mg/L袁1袁2-己二醇标准曲线详见图 2遥
500
450
400
350
300
250
200
150
100
50
0 0 1 5001 000500 2 5002 000 3 5003 000 4 5004 000

含量渊mg/L冤
图 2 1袁2-己二醇标准曲线

3.2 方法重现性测试及加标回收率试验

选取样品做 6 次平行测试袁同时制备 4 个样品袁
以 500.0 mg/L 加标量进行加标试验袁按样品测试方

法测量样品中的 1袁2-己二醇的含量袁详见表 1 和

表 2遥 结果显示袁平均回收率为 100.2%袁表明该方法

重现性良好袁准确可靠遥
表 1 平行测试结果

化合物
1,2-己二醇

渊mg/L冤
标准偏差

渊S袁mg/L冤
相对标准偏差

渊RSD袁%冤
1
2
3
4
5
6

503.7
503.0
509.5
493.0
490.1
495.7

7.4 1.5

平均值 499.2
表 2 1袁2- 己二醇回收率结果

1袁2-己二醇 加标量渊mg/L冤 回收率渊%冤
加标-1
加标-2
加标-3
加标-4

1002.5
994.6

1007.3
995.3

100.70
99.10

101.60
99.20

RSD渊%冤 0.6 /
平均值 / 100.20

注院RSD 为相对标准偏差遥
3.3 精确度及重复性

平行配制 10 份试液袁在相同的条件下进行色谱

分析袁其 RSD为 0.5%袁试验表明袁该方法精确度及重

复性良好袁详见表 3遥

窑69窑



QUALITY SAFETY INSPECTION AND TESTING 质量安全与检验检测 Vol.30 No.5 2020年第 5期

4 讨论

本研究使用 GC 对香砂养胃丸中乙酸龙脑酯尧
龙脑及樟脑的含量进行测定分析袁供试品提取时间

约为 1 h遥 从不同角度对试验予以分析袁结果证实本

研究中所确定的色谱条件能够满足不同流速尧升温

条件尧进样口尧检测器温度等条件下的测定遥
通过对重复性尧回收率等进行相关试验分析袁证

实了GC 对香砂养胃丸中乙酸龙脑酯尧龙脑及樟脑

的含量测定有良好的重复性尧稳定性以及较高的回收

率[4]遥不同批次香砂养胃丸中乙酸龙脑酯含量水平绝

大多数都低于樟脑遥 药典中要求乙酸龙脑酯含量水

平需要超过樟脑袁考虑到药物主要成分会直接影响

疗效与使用安全性袁而且中药材容易出现以次充好

问题以及假冒伪劣产品[5]袁使用 GC 对主要成分的含

量测定能够确认不同批次香砂养胃丸的药效成分特

点袁对提高香砂养胃丸的生产质量具有重要价值[6]遥
使用 GC 对香砂养胃丸中乙酸龙脑酯尧龙脑及樟脑

的含量进行测定袁获取的结果可直观了解主要成分

在药物中的占比袁实际应用期间需要严格按照操作

流程进行袁有效控制色谱气相检测条件遥 综上所述袁
GC检测结果安全可靠袁能够用于香砂养胃丸中乙酸

龙脑酯尧龙脑及樟脑含量的测定遥
参考文献
[1] 王平,白广欧.香砂养胃丸联合吗丁啉尧阿莫西林胶囊与奥美拉

唑治疗消化性溃疡的临床价值分析[J].四川解剖学杂志,2020,28
(1):20-21.

[2] 王睿哲.健脾消萎汤加减合香砂养胃丸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渊脾
胃虚寒型冤患者临床研究[J].现代诊断与治疗,2019,30(18):3132-
3133.

[3] 黄俊,郑召鹏,刘宁蓉,等.半夏泻心汤合香砂养胃丸加减对慢性萎

缩性胃炎患者血清 GAS尧ET尧ILs的影响 [J]. 中药材,2019,42(7):
1682-1685.

[4] 程雅婷 ,王晓云,王艳博,等.香砂养胃丸中枳实质量标准的改进

[J].中国现代中药,2019,21(7):951-955.
[5] 袁惠霞,欧国灯,刘潇潇.气相色谱法测定香砂六君丸中乙酸龙脑

酯[J].中国医药科学,2018,8(19):69-71.
[6] 潘红玲,娄依依,陈秀秀,等.砂仁不同品种乙酸龙脑酯含量限度

的考察[J].中国药品标准,2018,19(4):268-270.

样品批次 乙酸龙脑酯 龙脑 樟脑

1
2
3
4
5
6
7
8

0.130
0.015
0.027
0.024
0.036
0.045
0.013
0.025

0.012
0.011
0.018
0.012
0.011
0.010
0.006
0.016

0.041
0.039
0.085
0.034
0.028
0.028
0.033
0.054

表 2 8 批次香砂养胃丸不同成分质量分数

检测结果渊单位院%冤

样品 取样量渊g冤 产品添加量渊%冤 从曲线得到的浓度 籽渊mg/L冤 定容体积渊mL冤 测定量渊%冤
面膜

面霜

化妆品原料

1.032 0
0.997 0
1.020 1

0.20
1.00

30.00

203.923 9
969.818 2

3 027.526 4

10
10

100

0.20
0.97

29.70

表 4 样品中 1袁2-己二醇含量检测结果

3.4 不同化妆品样品中 1袁2-己二醇含量检测结果

不同化妆品样品中 1袁2-己二醇含量检测结果

详见表 4遥

4 结论

1袁2-己二醇是一种无色透明尧有刺激性气味的

液体袁其性能独特袁能以任何比例与多种有机化合物

混合袁无腐蚀性袁被广泛用于制造高级化妆品和多用

途高级清洁剂遥 高纯度的 1袁2-己二醇用于化妆品的

保湿剂遥 1袁2-己二醇与其他有抗微生物作用的物质

组合袁可以起到抗微生物的作用[5]遥 通过试验袁本文

建立了适用于检测化妆品中 1袁2-己二醇的气相色

谱法袁该方法精密度良好袁灵敏度高袁回收率高袁重现

性良好袁线性拟合良好袁可快速准确地对化妆品样品

中 1袁2-己二醇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遥
参考文献
[1] 张蓉蓉,陈妍,黄伟莉.气相色谱测定工作场所空气中己二醇的方

法研究[J].职业与健康,2016,32(3):43-45.
[2] 赵邦斌,赵国平,吴永虎.1,2-己二醇的制备方法:中国,CN02113171.

6[P].2004-01-07.
[3] 董建勋,肖美添,黄雅燕,等.柱前衍生化-毛细管气相色谱法分离

2,5-己二醇对映体[J].分析试验室,2006(10):79-82.
[4] 许国旺.现代实用气相色谱法[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4.
[5]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EB/OL].(2015-12-23)

https://www.nmpa.gov.cn/xxgk/ggtg/qtggtg/2015122312000198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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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在煤炭样品制备过程中袁混合缩分机的使用越

来越广泛袁其最大的优点是比传统的缩分二分器缩

分效率高袁对操作者的操作手法要求较低袁劳动强

度小袁在使用前及使用过程中为了保证设备性能符

合标准规定袁需要对其进行精密度测定和偏倚试验遥
精密度采用分阶段核验程序进行检验袁偏倚采用留

样与弃样的加权平均值为参比值进行计算遥
2 3 mm混合缩分机主要参数

3 mm 混合缩分机主要参数详见表 1遥
表 1 3 mm 混合缩分机主要参数

主要参数 数值

入料仓最大容量

收集桶数量

单个收集桶容量

入料粒度

出料粒度

缩分比

8 kg
8 个

1 kg
<3 mm
<3 mm
1颐4

3 试验步骤

3.1 煤种的选择

选取混煤袁破碎至粒度小于 3 mm袁从中选取 24 份

试样袁每份质量约为 4 kg遥
3.2 煤样制备和化验

依据 GB/T 474要2008叶煤样的制备方法曳[1]对试

验煤样进行制备袁依据 GB/T 19494.3要2004叶煤炭

机械化采样 第 3 部分院精密度测定和偏倚试验曳 [2]

将试样供入缩分机缩分出 8 份试样袁 共计 8 个接样

桶袁每桶分别编号试样 1尧2尧3尧4尧5尧6尧7尧8遥
将 1 和 5尧3 和 7 以及剩余的 2尧4尧6尧8 作为 3 组

试验样袁标注为 A尧B尧C袁并称量记录数据袁再用二分

器缩分出 100 g遥
将 3 组试验样破碎到 0.2 mm 以下袁在实验室中

干燥至空气干燥状态袁得到一般分析样品 A尧B尧C遥
按照 GB/T 212要2008叶煤的工业分析方法曳[3]规

定对 3 份一般分析样品分别进行 2 次灰分渊Ad冤重复

3 mm 混合缩分机精密度测定和偏倚试验

李 宁 耿 松 张景香
渊力鸿检验集团有限公司唐山分公司 河北唐山 063611冤

摘要 本文提出一种对 3 mm机械混合缩分机的评定方案袁依据 GB/T 474要2008叶煤样的制备方法曳对
试验煤样进行制备袁依据 GB/T 19494.3要2004叶煤炭机械化采样 第 3 部分院精密度测定和偏倚试验曳袁对
3 mm混合缩分机进行精密度测定和偏倚试验遥 试验结果表明袁精密度符合要求且没有偏倚袁该缩分机的性能

满足煤样制备的相关要求遥
关键词 3 mm混合缩分机曰精密度曰偏倚

中图分类号 TQ533

Precision Measurement and Bias Test of 3 mm Hybrid Shrinkage Machine
LI Ning, GENG Song, ZHANG Jingxiang

(Leon Inspection Group Co., Ltd., Tangshan, Hebei, 063611, China)
Abstract院 This paper proposes an evaluation plan for the 3 mm mechanical mixing reduction machine,
according to GB/T 474要2008 "Coal Sample Preparation Method"[1] to prepare test coal samples, according to
GB/T 19494.3要2004 "Mechanized Coal Sampling" Part 3: Precision Measurement and Bias Test"[2] to perform
precision measurement and bias test on 3 mm hybrid reduction machine.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ecision meets the requirements without bias, and the performance of the scaler meets the relevant
requirements of coal sample preparation.
Key Words院 3 mm Hybrid Shrinkage Machine; Precision; Bi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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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遥
按照上述所述方法对 24 个试样进行制备和

化验遥
4 精密度评定

4.1 试验原理[4]

4.1.1 制样化验总方差期望值 VPT
0

可以粗略按照一个缩分阶段的方差渊一般为化

验方差的 2 倍冤估计袁因此 1 个一阶段制样化验程序

的总体方差包括 1 个缩分阶段方差和 1 个化验方

差袁可按公式渊1冤计算渊最大可取 0.08冤院
VPT

0=渊2+1冤V T
0 渊1冤

其中袁VPT
0要制样化验总方差期望值曰VT

0要化验方差

目标值遥
化验阶段方差目标值袁可按公式渊2冤从有关分析

试验方法标准中求得院
VT

0=r2/8 渊2冤
其中袁r要分析试验方法的重复性限遥
4.1.2 制样和化验总方差核验

取 A尧B 连续的 1耀10 号为第一组袁A尧B 连续的

11耀20 号为第二组袁并计算出标准差 SP袁如果标准差

0.70 V PT
0姨 <SP <1.75 VPT

0姨 袁则可认为制样要化验整

体程序合格曰如果 SP<0.70 V PT
0姨 袁则可认为方差小袁

无须任何调整曰如果 SP>1.75 VPT
0姨 袁则证明方差太大袁

应该采取必要措施改进制样设备遥
4.2 精密度测定

第一组精密度结果详见表 2遥
制样化验阶段总方差 V PT 按照公式渊3冤计算院

V PT =
10

i = 1
移渊A-B冤2

20 渊3冤
其中袁A尧B要表 2 所列试样 A尧B的 Ad 测定值袁 求得

V PT 为 0.0225遥
SP按照公式渊4冤计算院

SP= V PT姨 渊4冤
求得 SP=0.15遥
第二组精密度测定结果详见表 3遥

样号 A 组 A d渊%冤 B 组 A d渊%冤 d渊%冤 d2

1
2
3
4
5
6
7
8
9

10

32.49
30.88
32.72
31.21
30.49
31.21
30.97
30.97
32.09
33.01

32.56
30.82
32.13
31.27
30.49
31.26
31.13
31.10
31.87
32.94

-0.07
0.06
0.58

-0.06
0.00

-0.05
-0.17
-0.13
0.22
0.07

0.01
0.00
0.34
0.00
0.00
0.00
0.03
0.02
0.05
0.01

移d2 0.45
V PT 0.022 5
SP 0.15

表 2 第一组精密度结果

注院d 为 A 和 B精密度的差值袁%遥

样号 A 组 A d渊%冤 B 组 A d渊%冤 d渊%冤 d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30.36
32.21
30.79
32.86
32.11
31.91
28.98
32.35
31.89
31.39

30.27
31.80
30.62
32.57
32.17
31.91
28.97
31.74
31.90
31.28

0.10
0.41
0.16
0.29

-0.06
0.01
0.01
0.61

-0.01
0.12

0.01
0.17
0.03
0.08
0.00
0.00
0.00
0.38
0.00
0.01

移d2 0.68
V PT 0.034
SP 0.184 4

表 3 第二组精密度测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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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A d渊%冤 重量渊g冤 编号 A d渊%冤 重量渊g冤 编号 A d渊%冤 重量渊g冤
A1
A2
A3
A4
A5
A6
A7
A8
A9
A10
A11
A12
A13
A14
A15
A16
A17
A18
A19
A20
A21
A22
A23
A24

32.49
30.88
32.72
31.21
30.49
31.21
30.97
30.97
32.09
33.01
30.36
32.21
30.79
32.86
32.11
31.91
28.98
32.35
31.89
31.39
30.90
34.22
31.20
30.88

994.8
1 068.6
1 030.6
1 040.6
1 035.9
1 223.8
1 081.1
1 018.2
1 008.6
989.5

1 015.7
996.8

1 028.9
960.0
993.0
984.3
973.5
988.2
992.9
964.4

1 073.0
1 016.0
1 246.9
1 065.0

B1
B2
B3
B4
B5
B6
B7
B8
B9
B10
B11
B12
B13
B14
B15
B16
B17
B18
B19
B20
B21
B22
B23
B24

32.56
30.82
32.13
31.27
30.49
31.26
31.13
31.10
31.87
32.94
30.27
31.80
30.62
32.57
32.17
31.91
28.97
31.74
31.90
31.28
30.53
33.68
31.31
31.16

990.5
1 054.0
1 015.2
1 024.8
1 022.4
1 231.2
1 028.3
1 031.1
1 008.2
1 002.8
1 033.6
991.7

1 022.9
957.6
993.7

1 017.5
1 009.6
993.5

1 015.0
997.3

1 080.0
1 045.8
1 255.4
1 069.6

C1
C2
C3
C4
C5
C6
C7
C8
C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C16
C17
C18
C19
C20
C21
C22
C23
C24

32.20
31.01
32.27
31.65
30.36
31.28
31.10
31.25
32.12
33.16
30.28
32.03
30.74
32.98
31.92
31.86
29.05
31.84
31.83
31.49
31.13
33.95
31.72
30.64

2 048.4
2 135.1
2 022.3
2 097.1
2 068.8
2 398.2
2 166.9
2 043.7
1 991.7
1 953.0
2 017.2
1 975.3
2 040.1
1 951.0
2 047.5
1 969.0
1 981.8
1 908.6
2 004.8
1 988.3
2 163.2
2 103.3
2 486.5
2 098.8

表 4 灰分测定结果原始数据

求得制样化验阶段总方差 V PT=0.034袁SP=0.184 4袁
制样机方差期望值 V PT

0=0.033遥
方差目标值上尧下限分别为院上限=1.75 V PT

0姨 =
1.75伊0.15=0.2625曰下限=0.70 VPT

0姨 =0.70伊0.15=0.105遥
将第一组 SP 和方差目标值上下限进行比较院

0.70 VPT
0姨 <SP <1.75 V PT

0姨 袁说明本组制样精密度达

到要求曰 将第二组 SP 和方差目标值上下限进行比

较院0.70 V PT
0姨 <SP <1.75 VPT

0姨 袁 说明本组制样精密

度达到要求遥
4.3 制样系统精密度评定

由于连续 2 组试验结果的制样精密度都达到期

望值袁证明该缩分设备制样精密度合格遥
5 3 mm混合缩分机灰分偏倚

5.1 试验原理

取 A 样 24 组作为留样袁A尧B尧C 加权平均值作

为参比样 AR袁 测定每对试样的试验结果间的差值袁
并对这些差值进行统计分析袁最后用 t检验进行判定遥

在对试验结果进行统计分析时袁有 3 个假设条

件院渊1冤变量正态分布遥渊2冤测量误差有独立性遥渊3冤数
据有统一一致性遥这 3 个理想条件的实际接近程度袁
决定统计分析的有效性遥

任何一个制样化验程序都不可能没有随机测量

误差袁因此没有任何一种统计试验可以确定没有偏

倚袁只能确定可能没有大于一定程度的偏倚袁此偏倚

值即定义为最小检测偏倚袁并将它作为实际测量中

的最大允许偏倚遥
对于统计试验程序袁要求显著性统计试验的灵

敏度达到院能检出的最小偏倚小于或等于最大允许

偏倚渊B冤遥 因此袁在进行偏倚试验前先决定 B 值遥
本次试验预估取 24 组袁试验完毕后用结果去检

验试验对数是否满足要求袁如果不满足要求需适当

增加遥
进行最后判定的统计分析为 t检验遥 t检验时袁

假设 2 种方法观测值差值的平均值来自平均差值为

B的一个总体袁如一试验表明观测值的差值显著小于

B袁则可认为 3 mm 混合缩分机没有偏倚遥 本次试验

设定 B 为 0.15%渊Ad冤遥
5.3 数据处理

试验原始数据详见表 4遥 A 样结果作为留样 A袁
A尧B尧C 加权结果作为参比样 AR袁整理后数据详见

表 5遥 按公式渊5冤计算留样灰分值渊A冤和参比灰分值

渊A R冤的差值渊计正负冤d和 d2遥
d=A-AR 渊5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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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群数计算数据
试样编号 d dmid d-dmid 符号 r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0.13
-0.05
0.37

-0.24
0.07

-0.04
-0.11
-0.17
0.04

-0.05
0.07
0.19
0.06
0.01
0.08
0.03

-0.03
0.41
0.03

-0.02
-0.03
-0.29
0.27
0.05

0.03

0.10
-0.08
0.34

-0.27
0.04

-0.07
-0.14
-0.20
0.01

-0.08
0.04
0.16
0.03

-0.02
0.05
0.00

-0.06
0.39
0.01

-0.04
-0.05
-0.31
0.24
0.0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2
3
4
5
6
6
6
7
8
9
9
9

10
11
11
12
13
13
14
14
14
15
15

样号 A渊%冤 A R渊%冤 d渊%冤 d2 样号 A渊%冤 A R渊%冤 d渊%冤 d2 样号 A渊%冤 A R渊%冤 d渊%冤 d2

1
2
3
4
5
6
7
8

32.49
30.88
32.72
31.21
30.49
31.21
30.97
30.97

32.36
30.93
32.35
31.45
30.42
31.26
31.07
31.14

0.13
-0.05
0.37

-0.24
0.07

-0.04
-0.11
-0.17

0.02
0.00
0.14
0.06
0.00
0.00
0.01
0.03

9
10
11
12
13
14
15
16

32.09
33.01
30.36
32.21
30.79
32.86
32.11
31.91

32.05
33.07
30.30
32.02
30.72
32.85
32.03
31.89

0.04
-0.05
0.07
0.19
0.06
0.01
0.08
0.03

0.00
0.00
0.00
0.04
0.00
0.00
0.01
0.00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8.98
32.35
31.89
31.39
30.90
31.20
34.22
30.88

29.01
31.94
31.86
31.41
30.92
31.48
33.95
30.83

-0.03
0.41
0.03

-0.02
-0.03
-0.29
0.27
0.05

0.00
0.17
0.00
0.00
0.00
0.08
0.07
0.00

表 5 留样与参比样灰分差值

试样编号 d dmid
22
4
8
7
2

10
6

17
21
20
14
16
19
9

24
13
5

11
15
1

12
23
3

18

-0.29
-0.24
-0.17
-0.11
-0.05
-0.05
-0.04
-0.03
-0.03
-0.02
0.01
0.03
0.03
0.04
0.05
0.06
0.07
0.07
0.08
0.13
0.19
0.27
0.37
0.41

0.03

表 6 试样差值由小到大顺序排列结果

5.4 离群值检验

按公式渊6冤计算科克伦渊Cochran冤最大方差准数 C院
C= dmax

2

移di
2 渊6冤

其中袁dmax要所有族中最大的差值遥
本次试验第 18 组 d最大袁故 d 取值为 0.69袁从

科克伦准数临界值表袁即 GB/T 19494.3要2004 表 9
中查出相应试样对数下的临界值袁 本次试验对数为

24 组袁查表得 n=24 时临界值为 0.425袁C 值小于临界

值袁证明该值不是离群值遥
5.5 差值的独立性检验

5.5.1 中位值

将各试样的差值按由小到大顺序排列袁详见表 6遥

求出中位值院试样对数为偶数时取 12 组和 13 组的

平均值为中位值渊dmid冤袁dmid=0.03遥
5.5.2 群数

将试样对差值按试验顺序排列袁用每对的差值

减 dmid袁二者之差为正袁记为野+冶袁二者之差为负袁记
为野-冶遥 将第一对差值的群数记为野1冶袁以后符号每

变换 1 次袁群数增加野1冶渊差值为野0冶时袁不计群数冤袁
本组试验群数 r=15遥本次试验 dmid 为 0.03袁数据详见

表 7遥
5.5.3 独立性判定

本组数据中野+冶号个数为 12 个袁野-冶号个数为

11 个遥 即 n1=11袁n2=12遥 从 GB/T 19494.3要2004 表

13 查得与 n1渊11冤和 n2渊12冤相应的显著性上限因数

渊下转第 77 页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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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考虑到进出口食品和日常食品中志贺菌检测的

重要性和必要性袁国家相关部门对食品中志贺菌的

检测方法进行了修订 [1]遥 为确保实验室正确使用新

方法袁以提高检验水平来获得可靠数据袁宜春市袁州

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实验室进行了志贺菌在食品中

的检测袁并对检测能力做了研究遥
2 材料与方法

2.1 材料和仪器

材料院志贺菌样品渊江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

供冤曰福氏志贺菌尧志贺菌增菌肉汤要新生霉素尧木糖

赖氨酸脱氧胆酸盐琼脂尧麦康凯琼脂渊青岛海博生物

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冤曰4 种多价诊断血清渊宁波冤遥
仪器院显色培养器尧生化鉴定套装渊青岛海博生

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冤曰生物安全柜渊江苏苏净安泰

有限公司冤曰智能厌氧系统渊德国冤遥
2.2 方法

样品准备院本次试验以疑似含有待测菌的冻干

粉为能力验证样品袁将其置入 2益耀6益的环境中存放袁
尽量在短时间内完成检测遥

原液制备院在无菌条件下打开西林瓶袁在 60 s 内
置入 2耀4 mL 生理盐水予以水化袁制成 40 mL 稀释液袁
将溶解过的稀释液吸出袁置于无菌瓶袁用剩余稀释液

冲洗西林瓶内壁袁在无菌瓶内放置清洗液袁作为待测

样本原液袁整个过程不应超过 20 min遥
3 检验方法和结果

所有检验均以国家标准规定为依据袁对照物为

标准菌株遥
3.1 增菌

在无菌条件下吸取 25 mL 水化后的原液袁置于

食品中志贺菌检测能力的验证分析

刘 兵
渊宜春市袁州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江西宜春 336000冤

摘要 为了验证分析食品中志贺菌的检测能力袁本文参照相关处理方法袁将标准志贺杆菌作为对照袁通
过增菌尧分离尧生化鉴定尧血清学鉴定 4个步骤袁检测鉴定盲样遥 由检验结果可知袁可疑菌落特性与志贺菌特

性不一致袁经血清学鉴定无凝集反应遥总结分析试验可知袁靛基质和棉子糖无明显生化反应袁可优先选择 API
试条遥 血清检验和生化反应结果的结合袁可提高菌属血清学分型的可信度遥

关键词 食品曰志贺菌曰检测能力

中图分类号 R155.5

Verification Analysis of Shigella Detection Ability in Food
LIU Bing

(Yichun Yuanzhou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enter, Yichun, Jiangxi, 336000, China)
Abstract院 In order to verify and analyze the detection ability of shigella in food, this paper refers to
related processing methods, using standard shigella as a control, detects and identifies blind samples
through four steps of bacteria enrichment, isolation, biochemical identification, and serological
identification. It can be seen from the test results tha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uspicious colonies are
inconsistent with those of shigella, and no agglutination reaction is identified by serology. The summary
analysis test shows that there is no obvious biochemical reaction between indigo matrix and raffinose,
and API test strips can be preferred. The combination of serum test and biochemical reaction results can
improve the credibility of bacterin serological typing.
Key Words院 Food; Shigella; Detection Ability

窑75窑



QUALITY SAFETY INSPECTION AND TESTING 质量安全与检验检测 Vol.30 No.5 2020年第 5期

3.5 血清学鉴定

在玻片上划出 2 个大小为 1 cm伊2 cm 的区域袁
挑取待测菌落置于 2 个区域上方袁左尧右 2 个区域分

别滴入 1 滴生理盐水和 1 滴 4 种多价诊断血清遥 使

用无菌接种环将菌落碾成乳状液袁倾斜玻片袁晃动

1 min袁观察黑色背景遥 结果显示 4 种菌无凝集反应袁
为阴性曰标准菌株有凝集反应出现袁为阳性遥
4 讨论

志贺菌是革兰阴性菌的一种袁是最常见的细菌

性痢疾病原菌袁也被称作痢疾杆菌袁在琼脂上培养

24 h 后形成直径约 2 mm 的光滑菌落袁是肠道致病菌

之一袁可导致细菌性痢疾[2]遥 志贺菌可使敏感人群中

极少数个体出现此病袁经食物传播袁在人体外存活能

力较差袁在 10益耀37益的水中可存活 3 周袁在水果尧

蔬菜和牛奶中存活时间相对较短袁1耀2 周不等袁光照

0.5 h 后可被杀灭袁耐寒性好袁可在冰块中存活 3 个

月遥 志贺菌食物中毒主要是由福氏志贺菌和宋内志

贺菌引起遥 一项关于志贺菌的菌型分布调查显示[3]袁
国内较为常见的志贺菌以福氏菌为主袁其次为宋内

菌袁痢疾志贺菌和鲍氏菌相对少见遥 因此袁需掌握菌

群分布与菌型变迁情况袁以制备疫苗袁预防痢疾遥
细菌性痢疾是肠道传染性疾病中最常见的类

型袁以患者和带菌者为传染源袁通过被污染的水源和

食物经口传染[4]遥 通常情况下袁痢疾志贺菌所致病情

较重袁宋内菌所致病情较轻袁分为急性细菌性痢疾和

慢性细菌性痢疾 2 种院 后者多由前者治疗不彻底所

致袁或在机体营养状态不佳尧抵抗力下降或合并其他

慢性病的状态下发病遥其致病机制为院志贺菌菌毛粘

锥形瓶渊内含 225 mL 志贺菌增菌肉汤冤袁摇晃均匀袁
在 42益的条件下厌氧培养 18 h遥
3.2 分离和形态学观察

在木糖赖氨酸脱氧胆酸盐琼脂平板尧麦康凯琼

脂平板和显色培养基平板上分别接种增菌后的菌液袁
放置于 35益耀37益条件下培养 20耀25 h袁对菌落在不

同平板上的生长状态进行观察遥
麦康凯琼脂上的菌落呈现出无色或浅粉色袁圆

形袁半透明状袁光滑尧边缘整齐度不等袁经观察袁可见

半透明尧湿润尧光滑尧边缘整齐的 A 菌和不透明尧光
滑尧边缘整齐的 B 菌遥

木糖赖氨酸脱氧胆酸盐琼脂菌落呈现为粉色至

无色袁半透明状袁湿润尧光滑尧边缘整齐度不等袁存在

C 菌渊半透明尧无色尧光滑尧边缘整齐冤和 D 菌渊不透

明尧黄色尧中心可有黑色菌落袁不典型袁予以排除冤遥

显色培养基上为白色菌落袁培养基呈现为紫红

色袁菌落有 2 种院蓝绿色袁培养基黄色袁疑似产气肠杆

菌袁标为 E 菌袁予以排除曰菌落黄色袁培养基变黄袁疑
似大肠杆菌或沙门菌袁标为 F 菌袁无可疑菌落遥
3.3 初步生化鉴定

将 A 菌尧B 菌尧C 菌尧D 菌和标准菌株分别与三

糖铁琼脂尧半固体和营养琼脂斜面接种袁在 35益耀37益
的环境中培养 20耀24 h袁观察并记录结果袁详见表 1遥
3.4 生化试验和附加试验

生化试验用生长在经过培养的营养琼脂上的菌

苔完成袁结果显示 4种菌的生化反应与志贺菌生化特

征不一致遥鉴于部分菌素发酵棉子糖迟缓袁可延长培

养时间至 48耀72 h袁靛基质培养时间延长至 48 h袁详
见表 2遥

菌株类型 三糖铁琼脂 半固体 结果

麦康凯琼脂的 A 菌

麦康凯琼脂的 B 菌

木糖赖氨酸脱氧胆酸盐琼脂的 C 菌

木糖赖氨酸脱氧胆酸盐琼脂的 D 菌

标准菌株

底层产酸袁斜面产碱袁未产生气体和硫化氢

底层产酸袁斜面产碱袁未产生气体和硫化氢

底层产酸袁斜面产碱袁未产生气体和硫化氢

底层产酸袁斜面产碱袁产生气体和硫化氢

底层产酸袁斜面产碱袁未产生气体和硫化氢

无动力

无动力

无动力

无动力

无动力

符合

符合

不符合

不符合

符合

表 1 初步生化鉴定结果

生化反应 A 菌 B 菌 C 菌 D 菌 标准菌株

注-半乳糖苷酶

赖氨酸脱羧酶

水杨苷

靛基质

棉子糖

甘油

葡萄糖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渊+冤
渊+冤
-
-

表 2 生化试验及其附加试验结果

注院+为阳性袁-为阴性袁渊+冤为迟缓阳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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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16 和下限因数 L=9遥 比较 r尧L 及 u袁7<15<16袁即
L<r<u袁可认为本差值系列是可以接受为独立的遥
5.6 标准差

按照公式渊7冤计算标准差

d=移di
n =0.77/24=0.032

Sd= 移渊di-d軈冤
n-1姨 = 移di

2-渊移di冤2/n
n-1姨

=0.164 9 渊7冤
其中袁n=24遥
5.7 试验对数检验

按照公式渊8冤计算试样因数 g院
g= B

Sd
=0.15/0.164 9=0.91 渊8冤

从 GB/T 19494.3要2004 表 10 查得 g=0.91 时袁
nPR=18袁本次试验对数为 24 组袁证明试验对数足够遥
5.8 偏倚检验

5.8.1 显著偏倚检验

最大允许偏倚设定为 B=0.15袁比较 d 和 B袁
-0.15约0.032约0.15袁即-B<d<B袁证明制样系统没有显

著偏倚遥
5.8.2 与 B 有显著性差异检验

按照公式渊9冤计算统计量 tnz

tnz= B- d軈
Sd

np姨 渊9冤
求得 tnz=渊0.15-0.032冤/0.164 9伊4.899=3.506遥

从 GB/T 19494.3要2004 表 12 查出自由度为

渊np-1冤下的单尾 t 值袁t 茁 =1.714遥
比较 tnz 和 t 茁院3.506跃1.714袁即 tnz跃t 茁袁则证明系统

偏倚显著小于 B袁即没有实质性偏倚遥
5.8.3 与 0 有显著性差异检验

按下列公式渊10冤计算统计量 tz院
tz= d軈

Sd
np姨 渊10冤

求得 tz=0.032/0.164 9伊4.899=0.951遥
从 GB/T 19494.3要2004 表 12 查出自由度为

渊np-1冤下的双尾 t 值渊t琢=2.069冤遥 比较 tz 和 t琢院0.951约
2.069袁即 tz<t琢袁证明大样制备系统可接受为无偏倚

系统遥
6 结论

由于灰分是对煤炭粒度分布最敏感的参数袁只
要灰分方差符合要求袁那么工业分析和元素分析的

其他参数袁一般也会符合要求 [5]遥 本次试验证明袁目
前 3 mm 混合缩分机的精密度符合标准要求袁偏倚在

设定 B 值为 0.15 时袁可接受为无偏倚系统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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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李英华.煤质分析应用技术指南渊第 2 版冤[M].北京 :中国标准出

版社,2009.
[5] 段云龙.煤炭采样制样和常规分析教程[M].北京:中国标准出版

社,2013.

附于结肠黏膜上皮细胞和回肠末端袁经侵袭蛋白进

入桑普细胞袁繁殖于黏膜固有层导致感染袁痢疾杆菌

致病能力强袁内毒素强烈袁在肠壁上发挥作用袁提高

其通透性袁使得内毒素被机体吸收袁导致发热尧神志

不清和中毒性休克等症状袁也可破坏黏膜袁引发炎症

和溃疡曰也能在直肠括约肌上发挥作用袁引起腹痛尧
里急后重症状 [5]遥 外毒素袁可有神经毒性尧细胞毒性

和肠毒性生物活性遥
本文研究未发现志贺菌袁证实被测样品安全遥此

次能力验证袁使得实验室菌株检测能力大幅度提升袁
既积累了丰富经验袁也发现了其中的不足之处袁具体

问题有以下 3 点院渊1冤未在生化试验组进行氧化酶试

验和革兰染色检查袁可将该步骤作为筛查指标袁使得

试验结果更加有可信度遥渊2冤对照物为标准志贺菌菌

素袁结果显示靛基质和棉子糖无明显生化反应袁因此

考虑选择试验 API 试纸条遥它是一种标准化的生化实

试验袁是公认的微生物生化鉴定金标准袁相比于生化

管鉴定方式袁稳定性强袁操作方便袁但成本较高遥 渊3冤本
文未进行血清学分型袁可在下一步研究中配齐不同

菌群多血清袁与生化试验及其附加试验结果结合袁以
增加菌属血清学分型的可信度遥
参考文献
[1] 杨柳青.食品中沙门氏菌和志贺氏菌检测能力验证的分离鉴定

报告[J].中国高新科技,2018(10):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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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水是生命之源袁安全饮用水是人类生存的基本

需求遥 加强饮用水保护袁改善饮用水质量袁强化饮用

水安全是一项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尧经济发

展与社会稳定的重要工作遥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

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袁人民群众对饮用水安全

的关注意识越来越高袁对城乡饮用水安全管理现状

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思考遥 饮水卫生质量与人们的健

康密切相关 [1]袁为了解鞍山市城乡居民生活饮用水

水质情况袁鞍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按照国家生活

饮用水检测方案袁对全市生活饮用水开展检测袁收集

并汇总 2019 年全市水质检测数据袁分析问题原因袁提
出解决方案袁为制定城乡饮用水检测和管理工作方

案提供依据遥
2 生活饮用水检测情况

2.1 城市饮用水检测

鞍山城区人口约 146.9 万人袁日供水量约 33.8 万

吨遥 城区共有 3 个净水厂袁分别是汪家峪净水厂尧老
虎山净水厂和西郊净水厂遥其中袁汪家峪净水厂供水

量最大袁占总供水量的 73.3%袁供应人口占城区总供

水人口的 77.6%袁详见表 1遥
根据水厂供应人口比例和分层随机原则袁鞍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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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院 This paper summarizes and analyzes the urban and rural drinking water monitoring data of the
Anshan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enter in 2019, analyzes the problems of urban and rural
drinking water management in project planning, design, acceptance, daily management and super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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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 plant management, strengthen funding guarantees, implement territorial responsibilities, strengt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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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improving the city's urban and rural drinking water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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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厂名称 设计日供水量渊万吨冤 设计日供水量渊万吨冤 供水人口渊万人冤
汪家峪净水厂

老虎山净水厂

西郊净水厂

35.0
15.0
3.5

24.0
7.1
2.7

120.0
20.0
6.9

合计 53.5 33.8 146.9

表 1 鞍山市城区自来水供水基本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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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地区方面

海城市总合格率为 84.38%袁水质主要超标指标

为铁尧锰尧氟化物遥 海城市农村水合格率一直保持在

较高水平遥 水井较深袁检测指标常年保持稳定袁但由

于上述地质原因引起的超标指标多年来一直没有得

到有效解决遥 铁尧锰超标不严重袁虽对健康不会产生

太大影响袁但水质的感官性状不好袁会影响村民对农

村自来水的认可度遥 氟化物超标会严重影响人的健

康袁长期饮用会导致氟斑牙尧氟骨症的发生遥
台安县总合格率为 48.53%袁水质主要超标指标

为铁尧锰遥台安县多为深井水袁水质长期保持稳定袁即
使没有消毒袁微生物指标也全部合格遥但由于地质原

因袁台安县的铁尧锰超标一直非常严重遥 为解决这一

问题袁超标水厂建设了曝气池袁有条件的增设了锰砂

处理设备袁起初大大改善了台安县的铁尧锰超标问题遥
但近年来袁由于资金紧张袁铁尧锰处理设备长期处于

停用状态袁导致铁尧锰超标问题再次出现遥
岫岩县总合格率为 20.69%袁水质主要超标指标

为总大肠菌群尧菌落总数遥岫岩县农村水源类型多为

山泉水袁经过收集尧沉淀尧过滤后直接供村民饮用遥由
于集泉井建设比较简单袁且无法增加消毒设备袁导致

岫岩县农村自来水的微生物指标的合格率一直处于

极低水平遥
千山区总合格率为 66.67%袁水质主要超标指标

为总大肠菌群和锰遥千山区涉农乡镇较少袁农村水质

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合格率袁2019 年合格率有所下

降袁主要原因是出现了微生物指标超标遥 千山区农村

饮用井水总大肠菌群的突然超标说明周边环境存在

污染遥
2.2.2 季节方面

从季节方面来看袁海城市和台安县 4 个季度的

检测结果没有明显差异遥千山区的微生物指标在二尧
三季度出现了超标情况袁而一季度和四季度微生物

指标全部合格遥 岫岩县主要是微生物指标超标袁一
季度和四季度检测合格率为 27.59%袁二尧三季度的

合格率分别为 17.24%和 10.34%遥 可以看出袁微生物

地区 样本数渊份冤 合格数样本渊份冤 合格率渊%冤
海城市

台安县

岫岩县

千山区

96
68

116
24

81
33
24
16

84.38
48.53
20.69
66.67

合计 304 154 50.66

表 3 各涉农县渊市冤区农村饮用水水质合格率

城区自来水检测共设置 10 个检测点渊铁东区 4 个尧
铁西区 3 个尧立山区 2 个尧千山区 1 个冤袁县城城区设

置 14 个检测点渊海城市 6 个尧台安县 4 个尧岫岩县 4
个冤袁覆盖鞍山市全部 7 个水源和 7 个县渊市冤区遥 水

质指标选取与介水传染病相关的微生物指标尧 水质

感官性状指标等共 11 项指标袁分别为 pH尧色度尧浑

浊度尧肉眼可见物尧嗅和味尧菌落总数尧总大肠菌群尧
铁尧氨氮尧余氯尧耗氧量遥 从 2019 年全年 4 个季度检

测数据分析袁 城区自来水水质总合格率为100%袁符
合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要求袁各城区自来水合

格率详见表 2遥

地区 样本数渊份冤 合格样本数渊份冤 合格率渊%冤
铁东区

铁西区

立山区

千山区

海城市

台安县

岫岩县

16
12
8
4

24
16
16

16
12
8
4

24
16
16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合计 96 96 100

表 2 各城区自来水合格率

2.2 农村饮用水水质状况

按照农村饮用水检测方案袁涉农地区共设置 76 个

检测点渊海城市 24 个尧台安县 17 个尧岫岩县 29 个尧
千山区 6 个冤遥 各地区按要求及时完成水样的采集尧
检测尧汇总分析和结果上报工作袁农村饮用水覆盖率

以乡镇为单位达到 100%遥 从 2019 年检测数据看袁
在不考虑消毒剂指标的情况下全市农村饮用水水质

总合格率为 50.66%袁低于童臻琼等[2]的研究结果袁说
明鞍山市农村集中式供水水质仍需进一步提高袁各
涉农县渊市冤区农村饮用水水质合格率详见表3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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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海城市

台安县

岫岩县

千山区

83.33
52.94
27.59
66.67

83.33
47.06
17.24
66.67

83.33
41.18
10.34
50.00

87.5
52.94
27.59
83.33

表 4 鞍山市 2019年度农村地区饮用水检测季度合格率渊单位院%冤

指标的合格率随着季节的变化存在显著差异渊X2=
12.46袁P<0.05冤遥 原因是一季度和四季度雨量很少袁
减少了污染的扩散袁而二尧三季度雨量逐渐增大袁污

染物被冲进了水井导致微生物指标严重超标袁 详见

表 4遥

总体上看袁农村饮用水水质状况存在很大问题袁
主要是微生物指标超标和部分地区铁尧锰尧氟含量超

标遥超标指标渊合格率冤主要为以下 5 项院总大肠菌群

68.72%尧菌落总数 98.77%尧铁 85.28%尧锰 86%尧氟
98.77%袁微生物指标的超标情况最为严重袁极易引

发介水传染病遥
3 原因分析

对 2019 年检测数据进行分析袁农村生活饮用水

水质不达标袁不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标准要求袁通过

现场调查分析主要原因如下院
农村饮用水安全工程在规划尧设计尧验收阶段不

符合国家要求遥在水源选择尧水处理工艺规划设计和

工程竣工验收环节缺少卫生学评价袁规划尧设计尧验
收标准过低遥

农村水厂管理不到位遥 部分地区农村水厂管理

存在问题袁包括水源防护不佳袁水质消毒设备不投入

使用袁除铁尧锰设备不按标准要求运行管理袁水厂无

法开展水质检测及未取得卫生许可运营等情况普遍

存在遥
微生物指标中总大肠菌群的超标袁可能是水源

受到粪便污染袁也可能是腐败的植物或其他污染物

造成的[3袁4]遥 分析主要污染来源包括 2 个方面院渊1冤生
活污染袁目前鞍山地区农村基础设施还相对滞后袁很
多村镇存在生活垃圾露天堆放尧生活污水随意排放

的现象袁并随地表雨水的冲刷流入小溪尧河流袁特别

是一些农户住宅的排水管道直接通往沟河排污遥渊2冤
畜禽养殖污染袁鞍山地区农村现有的饲养方式包括

圈养尧笼养和放牧袁其中圈养和笼养设施大多因陋就

简袁缺乏统一规划袁没有建设必要的污染处理设施袁导
致畜禽养殖废物废水直接外排遥而牛羊以放牧为主袁
粪便多数散落在山坡草地上袁 由于雨季降水较多袁微
生物被带到地下袁这些粪便随雨水进入地表水袁且雨

季温度又高袁有利于微生物的繁殖 [5袁6]袁对饮用水源

造成污染遥
4 讨论

针对目前鞍山市生活饮用水检测工作情况袁结

合工作实际袁本文提出以下整改建议遥
城区自来水合格率虽然一直保持 100%袁但依然

存在安全隐患遥 根据自来水公司提供的出厂水吨数

与按水费计算的回收吨数来看袁城区自来水的漏水

率达 40%以上遥 原因是鞍山的自来水管道老化程度

较高袁地下存在多处漏水点遥管网在水压降低或停水

时袁会因抽吸作用吸入氨及可同化性有机碳袁而余氯

不足时袁有害细菌及微生物便会繁殖袁可能造成饮用

水微生物指标超标袁甚至引起介水传染病的发生与传

播遥 因此袁政府应增加资金投入袁加大供水管网的改

造力度袁做好管道防护袁选用新管材袁加强管道埋设尧
检修和维护管理袁有条件的设置水质自动检测仪遥

规范农村饮用水安全工程管理遥 各级政府要全

面加强和规范农村饮用水安全工程管理袁在实施饮

用水安全工程的规划尧设计尧验收阶段引入卫生学评

价环节袁对卫生学评价不达标的改水工程不予批复

开工遥 对改水工程审批标准严格按国家农村生活饮

用水规划设计标准执行遥
加强农村水厂的管理遥 选择较深的地下水作为

水源袁进行彻底的净化尧消毒后再饮用[7袁8]遥 对缺少消

毒设施的饮水工程增加必要的设备袁有研究表明生

活饮用水水质合格率与水源水水质和水质处理工艺

水平有密切关系[9]遥 各级水源管理部门要加强生活

饮用水水源的保护工作袁严禁在水源周边饲养牲畜

家禽尧倾倒垃圾和粪便[10]遥
加强饮用水安全工作的经费保障遥 各级政府要

将生活饮用水安全工程作为公共卫生安全的重要内

容纳入各级地方财政预算袁逐年增加经费投入保障

新建尧改建水厂规划施工建设需要袁要明确经费使用

方向尧用途袁加强经费使用的监督和审计袁确保专款

专用遥在强化工程竣工验收审批的同时袁有关部门要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袁落实生活饮用水监督检测工作

要求遥 在具体落实中袁为确保资金的有效投入袁区域

行政主管部门及财政部门袁应加大对饮用水水质检

测的资金配置袁或通过其他方式袁为饮用水水质检测

渊下转第 84 页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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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左乙拉西坦是当前报道的唯一具有预防癫痫发

病的抗癫痫药品袁于 1999 年首次被美国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渊FDA冤批准在美国上市遥由于效果好尧副作

用低袁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应用越来越广袁目前主要用

于年龄大于或等于 1 个月的儿童与成人癫痫患者部

分性发作的辅助治疗药[1-3]遥 左乙拉西坦氯化钠注射

液是由左乙拉西坦渊C8H14N2O2冤和氯化钠组成的注射

液制剂袁对于暂时不能口服左乙拉西坦的癫痫患者袁
本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选择遥 左乙拉西坦为手性药

物袁其右旋异构体-右乙拉西坦渊图 1冤对于抑制癫痫

发作只有轻微或不明显的药效作用袁因此需控制其

右旋异构体的含量遥 目前有关左乙拉西坦中异构体

的测定已有报道袁但对其制剂中异构体的检测文献

很少[4-6]遥 本文建立了左乙拉西坦氯化钠注射液中异

构体含量的高效液相色谱法袁该方法简便尧灵敏尧准
确尧重现性好袁可为左乙拉西坦氯化钠注射液异构体

的准确定量提供参考遥
2 仪器与试剂

2.1 仪器

电子天平渊梅特勒 AB135-S冤曰高效液相色谱仪

渊日本岛津-紫外检测器高效液相色谱仪袁色谱柱为

HPLC测定左乙拉西坦氯化钠注射液中异构体的含量

段 云
渊乌兰察布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内蒙古乌兰察布 012000冤

摘要 为了建立测定左乙拉西坦氯化钠注射液中异构体含量的方法袁本文采用 CHIRALPAK IE色谱柱

渊250 mm伊4.6 mm袁5 滋m冤袁以 10 mmol乙酸铵水溶液渊乙酸铵 0.77 g袁加水 1 000 mL 溶解冤-无水乙醇渊80:20冤
为流动相曰流速 0.4 mL/min袁检测波长为 215 nm袁柱温 35℃曰理论板数按左乙拉西坦峰计算应不低于 2 000遥
结果显示袁在该高效液相色谱法条件下袁对应异构体峰和左乙拉西坦峰之间分离度大于 1.5袁分离度良好曰异
构体在 0.50~10.02 滋g/mL内呈良好线性关系遥 该色谱条件系统适用性好袁精密度高袁色谱条件灵敏度高袁专
属性好袁可以准确检测左乙拉西坦氯化钠注射液中异构体的含量遥

关键词 高效液相色谱法曰左乙拉西坦氯化钠注射液曰异构体

中图分类号 R927

Determination of the Content of Isomers in Levetiracetam Sodium Chloride Injection by HPLC
DUAN Yun

(Ulanqab Medical College, Ulanqab, Inner Mongolia, 012000, China)
Abstract院 In order to establish a method for determining the content of isomers in levepiracetam sodium
chloride injection, this paper uses a CHIRALPAK IE column (250 mm伊4.6 mm, 5 滋m) with 10 mmol
ammonium acetate aqueous solution (ammonium acetate 0.77 g, add 1 000 mL of water to dissolve)
-absolute ethanol (80:20) as the mobile phase; flow rate 0.4 mL/min, detection wavelength at 215 nm,
column temperature 35℃ ; the number of theoretical plates should not be lower than the peak of
levetiracetam 2 000. The results show that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this HPLC method, the resolution
between the corresponding isomer peak and the levetiracetam peak is greater than 1.5, and the resolution
is good; the isomer shows good linearity within 0.50要10.02 滋g/mL. The chromatographic condition
system has good applicability, high precision, high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chromatographic conditions,
and can accurately detect the content of isomers in levetiracetam sodium chloride injection.
Key Words院 HPLC; Levetiracetam Sodium Chloride Injection; Iso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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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RALPAK IC 柱袁250 mm伊4.6 mm袁5 滋m冤遥
2.2 试剂

无水乙醇渊色谱纯袁MREDA冤曰乙酸铵渊分析纯冤曰
左乙拉西坦氯化钠注射液 渊小试批样品批号院
20130501尧20130504尧20130507曰 中试批样品批号院
20131201尧20131202尧20131203曰北大医院重庆大新药

业有限公司冤遥
3 方法与结果

3.1 色谱条件

采用 CHIRALPAK IE 色谱柱渊250 mm伊4.6 mm袁
5 滋m冤袁以 10 mmol 乙酸铵水溶液渊乙酸铵 0.77 g袁加
水 1 000 mL 溶解冤-无水乙醇渊80颐20冤为流动相袁流
速 0.4 mL/min袁检测波长为 215 nm袁柱温 35益袁进样

体积 10 滋L袁运行 30 min袁进行测定遥
3.2 线性关系考察

贮备液院精密称取左乙拉西坦对照品 10.03 mg袁
置于 100 mL 量瓶中袁加流动相溶解并稀释至刻度袁
摇匀袁作为贮备液遥

左乙拉西坦线性溶液配制院分别精密吸取贮备

液适量袁加溶剂稀释成浓度为每 1 mL 中含左乙拉西

坦 0.5尧1.0尧2.5尧5.0尧7.5尧10.0 滋g 的溶液遥
精密吸取上述配制溶液各10 滋L 分别注入液相

色谱仪袁按照上述色谱条件进行测定遥 以浓度渊C冤为
横坐标渊X 轴冤袁以峰面积渊A冤为纵坐标渊Y 轴冤袁得到浓

度和峰面积的回归方程为院Y=18.3201X+0.2909袁线性

相关系数渊r冤=0.999 9遥结果表明袁左乙拉西坦异构体

在 0.50耀10.02 滋g/mL 具有良好的线性关系袁 试验结

果详见图 2遥

3.3 专属性考察

3.3.1 空白辅料干扰

称取空白辅料 500 mg 规格 2 mL 置于 10 mL 量

瓶中袁加流动相稀释至刻度曰空白辅料 1 000 mg 规

格 1 mL 置于 10 mL 量瓶中袁加流动相稀释至刻度曰
空白辅料 1 500 mg 规格 3 mL 置于 50 mL 量瓶中袁
加流动相稀释至刻度袁作为空白辅料溶液遥分别精密

吸取 10 滋L 溶液注入液相色谱仪袁进行测定遥结果表

明袁空白辅料不干扰本品异构体检测遥
3.3.2 系统适用性试验

称取左乙拉西坦消旋体适量袁加入流动相制成

1 mg/mL 的系统适用性溶液遥 精密吸取系统适用性

溶液 10 滋L 注入液相色谱仪进行测定遥结果表明袁在
该色谱条件下袁色谱柱的理论板数渊n冤较高袁分离度

大于 1.5袁符合常规测定要求袁试验结果详见表 1遥
表 1 异构体方法-系统适用性试验数据

样品名称 保留时间渊min冤 理论板数渊n冤 分离度渊R冤
左乙拉西坦异构体

左乙拉西坦

19.938
21.696

7 840
8 026 1.88

3.4 稳定性试验

取本品适量渊500 mg 规格样品 2 mL袁1 000 mg规
格 1 mL袁1 500 mg 规格 0.6 mL冤袁置于 10 mL 量瓶中袁
加流动相稀释至刻度袁摇匀袁作为供试品溶液遥 分别

于 0尧2尧4尧6尧8尧10尧12 h 进样检测袁以检测主峰面积和

异构体峰面积的变化情况衡量供试品溶液稳定性遥
结果表明袁本品在室温放置 12 h 内袁主峰面积及异构

体峰面积均无明显变化袁说明本方法溶液稳定性良好袁
符合常规分析要求袁试验结果详见表 2遥

图 1 右乙拉西坦的分子式

0.0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200
150
100
50
0

浓度渊滋g/mL冤
图 2 左乙拉西坦异构体线性关系图

表 2 3 批样品溶液稳定性考察结果
批号 20130501 20130504 20130507
时间 异构体峰面积 主峰面积 异构体峰面积 主峰面积 异构体峰面积 主峰面积

0 h
2 h
6 h
8 h

12 h

7.4
7.6
8.1
8.9
7.5

18 543
18 543
18 546
18 559
18 586

8.9
8.1
8.8
9.0
9.3

18 195
18 231
18 221
18 202
18 206

9.3
9.9
9.4
9.2
9.3

16 640
16 709
16 752
16 742
16 724

平均值 7.9 18 555 8.82 18 211 9.42 16 713
RSD渊%冤 7.85 0.10 5.03 0.08 2.95 0.26

注院RSD 为相对标准偏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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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重复性试验

取本品适量渊500 mg 规格样品 2 mL袁1 000 mg规
格 1 mL袁1 500 mg 规格 0.6 mL冤袁置于 10 mL 量瓶中袁
加流动相稀释至刻度袁摇匀袁作为供试品溶液遥 分别

配制 6 份袁以样品中检测到的异构体峰面积为指标袁
验证本方法的重复性袁结果表明袁平行配制 6 份样品袁
异构体杂质含量无明显变化袁表明该方法重复性良

好袁试验结果详见表 3遥
表 3 3批样品溶液重复性考察结果

20130501 20130504 20130507
1
2
3
4
5
6

7.8
7.9
8.0
7.6
8.4
8.1

8.9
9.2
9.1
9.0
9.3
8.9

9.3
9.3
9.2
9.4
9.5
9.6

平均值 7.97 9.07 9.38
RSD渊%冤 3.43 1.80 1.57

编号

3.6 精密度试验

取本品适量渊500 mg 规格样品 2 mL袁1 000 mg 规

格 1 mL袁1 500 mg 规格 0.6 mL冤袁置于 10 mL 量瓶中袁

加流动相稀释至刻度袁摇匀袁作为供试品溶液遥 连续

进样 6 针袁计算峰面积的 RSD遥 在该色谱条件下袁左
乙拉西坦注射液异构体对照溶液连续进样 6 次袁其
保留时间及峰面积的 RSD 小于 2.0%袁表明本色谱条

件进样精密度良好袁试验结果详见表 4遥
3.7 检测限试验

称取左乙拉西坦对照品适量制成 0.1 mg/mL 溶

液再加溶剂逐级稀释至适宜浓度袁在上述色谱条件

下袁以 3 倍信噪比作为检测限袁结果拟定左乙拉西坦

检查浓度为 1.0 mg/mL袁检测限为 0.3 ng袁即异构体在

0.003%以上可被检出袁表明本品色谱条件灵敏度高袁
适合异构体杂质的控制遥
3.8 定量限试验

称取左乙拉西坦对照品适量制成 0.1 mg/mL 溶

液再加溶剂逐级稀释至适宜浓度袁在上述色谱条件

下袁以 10 倍信噪比作为定量限袁结果拟定左乙拉西

坦检查浓度为 1.0 mg/mL袁定量限为 1.0 ng袁即异构体

在 0.010%以上可定量检测袁表明本品色谱条件能准

确定量袁灵敏度高遥

3.9 耐用性试验

按照中国药典 2015 版二部附录药品质量标准

分析方法验证指导原则袁进行耐用性试验遥针对本品

色谱条件袁主要从流动相比例尧流速和柱温进行耐用

性试验遥 考察异构体检测条件微小变化时异构体杂

质的检出情况袁以更直观地考察系统的耐用性遥结果

发现袁调整色谱系统渊流动相比例尧流速尧柱温冤袁本品

异构体杂质含量均无明显变化袁 异构体和主峰的分

离度大于 1.5袁表明本方法耐用性良好遥
3.10 3 批中试样品异构体检查

取中试 3 批样品 0.5 g/100 mL 规格渊20131201尧
20131202尧20131203冤尧1.0 g/100 mL 规格渊20131201尧
20131202尧20131203冤尧1.5 g/100 mL 规格渊20131201尧
20131202尧20131203冤袁按照上述确定的方法依次对

3 个规格 3 批样品的异构体进行检查袁结果显示中试

3 批样品中异构体杂质量均低于 0.8%袁符合规定袁测
定结果详见表 5遥

表 5 异构体杂质含量测定结果

中试样品规格渊g/100 mL冤 中试样品批号 异构体杂质含量渊%冤
0.5 20131201

20131202
20131203

0.022
0.015
0.020

1.0 20131201
20131202
20131203

0.023
0.016
0.015

1.5 20131201
20131202
20131203

0.016
0.019
0.024

4 讨论

左乙拉西坦注射液中异构体的检查主要依据左

乙拉西坦片进口标准和美国药典渊USP冤左乙拉西坦

口服溶液袁同时结合中国药典 2010 年版二部附录并

表 4 3批样品进样精密度试验结果

进样

次数

20130501 20130504 20130507
保留时间渊min冤 主峰峰面积 保留时间渊min冤 主峰峰面积 保留时间渊min冤 主峰峰面积

1
2
3
4
5
6

20.144
20.163
20.166
20.155
20.148
20.101

18 543
18 507
18 545
18 534
18 543
18 480

20.062
20.025
20.027
19.998
19.969
19.936

18 195
18 202
18 222
18 222
18 231
18 232

19.689
19.676
19.655
19.706
19.715
19.749

16 640
16 669
16 692
16 721
16 709
16 707

均值 20.146 18 525 20.002 18 217 19.698 16 689
RSD渊%冤 0.12 0.14 0.23 0.08 0.17 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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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的作业开展提供支持袁以此保障区域用水安全[11]遥
镇政府要成立供水工程管理机构袁将村级供水

纳入统一管理袁制定管理运行办法和技术规范尧操作

规程等袁落实专职管理人员袁定期开展业务培训袁切
实加强对供水工程的管理袁提高水厂管理人员的安

全意识和责任意识遥
卫生监督机构要切实履行监督职责袁定期对各

集中式供水单位进行卫生监督袁督促供水单位做好

饮用水的加工生产袁尤其是消毒管理袁提高饮用水水

质合格率遥
实行生活饮用水检测结果公示制度遥 各级政府

要将辖区生活饮用水水质安全纳入政务公开范畴袁
定期对辖区水质安全状况进行公示袁接受社会监督遥
对违反国家生活饮用水管理相关规定的责任单位或

个人依法予以查处袁造成后果的要追究其法律责任遥
加大水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力度遥 增强全民的

法制观念和环保意识遥同时袁以相关法律法规为依据袁
制定适合鞍山市农村饮用水源保护的地方性法规袁
明确农村饮用水源保护工作的内容与范围袁建立饮

用水水源保护管理制度和奖罚制度袁加强执法监督袁
依法打击破坏水源地的各类违法犯罪行为袁使水环

境保护和建设走上法制化轨道遥
参考文献
[1] 张锋,郭丽桥,吴小燕,等.2014要2015 年西安市农村生活饮用水

水质检测分析[J].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2016,27(4):31-33.
[2] 童臻琼,林思仁,郑德涛,等.2016-2018 年某市农村生活饮用水水

质检测分析[J].实用预防医学杂志,2020,27(3):369-370.
[3] 何鹏妍,王斌,张峰.海宁县 2016 年生活饮用水水质检测结果分

析[J].中国卫生检验杂志,2018,28(4):490-494.
[4] 范尉尉,陈凤格,赵伟,等.140 座农村集中式供水工程水质卫生检

测结果分析[J].中国卫生检验杂志,2015,25(8):1244-1246.
[5] 胡迪,杨婧,黄顺利,等.2013-2015 年重庆市渝北区农村生活饮用

水水质卫生学指标检测分析[J].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管理,2017,37
(1):50-52.

[6] 陈加档,周慧珍.温州市鹿城区农村生活饮用水水质卫生状况及

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管理,2014,34(4):425-427.
[7] 陶凌云.固相萃取原气相色谱质谱法同时测定水果蔬菜中 13 种

三唑类杀菌剂[J].中国卫生检验杂志,2017,27(23):3385-3405.
[8] 王娟,尚立成,仇文轩,等 .水果中二硫代氨基甲酸酯类农药残留

情况调查[J].疾病预防控制通报,2017,32(4):77-79.
[9] 程龙凤,李世荣.重庆市 2 个县水果中二硫代氨基甲酸酯类农药

残留情况[J].职业与健康,2016,32(18):2575-2577.
[10] 黄仁德,钟嶷,王德东,等.广州市市政饮用水全分析结果调查[J].

中国卫生检验杂志,2016,26(7):1043-1045.
[11] 宋克蕾.饮用水水质检测现状与安全对策探讨[J].中国卫生产业,

2019,16(14):172-173.

结合本品的性质而定遥该色谱条件系统适用性好袁精
密度高袁专属性好袁试验结果显示本品异构体测定溶

液稳定性好袁比例对异构体杂质测定结果无影响袁说
明所选色谱系统可准确测定样品中的异构体遥

本品中试 3 批异构体杂质检测结果与原料中异

构体杂质含量相比无明显变化袁说明本品制剂生产

过程中异构体杂质含量不发生变化遥 由本品影响因

素试验及加速长期稳定性结果可知袁放置过程中异

构体杂质含量无明显变化袁考虑到本品原料中需对

异构体杂质进行严格控制袁故建议本品异构体杂质

检查不用单独设定标准遥
5 结论

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左乙拉西坦氯化钠注射

液中异构体的含量袁灵敏度高袁重现性好袁耐用性好袁

测定结果准确可靠袁该法可用于测定左乙拉西坦氯

化钠注射液中异构体的含量袁可有效尧准确控制左乙

拉西坦氯化钠注射液的质量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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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中国实用神经疾病杂志,2018(7):1-3.
[5] 郝玲花,戚燕,杜冠华,等.HPLC 法测定左乙拉西坦右旋异构体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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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朱姚亮,刘延凤.孟鲁司特钠中间体 A5 对映异构体检查方法的

建立[J].药学研究,2016,35(5):269-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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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对血清淀粉酶进行测试袁根据其信息特征可以

确定测量值的非负参数袁并且可以提高医疗化验结

果的准确程度遥因此袁现有的众多专家学者都将研究

重点放到化验体系与流程中袁这样可以显著减轻患

者的医疗负担袁而且可以避免重复检查袁而不确定度

则是促进检测结果准确的重要参考依据遥
但是袁当前对不确定度的评估方法与分类尚未

形成统一标准袁常见的评估方法主要有自助法尧蒙特

卡罗法和以测定不确定度表达指南为框架的不确定

度评定法遥 本研究重点针对不确定度评估方法与蒙

特卡罗法进行对比分析袁根据试验所得到的输出量

最佳估计值袁正确对 2 种方法的实用性进行分析与

验证遥
2 材料与方法

2.1 仪器与试剂

仪器院KDC-2046 低速冷冻离心设备曰BT25S 电

子天平曰U-3310 可见光光度计曰HI98183 型 pH 计遥
试剂院氯化钠曰氯化钙曰二水合物曰牛血清蛋白遥

2.2 样本处理

通过对淀粉酶化验样本样本进行处理袁分别调

至 2 个不同浓度的样本袁其中低浓度为样本 A袁高浓

度为样本 B袁通过对黄疸尧溶血以及脂血标本等参数

进行测定袁可以提升后续试验结果的准确性袁待所有

成本准备完毕后袁采用 2 mL EP 管进行分装袁放置于

-70益的冰箱中进行保存遥 血清淀粉酶渊AMY冤活性

测量严格按照国际临床化学联合会制定的一级参考

测量程序进行遥
3 试验方法

3.1 蒙特卡罗法输入与输出

采用蒙特卡罗对血清淀粉酶进行测定袁首先要定

义输出点 Y袁也就是需要测量的特定数值袁同时还要

明确与 Y 值相关的数量袁并采用相应的坐标模型袁
利用试验数据信息进行正态分布袁最后选择蒙特卡罗

行业释义法律对试验样本进行测定袁也就是样本量中

号遥根据不同样本中的输出量测定不同中号值袁并且

随机对抽取试验的样本结果进行总结分析袁针对中

号值进行平均计算袁将多个 M 值严格按照顺序进行

蒙特卡罗法对血清淀粉酶活性不确定度的评估

韩 宁
渊武警辽宁省总队医院 辽宁沈阳 110000冤

摘要 本文针对血清淀粉酶渊AMY冤的不确定度进行评估袁将血清 AMY催化活性浓度作为参考值袁分
别采用蒙特卡罗法渊MCM冤与不确定度评定方式渊GUF冤对各成分进行测量袁旨在促进血液化验工作的质量与

效率袁希望为相关研究人员提供参考遥
关键词 蒙特卡罗法曰血清淀粉酶曰不确定度曰评估

中图分类号 R656.1

Evaluation of Uncertainty of Serum Amylase Activity by Monte Carlo Method
HAN Ning

(Liaoning Provincial Armed Police Corps Hospital, Shenyang, Liaoning, 110000, China)
Abstract院 This paper focuses on evaluating the uncertainty of serum amylase (AMY). The serum AMY
catalytic activity concentration is used as a reference value. Monte carlo method (MCM) and uncertainty
evaluation method (GUF) are used to measure each component. It aims to promote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blood laboratory work and hope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related researchers.
Key Words院 MCM; Serum Amylase; Uncertainty;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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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序袁根据这些排序的模型量得到蒙特卡罗法输出

量对应的概率密度函数渊PDF冤值[1]遥
3.2 蒙特卡罗法确认不确定度的评估结果

在处理试验报告结果时袁也要根据不同 Y 值对

应的输出量的 PDF 进行计算袁具体可以采用不确定

度测量方式对输出量进行确认袁取得相关的约定包

含概率袁运用自适应蒙特卡罗法方式获得相对稳定

的标准数与输出量[2]遥 针对不确定度测量法与蒙特

卡罗法所取得的结果进行分析袁明确彼此之间的约

定数值容差是否一致袁最后针对数值容差进行计算袁

如果结果小于数值容差袁则表示蒙特卡罗法可以通

过确认袁反之结果大于数值容差袁则表示蒙特卡罗法

不能通过确认遥因此袁在具体试验中需要针对不同浓

度样本分别开展多次试验[3]遥
4 试验结果及分析

4.1 试验结果

本研究中针对样本 A 与样本 B 的方案进行试

验分析袁分别对 2 种方案重复测量 3 次袁对 4 次的变

化情况进行记录袁最终进行对比分析袁这样可以使对

比分析结果更加准确袁试验数据详见表 1遥

试验样本 试验次数 第 1 次 第 2 次 第 3 次 均值 总均值 标准差 变异系数

样本 A 1 d
2 d
3 d
4 d

85.23
86.68
85.40
85.10

87.10
85.80
85.11
85.77

85.69
86.73
86.42
86.31

86.01
86.40
85.64
85.73

85.945 0.181 4 0.20%

样本 B 1 d
2 d
3 d
4 d

225.20
225.90
226.80
224.20

224.70
225.48
227.80
225.80

224.80
225.60
226.66
225.00

224.90
225.66
227.09
225.00

225.763 0.514 0 0.22%

表 1 试验数据渊UL-1冤

根据输出量估计值袁标准差以及 95豫置信区间

上下限值的 2 倍标准差均小于数值容差袁说明蒙特

卡罗测量查询查询结果已达统计意义上的稳定袁则
蒙特卡罗行业释义法律评估 AMY 活性浓度不确定

度结果为抽样 10 次时对应的输出量估计值尧标准差

与 95豫置信区间下限[4]遥
4.2 讨论分析

根据上述试验结果袁能够得出蒙特卡罗法比不

确定度测定方法更加适用于不确定度的评估袁具体优

势如下院渊1冤可以准确分析出各种不确定度的数值遥
渊2冤在应用不确定度测定公式时袁可以降低偏导数的

计算缺陷遥 渊3冤有利于输出量 PDF 值的正态分布计

算遥 但也能够发现蒙特卡罗法存在以下缺陷院渊1冤收
敛速度较慢遥渊2冤试验结果附带一定的概率性遥渊3冤虽
然可以对普遍临床项目进行相对准确地测试与试

验袁但在处理特殊临床项目时仍要深入研究遥蒙特卡

罗法虽然克服了不确定度测量方式的正态分布模

型袁但是在不确定度评定方式适用时袁仍然可以首先

使用不确定度评定方式测定方式[5]遥

5 结论

综上所述袁本研究采用蒙特卡罗法与不确定性

的测量方式对 AMY 催化活性浓度进行评估分析袁
采用多次试验方式袁最终对试验结果进行整合分析袁
并采用 Matlab 软件进行数据模拟分析袁这样可以通

过不确定度测量方式的结果进行确认袁结果显示通

过遥 蒙特卡罗法可以对普遍临床研究中检测化验结

果进行优化袁但是在某些特殊临床项目上袁其对准确

度的促进效果还需要再进一步验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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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汞渊Hg冤和砷渊As冤是生物毒性较强的污染物袁
2 种污染物进入生物体后很难被排出袁 若水质被污

染袁会对人体造成危害袁有害水质被动植物吸收后袁
再被人食用袁也会产生蓄积性危害遥 因此袁快速准确

地测定生活饮用水中的 Hg尧As 尤为重要遥 本文研究

了导致原子荧光检测 Hg尧As 结果不稳定的因素 [1]袁
为准确测定生活饮用水中的 Hg尧As 提供方法依据遥
2 材料和方法

2.1 仪器和试剂

仪器院原子荧光光谱仪院Hg原子荧光空心阴极灯

渊AF-2冤曰As原子荧光空心阴极灯渊HAF-2冤曰分析天平遥
试剂院盐酸渊HCl冤尧硝酸渊HNO3冤渊优级纯冤曰硫脲

渊CH4N2S冤曰抗坏血酸渊AA冤曰氢氧化钠渊NaOH冤曰硼氢

化钠渊NaBH4冤曰As尧Hg 标准储备液渊GB袁质量浓度为

100 滋g/mL冤遥
2.2 仪器工作条件

原子荧光光谱仪测定 Hg 和 As 的工作条件院灯

电流院As 30 mA袁Hg 20 mA曰原子化器高度院8 mm 光

电倍增管负高压 270 V渊As冤袁200 V渊Hg冤曰屏蔽气流

量院1 000 mL/min曰载气流量院500 mL/min遥
2.3 试验方法

称取 5.0 gNaOH 和 10.0 gNaBH4 于 500 mL 水

中袁作为测定 Hg 和 As 的还原剂袁现用现配袁配制好

的溶液需放于塑料瓶中遥 配制 Hg 的标准溶液为

0.50 滋g/L渊用 5%HNO3 稀释冤遥 将 1 gCH4N2S 和 1 g AA
加入 Hg 标准溶液中袁分别放置 30尧60尧90尧120 min遥
未加 1 g CH4N2S 和 1 g AA 的 Hg 标准溶液袁分别放置

30尧60尧90尧120 min遥
配制 As的标准溶液为 10.00 滋g/L渊用 5% HCl 稀

释冤袁其中加入 1 g CH4N2S 和 1 g AA遥载流为 5% HCl遥
分别放置 30尧60尧90尧120 min遥

当还原时间均为 30 min 时袁将 0.50 滋g/LHg 标准

溶液和 10.00 滋g/LAs 的标准溶液分别置于环境湿度

为 25%耀50%尧70%耀90%的实验室中袁测量 Hg 和 As
溶液的信号值遥

原子荧光仪测定水中的汞和砷

尹 晶 吕子健
渊辽宁省丹东市卫生健康服务中心 辽宁丹东 118000冤

摘要 本文对水中汞渊Hg冤和砷渊As冤测定中还原剂的使用及还原时间进行了研究袁结果表明 Hg尧As不
能同时以硫脲和抗坏血酸为还原剂进行还原袁且还原时间应为 30 min遥 原子荧光仪受湿度和温度影响很大袁
湿度在 25%~50%袁温度在 20℃~30℃时袁原子荧光仪能准确测定水中 Hg尧As遥

关键词 还原剂曰温度曰湿度

中图分类号 X832

Determination of Hg and As in Water by Atomic Fluorescence Spectrometry
YIN Jing, LYU Zijian

(Liaoning Dandong Health Service Center, Dandong, Liaoning, 118000, China)
Abstract院 In this paper, the use of reductant and reduction time in the determination of mercury (Hg)
and arsenic (As) in water are studied. It is concluded that Hg and As cannot be reduced by using
thiourea and ascorbic acid as reductant at the same time, and the reduction time should be 30 min. The
atomic fluorescence instrument is greatly affected by humidity and temperature. When the humidity is
between 25%要50% and the temperature is between 20℃要30℃, the atomic fluorescence instrument can
accurately measure Hg and As in water.
Key Words院 Reductant; Temperature; Humid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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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还原时间均为 30 min 时袁将 10.00 滋g/LAs 的
标准溶液分别置于环境温度为 10益耀15益尧20益耀30益
的实验室中袁测量 As 溶液的荧光值遥
3 结果与讨论

3.1 还原时间对测定结果的影响

原子荧光光谱仪测定 As 时袁需加入 CH4N2S 和

AA 混合溶液袁将五价 As 还原成三价 As袁以测总 As
含量袁需将还原反应保持一段时间袁以确保 As 全部

被还原遥但在此还原剂作用下袁若一直延长还原时间袁
Hg 离子会被还原为 Hg 原子袁Hg 的稳定性降低袁易
造成 Hg 的挥发或吸附于玻璃器皿内壁袁 放置时间

不可过长[2袁3]遥结果表明袁当向 Hg 溶液中加入 CH4N2S
和 AA 时袁测定结果小于标准值袁说明 CH4N2S 和 AA
不适合做 Hg 的还原剂遥 在未加 CH4N2S 时袁随着还

原时间的延长袁Hg 标准溶液的测定值也在逐渐下

降袁30 min 是 Hg 放置还原的最佳时间遥 As 明显比

Hg 稳定袁在 30耀120 min袁As 的测定结果均接近标准

值袁说明 As 的还原时间在 30 min 即可袁可以节约检

测时间遥 不同还原时间对 Hg 和 As 的影响结果详见

表 2遥
表 2 还原时间对测定 Hg和 As溶液的影响

还原时间

渊min冤

0.50 滋g/LHg标准

溶液测定值渊滋g/L冤
渊未加 CH4N2S 和

AA冤

0.50 滋g/LHg标准

溶液测定值渊滋g/L冤
渊加 CH4N2S 和

AA冤

10.00滋g/LAs的标

准溶液测定值

渊滋g/L冤
渊加还原剂冤

30
60
90

120

0.49
0.46
0.43
0.39

0.42
0.37
0.34
0.31

9.97
9.92
9.93
9.91

3.2 环境湿度对原子荧光测定 Hg 和 As 的影响

原子荧光仪受环境的影响很大[4袁5]袁试验数据表

明袁湿度在 25%耀50%袁测定 0.50 滋g/LHg 标准溶液

的荧光值变化范围在 55 左右袁测定 10.00 滋g/LAs 标
准溶液的荧光值变化范围在 25 左右袁且 2 h 仪器均

基本稳定袁测定 As 的荧光值比 Hg 的荧光值稳定遥
当湿度超过 70%时袁仪器的稳定时间明显变长袁仪器

的稳定时间需要 4 h袁Hg 荧光值的变化范围在 90 左

右袁As荧光值的变化范围在 50 左右袁变化范围大遥在
雨季进行原子荧光检测时袁需注意实验室环境湿度袁
必要时需在实验室安装除湿机遥
3.3 环境温度对原子荧光测定 As的影响

将湿度控制在 38%进行试验袁试验数据表明袁温
度在 10益耀15益袁测定 10.00 滋g/LAs 标准溶液的荧光

值变化范围在 17 左右袁而在 20益耀30益测定原子荧

光值袁荧光值很稳定袁说明 25益耀30益使用原子荧光

测定 As 结果更加准确袁详见表 5遥

4 结论

在对原子荧光光谱仪测定水中 Hg尧As 的条件

进行优化的情况下袁研究分析了还原剂的使用及还

原时间对测定水中 Hg尧As 元素的影响袁在 Hg 溶液

中加入 CH4N2S和 AA袁测定 Hg 的荧光值偏离标准值袁
是因为在 Hg 溶液未进入仪器前袁大量的 Hg 离子被

CH4N2S和 AA还原成Hg 原子袁而 Hg 原子不稳定袁会
造成 Hg 元素损失遥 同时还说明 Hg尧As 元素不能同

时利用 CH4N2S 和 AA 作为还原剂还原袁需要分别进

行试样还原处理遥 在进行 Hg尧As 标准溶液测量时袁
30 min 为最佳还原时间遥 环境温度和湿度对原子荧

光仪影响很大袁湿度在 25%耀50%袁温度在 20益耀30益
时袁原子荧光仪能快速稳定且准确地测定水中 Hg尧As袁
所以在冬夏季节使用原子荧光仪时袁需要注意环境

条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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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渊h冤 10益耀15益原子荧光值 20益耀30益原子荧光值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5.5
6.0
6.5
7.0
7.5
8.0

429.63
435.27
425.68
427.84
437.69
429.22
431.29
439.27
427.69
422.63
433.29
429.57
436.27
423.69
426.72

441.39
442.07
442.69
443.78
442.27
443.53
442.95
441.47
442.44
441.87
442.07
443.54
441.42
443.42
442.57

表 5 不同温度对 10.00滋g/LAs标准溶液测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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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随着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袁人们的生活水平不

断提高袁人们对食品的要求也随之提高袁肉制品的质

量问题受到广泛关注[1]遥 随着科技的发展袁社会中不

乏一些商家为了利益袁在肉制品中添加各种添加剂尧
防腐剂尧瘦肉精袁以低价格肉品代替高价格肉品袁以
次充好袁导致食品安全问题频发袁引起了社会对食品

安全问题的广泛关注遥 且由于我国当前尚没有动物

源食品的鉴别检测技术标准方法袁食品行业行政监

管存在漏洞袁市场上肉制品掺杂现象层出不穷袁故根

据聚合酶链式反应渊PCR冤技术开发出能够快速鉴定

肉制品中掺杂物的方法尤为重要 [2]遥 本文主要从不

同肉制品中提取其特异性靶基因并进行设计袁 从而

合成特异性的引物袁再经单重和多重 PCR 优化袁确

定检测不同肉制品的单重和多重 PCR 方法袁然后组

装试剂盒袁最后应用试剂盒对不同肉制品中的掺杂

物进行快速鉴别研究遥
2 资料与方法

本次研究主要运用了 PCR 技术袁PCR 技术是根

据目的靶基因设计特异性引物袁借助 DNA 聚合酶体

外大量扩增目的片段袁是一种用于放大扩增特定的

DNA 片段的分子生物学技术 [3]袁能够将微量的 DNA
大幅增加袁PCR 技术能够实现对特定核苷酸序列的

特异性扩增袁具有常规诊断方法无法比拟的准确性袁
且 PCR 技术操作简单尧检测快速尧特异性强尧灵敏度

高袁是当前食品安全检测尧疫病检测中广泛使用的分

子生物学快速检测技术[4]遥 多重 PCR 是在同一 PCR
反应体系里加上 2 对以上引物袁同时扩增出多个核

PCR 技术对肉制品中掺杂物的快速鉴定研究

马邯生
渊邯郸职业技术学院 河北邯郸 056001冤

摘要 为了探讨聚合酶链反应渊PCR冤技术对肉制品中的掺杂物进行快速鉴定研究的方法袁本文从不同

肉制品中提取出其特异性靶基因袁并进行设计从而合成出特异性的引物袁再经单重和多重 PCR优化袁确定检

测不同肉制品的单重和多重 PCR方法袁之后组装试剂盒袁并应用其对不同肉制品中的掺杂物进行快速鉴别

研究遥经过 3次重复检测袁所有样品检测结果均完全一致遥 PCR技术重复性好袁稳定性高袁可对肉制品中的掺

杂物进行快速鉴定研究遥
关键词 聚合酶链反应曰肉制品曰鉴定

中图分类号 TS251.7

Research on Rapid Identification of Adulterants in Meat Products by PCR Technology
MA Hansheng

(Handan Polytechnic College, Handan, Hebei, 056001, China)
Abstract院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 technology for rapid identification of
adulterants in meat products, specific target genes are extracted from different meat products and designed
to synthesize specific primers in this paper. After single-plex and multiplex PCR optimization, the
single-plex and multiplex PCR methods for detecting different meat products are determined, and then the
reagents are assembled. Finally, the kit is used to quickly identify the adulterants in different meat
products. After 3 repeated tests, the test results of all samples are completely consistent. PCR technology
has good reproducibility, high stability, and can be used for rapid identification and research of
adulterants in meat products.
Key Words院 PCR; Meat Products; Iden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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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片段的 PCR 反应袁其反应原理尧反应试剂和操作

过程与一般 PCR 相同遥 一般 PCR 仅应用 1 对引物袁
通过 PCR 扩增产生 1 个核酸片段袁主要用于单一致

病因子等的鉴定遥
2.1 研究方法

2.1.1 DNA 的提取

运用不同的方法提取肉制品中的 DNA袁并对方

法不断优化袁从而获得最适合的提取 DNA 的方法遥
2.1.2 引物设计

根据不同肉制品中提取的 DNA袁得到特异性的

靶基因袁利用 Oligo 6.0 软件设计合成 3 对特异性引

物袁并对引物的特异性进行试验检测遥
2.1.3 单重 PCR 反应条件的优化

影响 PCR 反应的主要条件有退火温度尧引物含

量尧DNA 模板含量等袁对各个条件进行优化袁从而确

定最适合的退火温度尧引物含量尧DNA 模板含量等

条件遥
2.1.4 多重 PCR 反应条件的优化

通过对单重 PCR 的反应条件进行优化袁得到试

验结果后袁在已知结果的条件下袁依次对多重 PCR
的退火温度尧引物含量尧DNA 模板含量等主要条件进

行优化袁从而确定多重 PCR 反应的最佳退火温度尧
引物含量尧DNA 模板含量等主要条件遥

分别以 45益尧47益尧49益尧51益尧53益尧55益的退火

温度进行 PCR 反应袁从而确定最佳退火温度遥 分别

以 2尧4尧6尧8尧10 滋L DNA 或 cDNA 为模板进行反应袁
从而确定最佳 DNA 模板含量遥 在 25 滋L PCR 反应

体系中分别加入各对引物渊20 滋mol/滋L冤0.5尧1.0尧1.5尧
2.0尧2.5尧3.0 滋L袁从而确定最佳引物浓度遥
2.1.5 特异性尧敏感性尧临床应用试验

运用优化后的多重 PCR 反应条件袁以不同肉制

品中提取的 DNA 为模板进行多重 PCR 特异性检测

试验遥 将提取到的肉制品中的 DNA 依次做 10 倍系

列稀释袁每个稀释度取 5 滋L 为模板袁用多重 PCR 优

化得到的最佳反应条件对不同浓度下的 DNA 模板

进行鉴定袁确定检测方法的敏感性以及其应用效果遥
2.1.6 PCR 产物的微芯片电泳检测

本试验使用 MCE-202 MultiNA 微芯片电泳系

统袁具体操作参照其使用说明书进行遥
2.2 数据分析及图像处理

利用 Excel2010尧SPSS19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

分析袁利用MultiNA viewer软件处理微芯片电泳图像遥
3 结果与分析

3.1 检测单重 PCR 扩增的产物

利用合成设计出的 3 对引物进行单重PCR 反

应袁并进行琼脂糖凝胶电泳袁电泳结果详见图 1遥
M 1 2 3 4 5 6

2 000 bp
1 000 bp
750 bp
500 bp
250 bp
100 bp

240 bp
415 bp
743 bp

图 1 单重 PCR反应结果

由图 1 可知袁3 对引物分别扩增出了 240 bp尧
415 bp尧743 bp 的特异性片段袁与预期目的片段大小

相符遥
3.2 多重 PCR 反应条件的优化

在对多重 PCR 反应条件的优化过程中袁确定了

最佳退火温度为 50益袁最佳模板浓度为 6 滋L袁最佳

引物浓度为 1.5 滋L遥 综上所述袁三重 PCR 的最佳条

件为院预变性袁94益袁5耀10 min曰变性袁94益袁45 s耀1 min曰
退火袁50益袁1 min曰延伸袁72益袁1耀1.5 min袁30 个循环曰
最后一次延伸时间延长到 10 min遥
3.3 特异性试验

利用已知的多重 PCR 反应的最适条件对不同

肉制品中的掺杂物进行多重 PCR扩增反应袁多重 PCR
扩增具有很好的特异性袁结果详见图 2遥

M 1 2 3 4 5 6

2 000 bp
1 000 bp750 bp500 bp
250 bp
100 bp

240 bp
415 bp
743 bp

图 2 特异性试验结果

3.4 敏感性试验结果

将 3 种 DNA 的检测浓度分别进行 10 倍系列梯

度稀释袁稀释至 10-4 倍袁取 5 滋L 各稀释度 DNA 作为

模板进行多重 PCR 检测袁检测结果详见图 3遥从图 3
可知袁该多重 PCR 检测方法最低可以检出 10-3 倍稀

释的总模板遥
3.5 重复性试验结果

经过 3 次重复检测袁所有样品检测结果均完全一

渊下转第 101 页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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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出境动物及其产品的检验检疫风险管理是一项

长期尧规律并且具有周期性的工作袁这种风险管理主

要包括 2 个方面的内容遥 一是对动物及其产品的风

险进行检验袁 包括动物疫病尧 传染病以及寄生虫病

等遥 二是检验检疫工作本身的风险袁 包括出入境人

员尧出境动物及其产品尧进出口货物以及交通工具等

在工作中所涉及的风险 [1]遥 对这些风险问题进行分

析并提出对策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遥
2 动物和动物产品检验检疫概述

根据叶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曳以
及相关的条例规定来看袁动物主要包括野生和饲养

的动物袁如禽尧兽尧畜尧蛇以及虾蟹等遥此外袁出境动物

还包括观赏动物尧试验动物尧演艺动物以及其他动物

等[2]遥 而动物产品则主要指的是一些未经加工或者

是经过加工但是仍有可能存在疾病传播的动物产

品袁这些产品包括毛类尧肉类尧生皮张以及动物水产

品等遥同时也包括一些动物性药材袁如干鱼尧鱼粉尧鱼
子以及血粉等遥对这些动物及其产品进行检验检疫袁
主要是为了防止动物之间的传染病传播袁并且同时

保证畜牧业生产和人类的健康安全遥在具体工作中袁
主要采用相应的科学检查方法袁对动物及其产品进

行疫病检查袁并且进行强制隔离袁同时采取适当的处

理方法遥 检验指的是通过仪器尧工具或者相关分析

方法和技术袁对动物及其产品是否符合相关的技术

标准尧规格以及含量进行检查遥
3 出境动物及其产品风险管理存在的问题

3.1 风险环境分析不全面

对于出境动物及其产品风险管理来说袁风险环

境分析是所有管理的前提袁同时也是风险管理的重

要基础遥以当前的风险环境分析现状来看袁仍然存在

不足之处袁目前这种不足主要体现在 3 个方面遥一是

出境动物及其产品检验检疫风险管理分析

戚一达
渊黄岛海关 山东青岛 266555冤

摘要 随着对外贸易的不断深入袁我国出口经济得到了迅猛发展遥 出境动物及其产品作为重要的贸易

交互类型袁具有一定的风险性遥 各国在动物及其产品贸易过程中袁为了保护本国的生态以及农林牧渔业的安

全袁都会实行严格的安全和疫病检验遥 基于此袁本文通过对相关概念的分析袁指出出境动物及其产品在风险

管理中的问题袁并且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袁希望给相关人员提供借鉴遥
关键词 出境动物曰产品曰检验检疫曰风险管理曰问题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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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Risk Management of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of Outbound Animals and Products
QI Yida

(Huangdao Customs District, Qingdao, Shandong, 266555, China)
Abstract院With the deepening of foreign trade, Chinese export economy has also been rapid development.
As an important type of trade interaction, outbound animals and their products have certain risks. In
order to protect their own ecology and the safety of agriculture, forestry, animal husbandry and fishery,
countries will carry out strict safety and epidemic disease tests in the trade of animals and their product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e problems of outbound animals and their products in risk
managemen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relevant concepts,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hoping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relevant personnel.
Key Words院Outbound Animals; Products;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Risk Management; Problems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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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环境分析不够充分袁在当前动物及其产品的贸

易过程中袁由于贸易流通方式比较多样袁动物及其产

品在货物交易流通过程中袁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传统

交通运输工具袁 快递和电子商务新生态会带来众多

不确定风险遥对这种风险缺乏相应的管理袁不利于整

体风险环境的分析遥 二是相应的内部环境分析不够

透彻袁 当前很多检验检疫部门对动物及其产品的一

些疫病大环境缺乏了解袁对一些畜牧业发展情况和

畜禽产品质量安全等信息了解还不够全面遥 并且接

受信息的速度也比较慢袁导致在检验检疫过程中袁由
于疫病等信息更新不及时袁留下诸多安全隐患遥三是

对一些风险的信息采集还不够完整袁由于国际间动

物疫情流行动态变化和贸易交易壁垒的客观存在袁
不同国家或地区对一些产品检验检疫的要求也在不

断地更新和变化当中遥 如果没有在实际工作中对这

些准则进行收集落实袁 在风险环境分析上就缺乏动

态体系袁不利于对风险环境信息的整合遥
3.2 风险评估不严谨

目前袁出境动物及其产品在检验检疫风险评估上

也有着同样的问题出现遥例如袁对一些风险的识别不

够全面袁在识别范围上有一定的局限性遥当前很多部

门的检验检疫风险识别主要集中在检疫内部风险和

产品检验上袁对一些政策变化和突发事件有可能带

来的潜在影响研究比较少袁并且对一些检疫风险的

源头追溯也不够到位袁容易造成风险遗留袁进而产生

安全隐患遥此外袁在对风险进行评估分析的过程中缺

乏时效性袁没有结合具体的检验检疫工作制度进行

处理袁在科学方案的制定方面存在不足袁这样就会导

致风险分析工作无法对动物及其产品的检验检疫形

成有效渗透遥 且风险评估不能根据检验检疫工作的

变化而及时更新完善袁也会导致风险评估不严谨问

题的出现遥
3.3 风险应对措施不合理

对于检验检疫风险管理来说袁如何对风险做出

有效应对才是关键遥 风险应对需要通过对风险进行

正确分析袁通过回避尧降低尧转移等方式将风险有可

能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遥 然而以实际风险应对现状

来看袁目前还存在 3 个问题遥一是缺少相应的风险验

证袁在对一些出境货物进行例行报检时袁针对一些工

艺技术参数尧实验室数据尧产品厂检单以及管理方法

等没有进行周期性的全面复查袁这样就有可能出现

实际货物和标准参数存在不符的情况袁不仅会留下

相应的安全隐患袁 同时也会降低相关检验部门的公

信力遥 二是在应急措施的处理方面袁 方法还比较单

一袁在一些风险隐患的应对方面存在野一刀切冶的问

题袁忽视了风险应对策略的层级考虑和应对方法的

估量袁这样就会在无形之中增加检验检疫的风险管

理成本遥 三是风险参数设置不够科学袁很多风险参

数和抽样规则都没有实现有效应对袁这样就不能满

足出境货物的实际批量或要求袁导致具体应对措施

方面存在着执行难度较大以及与实际情况出现脱

节的现象袁增加了检验周期袁不利于对风险做出有效

应对[3]遥
3.4 监督和评审工作不到位

监督和评审工作是风险管理架构中的重要组成

部分袁同时也是风险管理计划的重要内容袁目前在风

险监督和评审工作方面袁还存在着缺乏衡量标准的

问题袁目前很多检验检疫部门都将监督和评审工作

用于评价和总结袁只注重结果和影响袁并没有形成一

套标准的绩效考核体系袁在监督评审工作方面缺乏

必要的规范指导遥 另外袁很多检验检疫风险管理部

门的监督评审工作袁还缺少外部联系袁很多环节的风

险管理在控制和评价上袁 往往只依赖检验检疫内部

的管理袁从而导致监督评审工作的开展不够细致遥最
后袁这种监督和评审工作不到位的问题袁还体现在专

业人才的缺乏方面袁目前检验检疫内部尤其缺少一

类与实际业务工作产生关联的风险管理专家和人

员袁并且这种人才的缺乏还会间接导致人力资源的配

置不够合理袁一些检验检疫人员并不具备能够与其

岗位职责相匹配的能力与技术遥 这种人才缺乏问题

的出现袁就会导致在监督评审工作执行中袁容易因为

个人理解差异尧 选择方式不同以及执行尺度不一等

原因袁形成各种各样的监督评审问题遥
4 出境动物及其产品风险管理对策建议

4.1 填补风险环境分析漏洞

针对当前风险环境分析的各种问题袁需要对这

些风险环境分析中存在的不足和漏洞进行填补遥 首

先袁需要针对一些环境分析漏洞袁完善相关的法律法

规遥还可以根据自身的工作实际袁将一些值得借鉴的

经验和优秀的做法袁给各地的检验检疫部门进行反

馈袁形成一种新的发展条例袁通过法律法规的完善与

修订来对风险管理作出正确的部署要求袁确保产品

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都能有一定的科学性袁 尽可

能避免环境风险因素的影响[4]遥 其次袁要开展出境动

物卫生的调研和运用袁对于检验检疫的风险来源来

说袁疫病疫情是主要原因袁对这种疫病疫情的信息收

集和掌握力度袁能够直接对风险管理决策产生影响遥
所以需要开展动物卫生的调研和运用袁组织专业的

风险管理队伍袁和一些专家与农业部门进行有效对

接袁精准掌握动物疫病的各种流行特点袁并了解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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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袁对一些外部环境有可能存在的突发事件进行

警示和公告遥 此外袁在风险环境分析漏洞填补上袁还
需要建立起风险信息采集平台袁通过这种平台对一

些疫病信息进行有效采集遥实现质检部门疫病尧农业

部门疫病通报以及各个地区之间的疫病流行变化的

有效对接遥尽可能地提高查询效率袁同时对出境动物

及其产品的大数据全面进行采集袁有效规避风险环

境分析漏洞遥
4.2 制定统一风险评估标准

为了对风险评估不科学问题做出有效应对袁需
要对检验检疫的各种管理资源进行整合袁从而制定

出统一的风险评估标准袁确保风险管理工作能够规

范进行遥在风险评估标准的统一方面袁需要对风险识

别范围进行扩大袁可以对各个部门和各个层级在风

险信息采集中的职责定位进行明确袁并且建立起相

应的分工协作机制袁无论是风险识别的深度还是广

度袁都能够得到明显扩大遥 同时为了将这种范围扩

大落实到每一个环节当中袁可以采取走访调研尧科学

普查以及问卷调查等方式袁对风险识别的方式进行

创新袁让风险识别拥有更多主体遥在确定风险识别范

围以后还应该适时地开展风险分析袁 根据动物及其

产品的风险类别尧风险等级袁建立一种常规性尧回顾

性以及交叉性结合的风险分析制度袁对风险分析要

求比较高的产品袁应当每年都进行一次风险分析[5]遥
此外袁在风险分析评估方面袁还需要加强风险评价体

系的建设遥 对一些风险管理主管部门以及各个业务

部门在风险评估中的职责进行定位袁对风险分析中

不同主体尧工作方法以及结果判定都进行科学调整袁
以达到风险评估的作用遥 并且这种完善的风险评估

制度袁需要对企业生产状况尧历史诚信记录尧质量管

理体系以及业务发展情况都进行综合评定和分析袁
对于科学的风险评估具有积极意义遥
4.3 采用科学应对方法

此外袁出境动物及其产品检验检疫的风险管理

对策袁还需要从技术层面入手袁通过技术的创新优化

和进步袁采用一种科学的应对方法提高管理水平遥一
是要坚持把关和服务相统一的原则袁在风险应对时袁
对成本尧合法性以及效果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袁运用

一种统一的风险管理框架袁在相同的流程和标准下袁
对各种风险应对策略都进行有效运用遥 二是要选择

一些较为合理的应对策略袁很多出境动物及其产品

在风险管理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袁生搬硬套其他事故

案例并不能很好地解决袁因此需要针对不同的风险

级别袁针对性地采取处理措施遥 如风险出现并且超

过了相关的假定范围袁就可以通过产地时间选择尧隔
离检疫以及目的地使用限制袁对动物及其产品的存

放尧加工以及运输进行管控袁降低风险危害遥 如果风

险进一步发生了恶化袁就可以通过检疫处理以及隔离

扑杀等强制性手段来阻断一些风险的发生遥
4.4 发挥监督和评审作用

为了对出境动物及其产品检验检疫风险管理中

评审监督的问题进行解决遥 还应该对监督和评审方

式进行创新袁将其作用充分发挥出来遥可以引进一些

风险管理绩效作为整体监督和评审工作的相关指

标袁将这种风险管理绩效纳入现有的检验检疫绩效

管理框架内袁并且在原有的基础上袁通过指标来明确

考核监督内容袁在评估标准明确的前提下袁多主体并

且多侧面的进行监督评审遥 通过绩效管理中每个环

节的绩效对比情况袁找到风险管理工作的不足之处

或薄弱环节袁对风险管理提供有效的指导遥 另外袁还
需要对监督评审方式进行积极创新袁在内部专家的

建议指导下开展高效的整治以及排查行动袁防止监

督评审工作中出现弄虚作假的行为遥 同时还可以积

极引入一种第三方评价袁对风险管理过程中的运行

状态进行检查遥
5 结语

综上所述袁出境动物及其产品种类比较繁多袁同
时产品性质比较复杂袁在多个国家的贸易中袁检验检

疫都已成为敏感问题遥一旦检验检疫工作出现差池袁
导致动物及其产品出境过程中因为风险出现安全事

故袁就会造成比较恶劣的影响遥 因此袁针对目前检验

检疫风险管理中存在的诸多问题袁需要注意完善制

度并加强管理袁将一些风险控制在可接受范围内袁
提高检验检疫水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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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近年来袁在市场需求迅速增长和政府产业政策

扶持的双重利好下袁我国第三方检测行业发展迅速袁
在加强质量安全尧促进产业发展尧维护群众利益尧服
务民生工程尧保障国家安全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遥
但目前国内的第三方检测机构由于人员流动性大尧
管理手段相对落后及业务领域较为分散等原因袁以
及样品种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尧检测手段的局限性尧
检测机构之间的恶性竞争等因素的影响和限制袁质
量管理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袁导致第三方检测机构

检测质量事故时有发生遥 一旦发生检测质量事故袁
将会给检测机构尧客户和社会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

和经济损失[1]遥
因此袁第三方检测机构加强检测质量风险管理

对第三方检测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袁

本文旨在结合我国第三方检测机构的发展现状袁对
检测工作中的典型质量风险进行识别尧分析和评估袁
提出一些降低和消除质量风险方面的措施和建议

供相关人员参考袁以共同促进第三方检测实验室质

量管理工作水平的提升遥
2 检测质量风险管理的流程

实验室应建立与之相适应的质量风险管理程

序袁检测质量风险管理的流程与其他领域的风险管

理大同小异袁可按照风险识别尧风险评估尧风险防范

与控制等步骤进行遥
3 检测质量风险识别

影响检测数据质量的因素很多袁主要有人员尧方
法尧试剂尧设备尧环境尧过程等因素袁因此第三方检测

机构质量风险应根据各自的业务特点袁从野人机料法

环冶等 5 个方面进行质量风险识别遥

第三方检测实验室质量风险管理研究

刘 莉
渊永兴贵研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郴州 423300冤

摘要 本文根据我国第三方检测机构实际情况及风险管理的基本流程和方法袁对第三方检测实验室的

典型质量风险进行了风险识别和风险评估袁并针对主要质量风险因素提出了一些具体的风险防范与控制措

施遥 实验室应根据 CNAS-CL01:2018叶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认可准则曳和 RB/T 214要2017叶检验检测机构

资质认定能力评价 检验检测机构能用要求曳的要求袁建立并不断完善实验室质量管理体系遥
关键词 第三方检测实验室曰质量风险管理曰风险识别曰风险评估曰风险防范与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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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Quality Risk Management of the Third-Party Testing Laboratory
LIU Li

(Yongxing Guiyan Testing Technology Co., Ltd., Chenzhou, Hunan, 423300, China)
Abstract院 Based on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Chinese third-party testing institutions and the basic processes
and methods of risk management, this paper conducts risk identification and risk assessment on the
typical quality risks of third-party testing laboratories, and puts forward some specific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for the main quality risk factors. The laboratory shall establish and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 laborator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CNAS-CL01:2018 "Criteria for the
Accreditation of Testing and Calibration Laboratory Competence" and RB/T 214要2017 "Requirements for
the Qualification Accreditation of Inspection and Testing Institutions to Evaluate the Use of Inspection and
Testing Institutions" management system.
Key Words院 Third -Party Testing Laboratories; Quality Risk Management; Risk Identification; Risk
Assessment;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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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人员风险识别

3.1.1 专业知识和业务技能缺乏

如果管理人员专业知识缺乏袁管理经验不足袁就
不具备良好的决策和组织管理能力曰如果技术人员

缺乏专业理论知识袁业务技能水平低袁就无法承担检

测方法创新和方法论证等技术工作曰如果操作人员

缺乏专业基础知识和基本操作技能袁就无法正常开

展试验工作袁这些都会严重影响检测工作的质量遥
3.1.2 缺乏职业道德素养

如果实验室人员缺乏职业道德袁在工作中就会

出现责任心不强袁检验检测工作不严谨等问题袁甚至

在外来利益的诱惑下人为篡改试验数据或伪造检测

数据袁从而严重影响检测质量曰如果管理人员缺乏

职业道德袁其工作态度可能会影响客户关系袁甚至

发生管理人员行政干预检测活动公正性的情况遥
3.2 仪器设备风险识别

仪器设备包括抽样尧测量和检测设备袁是实验室

检测活动最直接的工具袁仪器设备未经计量检定或

校准袁无检定/校准计划袁超检定周期使用袁未按计划

进行期间核查袁无操作规程尧维护尧保养尧使用记录袁
未进行标识管理袁设备性能丧失等都会影响检测结

果的可靠性尧准确性遥
3.3 试剂耗材风险识别

实验室使用的蒸馏水尧去离子水尧试剂药品尧标
准物质和参考物质以及玻璃器皿尧滤纸等试剂耗材

性能不达标袁都有可能使检测数据产生严重偏差遥
3.4 检测方法风险识别

实验室开展检测工作所依据的方法尧规程尧规范

和标准是否正确尧有效或适用袁将直接关系到检测结

果的准确性尧可靠性曰非标方法是否经过技术部门的

确认袁委托检测合同中是否明确客户对检测方法的

要求袁也都将影响检测数据的准确性遥
3.5 环境风险识别

检测实验室开展工作时袁部分产品或参数的检

测需要特定的环境条件袁如温度尧湿度尧噪声振动尧电
磁场等环境条件不满足要求时袁会影响到被测样品

的性能和所选用仪器设备的测量精度袁从而影响检

测数据的准确性遥
4 风险评估

实验室应从风险发生频率尧严重程度尧风险承受

能力等方面评估风险可能造成的损害程度袁为正确

选择风险防范和应对措施提供依据遥
4.1 危害严重程度的判定

危害程度是指风险发生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和

损失的程度袁分值越高影响越严重袁危害的严重程度

和分值详见表 1遥
表 1 危害严重程度的判定

危害后果 分值渊分冤
轻微

一般

严重

非常严重

发生后对检测报告结果和内容没有影响

发生后对检测结果和报告有影响

发生后直接影响到质量管理体系

发生后可能产生经济纠纷尧 人身安全或者

违反法律法规

1耀2
3耀5
6耀8
9耀10

程度

4.2 危害发生概率的确定

危害发生的概率大小可用分值表示袁分值越高

概率越大袁风险发生的概率极低时袁分值为 1~2 分曰
风险发生的概率中等时袁分值为 3~5 分曰风险发生

的概率较高时袁分值为 6~8 分曰风险发生的概率极

高时袁分值为 9~10 分遥
4.3 风险指数的确定

风险指数=严重度伊发生率袁所得数值越大风险

越大袁数值大于或等于 40 时袁必须采取预防措施减

小或消除风险遥
5 风险防范与控制

实验室的检测质量风险来源于人员尧仪器设备尧
试剂耗材尧检测方法尧环境等各个要素和各个管理过

程袁应对这些风险因素进行系统分析袁根据风险的类

型尧风险的发生概率和危害严重程度制定相应的防

范和控制措施遥
5.1 人员管理

实验室要在人员的招聘尧培训尧分工尧考核等环

节加强管理袁同时通过实验室企业文化建设尧完善激

励机制等措施袁保证人员队伍的相对稳定遥实验室的

人员素质决定了实验室水平袁要想促进实验室长久发

展袁就必须严格控制新进人员的知识技能和职业素养遥
5.1.1 人员档案管理

要对各岗位人员的学习工作培训经历尧获得的

资质尧取得的科研成果建立系统的人员档案袁健全的

人员档案是实验室进行合理分工尧开展高效培训尧考
核和激励的前提袁也是实验室认可准则和实验室资

质认定评审的基本要求遥
5.1.2 人员的培训

实验室应加强内部法律法规和职业道德的培

训袁提高员工的法律意识和职业道德袁增强员工的质

量意识和责任心袁要根据不同层次尧不同岗位开展不

同形式尧内容的培训袁要制定实验室中尧长期培训规

划袁才能使实验室人员适应检测技术更新和业务拓

展的要求遥
5.1.3 人员的考核与激励

要把检测工作质量作为人员业绩考核评价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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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重要指标袁针对实验室人员的检测质量制定具体

的奖惩措施袁才能激励检测人员和管理人员重视检

测工作质量袁加强质量管理和质量控制袁从而保证检

测工作的质量遥
5.2 仪器设备管理

5.2.1 仪器设备的购置及档案管理

实验室购置新的仪器设备时袁应根据检测业务

需求袁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袁合理对仪器厂家尧型号尧
功能尧精度尧技术先进性尧性能稳定性尧安装使用环境

条件尧使用维护成本等因素进行筛选袁并做好新购置

仪器的安装尧调试尧验收工作袁并针对新购置的仪器

开展相关培训遥
建立仪器设备标识和档案是做好仪器设备管理

工作的前提袁只有健全仪器档案袁才能做好仪器设备

的检定尧校准和维护保养工作遥
5.2.2 仪器设备的维护保养

实验室的仪器设备应做好日常的维护保养工

作袁以保持仪器设备良好的工作状态遥仪器设备经过

维修后在使用前应做仪器设备状态的核查确认工

作袁保证仪器设备的各项指标满足相关要求遥
5.3 试剂耗材管理

5.3.1 供应商的选择

实验室应建立合格供应商名录袁对关键试剂耗

材的供应商进行严格的审查袁并建立合格供应商档

案袁对检测工作可能产生影响的关键试剂耗材必须

从合格供应商渠道采购袁这是保证检测用试剂耗材

质量的前提遥
5.3.2 试剂耗材的验收

实验室采购的试剂和耗材都应严格验收袁采购

的标准物质必须进行技术确认袁合格后方可投入使

用袁这是保证检测数据准确可靠的前提遥
5.4 检测方法管理

5.4.1 检测方法的选择

实验室应采用能满足客户需求且适用于所进行

检测活动的方法袁应优先选择国际标准渊如 IEC尧ISO
标准冤尧区域标准渊EN冤尧国家标准渊GB冤尧行业标准尧出
口对象国国家标准渊如美国 EPA尧ASTM 标准冤规范

规定采用的和发布的最新有效版本的标准检测方法

渊含取样方法冤遥必要时袁应采用附加细则对标准加以

补充袁以确保应用的一致性遥
5.4.2 检测方法确认

检测工作所依据的方法尧标准尧规范和规程应经

过实验室技术评审确认袁实验室应尽量采取方法比

对等手段分析不同检测方法之间的差异性袁确保检

测工作采用的方法正确有效袁实验室能够正确掌握

和使用方法开展检测工作袁以消除检测工作中的方

法风险[3]遥
5.4.3 标准查新

标准查新是实验室质量管理体系的基本要求袁
也是实验室认可和资质认定的基本要求遥 要确保检

测结果的有效性袁首先要保证检测工作所依据的标

准方法是现行有效的版本遥
5.5 环境条件控制

开展每一类检测工作所要求的环境条件不尽相

同袁未对环境条件进行有效监控袁在不具备或不满足

环境条件的实验室开展的一切检测工作都是有风险

的遥针对环境条件风险袁实验室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袁
配备与检测工作相适应的环境条件监控设施袁并做

好相关设施的运行和维护管理工作袁确保环境条件满

足检测方法要求袁消除环境条件对检测工作质量的

影响遥
5.6 过程质量控制

在实验室能力的评价方面袁应积极参加权威机

构组织的能力验证和实验室间比对活动曰在新方法

的论证和新设备确认及人员考核环节袁应尽可能采

用人员比对尧方法比对尧标准物质比对尧仪器比对等

手段进行全面可靠的验证曰在检测过程中袁应采取

空白试验尧平行试验尧加标回收试验和标准样品验证

试验等手段进行质量控制遥 有条件的实验室要结合

实验室管理信息系统袁利用大数据分析等方法进行

质量管理与控制袁确保实验室检测工作的质量遥
6 结论

影响检测数据质量的因素很多袁主要有人员尧方
法尧试剂尧设备尧环境尧过程等因素袁因而必须针对这

些因素进行全员尧全过程和全面的质量管理袁才能保

证检测数据的可靠性袁降低检测质量事故发生的可能

性和危害程度遥为此袁实验室应根据 CNAS-CL01院2018
叶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认可准则曳[4]和 RB/T 214要
2017叶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能力评价 检验检测机

构能用要求曳[5]的要求建立和不断完善实验室质量管

理体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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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坚定中国制度自信袁深刻

回答了野坚持和巩固什么尧完善和发展什么冶这个重

大政治问题[1]袁向世界发出了开辟野中国之治冶新境

界的豪迈宣言遥倪岳峰署长强调袁党的十九届四中全

会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进海关制度创新和治理

能力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袁提供了根本遵循遥 野十四

五冶是我国野两个一百年冶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袁也
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演变期遥 海关是政

治机关尧国家行政机关袁必须全面推进海关制度创新

和治理能力建设袁自觉把海关工作放在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大局中去思考谋划袁为实现野两

野十四五冶时期海关制度创新和治理能力建设的
初步思考

赵海军 刘汉雄 杨志龙 陈奕恺 王 伟 邝留奎 朱晓英
(湛江海关 广东湛江 524022)

摘要 海关制度创新和治理能力建设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遥 当前海关法

律法规制度体系不健全袁改革的系统性尧整体性尧协同性还有待加强袁维护国门安全的能力亟须进一步提升袁
党的建设也存在较大短板遥 倪岳峰署长指出袁必须把制度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袁更好地融入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大局遥 笔者建议应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袁完善法律法规制度体系袁以改革推动制度创新袁
健全海关监管制度体系袁优化口岸营商环境袁培育外贸发展新动能袁推进国际合作体系建设袁优化干部队伍建

设制度体系袁以期为提升海关监管制度创新和治理能力提供一定参考遥
关键词 十四五曰海关曰制度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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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Thinking on the Innovation of Customs Syste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Governance
Capacity in the Period of the "14th Five-Year Plan"

ZHAO HaiJun, LIU Hanxiong, YANG Zhilong, CHEN Yikai, WANG Wei, KUANG Liukui, ZHU Xiaoying
渊Zhanjiang Customs District, Zhanjiang, Guangdong, 524022, China冤

Abstract院 Customs system innovation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building are important part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The current customs system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is not sound, the systemicity, integrity, and coordination of reforms still need to be
strengthened, the ability to maintain national security also needs to be further improved, and party
building also has major shortcomings. Director NI Yuefeng points out that system construction must be
placed in a more prominent position and better integrated into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modernization of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The author suggests that the leading role
of party building should be played, laws and regulations should be improved, system innovation should
be promoted through reform, customs supervision system should be improved, port business environment
should be optimized, new drivers of foreign trade development should be cultivate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system construction should be promoted, and cadre team construction system should be
optimized in order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innovation and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of the
customs supervision system.
Key Words院 The 14th Five-Year Plan; Customs; System;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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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一百年冶奋斗目标贡献海关力量[2]遥
2 深刻认识海关制度创新和治理能力建设的重要

意义

2.1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全面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科学制度体系的优越性袁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指明了方向袁提供了根本遵循依

据遥 海关是政治机关尧国家行政机关袁必须将推进海

关制度创新和治理能力建设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和战

略选择袁贯穿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海关改

革建设发展全局遥 应自觉将海关制度建设纳入国家

制度体系的大局中去思考谋划袁把国家制度体系建

设的重点作为海关制度建设的主攻方向袁主动衔接尧
分层对接好国家根本制度尧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遥应
对照党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尧政
府治理体系尧国家安全体系及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

经济新体制等方面的部署要求袁进一步固根基尧扬优

势尧补短板尧强弱项袁更好地融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大局遥
2.2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海关的重要路径

建设让党中央放心尧让人民满意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新海关袁是新时代海关总署党委的战略决策遥机
构改革以来袁通过加强顶层设计袁海关改革架构已经

确立袁但在系统集成和协同高效等方面还有待加强遥
把制度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袁对照全会提出需要

坚持和完善制度体系袁着力推进制度创新袁自觉融入

国家改革和对外开放大局袁对标国际先进水平袁打造

先进的尧在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监管体制机制 [3]袁促
进扩大开放范围尧优化开放布局尧提升开放质量袁全
面促进贸易自由化袁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遥
2.3 服务开放发展大局的重要保障

海关处于对外开放最前沿袁中国开放大门越开越

大袁海关维护国门安全的任务越来越艰巨袁服务国家

战略尧参与宏观调控尧做好野六稳冶等工作越来越繁

重遥要找准海关工作方位袁从战略高度推进海关全领

域制度创新袁加快构建系统完备尧科学规范尧运行有

效的海关制度体系袁提高制度执行能力袁真正实现海

关治理的野脱胎换骨冶袁为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

展尧实现野两个一百年冶奋斗目标做出新的更大贡献[4]遥
3 海关制度创新和治理能力建设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袁全国海关系统坚持政治建关尧改革强

关尧依法把关尧科技兴关尧从严治关袁统筹推进改革与

制度建设袁努力建设先进的尧在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

海关监管体制机制袁取得了一定成绩袁但仍存在一些

问题遥
3.1 法规制度建设不能满足新海关发展要求

相关法规制度不健全袁部分法规制度不适应海

关新的职责任务尧衔接不够紧密遥部分法规制度制定

过程中袁未能广泛听取社会尧企业意见和建议袁对于

新兴科技领域出现的新事物袁政策制定没有前瞻性袁
出现野一哄而上袁一管就死冶现象袁不利于行业发展[5]遥

制度执行不到位尧执法不够科学规范统一袁存在

野一刀切冶尧选择性执法和逐利性执法的现象遥抓落实

还不够深入扎实袁存在推诿扯皮尧举一反三不足等问

题遥各项法律法规下传到各直属海关存在时间差袁尤
其是传递到基层的速度更加缓慢遥

关检融合要真正发生野化学反应冶还有大量工作

要做[6]遥 相关规章制度制定缓慢袁一线执法还在延续

改革前做法袁存在业务风险和管理风险遥作业场所未

有效融合袁由于场所数量大尧种类多尧基础设施设置

情况各不相同等原因袁场所优化整改进度缓慢袁标准

化规范化改造执行力度不足遥
3.2 改革的系统性尧整体性尧协同性还有待加强

存在野不协调尧不配套尧不平衡冶问题袁如部门地

方之间政策不配套尧行动不协同袁国家法规调整滞后

于地方改革探索袁监管服务能力落后于简政放权幅

度袁信用体系建设跟不上监管需要袁东西部地区改革

步调不平衡尧不一致等遥
野单一窗口冶建设缺乏整体设计尧各地建设不平

衡尧数据标准不统一尧信息共享难度大等一系列问题袁
尚未完全落到各地海关袁应用不完善袁各项通关监管

政策亟须进一步完善和推广袁距离真正的单一窗口

还有一定的距离[7]遥
各类信息化系统亟待进一步整合优化遥 海关业

务系统信息融合度较低袁运输工具卫生检疫情况尧查
验作业情况尧检测结果和监管作业等环节的数据分

散袁形成信息孤岛遥
物流监管的风险分析手段较少袁特别是野两步申

报冶模式下货物的物流情况更为复杂袁地理范围更广袁
不确定性大大增加袁海关缺乏与之对应的信息化监

控平台和分析平台袁外勤监管作业普遍缺少移动设

备支持遥
3.3 维护国门安全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力度的增加袁通过口岸渗透

入境的方式更加隐蔽多样袁国门安全面临更多新考

验遥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袁国际贸易交往和人员往

来频繁袁世界范围内疫情疫病发展呈现诸多新趋势尧
新特点遥 另外袁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袁不仅在

物质文化需要方面对进出口贸易提出了更高要求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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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在安全尧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袁进出境监

管面临新挑战遥最后袁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

变化袁特别是随着机构改革海关职能调整袁海关口岸

监管范围扩大袁维护国门安全的任务比历史上任何

时期都要艰巨繁重袁全面深化理念模式创新袁强化监

管优化服务袁促进外贸稳中提质的要求比以往任何

时候都更为迫切[8]遥
3.4 党的建设仍存在较大短板

党建与业务工作结合不够紧密袁融合不顺畅袁形
成党建与业务工作野两张皮冶遥 部分党员重业务轻党

建的思想较为根深蒂固袁党建工作摆不上应有的位

置袁即使抓党建工作也是被动应付袁缺乏搞好党建工

作的责任遥基层党建仍存在薄弱环节袁包括内生动力

不足尧压力传导不畅尧热度不均衡等遥 在落实主体责

任方面还存在责任意识较野弱冶袁落实方式较野少冶袁风
险意识较野淡冶袁管党治党较野松冶袁量化考评较野难冶等
问题遥 部分党员干部存在政治站位不高袁不敢为尧不
愿为尧不会为现象遥秉持野不干事就不出事冶的畸形认

知袁习惯于做野太平官冶和野无为官冶袁缺少应有担当[9]遥
4 海关制度创新和治理能力建设的意见建议

针对存在的问题袁 海关应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

为统领袁坚持新发展理念袁坚持以改革开放为动力袁
围绕高质量发展尧野六稳冶野六保冶工作袁强化监管优化

服务袁全面提升制度创新和治理能力建设水平遥
4.1 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袁为新海关建设提供根本保证

一是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制度建设袁健全准军事

化纪律部队建设制度机制袁坚定政治方向袁增强野四
个意识冶袁坚定野四个自信冶袁切实将党建引领转化为

推进工作的强大动力袁努力为建设新海关提供坚强

保障和动力源泉遥 二是找准党建与业务工作的最佳

结合点袁在业务工作中检验党建工作成效袁以发展的

成果来检验和评价党建工作遥 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

用袁实现党建尧业务工作的野两手抓尧两手都要硬冶遥三
是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

范作用[10]袁着力解决野不敢为尧不愿为尧不会为冶以及

野管卡压冶等问题遥 深入推进野强基提质工程冶袁开展

野党建+口岸营商环境建设冶工作袁把党建工作融入

口岸营商环境建设的各方面尧全过程遥
4.2 完善法律法规制度体系袁推进海关法治化建设

一是围绕法治政府建设袁参照叶民法典曳的修订

模式袁推动构建以叶海关法曳为主袁系统完备尧科学有

效的海关法律法规制度体系袁重构海关基本制度遥总
结海关各业务领域执法实践经验袁及时将改革实践

成果转化为制度规范[11]遥全面梳理尧评估相关法律法

规袁推动重点法律法规的立法进程袁推进叶国境卫生

检疫法曳叶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曳叶关税法曳等重点领

域法律的修订和完善遥二是增强全局意识袁将海关制

度建设纳入国家制度体系的大局去思考谋划袁全面

对接国家的根本制度尧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遥注重整

体规划袁结合海关业务同步推进改革与制度建设遥突
出制度的前瞻性袁做到改革推进到哪里袁制度建设就

延伸到哪里遥 三是强化法制思维尧 制度意识和执行

力遥 规范依法用权和自由裁量权袁强化政令畅通尧步
调一致袁对法规制度执行不力尧问题突出的坚决问

责遥 要加强制度宣传袁强化正面引导和警示教育袁提
升法规制度的透明度和影响力袁为制度执行营造良

好的舆论氛围遥
4.3 聚焦改革攻坚袁不断推进制度创新

一是加强改革项目集成袁以全国通关一体化和

野海关改革 2020冶为牵引袁统筹推进海关各业务领域

改革遥坚持顶层设计与自主创新相结合袁促进各直属

海关根据自身业务特点先行先试遥 鼓励基层首创精

神袁支持基层结合自身实际创新监管方式[12]遥 二是进

一步厘清部门职责袁重新梳理业务流程袁推动形成边

界清晰尧分工合理尧权责一致尧运转高效的管理体系遥
优化升级海关业务系统袁推进关检信息系统融合袁加
快应用新一代海关核心通关系统遥 强化业务运行监

控体系顶层设计袁打造全国海关业务运行智慧管控

平台袁促进新海关监管职能在现场口岸监管环节的

有机融合袁深化业务流程标准化尧一体化建设遥 三是

深化自贸区海关监管制度创新袁支持新设自贸区差

异化发展袁构建开放安全的制度体系遥加快制定海南

自贸港海关监管框架方案及系列监管制度袁 建立海

南自贸港一尧二线海关合作联动体系袁有效推进监管

联动和缉私执法协作袁构建风险可控尧科学管用的

野二线管住冶机制遥
4.4 健全海关监管制度体系袁打造先进的尧在国际

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体制机制

一是强化联防联控袁筑牢三道检疫防线[13]遥 建立

健全公共卫生事件三级应急预案和应急响应机制袁
探索构建跨部门尧跨行业尧跨地区的国家口岸核心能

力建设机制遥优化动植物检疫作业监管模式袁科学配

置查验设施袁提高检测技术水平遥加快推动境外哨点

建设袁健全疫情信息交流通报机制遥二是加强源头管

控袁保障产品质量安全遥 强化进口食品安全源头管

控袁建立进口食品全链条追溯系统袁延伸监管链条袁
建立健全进出口食品分类分级管理体系袁压实出口

方政府及生产企业责任遥 完善进出口商品质量安全

风险预警监管体系袁拓宽风险信息来源渠道袁联合多

部门推进质量失信联合惩戒袁 完善缺陷商品召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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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遥三是发挥科技引领支撑作用袁推进野智慧海关冶建
设 [14]袁加快大数据尧云计算尧物联网尧移动互联尧智能

关锁等新技术新装备在海关业务中的应用袁提升海

关监管效能遥加快推进野智慧码头冶野智慧港口冶野智慧

监控冶工程袁强化监管作业场所标准化尧规范化建设袁
实现物流全链条智能化监管遥 四是推进属地纳税企

业信用守法风险信息共享互换平台建设袁优化税收

担保管理模式袁加强征管信息化建设袁提升综合治税

水平遥五是加强野智慧缉私冶建设袁深化缉私与各业务

部门协作配合机制袁实现多部门情报和信息等资源

共建共享尧业务协同遥 加快反走私工作条例立法袁推
进多元化共治袁推动野全员打私冶袁提高反走私综合治

理成效遥
4.5 优化口岸营商环境袁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

一是深化野放管服冶改革袁大力推行野提前申报冶袁
优化进口野两步申报冶通关模式袁完善野两段准入冶遥继
续压缩货物整体通关时间袁通过野互联网+海关冶等
渠道实现全流程无纸化办理海关业务遥 推广海关信

用监管制度体系袁加大高资信企业享惠力度袁实现守

信守法者便利袁失信违法者惩戒遥 二是继续简政放

权袁继续压减进出口环节单证数量遥落实减税降费措

施袁推动规范袁降低整个进出口环节的合规成本袁提
升收费透明度遥有效推动汇总征税尧关税保证保险改

革等创新担保模式袁 指导企业用好自贸协定和政策

性减免税政策遥 三是紧紧围绕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

需要袁建立完善海关服务机制袁为重大项目建设及其

产业链发展提供服务遥 推动地方电子口岸特色项目

建设袁满足中小企业提质增效和外贸转型升级的技

术需求遥 四是推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15]袁帮助企业统

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袁扩大内销选择性征税试点袁将
内销选择按进口料件或按成品缴纳关税的试点扩大

到所有综合保税区袁降低实际税赋[16]遥
4.6 育外贸发展新动能袁助推增长新引擎

一是建立审慎包容的跨境电商监管制度袁推动

完善相关法律细则袁出台鼓励出口及符合卖家特点

的配套政策袁优化平台准入机制遥应用大数据强化风

险分析袁建立动态数据仓库和商品流向跟踪机制袁真
正管住货物遥优化出口商品退货管理袁支持企业开展

海外投资袁推进跨境电商等查验作业纳入单兵作业

系统遥二是优化服务贸易发展环境袁完善服务贸易出

口退渊免冤税政策袁鼓励服务贸易出口企业开展国际

安全认证尧质量认证袁为企业服务进出口营造良好环

境遥支持中小服务贸易企业参加境外展会袁促进我国

优势服务产能的全球布局袁支持研发尧设计尧维修尧检
测等野两头在外冶的服务贸易新业态发展遥 三是在生

物医药尧人工智能等重点高端产业中袁建立产业链信

用体系袁探索全产业链一体化管理袁实施整体监管尧
全程保税[17]遥依托综保区的开放功能和政策优势袁拓
展飞机维修尧高端医疗器械等全球维修领域袁完善保

税维修账册管理功能袁推动产业从野全球制造冶迈向

野全球服务冶遥
4.7 深化国际海关野三智冶合作袁推进国际合作体系

建设

一是推进智慧海关尧智慧边境尧智享联通的国际

海关野三智冶合作袁完善沿线海关野大协作冶机制袁推动

沿线大物流通道建设袁搭建野一带一路冶海关高层论

坛尧贸易便利化交流等平台袁打造数字关贸生态体

系遥推进原产地电子证书国际联网核查袁推动国际海

关信息交换系统建设遥 二是加强与国际海关组织沟

通协作袁主动参与国际贸易及海关规则制定袁特别是

跨境电商标准框架尧 国际海关信息交换技术标准等

规则制定袁实现从国际规则的接受者逐步向制定者

转变遥三是深化国际贸易野单一窗口冶建设袁覆盖跨境

贸易管理全链条[18]遥 推动野单一窗口冶与港口尧机场尧
铁路等行业对接袁加强与全球贸易伙伴国野单一窗口冶
的互联互通袁推进标准统一和数据共享袁打造联动全

球尧高效畅通的野单一窗口冶遥 四是加快推进与野一带

一路冶沿线国家 AEO渊Authorized Economic Operator冤
互认合作袁开展与东非共同体尧欧亚经济联盟等区域

性国际组织野一对多冶区域 AEO 互认袁落实 AEO 企业

在互认国家享受通关便利优惠措施遥
4.8 优化干部队伍建设制度体系袁构建海关特色新

型智库

一是探索野跨界冶培养模式袁推广师傅带徒弟野新
型学徒制冶培训法袁推动业务的互帮互学和技能穿插

融合遥 合理打破科室管理界限袁通过野联合作业冶和
野以干代训冶方式开展协作式执法遥推进精准考核袁强
化考核结果运用袁优化考核评优方式袁按职务高低尧
业务类别实行考核评优袁 推动绩效考核与考核指标

挂钩遥 二是推进人才分类尧分级和梯队管理袁做好人

才招录尧培训规划袁畅通各类公务员尧公务员与企事

业单位人员交流渠道袁确保人才的持续稳定遥优化海

关与院校尧专业机构的交流合作机制袁探索建立疫情

防控医学院预备役队伍袁实现协作互助遥三是建立完

善新海关特色智库管理体制和运作机制袁组建新海

关特色智库核心团队遥通过合作研究尧购买服务等方

式作加强与外部智库的合作[19]遥 搭建多层次的学术

交流平台袁畅通成果转化渠道袁通过出版研究报告尧
举办全球贸易学术交流尧高层级论坛等方式发出海

关声音尧贡献海关智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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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敏感性试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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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袁可知多重 PCR扩增具有很好的重复性和稳定性遥
4 讨论

肉制品中存在掺杂物一直是国际上受到广泛

关注的问题袁它并非是最近几年才出现袁而是因为科

学技术的提高以及检测技术尧手段的不断完善袁掺假

问题不断被人们所发现遥单重 PCR 反应仅适用于一

种掺杂物的检测袁且检测速度效率过低袁故需使用多

重 PCR 反应提高速度[5]遥 通过研制针对不同肉制品

的多重 PCR 鉴别检测试剂盒袁快速实现肉制品内掺

杂物的鉴定袁然后将试剂盒进行推广袁使各机关以及

公司使用该 PCR 试剂盒对不同肉制品中的掺杂物

进行快速鉴别检测袁有利于提高肉制品质量袁保障动

物源食品的安全和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袁从而产生

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遥
本次试验通过进行引物设计与合成尧单重 PCR

反应条件优化尧多重 PCR 反应条件优化及反应的特

异性尧敏感性尧重复性试验来设计 PCR 试剂盒袁进一

步实现对肉制品中的掺杂物的鉴定研究袁 此研究将

传统方法中一系列的试验转化为一次性 PCR 扩增袁
具有操作简便尧快速等特点袁便于批量检测袁且与传

统鉴定方法相比检测成本大大降低袁 提高了检测质

量和效率遥 灵敏性尧特异性及重复性试验表明袁本方

法灵敏度高尧特异性强尧稳定性好遥故 PCR 技术对肉

制品的掺杂物进行快速鉴定前景广阔袁 能为当今社

会的食品公共安全提供便利和保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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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野十四五冶是我国野两个一百年冶奋斗目标的历史

交汇期袁有关部门要抓住机遇袁围绕高质量发展尧野六
稳冶野六保冶工作袁强化监管优化服务袁自觉把海关工

作放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大局中去思

考谋划袁加快构建系统完备尧科学规范尧运行有效的

海关制度体系袁提高制度执行能力袁真正实现海关治

理的野脱胎换骨冶袁 为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尧
实现野两个一百年冶奋斗目标作做出新的更大贡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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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莱西位于胶东半岛中部袁隶属青岛市袁处温带半

湿润季风气候区袁四季分明袁干湿显著袁雨热同季遥近
年来袁随着植树造林尧封山育林活动的开展袁森林覆

被率的不断增加袁自然生态环境不断得以改善袁有野青
岛后花园冶之称遥辖区内植物资源非常丰富遥据考证袁
莱西境内有植物 156 种袁其中药用植物有 89 种渊木
本药用植物 26 种袁草本药用植物 63 种冤曰草类资源

有 40 余种曰蕨类植物有 7 科 9 种曰食用菌尧药用菌

18 种遥
植物检疫是通过法律尧行政和技术的手段袁防止

危险性植物病尧虫尧杂草和其他有害生物的人为传播袁
保障农林业的安全袁促进贸易发展的措施 [1袁2]遥 它是

人类同自然长期斗争的产物袁也是当今世界各国普

遍实行的一项制度遥植物检疫是为保护植物的健康袁
对有害生物进行风险分析袁提出检疫对策尧制定与执

行检疫法律尧法规的科学遥 近年来袁松材线虫病在莱

西周边区市的传播给莱西市松林带来很大威胁袁严
重影响莱西市森林资源安全袁所以做好检疫工作尤

为重要袁但目前基层检疫工作存在诸多问题遥

2 莱西市森林植物检疫现状

2.1 专业植物检疫人员不足

植物检疫工作是一项专业性相对较强的工作袁
需要较专业的知识和技术支持遥由于近年机构改革尧
人员调动等原因袁植物检疫员队伍在形式上扩大了袁
但实际上专业人员却减少了[3]遥

近年来袁由于机构改革及退伍军人安置工作的

影响袁新进高校专业人员为零曰同时为了解决现有人

员编制问题施行人员内部遴选等政策袁一些非专业

人员加入了检疫员队伍袁虽然上岗前均经过培训袁但
由于个人对知识和技术的接受度不同袁致使部分人

员在实际工作中面临许多困难遥 其次袁基层检疫人

员大多是病虫害测报人员兼任袁如病虫害发生季节

也是实施产地检疫的最佳时机袁而此时检疫员大多

在对辖区内林木病虫害进行处治袁无暇顾及产地检

疫尧调运检疫工作袁这也给检疫工作带来巨大隐患遥
2.2 检疫设备简陋及缺乏

无专用检疫车辆遥基层检疫员往往身兼数职袁在
接到检疫通知之后袁还需处理好当前工作才能按要

求申请车辆袁通常需要排队用车遥 检疫过程中袁常使

莱西市森林植物检疫现状及对策

傅竹林
渊莱西市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 山东莱西 266600冤

摘要 植物检疫是保障农林业安全袁促进贸易发展的重要方法袁基层检疫是国内检疫的重要环节袁目前

基层检疫面临很多困难袁本文针对莱西市植物检疫工作现状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对策袁进一步完善基层检疫

设备袁配备专业检疫人员袁旨在更好地保护好国土绿化成果遥
关键词 植物检疫曰问题曰对策

中图分类号 S41

Statu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Forest Plant Quarantine in Laixi
FU Zhulin

(Laixi Forest Pest Control and Quarantine Station, Laixi, Shandong, 266600, China)
Abstract院 Plant quarantine is an important method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and
promote trade development. Basic quarantine i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domestic quarantine. At present,
basic quarantine is facing many difficulti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Laixi and
proposes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to further improve the basic quarantine equipment, equipped with
professional quarantine personnel, aiming to better protect the greening achievements of the country.
Key Words院 Plant Quarantine; Problems;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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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只有放大镜尧铁锹等简单工具遥
2.3 随着野互联网+冶的普及袁快递检疫难度大

随着野互联网+冶的普及袁网络购物成为新时尚袁
林木资源的新品种尧新产的数量逐渐增多袁质量参差

不齐[4]遥 而网络购买大多通过快递发货袁大部分快递

人员并不知道植物及其产品垮省尧垮行政区域运输需

要检疫遥每年各个快递公司发货不计其数袁且每车货

物种类繁杂袁要做到野应检尽检冶十分困难遥
3 基层检疫问题对策

3.1 相关部门联合共同执法

根据人员编制不变且未来几年内难于从专业人

员中招考新进人员的现实袁相关部门可以打破部门

之间的壁垒袁从相关科室尧相关单位中选拔拥有专业

知识或相关经验的人员作为检疫人员[5]遥 其次袁可以

联合农业部门检疫人员进行执法袁农林病虫害的检

疫工作大致相同袁农业检疫人员对病害比较熟悉袁可
以在具体的执法中联合起来统一安排袁解决人手短

缺的问题遥 同时袁也需要在执法部门内部建立信息

共享和沟通交流机制袁及时将单方获取的信息在部

门内部共享袁协同做出决策曰对于重要的检疫检验案

件袁可以采用成立联合调查组或协调组的形式推动检

验检疫工作的落实遥
3.2 加大财政投入完善基础设施

积极做好协调工作袁筹措资金保证投入袁落实检

疫经费遥检验检疫以政府投入为主袁各级政府应该把

防控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袁并积极争取国家支持遥
建立多渠道尧多层次尧多形式的检疫体系袁在资金不

允许购买车辆尧检疫设备的情况下袁实施租借尧购买

服务等方式进行完善袁保障检疫工作的顺利开展遥同
时袁可以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袁引入社会资本袁借助

专业的检验检疫力量完成植物检验检疫工作袁并采

用适当的形式帮助社会资本实现盈利袁以实现长期

合作遥
3.3 与时俱进开发野移动冶服务

随着政务系统的网络化进程以及信息野5G冶时代

的来临袁检疫工作也应该与时俱进袁开发野移动冶检疫

工具遥 微信尧专业 App 的应用越来越广泛袁手机办公

越来越普及袁检疫行业可以开发一些以高校专业知

识背景为资源袁利用现有图形识别和全球定位系统

渊GPS冤定位尧环境识别等技术手段识别病虫害的微

信小程序或专业 App袁使检疫人员在实际操作中上

传图片即可快速辨别种类袁完成现场检疫的快速处

理遥 同时袁对于植物检验检疫相关工作的信息袁如某

一区域植物品种类型尧数量尧检验检疫所用试剂药品

种类尧检验检疫花费时间尧检验检疫效果等袁建立数

据库袁利用大数据尧数据挖掘等知识分析该区域中植

物检验检疫工作的特点袁发掘其中的规律袁进行分类

存储袁以便今后在类似区域开展类似植物品种检验

工作时能够快速查询袁提高工作效率和准确性遥
3.4 加强宣传提高认识

宣传工作具有重要作用袁既可以普及相关知识袁
又可以起到号召引导的作用袁在实际工作中袁要重视

宣传工作的重要性袁努力做好宣传工作遥植物检疫是

通过法律尧行政和技术的手段袁防止危险性植物病尧
虫尧杂草和其他有害生物的人为传播袁保障农林业的

安全袁促进贸易发展的措施遥通过普法活动对人民群

众进行宣传袁使广大群众对植物检疫重视起来遥增加

宣传形式袁通过电视尧报纸尧杂志等传统宣传方式及

公众号尧微博尧短视频网站等新媒体多途径尧多形式

对大众进行宣传遥同时对违法私自运输木材尧苗木等

引起重大林业有害生物入侵的案例进行报道袁引起

群众重视遥
4 结语

检疫是保护一方林木的重要手段袁相关部门要高

度重视袁严格进行植物检疫工作袁完善基层检疫设备袁
配备专业检疫人员袁以更好地保护好国土绿化成果遥
本文结合植物检疫主题思想袁从专业植物检疫人员

数量尧检疫设备状态尧野互联网+冶浪潮对检疫工作的

影响等方面系统分析了当前植物检疫工作中存在的

短板和弱项袁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关部门联合执

法尧加大资源投入提高设备性能尧利用好信息技术扩

展检疫工作的范畴尧通过宣传提高认识等措施袁经过

笔者的工作实践证明袁通过这些措施能够提高检疫

工作的效率和准确性遥综上所述袁植物检疫工作是一

个重要的课题袁具有广泛的理论意义袁并且能够产生

巨大的实用价值袁有必要进行深入的研究遥希望本文

的工作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袁为相关工作提供理论

指导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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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据我国海关统计数据显示袁我国作为世界上最

大的大豆进口国袁2017要2019 年平均每年进口大豆

超过 9 000 万吨袁其中袁美洲国家为我国进口大豆的

主要来源国遥 我国大豆消费量巨大袁一是为了满足

国内消费者日益增长的油脂以及蛋白质需求袁二是

豆粕作为压榨后的产物是我国养殖行业中最主要的

蛋白质来源[1]遥 大豆的大量进口能够解决市场需求

问题袁但同时也伴有携带大量杂草的重大风险[2]遥 所

以袁在关注大豆品质的同时袁检疫部门更需要掌握

进境大豆疫情情况袁防止外来有害生物传入我国遥
大豆的破碎粒尧所携带的杂质以及损伤粒等外

观品质性状都会对大豆的蛋白质及脂肪含量造成不

同程度的影响袁大豆进口贸易合同中对这些外观性

进境美洲大豆检疫性有害杂草与其外观品质性状
相关性分析

杨卓瑜 温明钦 卢乃会 袁俊杰 龙 阳 马新华
渊湛江海关技术中心 广东湛江 524022冤

摘要 本文应用相关性分析方法袁对 16 船进境美洲大豆渊阿根廷尧巴西尧美国尧乌拉圭冤所携带检疫性有

害杂草的检出率及含量与其外观品质性状进行相关性分析袁结果显示阿根廷大豆检疫性有害杂草检出率与

破碎粒呈显著负相关渊R=-0.777*冤曰美国大豆检疫性有害杂草检出率与杂质呈极显著正相关渊R=0.876**冤曰阿
根廷大豆检疫性有害杂草含量与损伤粒呈极显著正相关渊R=0.954**冤曰美国大豆检疫性有害杂草含量与破碎

粒渊R=0.811*冤尧损伤粒渊R=0.771*冤呈显著正相关遥 阿根廷大豆破碎粒尧杂质和损伤粒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袁美
国大豆破碎粒与损伤粒呈极显著正相关遥 巴西尧乌拉圭大豆各项目之间均无显著相关性遥

关键词 进境美洲大豆曰相关性分析曰检疫性有害杂草曰品质性状

中图分类号 S41-30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Quarantine Harmful Weeds and the Appearance Quality Traits in Imported
American Soybeans

YANG Zhuoyu, WEN Mingqin, LU Naihui, YUAN Junjie, LONG Yang, MA Xinhua
(Technology Center of Zhanjiang Customs, Zhanjiang, Guangdong, 524022, China)

Abstract院 In this paper,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method is used to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detection rate and content of quarantine harmful weeds carried by 16 ships of imported soybeans
(Argentina, Brazil, the United States, Uruguay) and their appearance quality trai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tection rate of quarantine harmful weeds in the Argentine soybeans is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broken kernels (R=-0.777*), and the detection rate of quarantine harmful weeds in US
soybeans i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impurities (R=0.876**), the content of quarantine harmful
weeds in Argentine soybeans i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damaged kernels (R=0.954**), and
the content of quarantine harmful weeds in US soybeans i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broken kernels
(R=0.811*) and damaged kernels (R=0.771*) positive correlation. Argentine soybean broken kernels,
impurities and damaged kernels are all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and American soybean broken
kernels and damaged kernels are extremely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Brazil and Uruguay soybean projects.
Key Words院 Imported American Soybean; Correlation Analysis; Quarantine Harmful Weeds; Quality Tra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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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院野*冶为 0.05 水平下相关显著袁野**冶为 0.01 水平下相关显著遥

项目 破碎粒含量 杂质含量 损伤粒含量 检疫性有害杂草检出率 检疫性有害杂草含量

破碎粒含量

杂质含量

损伤粒含量

检疫性有害杂草检出率

检疫性有害杂草含量

1.000
0.771*

0.868*

-0.777*

0.809*

1.000
0.800*

-0.620
0.860*

1.000
-0.638
0.954**

1.000
-0.810 1.000

表 1 阿根廷大豆各船检测项目间相关性分析结果

项目 破碎粒含量 杂质含量 损伤粒含量 检疫性有害杂草检出率 检疫性有害杂草含量

破碎粒含量

杂质含量

损伤粒含量

检疫性有害杂草检出率

检疫性有害杂草含量

1.000
0.545

-0.167
-0.292
-0.426

1.000
-0.699
0.431

-0.053

1.000
-0.695
0.046

1.000
-0.064 1.000

表 2 巴西大豆各船检测项目间相关性分析结果

状均规定了限量[3]遥 胡长松[4]研究了美国大豆中杂草

和杂质的相互关系袁发现其携带杂草含量与杂质含

量呈显著正相关遥 本文将应用相关性分析方法对美

洲大豆中所携带的检疫性有害杂草与其外观品质性

状间进行分析袁明确各外观性状对检疫性有害杂草

检出率及含量的影响袁为口岸监管工作提供重要借

鉴袁达到深化检验检疫业务改革的目的遥
2 材料与方法

2.1 试验材料

2018 年和 2019 年分别于湛江港码头现场抽取

了来自阿根廷尧巴西尧美国尧乌拉圭 4 个国家的进口

大豆样品袁每年每国分别抽取 2 船次袁共计 16 船次遥
抽样流程参考 SN/T 0800.1要2016叶进出口粮油尧饲料

检验 抽样和制样方法曳[5]袁每卸 1000 t 抽取 1份不少于

5 kg的复合样品袁共抽取 1 086份试验样品遥
2.2 检测方法

每份样品重复检测 2 次袁取 2 次结果遥每次检测

将每份复合样品用自动分样器分制试样 2 份袁一份

试样分至 500 g 用于品质检测原始试样袁另一份试样

分至 1 kg 用于杂草检测原始试样遥 破碎粒尧杂质以

及损伤粒等外观品质性状按照 GB 1352要2009叶大
豆曳 [6]和 GB/T 5494要2019叶粮油检验 粮食尧油料的

杂质尧不完善粒检验曳 [7]进行检测曰杂草种子鉴定方

法可参考 SN/T 3176要2012叶杂草常规检测规范曳 [8]

和叶杂草种子彩色鉴定图鉴曳 [9]袁检疫性有害杂草鉴

定按照对应的鉴定标准进行遥 本文涉及的检疫性有

害杂草属于以下类别院有毒杂草袁出现在海关总署检

疫要求公告里袁或在叶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植物检疫

性有害生物名录曳渊2017 版冤上有明确记载遥
2.3 计算方法

破碎粒含量尧杂质含量尧损伤粒含量需要经过加

权计算才能得到该船的品质含量结果遥根据公式渊1冤

进行计算院
该船品质含量渊%冤= x1f1+x2f2+噎+xnfn

n 渊1冤
其中袁x1袁x2袁xn要各船舱破碎粒含量尧杂质含量尧损伤

粒含量的平均值袁%曰f1袁f2袁fn要各船舱货物重量袁万吨曰
n要该船货物总重量袁n=f1+f2+f3袁万吨遥

将每一种检疫性有害杂草以粒数统计袁以每一

船为单位袁计算出各船的检疫性有害杂草检出率袁各
船的检疫性有害杂草含量袁计算公式如下院

该船检疫性有害杂草检出率渊%冤=
该船检疫性有害杂草种类数渊种冤

该船杂草种类总数渊种冤 伊100% 渊2冤
该船检疫性有害杂草含量渊粒/%冤=
检疫性有害杂草粒数渊粒冤

原始试样重量渊kg冤 渊3冤
2.4 数据统计方法

运用统计软件 SPSS 25.0袁 采用相关性分析方

法对试验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遥
3 结果与分析

3.1 阿根廷大豆各船检测项目间的相关性

由表 1 可知袁阿根廷大豆破碎粒含量尧杂质含量

与损伤粒含量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院破碎粒含量与杂

质含量渊相关系数 R=0.771*冤尧损伤粒含量渊R=0.868*冤
呈显著正相关袁杂质含量与损伤粒含量呈显著正相关

渊R=0.800*冤遥 阿根廷大豆检疫性有害杂草检出率与

杂质尧损伤粒呈负相关袁与破碎粒呈显著负相关渊R=
-0.777*冤遥 阿根廷大豆检疫性有害杂草含量与破碎

粒渊R=0.809*冤尧杂质渊R=0.860*冤呈显著正相关袁与损

伤粒呈极显著正相关渊R=0.954**冤遥
3.2 巴西大豆各船检测项目间的相关性

由表 2 可知袁巴西大豆各船检测项目之间无显

著相关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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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破碎粒含量 杂质含量 损伤粒含量 检疫性有害杂草检出率 检疫性有害杂草含量

破碎粒含量

杂质含量

损伤粒含量

检疫性有害杂草检出率

检疫性有害杂草含量

1.000
0.560
0.923**

0.428
0.811*

1.000
0.438
0.876**
0.673

1.000
0.369
0.771*

1.000
0.514 1.000

表 3 美国大豆各船检测项目间相关性分析结果

项目 破碎粒含量 杂质含量 损伤粒含量 检疫性有害杂草检出率 检疫性有害杂草含量

破碎粒含量

杂质含量

损伤粒含量

检疫性有害杂草检出率

检疫性有害杂草含量

1.000
-0.504
-0.287
-0.043
0.269

1.000
-0.121
0.306

-0.105

1.000
0.326
0.284

1.000
0.519 1.000

表 4 乌拉圭大豆各船检测项目间相关性分析结果

地区 国别 中文名渊拉丁名冤
南美洲 阿根廷 齿裂大戟渊Euphorbia dentata冤尧南美苍耳渊Xanthium australe冤尧粗刺曼陀罗渊Datura ferox冤

刺苍耳渊Xanthium spinosum冤尧疏花蒺藜草 渊Cenchrus pauciflorus冤
巴西 刺蒺藜草渊Cenchrus echinatus冤尧美洲豚草渊Ambrosia artemisiifolia冤尧北美苍耳渊Xanthium chinense冤

球果苍耳渊Xanthium globosum)尧宾州苍耳渊Xanthium pensylvanicum冤尧蒺藜苍耳渊Xanthium cenchroides冤
美丽苍耳渊Xanthium speciosum冤

乌拉圭 粗刺曼陀罗渊Datura ferox冤尧刺苍耳渊Xanthium spinosum冤尧刺蒺藜草渊Cenchrus echinatus冤
疏花蒺藜草渊Cenchrus pauciflorus冤

北美洲 美国 三裂叶豚草渊Ambrosia trifida冤尧长芒苋渊Amaranthus palmeri冤尧美洲豚草渊Ambrosia artemisiifolia冤
北美苍耳渊Xanthium chinense冤尧球果苍耳渊Xanthium globosum冤尧 宾州苍耳渊Xanthium pensylvanicum冤
蒺藜苍耳渊Xanthium cenchroides冤尧美丽苍耳渊Xanthium speciosum冤

表 5 各国检疫性有害杂草检出情况差异

3.3 美国大豆各船检测项目间的相关性

由表 3 可知袁美国大豆破碎粒与损伤粒呈极显

著正相关渊R=0.923**冤遥 美国大豆检疫性有害杂草检

出率与杂质呈极显著正相关渊R=0.876**冤遥 美国大豆

检疫性有害杂草含量与破碎粒渊R=0.811*冤尧损伤粒

渊R=0.771*冤呈显著正相关遥
3.4 乌拉圭大豆各船检测项目间的相关性

由表 4 可知袁乌拉圭大豆各船检测项目之间无

显著相关性遥

3.5 4 个国家进境大豆检疫性有害杂草检出情况的

比较

表 5 说明袁不同国家尧不同地区检测到的检疫性

有害杂草是不同的遥 只在北美洲船次检出的检疫性

有害杂草有院三裂叶豚草和长芒苋曰只在南美洲船次

检出的检疫性有害杂草有院粗刺曼陀罗尧刺苍耳尧刺
蒺藜草尧疏花蒺藜草尧齿裂大戟尧南美苍耳袁其中齿裂

大戟和南美苍耳只在阿根廷船次中有检出遥另外袁北
美苍耳尧宾州苍耳尧蒺藜苍耳尧美丽苍耳尧球果苍耳尧
美洲豚草只在美国和巴西船次中检出遥因此袁检出的

检疫性有害生物种类差异可作为判定大豆来源国的

一个重要因素遥 进境大豆中检疫性有害杂草和外观

性状的关系可能与杂草的种类有关遥
4 结论

由以上结果与分析可知袁美洲不同国家的大豆

检疫性有害杂草与其外观品质性状间的相关性表现

不一院阿根廷和美国大豆所携带的检疫性有害杂草

与其外观品质性状间存在显著相关性袁巴西和乌拉

圭大豆各项目之间无显著相关性遥其中袁阿根廷大豆

检疫性有害杂草含量与损伤粒含量呈极显著正相

关袁美国大豆检疫性有害杂草检出率与杂质呈极显

著正相关遥
巴西和乌拉圭大豆各项目之间无显著相关性袁

可能是由于巴西和乌拉圭 2 个国家的杂草种类分布

与阿根廷和美国的不一样有关遥齿裂大戟尧南美苍耳尧
长芒苋尧 三裂叶豚草在巴西和乌拉圭大豆中均无检

出遥 再者袁可能与品质稳定性有关袁巴西和乌拉圭的

品质相对优于阿根廷和美国遥在大豆收获尧运输和储

藏环节常伴有杂质的混入袁其中杂草属于杂质的一

部分遥 因此袁杂质的含量极有可能影响杂草的含量遥
在上述过程中容易发生机械损伤袁造成破碎尧损伤等

渊下转第 110 页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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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菠萝是一种营养价值极高的水果袁原产于南美洲

巴西尧巴拉圭的亚马逊河流域一带袁现已分布于整个

热带地区遥 我国于 16 世纪开始种植菠萝袁目前是世

界菠萝主产国之一袁据全球菠萝市场报告数据显示袁
2018 年我国菠萝种植面积约 100 万亩袁占全球种植

面积 7%袁产量达 162 万吨袁占全球产量 6%遥 我国鲜

菠萝种植区较为集中袁主要位于广东尧广西尧海南尧云
南尧福建 5 个省遥 就种植面积而言袁广东省居全国首

位袁2018 年种植菠萝约 65 万亩袁占全国 65%袁产量

达 102 万吨袁占全国 63%[1]遥 湛江市是广东菠萝的主

产区袁本文分析了湛江关区菠萝的产业发展现状及

出口情况并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袁对提升湛江鲜

菠萝的出口水平和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2]遥
2 湛江菠萝产业发展现状及建议

2.1 湛江菠萝种植情况

2.1.1 湛江菠萝种植面积

2018 年袁湛江市的菠萝种植面积约 51 万亩袁占

全国 32%袁产量达 62 万吨袁占全国 38%遥 徐闻菠萝

种植面积大渊32 万亩冤袁但品种结构待优化曰传统品

种巴厘种植面积为 30.7 万亩袁占比 96%曰台农系列尧
金菠萝等新兴品种种植面积约 1.3万亩袁占比仅为 4%遥
2.1.2 湛江菠萝种植品种

菠萝属凤梨科凤梨属袁目前约有 60耀70 个栽培

品种袁一般分为皇后尧卡因尧西班牙和杂交种 4 类遥湛
江的传统种植品种为巴厘属皇后类袁其特征为叶片

较短袁多刺袁极少数无刺袁叶面中间有明显彩带遥果圆

筒或圆锥形袁果眼深袁小果两侧向上突起袁果肉黄色

至深黄色袁肉质细袁纤维少袁汁多味甜袁香气浓郁遥 湛

江的新兴种植品种金菠萝尧台农系列属于卡因类袁其
特征为植株强键袁高大袁叶片硬直袁较张开袁无刺或尖

端有少许刺遥果肉淡黄色袁香气较淡袁果眼浅袁小果圆

而扁平袁不突起遥
2.1.3 湛江菠萝生长季及采收情况

皇后类菠萝有 4 个集中成熟季节袁按成熟时间

可以分为春果渊4要5 月成熟冤尧正造果渊6要7 月成熟冤尧

湛江关区鲜菠萝产业发展及出口对策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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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1.湛江海关 广东湛江 524000曰2.广州海关曰3.西宁海关冤

摘要 菠萝是湛江雷州半岛的重要经济作物袁菠萝产业已经成为当地支柱产业之一遥 本文分析了湛江

关区鲜菠萝产业发展现状及出口情况袁针对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建议袁以期提升湛江鲜菠萝出口的水

平袁促进广东湛江菠萝产业快速尧稳健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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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y has become one of the local pillar industri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and export of the pineapple industry in Zhanjiang,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xport level of the pineapple industry and
promote the rapid and steady development of the pineapple industry.
Key Words院 Zhanjiang; Pineappl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Countermeasures

窑107窑



QUALITY SAFETY INSPECTION AND TESTING 质量安全与检验检测 Vol.30 No.5 2020年第 5期

秋果渊10要11 月成熟冤尧冬果渊12 月至翌年 1 月成熟冤袁
卡因类果实比皇后类迟 20耀30 天遥 果实成熟的标志

是果皮由绿色渐变为草绿色袁最终变成带光泽的黄

色或橙黄色曰果肉由白色渐变成半透明的淡黄或黄色曰
硬度由硬变软袁果汁增加袁糖分提高袁具浓郁香味[3]遥
按果皮色泽可将成熟度分 4 个等级院小果草绿尧1/4
小果转黄尧1/2 小果转黄尧大于 1/2 转黄[4]遥 采收成熟

度由用途尧市场远近决定袁近销或就近加工的在 1/2
小果转黄时采收袁远销及远运加工的在 1/4 小果转

黄时采收遥
2.2 菠萝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2.2.1 品种单一袁推广滞后

2019 年徐闻菠萝种植面积 32 万亩袁同比均增

加约 7%曰但其中的 96%为巴厘属袁新兴品种如台农尧
金菠萝等占比极低袁果农对菠萝品种的固守多源于

对其他优质品种的认识不足及对种植技术的不了

解袁农技推广的滞后与推广资金的欠缺袁导致湛江市

种植品种与国际主流差距较大袁品种结构亟需优化遥
2.2.2 品牌意识缺乏

徐闻种植区缺乏对区域品牌的保护意识遥 多年

以来袁徐闻菠萝屡获殊荣袁如第二届中国农业博览会

金奖尧第二届北京国际博览会银质奖等遥 2005 年袁原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正式将愚公楼菠萝纳入

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之列袁以野巴厘冶和野卡因冶两大品

种为主遥但野愚公楼菠萝冶品牌利用率较低袁鲜菠萝仅

经简易筐装后就销往各大市场袁 难以从外观上加以

区分袁品牌优势不明显袁附加值低遥
2.2.3 种植户能力欠缺

湛江市菠萝种植户虽种植经验丰富袁但大多文

化水平偏低袁缺乏专业的技术指导培训[5]遥 对种植面

积尧品种及催化时间的选择常依赖经验袁具有较大的

盲目性曰个体种植规模普遍偏小袁难以在市场上获得

话语权曰对市场及价格波动又缺乏预估性袁时常受到

市场价格波动的冲击遥虽然拥有合作社模式袁但其组

织松散袁发挥实际作用不强遥同时农户在种植过程中

各自为阵袁缺乏标准化控制袁刺激素尧肥料滥用袁质量

参差不齐等现象严重遥
2.2.4 产业化进程滞后

由于消费偏好袁国内菠萝以鲜食为主袁产业化进

程严重滞后遥虽然湛江菠萝加工产业起步较早袁史料

记载早在 1932 年就有了菠萝罐头厂袁到 2009 年袁相
关厂家近 40 家遥加工产品仍以菠萝罐头尧菠萝干尧菠
萝汁等粗加工为主袁附加值低袁如菠萝蛋白酶等高附

加值产品仍未形成规模遥 加工企业也多以中小企业

为主袁加工能力及带动能力有限遥同时受限于品种及

工艺技术袁加工成本高企袁较难占领市场[6]遥
2.2.5 销售渠道不稳

由于菠萝加工产业的不足袁果农的菠萝销售方

式相对单一遥除有销售渠道的部分果农自行销售外袁
绝大多数果农通过经销商将菠萝销往全国各地批发

市场遥 一般经销商只收购 2 斤以上的大果袁差果尧小
果则无人采收袁直接废弃在种植区袁在菠萝价格波动

较大的年份袁很多经销商会选择放弃收购定金袁终止

收购合同袁损害果农的利益遥同时菠萝经销商存在很

强的流动性袁难以和果农形成长年合作关系遥
2.3 菠萝产业发展建议

2.3.1 发挥产业聚集优势

湛江市相对集中的菠萝种植区袁有利于菠萝产

业集聚优势的发挥遥 在徐闻县建设菠萝加工产业链

群袁在为企业提供廉价而丰富的原材料的同时增加

种植户经济收益遥 同时袁湛江市正处于野海上丝绸之

路经济带冶袁随着国家野一带一路冶战略的深入发展袁
为湛江市菠萝产业链的优化升级提供了绝佳的发展

机遇遥
2.3.2 加强科研及农技推广力度

针对湛江市菠萝种植品种单一尧种植技术不规

范的现象袁广大高校及政府部门的科研工作者应注

重产学研相结合袁做好技术创新在上尧中尧下游的对

接与耦合遥 选育良种袁规范种植袁重视相应的农技推

广工作袁帮助农民认识优质菠萝品种袁了解优质菠萝

品种的种植技术袁减少农民在菠萝种植过程中的盲

目性袁及对化肥尧生产激素的依赖性袁降低农民的种

植成本袁让科研尧教育尧生产不同社会分工在功能与

资源优势上达到协同与集成化遥
2.3.3 构建良好的产业链秩序

高产而优质的菠萝供给尧规范团结的合作社组

织尧带动力强的加工企业尧稳定畅通的销售渠道尧良
好的政策扶持和及时的科技推广对于构建良好产业

链秩序缺一不可袁这些产业链节点的流畅相联则成为

整个菠萝产业链良好有序运行和优化整合的保障遥
3 湛江关区鲜菠萝出口情况

湛江地区目前在海关注册登记的出口菠萝种植

果园 6 家袁出口菠萝包装厂 2 家袁鲜菠萝出口国家主

要是俄罗斯尧吉尔吉斯斯坦尧乌兹别克斯坦尧伊朗及

日本等国渊2020 年首次出口日本冤遥
长期以来袁关区鲜菠萝出口量较小袁出口量最多

的年份不超过 3 000 t袁仅为关区菠萝产量的零头袁近
5 年具体出口情况见表 1袁其中出口俄罗斯和吉尔吉

斯斯坦的菠萝基本上都是在 11 月至翌年 3 月期间

采收袁根据路途的远近选择使用普通车箱常温装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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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和吉尔吉斯斯坦作为湛江地区出口鲜菠

萝的主要国家袁受此类限制措施影响袁企业为规避贸

易风险袁减少出口订单袁同时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情影响袁湛江地区菠萝销路受阻遥为助力本地特色农

产品菠萝走出国门袁湛江海关派出业务专家联合地

方政府开展菠萝产业发展调研袁及时掌握企业受疫

情影响情况袁对有出口意向的菠萝种植企业开展一

对一精准帮扶袁指导完善质量管理体系建设袁落实有

害生物防控措施袁同时在疫情防控期间推行野零接

触冶考核模式袁对申请材料野随交随审冶袁高效完成菠

萝出口企业注册登记工作袁并根据企业出口计划袁指
导出口前检疫申报及有毒有害物质检测工作袁实施

优先接单尧优先查验尧优先出证袁确保快速通关遥
2020 年 4 月 8 日袁一批重 6 t尧货值 4.24 万元的

鲜菠萝经该关检验检疫合格后运抵深圳并顺利出口

日本袁这是广东徐闻鲜菠萝首次进入日本水果市场遥
4 提升湛江鲜菠萝出口的水平

4.1 出口菠萝检疫重点

由于出口菠萝主要以果实出口为主袁带有少量

枝叶袁因此根据菠萝主要病虫害的生物学特性和传

播风险袁推断以下 3 种病虫害有可能由菠萝携带出

境袁即黑腐病尧黑心病和粉蚧袁应重点防患遥
菠萝黑腐病多发生于熟果袁但未熟果也可受害遥

通常在田间无显著症状袁收获后在堆放贮藏期间果

实迅速腐烂[7]遥 对其的风险控制主要是采收前综合

防治袁采收后通过果实分类袁来进行挑果尧分拣等程

序剔除遥
菠萝黑心病的病果初期症状与黑腐病相似袁且

常有并发现象袁较易混淆遥 其区别主要有院黑心病病

果仍保留菠萝特有的风味和芳香袁无异味袁不腐烂袁
很难从外观上区别病健果遥 对其的风险控制与黑腐

病一致遥
菠萝粉蚧可造成叶片枯萎袁其分泌的蜜汁也是

煤烟病产生的诱因[8]遥 对其的风险监控通过采收后

的果实清洗尧分类等程序剔除袁如进口国和地区对粉

蚧有严格的要求袁可通过熏蒸或辐照等方法进行检

疫处理遥
4.2 出口鲜菠萝的风险控制措施

4.2.1 采收前风险控制措施

果园采取野综合防治尧预防为主冶的植保方针袁根
据菠萝各阶段的生长情况进行有害生物监测及控

制袁通过生物尧物理尧化学等措施综合防治[9]遥
一是加强植物检疫袁选用抗病虫害的优良品种曰

二是通过间伐袁选株芽袁清除病虫株尧枯株尧枯草使果

园通风透光袁创造不利于有害生物繁殖生息的环境曰
三是根据实际情况悬挂杀虫灯袁或放养捕食蟋蟀等

天敌来进行综合防治曰四是必要时选用化学防治袁在
充分考虑化学农药负面影响的基础上袁选用高效尧低
毒尧低残留的农药袁严禁使用剧毒尧高残留农药袁严格

遵守农药使用安全间隔期[10]遥
4.2.2 采收后风险控制措施

采收后的风险控制措施主要是通过清洗尧挑果尧
分拣尧高压喷气除虫等程序剔除裂果尧病果和虫蛀

果遥粉蚧尧黑腐病和卷叶蛾等症状明显袁通过清洗尧挑
果尧分拣尧高压喷气后可以基本剔除袁很少存在随菠

萝出口传播的可能遥同时在菠萝出口前袁对果园的菠

萝进行有害生物和农残检测袁 检测后果园不得再施

用农药袁检测合格后才允许其出口遥
5 结语

菠萝是广东省最具南亚热带特色和优势的热带

水果之一遥广东省是全国菠萝第一大省袁菠萝种植面

积和产量分别占全国的 65%和 63%袁菠萝产业发展

向优势区域集中袁已成为雷州半岛地区的重要产业袁
区域优势日益明显尧突出袁种植技术较先进成熟袁内
外销呈良好态势袁但存在的问题还较多袁主要包括品

种单一尧品牌意识缺乏尧种植户能力欠缺尧产业化进

程滞后尧销售渠道不稳等遥本文根据广东省菠萝产业

发展现状提出了发挥产业聚集优势尧加强科研及农

年份 批次 重量渊吨冤 货值渊万美元冤 出口国家

2019
2018
2017
2016
2015

4
31
31
16
4

95.3
1 238.9
1 805.1
1 486.2
436.4

8.6
115.1
173.3
141.6
37.0

俄罗斯尧吉尔吉斯斯坦

俄罗斯尧吉尔吉斯斯坦尧伊朗

俄罗斯尧吉尔吉斯斯坦

俄罗斯尧吉尔吉斯斯坦尧伊朗

俄罗斯尧吉尔吉斯斯坦

总数 86 5 061.9 475.6

表 1 近 5年湛江关区菠萝出口情况

或者冷藏车箱控温装运曰出口伊朗和日本的菠萝全

年皆可采收袁主要通过冷藏集装箱海运遥
2019 年年底袁俄罗斯以从中国输俄柚子中截获

桔小实蝇等有害生物为由暂停进口我国柑橘类水

果遥 2020 年初吉尔吉斯斯坦以中方部分果园防疫措

施不恰当为由袁暂停进口我国仁果类尧核果类和柑橘

类水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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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善粒袁有可能间接影响杂草的检出率及含量遥
前文胡长松将大豆杂质含量划分为<1.5%尧1.5%~

2.0%尧>2.0%的 3 个区间袁杂草含量随杂质增长而增

长袁呈显著的正相关遥本研究涉及的大豆杂质含量均

为 1.5%以下袁而且统计的是检疫性有害杂草的含量袁
所以不能直接与之进行比较袁但是本文结果分析与

之相近袁可作为重要参考继续研究探讨遥接下来可以

按品质划分区段袁进行更细致的分析研究遥
杂质含量一直是贸易双方关注的重要指标袁也是

进境大豆口岸监管工作中的一项主要参考指标袁中
国大豆各级质量指标更要求杂质含量在 1%以下遥由
本试验相关性分析可知袁杂质含量的高低不单单只

影响进口大豆的品质袁还与各船检疫性有害杂草检

出率和含量呈正相关遥 破碎粒与损伤粒也是不可忽

视的关键指标遥 例如袁在阿根廷大豆中袁杂质含量与

破碎粒含量尧损伤粒含量均呈显著正相关曰检疫性

有害杂草含量与破碎粒含量呈显著正相关袁与损伤

粒含量呈极显著正相关遥可以看出袁破碎粒与损伤粒

对进口大豆质量与植物疫情的影响也占了很大比

例遥 然而袁在进口大豆口岸监管工作中袁进口大豆破

碎粒含量远高于其他品质含量遥究其原因袁在大豆进

口贸易合同中袁破碎粒含量的合同指标制定得很宽袁
由美国二级大豆和巴西二级大豆的指标可知袁破碎

粒含量均在 20%以下遥 口岸监管工作中应将破碎粒

含量作为一项关键参考指标袁并应继续探讨破碎粒

含量指标的合理性遥
综上所述袁口岸监管部门应在控制进境大豆外

观尧品质尧性状方面加大调控力度袁直观提高产品质

量袁从而减少更多数量尧更多种类的检疫性有害杂草

的传入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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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推广力度尧构建良好的产业链秩序的建议袁并结合

湛江关区鲜菠萝出口情况提出了提升湛江鲜菠萝出

口水平的思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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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微生物泛滥不仅会出现多种致病菌袁更会产生

严重的食品安全事故袁严重时还会威胁人们的生命

安全遥核酸探针检测技术不仅具有极高的精准度袁更
能降低食品检测经费与时间袁便捷的检测方式使其

得到广泛应用并迅速发展遥
2 核酸探针基本概述

对核酸探针这一全新检测方式加以分析袁此种检

测方式的主要部分为 RNA 探针袁RNA 探针带有指

示标记袁能够与被检测食品核苷酸序列的一段单链

cDNA 或是 cRNA 分子相互结合[1]遥 在检测过程中袁
主要以特异性 cDNA尧cRNA 与人工合成的寡核苷酸

探针为主遥 核酸探针应用范围较为广泛袁由于 RNA
为单链分子袁在检测工作中袁能够与被检测食品靶序

列迅速反应袁此类杂交反应效率较高袁具有较为显著

的应用效果遥
3 核酸探针的制备工作

在食品检测工作中袁借助基因检测方式可以了

解样品的位置与序列遥此类食品检测方式袁能够在探

针辅助下袁在最短时间内得到不同被检测食品的基

因信息袁并判断基因信息来源是否相同遥要想确保检

测工作的顺利开展袁应确保核酸探针充分发挥作用遥
在核酸探针制备工作中袁应重点关注以下 2 项内容遥
第一袁应根据所选择食品袁借助交叉反应袁对其中变

化较为显著的核酸片段进行分析遥 第二袁 应在制备

前袁明确食品内部标记物袁对常见标记物进行分析遥
在当前食品检测工作中袁主要通过 32P尧125I 以及 35S 几

种同位素进行分析袁并以此为基础袁进行核酸探针制

备工作[2]遥
4 核酸探针在当前食品检测工作中的具体应用

4.1 应用于 DNA 与 RNA 为靶向检测方式

在食品检测工作中袁重点应关注以下 3 项指标遥
第一袁菌落总数检测工作遥 第二袁大肠杆菌群和沙门

菌的检测工作遥第三袁霉菌尧酵母与毒素的检测工作遥
在这些检测工作中袁细菌来源种类多样化遥在具体检

测工作中袁需结合 DNA 遗传序列袁开展检测工作遥并
在检测过程中袁遵循生物特异性袁对其中的 DNA 序

列进行分析与对比袁进而设计出合理的检测方式遥其
次袁以RNA 为靶向目标的检测试验遥 此种检测方式袁

核酸探针技术在食品检验中的应用

赵 嵘
渊山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山西太原 030012冤

摘要 在当前的食品检测工作中袁微生物检测是重中之重袁为了获得更为精准的食品安全检测结果袁多
种食品检测技术在不断发展袁本文主要对核酸探针检测技术进行分析袁此项技术能够在短时间内找到食品

内部存在的有毒物质袁通过对该技术的应用分析袁希望为更多食品检测工作提供参考建议遥
关键词 核酸探针曰食品检验曰具体应用

中图分类号 TS207.3

Application of Nucleic Acid Probe Technology in Food Inspection
ZHAO Rong

(Shanxi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enter, Taiyuan, Shanxi, 030012, China)
Abstract院 In the current food testing work, the focus should be on microbiological testing. In order to
obtain more accurate food safety testing results, a variety of food testing technologies have emerged.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nucleic acid probe detection technology. This technology can find toxic substances
in food in a short time. Through the application analysis of this technology, it hopes to provide reference
suggestions for more food testing work.
Key Words院 Nucleic Acid Probe; Food Test; Specific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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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以 AccuProbe 基因为探针[3]袁在检测工作中借助荧

光物质袁将标记特异性单链作为检测探针袁应用此种

检测方式袁能够与待测细菌中的核糖体形成 RNA 互

补袁进而形成相对稳定的 DNA 与 RNA 杂交体[4]遥 在

具体检测工作中袁应选择适合检测样品的试验试剂袁
借助试剂将多余探针去除遥在试验后续阶段袁可以通

过发光仪器设备袁做好杂交标记工作遥 借助核酸探

针袁以 RNA 为靶向目标的检测方式相对简单袁检测

用时较短袁检测正确率较高袁应得到重视与推广遥
4.2 核酸探针应用于水产品检测工作

随着食品种类不断增加袁核酸探针检测技术已

经得到较为广泛的应用袁普遍应用于基因测序尧食品

检测工作中遥在以往的检测工作中袁显微镜检测方式

存在较大误差袁难以保证检测结果的精确度遥再加上

不规范操作的影响袁或是使用检测试剂不合理袁缺乏

检测经验袁这些因素都会影响检测结果遥 因此袁可以

借助核酸探针检测方式袁弥补传统检测方式的不足袁
应用科学检测原理袁不断提升检测结果的可信度遥例
如袁在水资源与水产品检测工作中袁应以核酸检测为

基础袁对导致腹泻的大肠杆菌进行检测袁在实际检测

工作中袁可以借助 ST 基因片段袁判断水产品中是否

含有此类物质遥为确保相关水产品质量与安全袁应在

水产品销售前袁对水产品进行检测遥在水产品检测工

作中袁可以应用核酸探针检测方式袁对水产品存在

的过量微生物尧细菌以及蠕虫进行检测与分析遥 结

合核酸探针检测所得技术数据袁明确水产品中的生

物特点袁才能有效鉴别其中的有害成分袁最终提升水

产品检测质量遥 要想维护水产品市场稳定发展袁为
消费者提供更为优质的产品袁势必要做好水产品检

测工作遥
4.3 核酸探针应用于肉制品检测

在肉制品检测工作中袁常会检测出牛巴贝斯虫袁
此种寄生虫具有较高传染性袁牛巴贝斯虫病为原虫病袁
多由泰勒焦虫感染所致遥 由于此类寄生虫寄生于病

畜血细胞中袁其检测难度较大袁为保证食品安全袁禁
止病畜出现在市场中袁应借助 DNA 探针检测方式袁以
核酸探针检测为主袁并结合皂素处理方式袁解决不能

回收全部虫体的问题袁进而提升核酸探针检测的有

效性和灵敏度遥 首先袁在检测工作中袁应对畜禽血样

进行收集与处理袁将血样置于 37益水浴处理袁确保血

样融化遥吸取 100 滋L 血样袁在血样中加水至 500 滋L袁
冰浴 10 min袁以 3 000 r/min 进行离心处理袁离心时

间 10 min遥当血样中的变性血红蛋白逐渐沉淀后袁将
上述被测物质转移至另一离心管中遥与此同时袁应对

正常畜禽血液进行处理袁借助健康畜禽白细胞对被

测样品进行冷藏与稀释遥每个稀释后的血样袁相当于

原血样中的 50 滋L遥 对这一血样加以分析袁稀释过后

的病畜血样虫量较大遥因此袁为保证检测结果精确度袁
在本次检测工作中袁最终确定检测稀释度为 500 滋L遥

在血样处理工作中袁应采取以下 3 种方式袁对血

样进行处理遥 渊1冤皂素处理方法袁在上述血样中加入

皂素袁将皂素浓度控制在 0.15%袁并在处理完成后袁
在其中加入 10 mg 氯化钠渊NaCl冤与 0.5 mg 乙二胺四

乙酸渊EDTA冤遥 将血样浓度控制在 150 mM 与 10 mM
中遥 在后续试验中袁将血样在室内放置 15 min袁在 1伊
104 r/min下进行离心处理袁并将离心时间控制在 5min遥
弃上相袁并加入 50 滋L 去离子水袁做好沉淀处理工

作遥 渊2冤可以借助乙酸处理方式袁在上述稀释液中加

入细胞裂解液 [5]袁并补加 10 mg NaCl袁在沉淀过程

中袁借助 TEPH7.6 悬浮液袁5 000 rpm 离心 5 min袁弃
上相袁采取重复洗涤方式袁得到去离子的悬浮沉淀物

质遥 渊3冤虫体消化方式袁在提取虫体 DNA 后袁应用乙

醇过滤袁借助离心方式袁收取虫体 DNA遥 在完成上述

步骤后袁借助点杂交方式进行试验袁并对核酸探针检

测结果加以分析袁得到精准检验结果袁保证食品安全

与质量遥
5 讨论

食品安全问题尤为重要袁近些年袁食品安全问题

频发袁严重影响人们的健康与生活遥在当前食品检测

过程中袁常见的是微生物污染问题袁应借助核酸探针

检测方式袁及时发现产品内部存在的问题袁从源头上

加以管控袁最大限度降低质量问题袁为更多食品安

全检测工作的开展打下坚实基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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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过去人们曾经遭受过天花尧鼠疫尧霍乱等较为烈

性的传染病带来的巨大灾难遥随着社会的发展袁科技

的进步袁抗生素的广泛使用袁全球公共卫生设施的不

断改善以及卫生保健知识的不断普及袁传统的传染

病逐渐被有效控制遥 现如今袁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

的新时期袁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也在不断加强袁在这

种形势下袁我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劳务合作规模也

在逐步扩大袁出境劳务人员的数量也在持续上升遥这

一举措虽然可以有效推动我国经济的发展袁但同时也

大大增加了我国卫生检疫工作的难度[1]遥 本研究为

了进一步掌握我国出入境人员的身体健康情况袁加
强控制疾病的传播袁对我国 2019 年 1 月要2019 年

7 月的 59 475 名出入境人员的传染病检测情况展开

了全面地分析与探究遥
2 资料与方法

2.1 一般资料

选取我国 2019 年 1 月要2019 年 7 月出入境的

出入境人员传染病检测结果分析及新形势下
卫生检疫应对策略研究

张晓檀 孟波林
渊喀什海关技术中心 新疆喀什 844000冤

摘要 为了对我国出入境人员传染病检测结果进行分析袁制定有效的卫生检疫应对策略袁本文选取我

国 59 475名出入境人员作为研究对象袁对其传染病检测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遥 结果显示袁其中有 794例传染性

疾病袁病毒性肝炎阳性率为 0.12%袁梅毒阳性率为 1.15%袁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渊HIV冤抗体阳性率为 0.04%袁肺
结核阳性率为 0.03%遥 劳务人员在出境人员总人数中占比例最大袁为 91.67%曰入境人员主要以留学人员为

主袁其占总人数的 4.19%遥我国现阶段应该将出入境人员传染病的检测工作重点放在劳务人员的健康体检方

面袁充分重视梅毒尧艾滋等检出率逐渐上升的疾病袁并积极做好卫生检疫工作遥
关键词 出入境人员曰传染病检测曰卫生检疫曰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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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Infectious Diseases Detection Results of Entry-Exit Personnel and
Study on Health Quarantine Countermeasures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ZHANG Xiaotan, MENG Bolin
(Kashi Customs Technical Center, Kashi, Xinjiang, 844000, China)

Abstract院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detection results of infectious diseases of Chinese entry-exit personnel
and formulate effective health and quarantine response strategies, this paper selects 59 475 entry-exit
personnel of China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conducts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ir infectious disease
detection data.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794 cases of infectious diseases. The positive rate of viral
hepatitis is 0.12%, the positive rate of syphilis is 1.15%, the positive rate of HIV antibody is 0.04%, and
the positive rate of tuberculosis is 0.03% . The labor service personnel accounted for the largest
proportion of the total number of outbound personnel, at 91.67% , the inbound personnel are mainly
students studying abroad, which accounts for 4.19% of the total number. At this stage, our country
should focus on the inspection of infectious diseases of entry and exit personnel in the health
examination of labor workers, pay full attention to diseases with increasing detection rates such as
syphilis and AIDS, and actively do a good job in health and quarantine.
Key Words院 Immigration Officer; Infectious Disease Detection; Health Quarantine; Coping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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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475 名人员作为研究对象袁对其一般资料进行采

集与统计袁主要包括性别尧年龄尧职业与国籍等遥 同

时袁对其基础的健康信息进行了收集袁例如袁身高尧体
重尧体温尧血压尧心率尧脉搏等袁并对其内外科进行了

心电图尧腹部超声尧X 光等多项检查遥
2.2 方法

2.2.1 病毒性肝炎检测

病毒性肝炎检测的重点是丙肝病毒抗体渊HCV-
Ab冤尧e 抗体渊HBeAb冤尧表面抗体 渊HBsAb冤尧e 抗体

渊HBeAb冤尧核心抗体渊HBcAb冤尧e 抗原渊HBeAg冤与表面

抗原渊HBsAg冤袁利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渊ELISA冤进行

系列筛查遥
2.2.2 梅毒抗体检测

梅毒血清学的筛选要应用甲苯胺红不加热血清

试验渊TRUST冤检测方式袁针对初次筛选出来的阳性

患者要利用梅毒螺旋体抗体明胶颗粒凝聚试验

渊TPPA冤进行进一步确认遥
2.2.3 艾滋病病毒渊HIV冤抗体检测

艾滋病病毒抗体渊HIV-Ab冤要选择 ELISA 进行

有效筛查袁经检测呈阳性的患者袁要立即将其送至当

地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袁采用蛋白印迹渊Wb冤进行进

一步确认遥
2.2.4 肺结核检测

通过胸部 X 线透视筛查对肺结核疾病进行检

测袁并将疑似肺结核病例送至当地的肺结核防治中心袁
利用痰涂片培养与结核菌素试验进行最终的确认遥
3 结果

3.1 出境人员职业

在 2019 年 1 月要2019 年 7 月袁我国开展传染病

检测体检活动期间袁共有 59 475 名出入境人员袁其
中袁占出入境总人数最多的职业为劳务人员袁占总出入

境人数的 91.67%渊54 520/59 475冤袁其次依次为留学人

员与交通人员袁分别占总出入境人数的 4.19%渊2 492/
59 475冤和 3.67%渊2 182/59 475冤遥
3.2 传染病相关检出情况

此次研究中的 59 475 名受检者中袁检出传染病

例数共 794 例袁其总检出率为 1.34%渊794/59 475冤遥
在传染病总检出率中袁梅毒的检出率最高袁达到了 1.15%
渊682/59 475冤袁HIV-Ab尧HCV-Ab 与肺结核的检出率

分别为 0.04%渊23/59 475冤尧0.04%渊23/59 475冤尧0.03%
渊19/59 475冤遥
3.3 不同职业出入境人员的相关传染性疾病检出

情况

站在不同职业出入境人员传染性疾病检出这一

角度来看袁59 475 名受检者中袁劳务人员的 HCV-Ab

检出率为 0.02%渊119/59 475冤尧肺结核检出率为 0.03%
渊178/59475冤尧梅毒检出率为 1.15%渊684/59 475冤尧HIV-
Ab 检出率为 0.01%渊59/59 475冤袁其他职业人员中袁
除了 2 名商务人员检出 HCV-Ab 阳性袁其余职业人

员均检测呈阴性遥
3.4 不同年龄段出入境人员的传染病检出情况

从不同年龄段出入境人员的传染病检出方面来

看袁59 475 名受检者中袁共检出 794 例传染性疾病袁检
出率最为集中的年龄段在 30耀39岁袁其次为 40耀49岁遥
4 讨论

在 2019 年 1 月要2019 年 7 月内袁出入境人员共

59 475 人次袁其中检出各类传染性疾病 794 例袁总检

出率为 1.34%渊794/59 475冤遥对传染病检测结果进行

全面分析可以得出袁最易感染艾滋病与梅毒抗体阳

性的人群大部分为劳务人员尧留学人员与交通员工袁
且年龄大多集中在 30耀49 岁袁其感染率整体呈现随

年龄递减的趋势[2]遥 产生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是因

为大部分出境务工人员的职业为建筑工人袁该类人

员由于工作要求需要长期在外工作袁再加上其自身

的文化素质水平较低袁缺乏有效的自我约束能力袁个
人保健意识较差袁受不良生活习惯与恶劣生活环境

的影响袁就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传染病的发生与传

播遥 在这种情况下袁要想加强对传染病的控制袁做好

卫生检疫工作袁首先就要不断拓宽艾滋病等传染病

的宣传教育途径袁特别是要针对重点人群积极开展

疫情疫病的宣传教育工作袁充分发挥并利用网络优

势袁进一步加大对边民与边境贸易点人员的疫情疫

病防治知识宣传力度遥 根据近些年来的研究资料显

示袁我国现阶段大部分群众对艾滋病尧肺结核等传染

疾病的预防知识与传播途径缺乏正确的了解 [3]遥 为

此袁在加大重点人群健康教育工作的同时也要对部

分行为进行有针对性的干预袁以此有效控制艾滋病

与肺结核等传染病的传播与蔓延遥与此同时袁也要进

一步提升出入境人员自身的传染病防治知识与自我

保护的能力遥
此次研究结果显示袁病毒性肝炎仍旧是传染病

检测工作中的重点内容袁其检出率已经达到 0.10%遥
且据近几年的调查研究数据显示袁病毒性肝炎的检

出率在随着出入境人数的增加而不断增长袁特别是

从事劳务工作的人员与交通运输船员[4]遥 同时袁由于

大部分交通员工对传染病防止知识缺乏正确的认

识袁这就为疾病的传播提供了有力的条件袁而且病毒

性肝炎发病初期具有一定的隐匿性袁这就会导致感

染者不能尽早发现该疾病遥另外袁由于交通员的工作

渊下转第 119 页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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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霉菌和酵母计数主要用于判定样品被真菌污染

的程度和检测样品中真菌的性质和繁殖动态袁是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系列常规检测项目之一袁也是评价食品

质量的重要卫生指标之一遥 绝大多数霉菌和酵母不

会对人体直接造成危害袁少部分可导致食品腐败变

质或产生真菌毒素袁影响人体健康袁主要表现为慢性

中毒尧致癌尧致畸尧致突变作用[1]遥 并且霉菌和酵母的

细胞较大袁代谢能力比细菌强袁标准限量更为严格遥
目前袁国内外霉菌和酵母计数的方法主要有平

板计数法尧显色培养基计数法尧WKJ-域型微生物快

速检测系统尧流式细胞仪计数法和测试纸片法 [2]袁每
种方法均有其优点和局限性遥GB 4789.15要2016叶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霉菌和酵母计

数采用平板计数法曳[3]检测过程虽简单易操作袁但存

在培养时间长尧霉菌蔓延影响计数和孢子污染等缺

点遥 并且不同霉菌酵母对环境温湿度及营养成分的

要求也会有所不同袁所以要在同等条件下培养出所

有的霉菌酵母袁准确尧快速反映出样品的真实情况袁是
食品卫生部门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4]遥

能力验证利用实验室间比对袁按照预先制定的

准则评价参加者的能力袁是一种重要的外部质量评

第一作者 E-mail院 921306185@qq.com
收稿日期院 2020-09-20

能力验证中霉菌和酵母计数影响因素探讨

陈秀芬 梁展翘 周 露 *

渊广东省食品检验所 广东广州 510435冤

摘要 为了分析探讨食品微生物能力验证中霉菌和酵母计数检验方法及注意事项袁提高实验室检测霉

菌和酵母的能力遥 本文根据 GB 4789.15要2016叶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霉菌和酵母计数曳袁
采用不同生产厂家袁不同培养基进行倾注平皿袁比较分析霉菌和酵母计数结果的差异性遥 结果显示袁广东省

食品检验所实验室样品 19E-381 和 19F-979 检测结果分别为 2 800尧900 CFU/mL袁能力验证结果为满意遥 不

同生产厂家尧不同培养基对霉菌和酵母计数有影响袁其中袁孟加拉红琼脂的检测效果比马铃薯葡萄糖琼脂

好袁此次能力验证表明广东省食品检验所实验室霉菌和酵母检测能力良好遥
关键词 能力验证曰霉菌曰酵母曰孟加拉红琼脂曰马铃薯葡萄糖琼脂

中图分类号 TS207.4

Study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Molds and Yeasts in Proficiency Test
CHEN Xiufen, LIANG Zhanqiao, ZHOU Lu*

(Guangdong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Food Inspection, Guangzhou, Guangdong, 510435, China)
Abstract院 In order to analyze and explore the methods and precautions for the inspection of mold and
yeast counts in food microbiological proficiency testing, to improve the laboratory's ability to detect mold
and yeast, according to GB 4789.15要2016 "National Food Safety Standard, Food Microbiological
Inspection: Counting of Mold and Yeast", different manufacturers and different culture media are used to
pour the plates to compare and analyze the differences in the results of mold and yeast counts in this
paper.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est results of samples 19E-381 and 19F-979 in this laboratory are 2 800
and 900 CFU/mL respectively, and the proficiency test results are satisfactory. Different manufacturers and
different culture media have an impact on the counts of mold and yeast. Among them, the detection
effect of bengal red agar is better than that of potato dextrose agar. This proficiency test shows that the
laboratory has good mold and yeast detection capabilities.
Key Words院 Proficiency Test; Mold; Yeast; Rose Bengal Agar Medium; Potato Dextrose Agar Med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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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活动[5]遥 通过参加能力验证袁可以客观考核实验室

能力和管理状况袁保证实验室资质认定的有效性和

持续监控实验室的运行状态袁确保检验检测活动的

质量[6]遥 为了提高实验室霉菌和酵母的检测能力袁开
展实验室检测能力的自我监控袁广东省食品检验所

实验室于 2019 年 10 月参加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

院测试评价中心申请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渊APEC冤自筹

项目 SCSC 03 2019S叶食品微生物检测能力验证曳袁比
对结果满意遥通过本次能力验证袁确定了广东省食品

检验所实验室霉菌和酵母计数的检测水平袁进一步

监控了实验室人员的持续检测能力遥
2 材料与仪器

2.1 材料与试剂

能力验证样品院本次研究中所采用的能力验证样

品均由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测试评价中心申请

APEC 自筹项目 SCSC 03 2019S叶食品微生物检测能

力验证曳提供袁样品编号为 19E-381 和 19F-979遥
试剂院孟加拉红琼脂渊广东省环凯微生物有限公

司尧北京陆桥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袁以下简称环凯和陆

桥冤曰马铃薯葡萄糖琼脂渊环凯尧陆桥冤曰无菌蒸馏水遥
2.2 仪器与设备

SX-700 型高压灭菌器渊日本 TOMY 公司冤曰SW-
CJ-2F 型超净工作台渊苏州安泰空气技术有限公司冤曰
LRH-250型生化培养箱渊上海一恒科学仪器有限公司冤遥
3 试验方法

3.1 样品处理

将样品从冰箱内取出恢复至室温遥 根据作业指

导书袁样品需要采用 40 mL 无菌蒸馏水复原遥 开启

后立即加入 4 mL 无菌蒸馏水进行复原袁待充分溶解

后袁吸出放入无菌瓶中袁再反复用余下的蒸馏水清洗

西林瓶内壁袁回收清洗液放入上述无菌瓶中遥此溶液

即为待测样品原液袁充分振摇后采用无菌操作稀释

至 10-5遥 同时分别吸取 1 mL 无菌蒸馏水加入 2 个无

菌平皿作为空白对照遥
3.2 孟加拉红培养基倾注法

选择原液和 10-1耀10-5 样品匀液袁每个稀释度吸

取 1 mL 匀液于 2个无菌平皿中袁及时将 20耀25 mL 冷

却至 46益的孟加拉红琼脂倾注平皿袁并转动平皿使

其混合均匀遥 待琼脂凝固后袁正置平板袁置于 28益培

养箱中培养袁观察并记录培养至第 5 d 的结果遥
3.3 马铃薯葡萄糖倾注法

选择原液和 10-1耀10-5 样品匀液袁每个稀释度吸

取 1 mL 匀液于 2个无菌平皿中袁及时将 20耀25 mL 冷

却至 46益的马铃薯葡萄糖琼脂倾注平皿袁并转动平

皿使其混合均匀遥 待琼脂凝固后袁正置平板袁置于

28益培养箱中培养袁观察并记录培养至第 5 d 的结果遥
4 结果与分析

4.1 霉菌和酵母在不同培养基上的形态特征

孟加拉红琼脂中含有孟加拉红成分袁又名虎红袁
化学名为四碘四氯荧光素钠盐或钾盐袁主要是作为

选择性抑菌剂尧抑制细菌生长袁且减缓霉菌菌落因生

长过快导致的蔓延生长袁使其更加致密遥霉菌菌落有

明显菌丝袁背面中心呈深粉红色尧四周呈浅粉色袁易
于计数遥 酵母菌落较小袁呈粉红色袁表面光滑尧湿润尧
粘稠袁便于观察计数遥 其中袁陆桥牌和环凯牌孟加拉

红琼脂中霉菌和酵母形态特征均较为明显袁易于区

分和计数袁详见图 1遥

注院A1 和 A2 为环凯产孟加拉红琼脂袁B1 和 B2 为陆桥产孟加

拉红琼脂遥
图 1 霉菌和酵母在不同牌子的孟加拉红琼脂上的

形态特征

马铃薯葡萄糖琼脂中生长的霉菌菌落有明显菌

丝袁呈浅黄色到深黄色袁容易蔓延生长袁边缘不清晰尧
不易于识别遥而酵母菌落较小袁呈浅黄色袁表面光滑尧
湿润尧黏稠袁检出率较低袁且易被霉菌遮蔽袁都不便于

观察计数遥其中袁陆桥牌孟加拉红琼脂中霉菌和酵母

比环凯牌孟加拉红琼脂显色明显尧边缘清晰袁更易于

区分和计数袁详见图 2遥
在现实检测中袁存在霉菌和酵母用肉眼无法区

分的情况袁可在低倍显微镜下观察袁霉菌有明显菌丝

体呈发散状袁酵母边缘较细腻规整尧周围有卵圆形孢

子袁详见图 3遥
根据陈红平[7]等人的研究袁在显微镜下袁酵母菌

活细胞为无色袁死细胞为蓝曰直接镜检时袁霉菌丝壁

如同两条平行的线袁这是区别霉菌菌丝和其他纤维

最有用的特征袁此外菌丝较长尧多呈分枝状袁是鉴定

霉菌最可靠的特征之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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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院C1 和 C2 为环凯产孟加拉红琼脂袁D1 和 D2 为陆桥产孟加

拉红琼脂遥
图 2 霉菌和酵母在不同牌子的孟加拉红琼脂上的

形态特征

图 3 霉菌和酵母在低倍显微镜下的形态特征

4.2 霉菌生长计数

采用不同生产厂家的孟加拉红琼脂和马铃薯葡

萄糖琼脂倾注尧培养后袁样品 19E-381 和 19F-979霉
菌计数结果详见表 1 和表 2遥 对于样品 19E-381袁在
孟加拉红琼脂中袁环凯产品霉菌数量比陆桥产品低

16.1%渊相对标准偏差 RSD=12.4%冤袁在马铃薯葡萄糖

琼脂中袁环凯产品霉菌数量比陆桥产品高 4.8%渊RSD=
6.7%冤曰对于样品 19F-979袁在孟加拉红琼脂中袁环凯

产品霉菌数量比陆桥产品低 19.2%渊RSD=10.6%冤袁
在马铃薯葡萄糖琼脂中袁环凯产品霉菌数量比陆桥

产品高 10.0%渊RSD=6.7%冤遥 19E-381 和 19F-979 的

不同培养基的霉菌计数结果详见表 1遥
4.3 酵母生长计数

采用不同生产厂家的孟加拉红琼脂和马铃薯葡

萄糖琼脂倾注尧培养后袁样品 19E-381 和 19F-979 酵

母计数结果详见表 1 和表 2遥 对于样品 19E-381袁在
孟加拉红琼脂中袁环凯产品酵母数量比陆桥产品低

13.6%渊RSD=10.3%冤袁在马铃薯葡萄糖琼脂中袁环凯

产品酵母数量比陆桥产品低 10.0%渊RSD=7.4%冤曰对
于样品 19F-979袁在孟加拉红琼脂中袁环凯产品酵母

数量比陆桥产品低 31.3%渊RSD=26.2冤袁在马铃薯葡萄

糖琼脂中袁环凯产品酵母数量比陆桥产品低 13.6%
渊RSD=10.3%冤遥 19E-381 和 19F-979 的不同培养基

的酵母计数结果见表 2遥
4.4 能力验证结果和统计结果评价

参加本次能力验证的 84 个实验室中袁2 个测试

结果均为满意的实验室有 65 个袁满意率为 77.4%遥实
验室间比对 Z值分布结果详见表 3袁其中参加 I 组

比对的实验室 70 个袁满意率为 84.3%曰参加 II 组比

对的实验室 78 个袁满意率为 88.5%曰参加 III 组比

对的实验室 70 个袁满意率为 70.0%遥 广东省食品检

验所实验室参加能力验证测试结果详见表 4袁样品

19E-381 和 19F-979 的 Z值分别为-0.1 和-0.8遥 根

据评价原则∣Z∣臆2 为满意结果袁2 份样品评价结果

均为满意袁可知广东省食品检验所实验室在霉菌和酵

母计数上有较高的技术水平遥

表 1 不同培养基的霉菌计数结果

样品
19E-381 19F-979

原液 10-1 10-2 10-3 结果 原液 10-1 10-2 10-3 结果

孟加拉红琼

脂倾注法

渊CFU/mL冤

环凯

陆桥

平行 1
平行 2
平行 1
平行 2

多不可计

多不可计

多不可计

多不可计

多不可计

多不可计

多不可计

多不可计

24
27
33
29

2
2
4
2

2 600

3 100

多不可计

多不可计

多不可计

多不可计

78
82
93

103

8
9
9

12

1
1
1
1

800

990

马铃薯葡萄

糖琼脂倾注

法渊CFU/mL冤

环凯

陆桥

平行 1
平行 2
平行 1
平行 2

多不可计

多不可计

多不可计

多不可计

多不可计

多不可计

多不可计

多不可计

24
20
20
22

2
2
1
2

2 200

2 100

多不可计

多不可计

多不可计

多不可计

62
65
61
58

9
12
8
6

1
2
1
0

660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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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代码 样品组编号 霉菌和酵母总数渊CFU/mL冤 Z值 评价

APEC-PT-1901-163 19E-381
19F-979

2 800
900

-0.1
-0.8

满意

满意

表 4 广东省食品检验所实验室能力验证测试结果

表 3 实验室间比对 Z值分布结果

表 2 不同培养基的酵母计数结果

5 结论

通过采用不同厂家生产的不同培养基检测霉菌

和酵母总数可以看出袁各培养基由于组分不同袁检测

结果也不同遥其中袁孟加拉红琼脂上霉菌生长率高于

马铃薯葡萄糖琼脂 [8]袁因为适当提高培养基碳氮比

可以提高霉菌检出率袁但葡萄糖的含量过高会降低

霉菌的检出率遥 通过此次霉菌和酵母菌的能力验证

试验袁从野人尧机尧料尧法尧环冶5 个方面来考虑分析试

验中的关键控制点袁为今后检测提供参考遥
人院检验人员应有较为丰富的检验检测经验袁掌

握目标菌的检验方法和菌落形态判定特征袁能制定

周全的试验方案袁使整个试验有序平稳进行袁确保结

果不漏计尧不误计遥
机院实验室应配备满足检测工作要求的仪器设

备 [9]袁检测设备的选择尧性能和准确度会直接影响试

验结果的可靠性遥 因为旋转刀片均质器可能会把霉

菌的菌丝切断袁导致检验结果偏高[10]袁应采用拍击式

均质器混匀样液曰培养箱的配置应考虑用途尧控温范

围尧控制精度和数量的要求袁培养箱内温度和湿度应

设置得当袁避免培养基失水过多而干裂遥
料院考虑到目标菌可在不同培养基上生长以及不

同厂家培养基质量也稍有不同袁 而能力验证试验只

能制备一个样品袁为避免不可挽回的失误袁此次能力

验证中分别采用了 2 个厂家渊环凯和陆桥冤尧2 种培养

基渊孟加拉红琼脂和马铃薯葡萄糖琼脂冤进行霉菌和

酵母菌计数和分析遥 而且袁孟加拉红见光易分解袁需
要避光保存袁所以孟加拉红琼脂应配制于棕色瓶中袁
或用不透光袋子密封保存袁放置于冰箱中袁已变色的

培养基应废弃袁不再使用遥
法院按照指定的方法处理样品袁用稀释液反复冲

洗装样品的西林瓶袁确保目标菌全部转移曰培养 48 h
后第一次观察袁轻拿轻放袁避免上下翻转平板导致的

霉菌孢子扩散形成次生菌落袁影响计数结果袁之后每

日观察并记录培养至第 5 d 的结果曰用肉眼观察霉菌

和酵母袁必要时可采用低倍显微镜或放大镜进行区

分和计数袁记录稀释倍数和相应的霉菌酵母结果袁选
取菌落数在 10耀150 CFU 的平板进行计数遥

环院环境条件如温度尧湿度尧光照尧强度尧空气流

动尧磁场尧震动尧碰撞等袁都可能通过影响标准设备的

性能和准确度而影响实验室的检测结果[11]遥 在试验

时袁应确保试验环境条件符合要求袁有效地监控和记

录环境条件袁检测样品中的霉菌时袁还要有适当的措

施控制孢子在空气中的扩散遥 根据韩涛[12]等的研究袁
采用封闭式培养方法能有效防止霉菌孢子扩散袁即
用自封袋建立空气与培养基的体积比不小于 3 的相

对独立的微环境条件袁 将霉菌培养皿放于其中隔离

培养袁代替传统的敞开式培养方法遥

样品
19E-381 19F-979

原液 10-2 10-3 结果 原液 10-2 10-3 结果

孟加拉红琼脂倾

注法渊CFU/mL冤

环凯

陆桥

平行 1
平行 2
平行 1
平行 2

多不可计

多不可计

多不可计

多不可计

20
18
20
23

2
2
2
3

190

220

129
97

多不可计

多不可计

14
11
16
15

1
0
2
2

110

160

马铃薯葡萄糖琼

脂倾注法

渊CFU/mL冤

环凯

陆桥

平行 1
平行 2
平行 1
平行 2

多不可计

多不可计

多不可计

多不可计

19
16
20
20

1
1
1
0

180

200

85
104
103
116

9
11
11
13

1
2
1
1

95

110

样品组 ∣Z∣值
I 组 II 组 III 组

实验室数渊个冤 构成比渊%冤 实验室数渊个冤 构成比渊%冤 实验室数渊个冤 构成比渊%冤
满意结果

可疑结果

不满意结果

无效结果

臆2
2约∣Z∣约3

逸3

59
3
8

84.3
4.3

11.4

69
0
9

88.5
0.0

11.5

14
0
4
2

70.0
0.0

20.0
10.0

总计 70 78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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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人口较为集中袁大部分处于群体生活状态袁这就

会进一步促进疾病的传播遥
此次研究中袁虽然我国出入境人员肺结核检出

率相对较低袁为 0.03%袁但仍旧需要加强该疫情的防

范工作遥 肺结核作为危害人类健康的重大传染病之

一袁其男性群体的发病率要明显高于女性袁这主要是

因为男性出入公共场合的概率远高于女性袁这就会

大大增加其接触肺结核病人的概率[5]遥 另外袁据部分

研究表明袁长期从事劳务工作的人员袁由于其生活条

件较差袁工作强度较大袁成为肺结核的高发人群袁为
此要进一步加大对群体的检测工作遥

针对长期在境外工作的务工人员袁要充分重视

其传染病的防治工作[6]遥 劳务人员需要在野外实施

作业袁这会大大增加其患传染病的风险遥 同时袁受跨

国文化思想的冲击袁务工人员不会积极主动地采取

保护措施袁这在无形中进一步增加了发生传染病的

风险遥 另外袁由于非洲地区的气候环境相对较差袁这
更有利于肠道传染病等疾病的传播[7]遥 为此袁在务工

人员出境前袁根据其实际情况制定有效的传染病防

治措施十分必要袁同时也要针对劳务人员在境外极

易发生传染病的这一情况开展专题分析研究袁 并制

定有效的预防措施遥
在当前形势下袁虽然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袁在

各类出入境人群当中袁劳务人员的传染病检出率最

高袁但这也不能明确表明出境工作的劳务人员是在

境外感染传染病[8]遥 为此袁传染病检测与卫生检疫工

作的重点还应该放在易感人群当中袁根据我国传染

病控制能力袁结合传染病的传播情况制定有效的防

控策略袁并尽可能做到实时随访尧归国后复查体检等袁
以此有效阻止传染病的发生袁大大降低传染家人以

及疫情大规模爆发的风险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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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新型冠状病毒渊COVID-19冤是一种 RNA 病毒袁
以喷嚏尧咳嗽等呼吸道飞沫传播及接触传染为主袁会
引起人类呼吸系统感染袁发热尧乏力尧干咳袁逐渐出现

呼吸困难是感染者的一般临床症状袁 绝大多数感染

者预后良好袁少数患者起病症状轻微袁发热不明显袁
严重者出现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尧感染性休克尧难以

纠正的代谢性酸中毒及重度凝血功能障碍等症状袁
甚至导致死亡袁且该病毒传染性极强[1]遥 快速尧及时尧
准确的诊断和鉴别诊断技术对 COVID-19 诊治和疫

情的防控尤为重要遥目前袁方法的多样性和多种方法

的互补使用为 COVID-19 的检测两大趋势遥 细胞培

养尧电镜检测尧血清学检测尧核酸检测等为主要检测

方法 [2]袁由于实时荧光 RT-PCR 核酸检测技术操作

简单袁低成本袁结果准确袁特异性强尧灵敏度高尧重复

性好袁而且检测过程封闭袁较好地解决了环境污染问

题袁已成为临床 COVID-19 检测的主流方法[3]遥 实时

荧光逆转录聚合酶链式反应渊RT-PCR冤核酸检测技

术已被列入国家卫健委 COVID-19 诊疗规范袁是
COVID-19 感染的最重要病原学确诊指标及痊愈判

断标准袁也是目前临床首选的技术遥
2019年 12 月袁湖北武汉暴发 COVID-19 疫情袁随

后蔓延至全国袁截至 2020 年 2 月 29 日袁现有确诊病

例 35 239 例袁累计治愈出院病例 41 625 例袁累计死

亡病例 2 870 例袁累计确诊病例 79 824 例袁其中袁赣
县区现有确诊病例 7 例治愈出院袁累计死亡 1 例袁累
计确诊病例 9 例袁已连续 24 天无新增确诊病例遥 当

前疫情防控形势正积极向好的势态发展袁但疫情依然

严峻复杂袁已严重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的生产

生活袁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遥为了有效遏制疫情

传播蔓延袁阻断病原体在医疗机构内传播袁保证医疗

质量与安全袁基层医院生物安全二级渊BSL-2冤实验

室开展 COVID-19 检测大势所趋遥
本文参考国家卫健委最新颁发的叶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诊疗方案渊试行第七版冤曳渊国卫办医函也2020页
184 号冤尧叶新型冠状病毒实验室生物安全指南渊第二

基层医院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与
生物安全防护探讨

钟宏文 朱丽康 温晓静 朱凯琦 刘让万
渊赣县区人民医院 江西赣州 341100冤

摘要 为了分析当前基层医院实时荧光逆转录聚合酶链式反应 渊RT-PCR冤 检测技术在新型冠状病毒

渊COVID-19冤核酸检测的临床应用袁本文对生物安全二级渊BSL-2冤实验室开展 COVID-19 核酸检测的操作

流程及试验人员的生物安全防护措施进行了探讨遥
关键词 新型冠状病毒曰核酸检测曰生物安全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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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Detection of COVID-19 Nucleic Acid and Biosafety Protection in Primary Hospitals
ZHONG Hongwen, ZHU Likang, WEN Xiaojing, ZHU Kaiqi, LIU Rangwan

(Ganxian People's Hospital, Ganzhou, Jiangxi, 341100, China)
Abstract院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current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real-time fluorescent reverse transcription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RT-PCR) detection technology in the nucleic acid detection of new coronavirus
pneumonia(COVID-19) in primary hospital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operating procedures of the COVID-19
nucleic acid detection in the biosafety level 2 (BSL-2) laboratory and the biological safety protection
measures of the experimenters.
Key Words院 COVID-19; Nucleic Acid Detection; Biological Safety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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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冤曳渊国卫办科教函也2020页70 号冤和中国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的制定的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渊第
五版冤曳及附件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实验室检测技术

指南渊第五版冤曳渊国卫办疾控函也2020页156 号冤袁中华

医学会检验分会发布的叶2019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临

床实验室生物安全防护专家共识曳等文件袁介绍了赣

县区人民医院检验科在 BSL-2实验室开展COVID-19
多重实时荧光 RT-PCR 核酸检测策略及试验人员

的生物安全防护应对措施遥
2 开展 COVID-19 实时荧光 RT-PCR 核酸检测的

条件

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渊第五版冤曳及附件

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实验室检测技术指南渊第五版冤曳
将 COVID-19 作为急性上呼吸道传染病已纳入叶中华

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曳甲类管理的乙类传染病遥
COVID-19 暂归属于第二类生物危害等级的高致病

性病原微生物[4]遥 严格按照叶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

安全管理条例曳和叶能够感染人类的高致病性微生物

渊毒物冤的种类或样本运输管理条例曳渊卫生部 45 号

令冤等相关要求采集尧运送尧检测尧储存标本遥依据叶新
型冠状病毒实验室生物安全指引渊第二版冤曳相关规

定院在生物安全二级实验室渊BSL-2冤开展 COVID-19
核酸提取袁使用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的个人保护[5]遥
生物安全二级及以上的医疗机构临床实验室开展

COVID-19 核酸检测须经社区的卫生主管部门备

案袁同时具备以下条件院渊1冤实验室必须经省级卫生

主管部门审核备案遥渊2冤实验室检测人员必须经省临

床检验中心基因检测技术培训合格 渊持有岗位合格

证书冤遥 渊3冤实验室仪器设备必须满足高效过滤效率

渊HEPA冤检测合格的 A2 及以上专用生物安全柜袁生
物安全达到二级渊P2冤级别以上遥 渊4冤试剂应选择使

用经国家药监局批准能检测 COVID-19 基因组中开

放读码框 1ab渊ORF1ab冤和核壳蛋白渊N冤或小包膜蛋

白渊E冤袁有注册证号厂家生产的检测试剂袁并在使用

前做性能验证遥 赣县区人民医院实验室选择济南鑫

贝西 BIOBASE-BSC-1100域B2-X 生物安全柜 渊国
械注准 20163542275冤袁杭州安誉 AGS-4800渊国械注

准 20173400921冤实时荧光定量 PCR扩增仪袁主要使

用中山达安公司渊国械注准 20203400063冤尧湖南圣

湘公司渊国械注准 20203400064冤生产的试剂备用遥
3 BSL-2实验室内的三级个人防护

在 BSL-2 实验室内的所有操作必须符合叶新型

冠状病毒实验室生物安全指南渊第二版冤曳的三级个

人防护要求袁做好个人防护用品的穿戴院穿一次性防

护服尧工作服外穿隔离衣尧防渗漏胶鞋尧短双层一次

性鞋套袁戴医用防护口罩或 N95 口罩尧工作帽尧护目

镜渊或面屏冤及双层防渗漏乳胶手套袁加强手卫生遥进
入 BSL-2 实验室严格按照 BSL-2 生物安全防护用

品的穿戴和脱卸流程操作袁 脱卸一次性防护用品时

须注意每脱卸一件防护用品前都先用 75%酒精喷

洒防护用品的外表面进行消毒遥 护目镜渊或面屏冤用
有效氯浓度 1 000 mg/L 消毒液浸泡 30 min袁 清水清

洗晾干后再进行重复使用遥
4 临床检测流程

在赣县区 COVID-19 疫情防控指挥部统一指挥

下袁经赣县区人民医院 COVID-19 防控领导小组协

调袁通知检验科主任开始准备承担 COVID-19 感染

者尧疑似病例尧门诊发热留观人员尧密切接触者及集中

隔离点医学观察人员的核酸检测的临床检验工作遥
4.1 准备工作

科主任接到通知后袁立即召开科室紧急启动会

议袁传达通知精神袁分配布置工作任务遥 结合科室实

际应急安排 3 名持有 PCR 上岗证的检测人员渊其中

有高级职称 1 名袁中级职称 2 名冤袁邀请试剂厂家技

术人员进行培训袁上级医院基因扩增实验室渊PCR
实验室冤专家指导及医院院感专家督导袁同时做好试

剂尧耗材储备尧防护用品的调备等工作遥 明确要求对

疑似或确诊患者的样本要有显著的特殊生物安全标

识袁由临床医师或疾控人员负责样本采集袁统一专人

送检袁专人接收袁集中分批检测袁以减少暴露的机会

和个人防护装备的消耗遥实验室检测人员按照叶新型

冠状病毒实验室生物安全指南渊第二版冤曳的三级个

人防护要求做好个人防护袁 随时准备接收患者样本

进行检测遥
4.2 样本运送及接收

样本运送人员戴医用 N95 口罩和防护眼罩袁穿
工作服外隔离衣尧二层鞋套及防渗漏长靴袁戴双层乳

胶手套和工作帽按生物安全二级个人防护流程做好

防护 [6]遥 收集样本时必须仔细检查采样容器是否完

好无损并盖紧袁 采样容器上是否写明患者姓名尧病
区/床号尧样本的种类及采样时间渊医生或护士填写冤袁
确认样本合格并在样本接收登记本上做好登记后袁
放置于有生物危害标识的具有独立的双层密封包装

袋尧保存盒尧密闭的野COVID-19 检测样本专用运送

箱冶袁用辅助容器固定袁以免颠簸导致泄漏或破碎袁再
对包装袋尧保存盒尧转运箱的外表面喷洒 75%酒精

或有效氯浓度 1 000 mg/L 消毒液消毒遥 外送样本需

在野COVID-19 检测样本专用运送箱冶内放置医用冰

袋袁 温度保存4益遥 样本运送人员在离开病区时袁以
75%酒精喷洒手套尧外层隔离服和鞋套遥样本运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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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将野COVID-19 检测标本专用运送箱冶置于避光尧
防雨尧防震的样本运送车上袁须非常仔细尧小心地送

至实验室遥 核酸检测实验室工作人员要做好三级个

人防护袁在 BSL-2 实验室内做好接收样本尧核对信

息尧编号排序工作袁75%酒精喷洒后取出内层样本管

渊内含病毒保存液冤包装桶袁并将其转移至生物安全

柜中袁打开内包装袁取出样本管袁75%酒精喷洒外表

面袁放置于 56益恒温水浴锅袁灭活 30 min遥
4.3 标本检测

工作人员严格按照 COVID-19 核酸渊ORF1ab 基

因/N 基因冤RT-PCR 检测流程操作袁在试剂准备区配

制裂解工作液及反应体系曰在样本处理区生物安全

柜内完成灭活样本的处理尧核酸裂解及提取尧加样曰
到扩增区进行实时荧光 PCR 检测袁按标准操作程序

设置样本信息尧设定扩增参数和程序院50益/15 min寅
95益/15 min寅94益/15 s尧55益/45 s袁45 个循环袁扩增时

间 105min袁分析判断结果袁审核报告袁记录 COVID-19
核酸渊ORF1ab 基因 辕 N 基因冤RT-PCR 检测流程表遥
因开盖尧加样尧离心过程可能会产生气溶胶袁试验操

作中应注意院样本开盖前袁观察有无样本溢出袁轻轻

旋转打开样品盖曰当用干浴袁将子弹头盖紧袁防止爆盖曰
每次离心时袁须等离心机完全停止后袁静止 10 min曰
每次加样动作要轻柔避免飞溅袁忌用加样枪反复吹

打液面袁在操作过程中袁动作要轻柔袁工作人员双手

不能随意进出生物安全柜遥
4.4 清除和消毒

试验结束后袁及时清理生物安全柜内的物品袁以
75%酒精擦拭外表面后移出袁重新归位遥用 75豫的酒

精擦拭生物安全柜墙壁和台面袁并通风 30 min 后封

闭运行遥同时检查操作的区域压力是否在正常范围遥
用 75%酒精喷洒 PCR 扩增仪外表面袁10 min 后再次

擦拭遥 用含 1 000 mg/L 浓度有效氯消毒液擦拭操作

台面尧地面尧物体表面袁紫外线照射 60 min袁每天至少

2 次遥 实验室工作人员严格按照 BSL-2 实验室进出

操作规程离开实验室遥
4.5 废弃物处理

剩余或废弃样本等污染物装入高压灭菌袋中袁
用高压指示带扎口袁并用 75%酒精喷洒袋外侧后袁
移出生物安全柜放置 PCR 核酸检测标本废物专用

运送箱内遥工作人员做好二级生物安全个人防护袁经
121益袁15 min 高压蒸汽灭菌后放入医疗废物垃圾桶

统一处理袁并做好样本销毁记录遥
5 安全危险及其防护措施

由于 COVID-19 具有多种传播途径袁叶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渊试行第六版冤曳和叶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防控方案渊第五版冤曳中已明确指出野在相对封

闭的环境中长时间暴露高浓度气溶胶情况下存在经

气溶胶传播的可能冶袁实验室高频率检测感染病人咽

拭子尧痰液尧肺泡灌洗液等样本的核酸袁因此生物安

全防护尤其是气溶胶感染途径的防控尤为重要遥 由

于样品的处理过程中袁生物危害性可能出现院移动样

本管可产生振荡袁开盖时气溶胶喷出曰当样本过量或

倾斜袁可能发生外溢曰离心后或干浴管爆盖都有可能

产生气溶胶遥 因此袁所有 COVID-19 核酸检测样本处

理前必须用 56益袁30 min 灭活或 75%乙醇预处理[7]袁
严格按照要求进行防护袁遵循叶新型冠状病毒实验室

生物安全指南渊第二版冤曳的要求袁应在生物安全柜内

接收尧处理标本袁采用医用防护口罩或 N95 口罩袁工
作服外穿隔离衣袁戴双层乳胶手套尧医用防护帽尧护
目镜渊或面屏冤袁加手卫生进入 BSL-2 实验室遥
5.1 防止气溶胶产生和吸入的个人防护措施

在生物安全柜台面铺上纸巾曰待离心机完全停

止后袁静止 10 min袁样本盖在生物安全柜中轻轻旋转

打开曰试验人员试验时佩戴医用防护口罩或 N95 口

罩尧双层乳胶手套和护目镜渊或面屏冤遥
5.2 防止标本溢出的个人防护措施

当生物安全柜内样本洒溢时袁用含 5 500 g/L 有

效氯消毒 30 min 以上曰当可能出现较严重的实验室

污染时袁应保持实验室空间密闭袁禁止无关人员出入袁
以避免污染物发生扩散袁用含有 5 500 g/L 的有效氯

消毒液的吸水纸巾对污染区进行覆盖消毒 30 min
以上 [8]袁严格按照处理活病毒生物安全操作的要求

清理污染物袁并用高压蒸汽灭菌处理袁实验室开窗通风袁
防止次生危害遥 处理后操作人员立即更换外层手套遥
5.3 离心尧干浴样本管爆盖时的个人防护措施

若离心机正在运转袁先关闭电源袁保持离心机密

闭 30 min袁让气溶胶沉积曰若离心机已停止袁保持盖

子密闭 30 min曰实验室工作人员应戴双层橡胶手套袁
用镊子取出爆盖样本管袁放入盛有含 5 500 g/L 有效

氯消毒剂容器中浸泡 30 min曰 用 75%酒精擦拭 2 次

离心机尧干浴器内腔及外盖袁用水清洗后干燥袁移动

紫外线灯照射 60 min遥 所有清理材料按感染性废物

处理[9]遥
6 结语

综上所述袁在基层医院的 BSL-2 实验室内开展

COVID-19 核酸检测可以在第一时间为临床医生提

供诊断依据袁有助于疾病治疗和预后判断曰为疫情防

控提供技术支持袁有助于遏制疫情扩散蔓延势头遥由
于临床实验室人员检测临床样本含高致病性活病毒

渊下转第 125 页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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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酶联免疫吸附法具有快速尧便捷尧敏感的优点[1-3]遥
电化学发光免疫法包括电化学与化学发光过程袁具
有 2 种方法的共同优点遥 本文选取 2018 年 7 月要
2019 年 12 月鞍山市中心医院诊断的 150 例疑似乙

型肝炎患者进行研究袁以探究对比电化学发光免疫

法和酶联免疫吸附法对标志物的检测意义遥
2 资料与方法

2.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8 年 7 月要2019 年 12 月鞍山市中心

医院经门诊诊断疑似乙型肝炎患者 150 例袁将其分

为研究组渊n=75冤和对照组渊n=75冤遥 对照组男 42 例袁
女 33 例袁年龄 37耀55 岁袁平均年龄渊40.2依5.8冤岁曰研
究组男 41 例袁女 34 例袁年龄 38耀53 岁袁平均年龄

渊42.3依5.3冤岁遥
纳入标准院渊1冤无严重脂血尧溶血患者遥 渊2冤经医

院门诊诊断为疑似乙型肝炎患者遥 排除标准院渊1冤凝
血功能障碍者遥渊2冤存在出血倾向者遥渊3冤有精神病史

或家族精神病史者遥 参与研究的患者均对研究内容

知情并签署知情同意书遥
2.2 方法

对照组采用酶联免疫法进行检测袁具体内容为院
第一作者 E-mail院 978800951@qq.com
收稿日期院 2020-09-17

电化学发光免疫法与酶联免疫法检测标志物比较研究

石剑雄
渊鞍山市中心医院 辽宁鞍山 114001冤

摘要 为了研究对比电化学发光免疫法与酶联免疫法检测标志物的结果袁并加以分析袁本文选取 2018年

7 月要2019年 12月鞍山市中心医院经门诊诊断疑似乙型肝炎患者 150例袁将其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进行检

测袁对照组采用酶联免疫法检测标志物袁研究组采用电化学发光免疫法检测标志物袁对比观察 2 组检出标志

物的检出率以及灵敏度遥结果显示袁电化学发光免疫法检测乙型肝炎表面抗原渊HBsAg冤的检出率为 61.33%袁
乙型肝炎 E 抗体渊HBeAb冤的检出率为 24.00%遥电化学发光免疫法检测 HBsAg尧HBeAb的检出率较酶联免疫

法检测更高效袁电化学发光免疫法具有更高的灵敏度袁能提供较为准确的诊断依据遥
关键词 电化学发光免疫法曰酶联免疫法曰检测曰标志物

中图分类号 R446

Comparative Study on Detection of Markers by Electrochemiluminescence Immunoassay and
Enzyme-Linked Immunoassay

SHI Jianxiong
(Anshan Central Hospital, Anshan, Liaoning, 114001, China)

Abstract院 In order to study and compare the results of the detection of markers by electrochemiluminescence
immunoassay and enzyme-linked immunoassay, this paper selects 150 cases of suspected hepatitis B
patients diagnosed by Anshan Central Hospital from July 2018 to December 2019. They are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and a study group for detection. The control group uses enzyme-linked immunoassay to
detect the markers, and the research group uses electrochemiluminescence immunoassay to detect the
markers. The detection rate and sensitivity of the two groups are compar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tection rate of HBsAg by electrochemiluminescence immunoassay is 61.33%, and the detection rate of
HBeAb is 24.00%. The detection rate of electrochemiluminescence immunoassay to detect HBsAg and
HBeAb is more efficient than enzyme-linked immunoassay. Electrochemiluminescence immunoassay has
higher sensitivity and can provide a more accurate diagnosis basis.
Key Words院 Electrochemiluminescence Immunoassay; Enzyme-Linked Immunoassay; Detection; Mar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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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2 种检测方法的灵敏度比较

研究结果显示袁在相同量的 HBsAg 参比血清试

验中袁研究组最低检出浓度在 0.1 ng/mL尧0.3 ng/mL 及

0.7 ng/mL 浓度环境下袁其最低检出浓度都要低于对

照组袁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袁详见表 2遥
表 2 2 种方法不同浓度 HBsAg检测结果比较

渊单位院ng/mL冤
组别 0.1 ng/mL 0.3 ng/mL 0.7 ng/mL

研究组渊75冤
对照组渊75冤

0.11
1.29

0.19
1.99

0.63
2.79

P <0.05 <0.05 <0.05
4 讨论

酶联免疫法虽然具有简单快捷袁经济实惠的优

点袁在但是该种方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袁只能做一些

定性分析袁对于弱阳性患者检查不准确袁较多的弱阳

性患者在复查时可能会被检测为阴性袁也可能会被检

测为阳性袁重复性非常差[7-9]遥 酶联免疫吸附法采用

了抗原抗体的特异反应袁待测物与酶尧酶底物发生颜

色反应袁在定性尧半定性的测量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

作用遥 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的指标可以是抗体也可

以是抗原袁该种检测方法有3 种试剂袁分别是免疫吸

附剂尧标记物以及显色剂[10袁11]遥 在进行检测时袁抗原

和抗体虽在固相载体上相结合袁 但是仍然保留了明

显的免疫活性袁由于标记物的影响袁偶联物会保留其

免疫活性以及酶的活性袁与抗原或抗体发生结合遥该
种方法存在另一个名称袁即酶放大体系遥电化学发光

免疫法不仅包括了电化学发光相关内容袁还囊括了

免疫测定的相关技术袁是当前比较先进的免疫检测

方法遥 电化学发光方法的基础是电化学法以及化学

发光法袁其化学发光是因为化合物的混合反应袁而电

化学发光则由电力启动袁相比酶联免疫吸附法袁该种

方法操作更简单袁存在更高的精准度遥其工作原理是

电极阳极施加电压能量袁二价三氯释放电子袁发生电

化学反应后成为三价三氯袁另外袁电极表面的三丙胺

渊TPA冤释放电子后袁会发生相关的氧化反应遥 该种方

法的灵敏度更高袁能够达到 pg/mL 或者 pmol/mL 水

平袁具有较强的特异性袁测定的范围更合适袁在较多

国家已经被列为首选检测方式遥相关对比研究指出袁
电化学发光免疫法具有较高的灵敏度袁 重复性相比

酶联免疫法更高袁并且安全性也较高遥正是因为其具

有以上的优点袁目前电化学发光免疫法已经被临床

检测广泛使用遥

组别 HBsAg HBsAb HBeAb HBeAg HBcAb
研究组渊75冤
对照组渊75冤

46袁61.33
35袁46.67

37袁49.33
32袁42.67

18袁24.00
10袁13.33

33袁44.00
30袁40.00

48袁64.00
45袁60.00

字2

P
5.625
<0.05

0.354
>0.05

6.178
<0.05

0.298
>0.05

0.276
>0.05

表 1 2组标志物检测结果比较渊n袁%冤

告知参与研究的疑似患者于检查前一天晚上 8 点以

后禁止进食袁于次日凌晨抽取患者空腹静脉血液作

为样本遥 在 4益的环境下袁对静脉血液样本进行离心

操作袁离心速度为 3 000 r/min袁持续时间为 5 min遥将

血清分离出来后袁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对血清相关

指标进行检测遥检测所使用的仪器为酶标仪袁试剂盒

配套使用遥
研究组疑似患者采用电化学方法免疫法进行检

测袁其具体操作内容有院取样方法同对照组袁采用相

同的方法进行离心操作分离出血清遥 使用全自动电

化学方法分析仪进行标志物的检测袁检测方法按照

说明书步骤进行袁检测所用的试剂盒配套使用遥
灵敏度检测院2 组均取相同量的乙型肝炎表面

抗原渊HBsAg冤进行参比血清试验袁浓度设定为 0.1尧0.3尧
0.7 ng/mL袁采用阴性血清对其进行倍比稀释袁测定时

2 种方法同时进行袁观察 2 组在不同浓度 HBsAg 时

的最低检出浓度[4-6]遥
2.3 判断指标

观察对比 2 组不同方法下乙肝病毒标志物的检

出率袁乙肝病毒标志物包括 HBsAg尧乙型肝炎 E 抗

体渊HBeAb冤尧乙型肝炎表面抗体渊HBsAb冤尧乙型肝炎

E 抗原渊HBeAg冤以及乙肝核心抗体渊HBcAb冤遥 观察

对比 2 组不同方法的灵敏度袁检测方法为取相同量尧
不同浓度的 HBsAg 进行参比血清袁观察对比 2 组血

清的最低检测浓度遥
2.4 统计学方法

研究数据运用 SPSS22.0 软件进行处理袁计数资

料以渊n冤表示袁行 字2 检验袁计量资料 y 以渊x依s冤表示袁
进行 t 检验袁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3 结果

3.1 2 组标志物检测结果比较

研究结果显示袁研究组共有 46 例疑似患者检出

HBsAg袁18 例疑似患者检出 HBeAb袁 检出率分别为

61.33%和 24.00%袁2 种标志物的检出率明显高于对

照组袁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遥 HBsAb尧
HBeAg 及 HBcAb 检出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渊P>0.05冤袁详见表 1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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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袁需要在 56益条件下灭活 30 min 或使用 75%
乙醇预处理所有 COVID-19 核酸检测样本袁并在生

物安全柜内进行样本处理遥 实验室工作人员应加强

COVID-19 实验室检测技术指南及生物安全指南学

习袁增强生物安全意识袁科学尧理性尧规范做好个人防

护袁熟练掌握检测技术袁严格遵守操作规程袁确保实

验室工作人员零感染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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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结果显示袁研究组采用电化学发光免疫法

检测 HBsAg 与HBeAb 的检出率更高袁2 组在 HBsAg尧
HBeAb 检出率比较上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袁
但是 2 种方法检测其余 3 种乙肝病毒标志物的检出

率比较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袁本研究结果

与相关研究结果大致相同[12]遥 可以看出袁在一定程度

上袁电化学发光免疫法对标志物的检出率更高一些遥
而从灵敏度的方面进行比较袁结果显示电化学发光

免疫法表现具有更高的灵敏度遥有关研究指出袁电化

学方法免疫法所采用的固相载体比表面积更大袁因此

其反应面积较大袁另外因为标志物的循环利用袁其发

光时间更长袁强度更大袁所以表现出的灵敏度就更高袁
该结论与本研究结果一致[13]遥

综上所述袁电化学发光免疫法和酶联免疫法对

标志物的检测均具有一定的实用性袁电化学发光免

疫法检测 HBsAg 以及 HBeAb 的检出率更高袁且灵敏

度更高袁为临床提供的诊断数据具有更高的准确性

和更高的价值遥但由于本次研究所采用的基数较小袁
仍需大量后续试验进行验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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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水质指标可以反映水中杂质的种类和数量袁为
确保化学检测质量袁必须对影响水质化学检测质量

的因素进行有效控制[1]遥
水质化学检测方法的选择袁要从各实验室目前

的设备和条件出发袁最好采用野标准分析方法冶袁对分

析结果进行比较袁规定相对标准差值遥有质量控制水

样和质量控制图的项目袁应随机插入 10豫耀20豫的样

品进行平行双样的测定袁若同批样品数量较少时袁还
应适当增加双样测定率[2]遥
3 水质化学检验

3.1 样品

从锦州市市场购买 2018要2019 年广东省企业

生产的包装饮用水渊共 41 家冤袁不同品牌尧类型的包

装饮用水共 210 批次袁基本覆盖所有生产的包装饮用

水的品种袁饮用水包装完好袁均在保质期内遥
饮用天然矿泉水样品有 43 批次袁包括鹤山生产

的 37 批次尧新会生产的 6 批次曰饮用纯净水样品共

48 批次袁包括鹤山生产的 12 批次尧新会生产的 5 批

次尧蓬江生产的 2 批次尧开平生产的 2 批次尧台山生

产的 6 批次曰饮用天然泉水样品共 42 批次袁包括鹤

山生产的 21 批次尧台山生产的 13 批次尧恩平生产的

8 批次曰其他包装饮用水样品共 77 批次袁包括鹤山

生产的 43 批次尧新会生产的 12 批次袁蓬江生产的 9
批次尧开平生产的 5 批次尧台山生产的 7 批次尧恩平

生产的 1 批次遥
3.2 试验方法

用于检测的天然饮用矿泉水尧饮用纯净水尧饮用

天然泉水尧其他饮用水均采用国家标准规定的方法

测定遥 判断依据分别为 GB 8537要2018叶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 饮用天然矿泉水曳[3]曰GB 19298要2014叶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 包装饮用水曳[4]曰DBS44/001要2011
叶饮用天然山泉水曳[5]遥
3.3 结果与讨论

2018要2019 年共完成 210 份包装饮用水的检

测分析袁总合格率为 93.33%遥 其中袁天然饮用矿泉

生产企业水质化学检验分析

程 鑫 1 程 华 2

渊1.辽宁省锦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辽宁锦州 121000曰2.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冤

摘要 水质指标可以反映水中杂质的种类和数量袁本文从我国生产企业水质化学检验主要内容尧水质

化学检验的质量控制三大方面展开论述遥 检测人员务必要充分保证水质检测的质量袁并且在水质检测完成

后做出合理科学的分析袁为接下来的工作提供可靠的依据遥
关键词 化学检验曰水质曰生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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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Chemical Inspection of Water Quality in Production Enterprises
CHENG Xin1, CHENG Hua2

(1.Liaoning Jinzhou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enters, Jinzhou, Liaoning, 121000, China;
2.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Ji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Abstract院 Water quality indicators can reflect the types and quantities of impurities in the water.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main content of water quality chemical inspections of Chinese production enterprises
and the quality control of water quality chemical inspections. Inspectors must fully guarantee the quality
of water quality monitoring, and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water quality inspection, they must make a
reasonable and scientific analysis to provide a reliable basis for the next work.
Key Words院 Chemical Inspection; Water Quality; Production Ente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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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 饮用天然矿泉水 饮用纯净水 其他包装饮用水 饮用天然泉水

肉眼可见物

大肠菌群

霉菌和酵母

铜绿假单胞菌

耗氧量

溴酸盐

不合格数量

1 份不合格

全部合格

1 份不合格

全部合格

2 份不合格

4 份

全部合格

全部合格

全部合格

全部合格

全部合格

全部合格

0 份

全部合格

1 份不合格

2 份不合格

3 份不合格

1 份不合格

1 份不合格

8 份

全部合格

全部合格

全部合格

全部合格

全部合格

2 份不合格

2 份

表 2 不合格项目分布情况

检测项目 抽检批次渊批冤 合格批次渊批冤 合格率渊%冤 检测项目 抽检批次渊批冤 合格批次渊批冤 合格率渊%冤
色度

混浊度

臭和味

肉眼可见物

菌落总数

大肠菌群

粪链球菌

铜绿假单胞菌

产气荚膜梭菌

沙门菌渊致病菌冤
志贺菌渊致病菌冤
金黄色葡萄球菌渊致病菌冤
霉菌和酵母

铜

砷

铅

镉

锌

锂

锶

硒

210
210
210
210
77

210
42

210
42

168
168
168
168
210
210
210
162
42
42
42
42

210
210
210
209
77

209
42

206
42

168
168
168
166
210
210
210
162
42
42
42
42

100.00
100.00
100.00
99.52

100.00
99.52

100.00
98.1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98.81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汞

银

铬

钡

耗氧量

四氯化碳

三氯甲烷

溴酸盐

游离余氯

pH
电导率

溶解性总固体

挥发酚

漠化物

碘化物

卤化物

氯化物

硝酸盐

亚硝酸盐

偏硅酸

42
42
42
42

210
48

168
210
168
48
91
42

162
42
42
42
48
42

210
42

42
42
42
42

209
48

168
205
168
48
91
42

162
42
42
42
48
42

210
42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99.52

100.00
100.00
97.62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表 1 锦州市 2018要2019 年包装饮用水检测结果

水尧饮用纯净水尧其他饮用水和饮用天然泉水的合格

率分别为 90.48%尧100%尧90.91%尧93.02%袁饮用纯净

水的合格率最高遥
2018要2019 年包装饮用水不合格情况分析院抽

检 210 批次袁其中溴酸钾在所有不合格检测指标中

占比最高达到 2.44%遥 不合格项目主要集中在肉眼

可见物尧大肠菌群尧铜绿假单胞菌尧霉菌和酵母遥 表 2
中 4 种包装饮用水感官指标超标项目为肉眼可见物

1 份袁微生物指标超标分别为大肠菌群 1 份袁霉菌和

酵母 2 份袁铜绿假单胞菌 4 份曰理化指标不合格项目

有耗氧量 1 份袁溴酸盐 5 份袁各项目具体抽检结果情

况详见表 1遥
天然饮用矿泉水的不合格项有 3 项袁 其他包装

饮用水不合格项有 5 项袁 饮用天然泉水不合格项有

1 项袁不合格项分布饮用水类型详见表 2遥

4 结语

水质化学检测是一项较为复杂的工作袁检测人

员务必要充分保证水质检测的质量袁并且在水质检

测完成后做出合理科学的分析袁从而为接下来的工

作提供可靠的依据遥
参考文献
[1] 张爽.浅谈影响电厂化学水质滴定分析的因素[J].化工管理,2019

(29):54.
[2] 崔艳杰.某工业企业废水排放水质检测及分析[J].科技视界,2019

(19):91-93.
[3] GB 8537要20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饮用天然矿泉水[S].
[4] GB 19298要201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包装饮用水[S].
[5] DBS44/001要2011 饮用天然山泉水[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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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土壤检测中袁原子吸收法是极为重要的技术遥
随着这项技术的不断发展袁 其在土壤检测内的应用

范围不断扩大[1]遥 目前原子吸收法主要应用在土壤

重金属检测中袁包括土壤重金属污染评价尧重金属元

素形态 2 个方面遥提出针对性的治理与修复意见袁有
助于保障污染治理效果与修复效果遥
2 原子吸收法类型

原子吸收法源于 20 世纪 50 年代袁是一项逐步

发展的仪器分析技术遥近几年袁就原子吸收法的研究

较多袁在实际的土壤检测中袁包含了很多的检测技术袁
各类检测技术的应用优势与范围不一样袁要结合实

际情况选用遥 常见的原子吸收法包括院石墨炉法尧火
焰原子吸收光谱法尧氢化物法遥
2.1 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

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是目前应用最多尧范围最广的

检测方法袁主要应用于原子化检测袁但测试灵敏度有

限遥这类检测方式主要用于检测土壤环境袁具备易控

制尧标准化与便捷性的特点遥 当前袁针对这一检测法

的研究比较深入袁实践能力较强袁应用优势较大遥 但

在实际应用中袁这一检测技术还存在一定的问题袁就
一些耐温性较高的元素袁只可分离表皮部分袁很难进

行深层次的分析与探析袁会影响检测结果的精准性[2]遥
2.2 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法

这类检测方法需要借助针对性的原子仪器袁先
加热电流袁分析元素原子化遥这一检测技术集中进行

限度检测尧浓度分析遥 与火焰原子相比袁可减少吸收

的数量级遥 通过分析测定质量袁与火焰吸收对比袁可
增加吸收的数量级遥通过分析测定速度袁发现该技术

测定速度缓慢袁只可测定单一元素遥
2.3 氢化物法

这类检测方法袁主要检测土壤内的重金属袁实际

原子吸收法在土壤中重金属检测中的运用分析与研究

单 勇
渊重庆市奉节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重庆 404600冤

摘要 为了研究原子吸收法在土壤检测中的运用袁本文以原子吸收法为研究对象袁探究原子吸收法的

类型及其在土壤检测中的运用遥 在实际的土壤检测中袁常见的原子吸收法包括石墨炉法尧火焰原子吸收光谱

法尧氢化物法等遥 在土壤检测中袁该技术能够定性尧定量分析重金属元素袁评价重金属污染袁对农业生产和生

态环境建设均有显著意义遥
关键词 氮氧化物曰气体浓度曰分析方法曰准确性

中图分类号 O657.3曰X833

Analysis and Research on Application of Atomic Absorption Method
in Detection of Heavy Metals in Soil

SHAN Yong
(Chongqing Fengjie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enter, Chongqing, 404600, China)

Abstract院 In order to study the application of atomic absorption method in soil detection, this paper
takes atomic absorption metho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o explore the types of atomic absorption method
and its application in soil detection. In actual soil detection, common atomic absorption methods include
graphite furnace method, flame atomic absorption spectrometry, hydride method and so on. In soil
monitoring, this technology can qualitatively and quantitatively analyze heavy metal elements, evaluate
heavy metal pollution, and has significant significance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Key Words院 NOx ; Gas Concentration; Analysis Method; Accuracy

窑128窑



2020年第 5 期 Vol.30 No.5 质量安全与检验检测 QUALITY SAFETY INSPECTION AND TESTING

检测灵敏度较高袁能够自动检测遥 对于一些特定元

素袁如砷尧硒尧铋尧汞等元素袁测定期间不会受到其他

元素的影响遥 该检测方法的应用范围较广袁且价值

比较显著遥
3 原子吸收法在土壤监测中的应用

在土壤检测的应用中袁 原子吸收法可实现重金

属形态分析袁评价重金属污染遥
3.1 原子吸收法优势

原子吸收法在土壤环境检测内的应用袁 有较大

的优势袁包括院渊1冤选择性较强袁不会被谱线所干扰袁
谱线之间不易重叠遥 渊2冤原子吸收法的分析范围较

广袁可检测出低含量元素尧主含量元素袁还可测定非

金属元素尧有机物[3]遥 渊3冤检测技术的灵敏度较高袁可
测定数量级的浓度及其范围袁 以此保障检测数据的

精准性遥
3.2 土壤内铅的消解与测定

土壤内的重金属污染严重袁铅属于常见的重金

属元素袁这类元素对土壤的污染较大袁借助石墨炉原

子吸收法可测定土壤内的铅含量遥
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法进样是将消解完全的样

品自动加入石墨管中袁再在石墨管中原子化袁消解后

对比赶酸不完全尧赶酸不彻底的情况[4]遥
将 0.50 g 左右的土壤放入特氟龙消解罐中袁缓

慢加入 5.0 mL 硝酸袁2.0 mL 氢氟酸袁同步开展空白试

验袁摇晃均匀后袁在微波消解仪内进行消解袁消解步

骤详见表 1遥
表 1 土壤内铅消解步骤

升温步骤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第四步

温度渊益冤
保持时间渊min冤

70
2

110
2

170
3

190
3

消解之后袁再进行冷却袁并在其中加入 1.0 mL
高氯酸袁实施赶酸后定容至 50.0 mL袁结果详见表 2耀
表 3遥

表 2 检测土壤消解后赶酸不彻底铅测定结果

GSS-13 样品 1 样品 2 样品 3 样品 4 样品 5
称重渊g冤
测定值渊mg/kg冤

0.493 0
24.5

0.449 3
24.0

0.497 2
23.8

0.501 0
24.3

0.500 7
24.8

表 3 检测土壤消解后赶酸彻底铅测定结果

GSS-13 样品 6 样品 7 样品 8 样品 9 样品 10
称重渊g冤
测定值渊mg/kg冤

0.500 3
20.8

0.499 8
21.2

0.501 5
21.6

0.500 4
21.1

0.497 3
21.6

标准土壤 GSS-13 规定标准为渊21.5依1.5冤 mg/kg遥
通过分析上述的试验结果可知袁若在试验阶段袁赶酸

不彻底袁会影响检测过程袁使得土壤内的铅含量数值

偏高遥 本试验表明袁最终数值平均值为 24.5 mg/kg遥

若赶酸彻底袁样品内的铅测定值为 21.2 mg/kg袁可消

除其他元素对铅的干扰及影响袁以此保障试验数据

的精准性遥
3.3 重金属形态分析

元素形态指的是袁将某一元素内的不同同位素

组合袁将不同电子组态组合尧不同电子价态组合袁形
成不同的结构形式袁以不同的特性存在[5]遥 土壤与其

沉积物内袁重金属本身的形态差异较大袁常见的形态

多为结合态袁如有机结合态尧铁锰氧化物结合态尧交
换态尧碳酸盐结合态等[6]遥 重金属元素的形态直接决

定其稳定性袁土壤内的重金属会污染土壤环境袁大部

分重金属本身的形态及结构不稳定遥目前袁元素的形

态与结构分析是核心研究方向遥
为研究河岸重金属形态的分布情况袁分析河岸

土壤的重金属生态风险袁本文采集了河岸 13 份土壤

样品进行测定与分析袁研究其金属形态遥最终结果表

明袁该河岸土壤污染严重袁判定为重金属污染遥 在检

测到的 7 种重金属中袁砷尧镉尧锌和铜为重污染袁砷多

为残渣形态存在袁且占据较大的比例遥锌同样也是以

残渣出现袁主要与铁锰化合物结合形态为主袁铜形态

多样[7]遥
初步研究结果判定袁在河岸重金属污染治理尧重

金属污染修复中袁砷与镉为重点控制对象遥通过实施

重金属形态分析袁掌握相关形态袁可深入分析检测地

的重金属情况遥与单一的元素总量相比袁重金属形态

检测的难度系数较大[8]遥
4 讨论

在实际土壤环境检测中袁 原子吸收法应用较多袁
常见的包括氧化物尧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等遥在应用

中袁可定量定性分析重金属袁以此评价重金属污染袁
促进农业生产与生态环境的改善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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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在人体的每一个心动周期中袁心脏的各部分在

兴奋过程中出现的电信号变化的方向尧途径尧次序和

时间都具有一定的规律遥 这种电信号变化通过心脏

周围的导电组织和体液传导到身体表面袁使身体各

部位在每一个心动周期中都发生有规律的电变化遥
心电图由一系列的波组构成袁每个波组代表着一个

心动周期袁这就是心电图渊ECG冤产生的机理遥本文以

麦迪克斯 MECG-300 多导联心电图机为例袁阐述相

关问题遥
2 多导心电图机相关设计和原理简介

2.1 多导心电图机概念

心电图的专业术语中将记录心电图时电极在人

体体表的放置位置及电极与放大器的连接方式称为

心电图的导联遥 心电图机是把心脏产生的微弱电流

渊mV 级冤接收尧放大并记录出心电图的装置遥 多导心

电图机顾名思义袁多导是指放大通道不止一道袁常见

的有 3 导尧6 导尧12 导和 18 导等多路袁这些放大通道

可将 2 个或 2 个以上的心脏异常信号同时记录下来

并且显示在纸上遥 例如袁12 导心电图机就有 12 路放

大器袁这些放大器可反映患者这一时刻 12 个导联的

心电信号同时的变化情况袁并通过纸质形式打印出

来实现信息交流[1袁2]袁用于帮助医生进行心脏病情异

常诊断袁 从而确定病人的治疗方案和对药物治疗的

反应袁帮助医生判断病人心脏功能的变化和趋势[3]袁
目前临床较常使用的心电图机为 12 导联心电图遥12
导联包括肢体导联和胸前导联袁 其中肢体导联包括

玉尧域尧芋尧aVR尧aVL尧aVF 6 个导联袁胸前导联包括

V1尧V2尧V3尧V4尧V5尧V6 6 个导联遥 导联通过连接人

体与电脑和打印机袁将人类的心脏活动轨迹打印到纸

上袁详见图 1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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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导心电图机检测方法分析

方志松
渊广州市番禺区何贤纪念医院 广东广州 511400冤

摘要 心电图机是记录人体心脏电活动尧从体表记录心脏每一心动周期所产生电活动变化的曲线图形

的一种仪器袁其特点是简单便捷尧直观尧重复性好尧无创遥 多导心电图机可以同时做出多个导联的心电图袁通
过打印患者纸质心电图信息来呈现患者病情袁辅助医生进行疾病诊断遥 本文通过介绍多导心电图机仪器的

相关设计和使用原理袁阐述多导心电图仪器的检测方式袁希望能对相关从业者有所帮助遥
关键词 心电图机曰多导心电图机曰仪器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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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Detection Methods of Multi-Lead Electrocardiograph
FANG Zhisong

(Guangzhou Panyu District Hexian Memorial Hospital, Guangzhou, Guangdong, 511400, China)
Abstract院 The electrocardiograph is an instrument that records the electrical activity of the human heart,
and records the curve graph of the electrical activity changes produced by the heart in each cardiac cycle
from the body surface. Its characteristics are simple, convenient, intuitive, reproducible, and non-invasive.
The multi-lead electrocardiograph can produce multiple leads of the electrocardiogram at the same time,
and display the patient's condition by printing the patient's paper electrocardiogram information, assisting
the doctor in disease diagnosis.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relevant design and usage principle of the
multi-lead electrocardiograph to elaborate the detection method of the multi-lead electrocardiograph, hoping
to be helpful to the relevant practitioners.
Key Words院 Electrocardiograph; Multi-Lead Electrocardiograph; Instrument De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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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下转第 147 页冤

配置

华为平板电脑

12 导联心电放大器

导联线

吸球渊1 套 6 个冤

数量

1

配置 数量

夹子渊1 套 4 个冤
蓝牙背夹

专用操作台车

12 导联心电图数据采集软件

1

表 2 相关配置

导联

输入阻抗

输入回路电流

噪声

共模抑制比

标准灵敏度

灵敏度转换误差

定标电压

耐极化电压

支持 12/15/16/18 导联同步渊须提供医疗器械注册证注册证明冤
不低于 5 M赘
不大于 0.1 滋A
不超过 15 滋Vp-p
不低于 89 dB
10 mm/mV+5%
由 10 mm/mV 转换为 5 mm/mV尧20 mm/mV 时袁转换误差不大于依5%
1 mV袁灵敏度变化在依5%内

在依300 mV 直流极化电压下袁灵敏度变化不超过 5%

参数名称 参数

2.2 以麦迪克斯 MECG-300 为例介绍多导联心电

图机

麦迪克斯 MECG-300 多导联心电图机是为移

动检查设计的 12 导联同步心电图机袁同时支持 12/

15/16/18 导联心电图采集袁 医生可以用其做床旁心

电袁还可在出诊尧急诊以及远程会诊时采集病人数

据进行记录尧存储和传输袁具体框架详见图 2遥

图 1 心电图机打印轨迹模仿图

导联

输入

网络

ECG
电极

导联

选择

器

前置放

大尧滤
波电路

多路

选择

开关

A/D
转换

控

制

电

路

键盘

显示器

打印机

图 2 麦迪克斯MECG-300 多导联心电图机结构框架图

2.2.1 相关功能简介

麦迪克斯 MECG-300 多导联心电图机可以同

步标准 12 导联的心电波形检测袁同时可以同步标准

15 导联尧18 导联尧心向量波形检测尧采集曰麦迪克斯

MECG-300 多导联心电图机可以实现病人列表预约

下载功能袁实时同步显示 12 导联波形袁可设置同屏

显示 1 导尧3 导尧6 导尧12 导袁可存储 50 000 份以上电

波形病历袁病历列表具有状态显示袁可以清晰了解当

前病历状态遥 此外袁 这款机器支持 12 导采集+V7尧
V8尧V9+V3R尧V4R尧V5R 二次采集合并同一份报告

打印技术袁支持 150 min 连续检测尧实时记录心电图

数据袁针对临床上的各种复杂心律失常具有很大的使

用价值袁同时支持心电图事件记录袁测量参数逸20种袁

患者多次心电图数据同屏幕比较袁支持多幅图像对

比袁单个选中的 QRS 波群放大对比袁12 导叠加对比袁
提供多项专业的测量参数遥 这款机器心电图支持至

少 20 000 份病例存储袁支持病种尧诊断尧测量参数统

计袁支持检查医生尧操作医生尧申请医生等数据统计袁
支持 Excel 表格输出打印遥 支持美国的 FDA-XML尧
欧洲 SCP-ECG 等国际标准数据格式存储数据袁支
持 PDF 图像输出[4]遥
2.2.3 硬件技术参数和配置

MECG-300 多导联心电采集器与平板电脑采用

蓝牙传输袁 采集器重量须臆50 g袁 方便临床使用遥
MECG-300 多导联心电分析系统的硬件技术参数和

相关配置详见表 1 和表 2遥
表 1 硬件技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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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在安徽某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 4 台 5 000
立方液化石油气球罐首次开罐检验中袁 经磁粉检测

发现袁所有接管外角焊缝均有大量的表面裂纹渊每台

球罐上下不同规格的接管共 12 只冤遥 球罐的主体材

质为 Q370R袁接管为 20MnMo域级锻件袁设计压力为

1.77 MPa袁设计温度为 50益袁介质为液化石油气遥
2 发现裂纹可能分布的区域

接管角焊缝裂纹发现于球罐外接管四周接管母

材热影响区及焊缝范围内袁内表面无一处外裂纹袁详
见图 1遥
3 检验检测分析

根据磁粉检测中发现的裂纹分布形态情况袁结
合实施检验前的方案要求袁为一步分析裂纹的形成

原因袁分别进行检验设备相关资料审查尧硬度检测尧
金相分析以及光谱分析袁具体分析如下遥
3.1 设备相关资料及制造工艺技术要求审查

从设备的资料审查情况发现设备使用的焊材与

焊材质量证明书生产单位并非同一单位遥 制造的工

艺技术要求焊缝应选用低氢型药皮焊条袁并按批号

进行扩散氢试验[1]袁角焊缝应在热处理前进行 100%
磁粉探伤遥
3.2 硬度检测

通过硬度值可大致了解材料的强度袁以及加工

的残余应力与焊接残余应力的存在对材料的硬度产

生的影响袁为进一步了解材质是否在应力作用下开

裂袁分别对裂纹附近的接管母材尧焊缝熔敷金属及球

壳板母材的硬度值进行检测袁结果详见表 1遥
从测试的硬度值结果分析袁基本符合相关材料

要求袁接管的硬度略高遥

球罐接管角焊缝裂纹产生原因分析及处理措施

王春发
渊安徽省特种设备检测院 安徽合肥 230051冤

摘要 在安徽某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4台 5 000 立方液化石油气球罐的首次检验中袁 发现所有接管

外角焊缝均有大量裂纹袁本文对接管外角焊缝裂纹的形成原因进行分析袁发现其中存在的重大安全隐患袁并
提出具体的处理措施袁为保证液化石油气球罐安全运行提供借鉴遥

关键词 液化石油气球罐曰首次检验曰裂纹分析曰处理措施

中图分类号 TE972

Cause Analysis and Treatment Measures of Cracks in Fillet Welds of Spherical Tank
WANG Chunfa

(Anhui Special Equipment Testing Institute, Hefei, Anhui, 230051, China)
Abstract院 In the first inspection of 4 sets of 5000 cubic liquefied petroleum balloon tanks of Anhui
Energy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 Ltd., a large number of cracks are found in the outer fillet welds
of all the nozzles. The reasons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cracks in the outer fillet welds of the nozzles
are analyzed and found to be significant safety hazards and specific treatment measures are given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ensuring the safe operation of liquefied petroleum balloon tanks in this paper.
Key Words院 LPG Ball Tanks; First Inspection; Analysis of Crack; Treatment Measure

图 1 接管裂纹原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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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接管的金相检验

金相检验是通过观察金属材料微观金相组织对

材料进行检验遥目的是检验材料质量尧检查焊接质量

以及材料的晶粒度等[2]遥 委托第三方质量监督检验

中心对球罐出料口接管式样进行金相分析袁结果详

见图 2尧表 2~表 4遥

图 2 20倍金相组织

表 2 金相检验结果

检验项目 单位 检验结果

显微组织

晶粒度

/
级

回火索氏体+屈氏体+铁素体

9
表 3 非金属杂物检测杂物

非金属

夹杂物

A 类

渊硫化物类冤
B 类

渊氧化铝类冤
C 类

渊硅酸盐类冤
D 类渊球状

氧化物类冤
粗系

细系

/
0.5 级

/
/

/
/

0.5 级

1.0 级

表 4 化学成分分析含量渊%冤
化学成分 含量

碳渊C冤
硅渊Si冤
锰渊Mn冤
磷渊P冤
硫渊S冤
铬渊Cr冤
镍渊Ni冤
钼渊Mo冤
铜渊Cu冤

0.2
0.25
1.18
0.013

约0.008
0.34
0.26
0.22
0.13

4 产生裂纹的原因分析

4.1 环境与管控因素

氢是产生焊接裂纹的主要因素袁母材中原有的

氢和焊接时焊缝金属吸附外界的氢是产生冷裂纹的

主要因素袁与制造过程中坡口表面锈蚀尧油污尧水分尧

焊接材料的类型及干燥条件尧焊接环境等有极大关系遥
4.2 力学与焊接线能量控制因素

因为接管为 20MnMo域级锻件袁球壳板为 54 mm
厚的 Q370R 材料袁在焊接过程中应严格控制焊接线

能量和焊接顺序遥防止在预热尧焊接及后热的过程中

产生应力与应变的循环[3]遥
4.3 避免产生工艺缺陷

从焊缝的修复中发现袁焊缝内部有未焊透尧长条

夹渣等缺陷袁接管处有一定长度和深度的咬边现象袁
而这些缺陷部位是应力集中区袁容易产生冷裂纹袁因
此在制造过程中应尽量避免[4]遥
4.4 Ni尧Cr 含量与性能的影响

通过金相和化学成分含量分析袁金相组织和非金

属夹杂物符合要求袁Ni尧Cr 对材料的强度和塑性有

影响袁与易产生冷裂纹倾向的材质为 Q370R 低合金

结构球壳板和 20MnMo域锻件接管焊接会更容易产

生裂纹遥
5 处理措施

根据裂纹的修磨情况发现缺陷的种类尧位置和深

度的不同袁焊缝内部及靠近接管母材范围内有大量

的裂纹尧夹渣等缺陷遥 最终修复处理措施顺序如下院
用碳弧气刨袁 刨去整圈焊缝消除缺陷要修磨刨槽要
磁粉检测渊渗透检测冤要确认缺陷完全清除要预热要
施焊渊从内测按上述顺序清除内测焊缝及内部缺陷冤
要后热要磁粉检测要超声波检测要局部热处理要气

压试验渊根据实际情况冤要磁粉检测[5]遥
6 结论

Q370R 低合金钢和 20MnMo域锻件接管在焊接

时易产生冷裂纹袁应加强对焊工执行工艺纪律的检

查袁确保焊接线能量的大小符合焊接工艺的要求遥严
格控制材料的化学成分袁加强企业内部质保体系的

管控袁为球罐的安全运行提供技术保障遥
参考文献
[1] 强天鹏.压力容器检验[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
[2] GB/T 30579要2014 承压设备损伤模式识别[S].
[3] TSG 21要2016 固定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S].
[4] 伍明康.氧气球罐裂纹的分析及检验建议[J].化工管理,2015(18):

30.
[5] 彭国平,李洪刚.15MnNbR 球罐裂纹的分析及修复 [J].化工机械 ,

2009,36(4):377-378+391.

检测位置
维氏硬度渊每处 3 次平均值冤

接管部位测试点 1 接管部位测试点 2 接管部位测试点 3 接管部位测试点 4
接管母材

焊缝熔敷金属

球壳板母材

311
256
212

309
271
238

303
289
247

319
266
209

表 1 硬度值检测结果渊单位院HV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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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食品卫生和人们的身体健康具有极为密切的联

系袁是目前我国比较关注的问题遥随着知识水平的提

高袁人们对食品方面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袁在这样的环

境背景下袁食品卫生的检验技术必须要获得更多的

发展袁在进行食品卫生检验时袁微生物检验是极为重

要的一环袁不但能够检验食品的具体情况袁其检验成

果也比其他检验环节更加准确遥
2 食品微生物检验的方法分析

2.1 快速霉触反应

食品中的细菌在进行快速繁殖时袁会产生一定

的酶物质遥 相关工作人员会使用一些基底物质与指

示剂相互结合袁检验这个阶段的食品遥根据食品中的

酶所产生的化学反应袁通过指示剂颜色的变化袁判断

食品是否已经产生了变质现象袁在实施检验时袁需要

将数据按照一定的类别进行记录和分类袁从而更加

准确有效地判断食品中菌落的具体分布情况[1]遥
2.2 流式细胞技术

在检验食品中的微生物时袁工作人员可以使用

流式细胞仪袁对食品里单独出现的一些细胞袁还有其

他比较微小的微生物进行筛选袁相关工作人员能够

有针对性地对食品中的一些病原体和抗生素袁使用

荧光标注的方法进行标注遥 这样可以有效地判断出

细胞在食品中的具体运动情况袁并且可以直接得出

菌体的数量[2]遥
2.3 电阻抗法检验

我国在检验食品中微生物的过程中袁一般会使

用电阻抗法袁在通过电阻抗法检验大肠杆菌时袁某一

个阶段的大肠杆菌会产生一种电惰性的物质袁工作

人员在实施检验时袁需要将食品放置于培养基中进

行培养袁这样可以让大肠杆菌里的电惰性物质完全

分离袁使大肠杆菌里的物质转换成一种具有电活性

食品微生物检验的方法及质量控制

江峰锦
渊重庆市渝北区人民医院 重庆 401120冤

摘要 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袁食品的种类也变得更加丰富袁在这样的背景下袁难免会有一些劣质产

品掺杂其中遥 我国对食品卫生一直都保持着高度重视的态度袁食品卫生和人体健康息息相关袁所以我国在不

断地完善食品卫生监测技术遥 在食品卫生检验过程中袁微生物检验是非常重要的一环袁但由于容易受到其他

因素的影响袁微生物检验方法仍然存在有待改进的地方袁基于此袁本文主要讨论了食品微生物检验的方法和

质量控制方面的具体情况遥
关键词 食品微生物曰检验方法曰质量控制

中图分类号 TS207.4

Methods and Quality Control of Food Microbiological Examination
JIANG Fengjin

(Chongqing Yubei People's Hospital, Chongqing, 401120, China)
Abstract院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economic level, the variety of food has become more abundant, in
such an environment, it is inevitable to have some inferior products mixed in. China has been paying
great attention to food hygiene. Food hygiene is directly related to human health, so China is constantly
improving the monitoring technology of food hygiene. And in the process of food hygiene inspection,
microbiological examination has always been a very important link, but because it is easily affected by
many factors, microbiological method still exists some to be improved,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microbiological method, and the specific situation of the quality control.
Key Words院 Food Microorganism; Test Method; Quality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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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分子物质遥 而小分子物质在通过代谢之后袁可
以不断游离袁具备一定的导电性袁在这个阶段检测大

肠杆菌袁 就可以比较明显地发现培养基中出现的变

动袁更加直观地了解培养基中菌类变化的实际动态[3]遥
2.4 基因探针技术

基因探针技术主要指的是袁使用同源序列下的

核苷酸的具体特性袁核苷酸的单链在一些特定情况

下可以互补袁并且可以使用一些比较特殊的基因片

段袁进行基因探针的制备工作遥使用基因探针的方法袁
工作人员能够更加直观地了解食品中是否存在细

菌袁并且可以判断细菌的种类袁防止这些细菌对食品

带来危害遥通过基因探针技术袁可以尽量减少人们在

需求分析过程中的基因片段的条带数袁但这种技术

在使用过程中袁局限性较高袁基因探针技术只能对一

些比较特别的基因类型进行识别袁并没有办法大范

围地进行检测[4]遥
3 食品微生物检验的质量控制措施

3.1 做好对检验设备的管理

在实施食品微生物检验的过程当中袁要确定仪

器设备的准确性袁只有这样才能更加合理有效地检

测出相关的数据遥一些设备在使用过程中袁必须要在

检验室内进行袁工作人员需要按照仪器设备的检测

要求和规定袁严格进行检测袁同时也要定期对仪器和

设备进行维护袁在进行检测时袁要按照更加规范严格

的要求操作袁避免仪器设备受到损害遥
3.2 做好对检验人员的管理

从食品微生物的检验角度考察袁可以发现检验

人员工作责任感是极为重要的遥 想要真正地让检验

工作更加有效准确袁就必须要及时对整个检验过程

进行系统化的处理袁加强监督力度袁同时进行较为严

格的规范化培训袁从而使工作人员的道德以及法律

意识都获得提高遥
在专业化的技能水平监督方面袁相关工作人员

和相关部门袁必须要严格整合管理标准及培训机制袁
全面优化监督管理效果遥 可以引入一些国外先进的

技术袁通过全方位的培训袁让工作人员了解更多的检

验方法和检验知识袁提高员工的综合能力袁工作人员

必须将检验工作中的每一个环节都牢记于心袁 以保

证结果和记录的真实性与准确性袁从而使检验工作

更加规范遥
检验人员的职业素质和检验质量具有直接关

系袁检验人员需要拥有较高的专业技术水准袁同时

也要拥有较强的法律意识袁在检测过程中袁只有严

格根据职业要求袁按照国家标准进行检验袁保证检验

操作的规范性袁检验结果才会更加符合标准遥
3.3 做好对检验环境的控制

食品微生物检验主要以试验的形式进行袁为了

防止外界因素的侵扰袁在试验过程中应避免使微生

物被散播出去遥因此袁实验室的整体卫生要有一定的

保障袁同时也要尽量让实验室中不存在潜在污染袁防
止试验样本因为污染而影响最终结果遥不仅如此袁在
食品微生物检验完成后袁 工作人员要对培养基和废

弃物进行严格尧科学的无害化处理遥在进行食品微生

物检验时袁无论是外部环境还是实验室内部卫生都

要保证符合检验要求袁同时也要建立相应的管理制

度袁安排专业的工作人员进行卫生清洁工作袁工作人

员在处理废弃物的时候袁要提前进行分类袁如对于一

些特殊气体袁要及时杀毒袁防止有害气体扩散到空气

中产生污染[5]遥
3.4 做好对检验过程的控制

在食品检验的过程中袁需要根据相应的标准袁使
用过程化质量控制的办法实施检验遥 如果食品样品

是固态的袁可以使用重量法来进行检测曰如果食品样

品是液态的袁可以使用体积法来进行检测遥可以使用

勺子样的器具将样品捣碎袁添加无菌水进行稀释袁同
时可以兑入适量的生理盐水遥

在检测微生物的过程中袁需要按照相应的操作

标准来进行相关试验袁保障整个操作流程严格按照

相应的规章进行遥 同时袁要合理选择试剂袁在制作培

养基时同样如此遥
4 结语

综上所述袁随着我国检验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提

高袁检验方法也因此变得更加科学遥对食品微生物进

行检验袁能够让食品更加安全袁在食品微生物检验的

过程中袁工作人员要按照相应的规章制度进行检验袁
从而提高食品检测的质量遥
参考文献
[1] 骆天昊.现代生物技术在食品检验中的应用[J].现代食品,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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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6):14-15.
[4] 刘双全.生物检测技术在食品检验中的应用分析[J].食品安全导

刊,2019(24):149.
[5] 费扬.食品微生物检验的基本原理及技术应用和发展[J].海峡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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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重金属的污染和有机化合物的污染对自然界和

人体的危害不同 [1]袁有机化合物的污染可以通过环

境的自身净化作用等降低或者解除遥 但是重金属元

素具有富集性且难降解袁在人体中的含量会越来越

高[2]遥 准确尧快速地检验工作场所中的重金属元素检

测尤为重要 [3]遥 检测人员通常利用火焰原子吸收分

光光度法测定元素锰袁本文用微波消解-石墨炉原子

吸收测定工作场所中空气中的锰[4]袁该法不仅可以保

证检测质量袁而且可以减少检测过程中产生的有害

物质袁不用更换仪器设备即可测定铅尧镉等金属元素袁
大大降低了检测成本袁值得推广使用遥
2 材料和方法

2.1 仪器和试剂

仪器院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曰微波消解仪曰消解仪遥
试剂院硝酸尧过氧化氢渊优级纯冤曰锰标准储备液院

1 000 mg/L曰铅标准储备液院1 000 mg/L曰去离子水遥
2.2 仪器工作条件

石墨炉原子吸收仪工作参数袁详见表 1遥
表 1 石墨炉原子吸收仪工作参数

元素
波长

渊nm冤
光谱带宽

渊nm冤
负高压

渊V冤
灯电流

渊mA冤
进样量

渊滋L冤
锰

铅

279.4
283.2

0.2
0.2

391.5
391.5

2.0
2.0

20
20

氩气流量 0.5 MP袁干燥温度 110益袁升温 10 s袁保
持 15 s曰灰化温度 700益袁升温 10 s袁保持 10 s曰原子

化温度 2 200益袁保持 3 s渊停气冤曰清除温度 2 300益袁
升温 1 s袁保持 3 s遥

微波消解仪工作参数袁详见表 2遥
2.3 标准曲线配制

将锰标准储备液逐级稀释为 0.000 50尧0.001 0尧
0.002 0尧0.005 0尧0.010尧0.050 mg/L 标准溶液系列袁将

工作场所空气中锰和铅元素测定方法的研究

马 跃
渊鞍山市职业病防治院 辽宁鞍山 114000冤

摘要 本文采用个体采样法采集工作场所空气中的锰和铅元素袁同时使用石墨炉原子吸收法测定锰元

素袁检出限为 0.068 滋g/L遥 该方法在 0~0.050 mg/L锰与吸光度呈现良好的线性关系袁相关系数为 0.998袁加标

回收率在 97%以上遥 铅的检出限为 0.106 滋g/L袁该方法在 0~20.00 mg/L铅与吸光度呈现良好的线性关系袁相
关系数为 0.997袁加标回收率在 98%袁符合检测要求遥

关键词 石墨炉原子吸收法曰锰元素曰铅元素曰个体采样

中图分类号 R134.4

Study on the Method of Manganese and Lead in the Air of Workplace
MA Yue

(Anshan Institute of Occupational Diseases, Anshan, Liaoning, 114000, China)
Abstract院 In this paper, individual sampling method is used to collect manganese and lead in the air of
the workplace, and the graphite furnace atomic absorption method is used to determine manganese. The
detection limit is 0.068 滋g/L. This method shows a good 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0要0.050 mg/L
manganese and absorbance, and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s 0.998, and the recovery rates of standard
addition is above 97%. The detection limit of lead is 0.106 滋g/L. This method shows a good 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0要20.00 mg/L lead and absorbance,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s 0.997, and the
recovery rate of standard addition is 98%, which meets the detection requirements.
Key Words院 Graphite Furnace Atomic Absorption Method; Manganese Element; Lead Element; Individual
Samp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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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标准储备液逐级稀释为 2.50尧5.00尧10.00尧12.00尧
15.00尧20.00 mg/L 标准溶液系列遥 用 1%渊体积分数冤
硝酸溶液定容袁空白溶液为 1%渊体积分数冤硝酸溶

液遥 先将仪器预热袁再将仪器调至最佳状态袁采集空

白和标准溶液系列袁绘制标准曲线遥
2.4 样品处理

2.4.1 样品采集方法

本试验选取个体采样方法袁将个体采样器佩戴

在工人胸前袁靠近工人呼吸带袁采样时间选择班中遥
2.4.2 样品处理方法

锰元素加标回收及样品院将 3 张空白微孔滤膜分

别加入 0.0020尧0.0050尧0.010 mg/L 标准溶液袁微孔滤

膜以及现场采样滤膜加至聚四氟乙烯塑料内管中袁
加入 4 mL 硝酸溶液和 1 mL 过氧化氢袁摇匀袁盖内

盖放入外套中袁旋转紧密遥按照表 1 工作程序进行微

波消解袁 样品消解完全后置于恒温消解仪赶酸袁用
1%渊体积分数冤硝酸溶液定量转移袁定容至 100.0 mL
容量瓶中遥

铅元素加标回收及样品院将 3 张空白微孔滤膜

分别加入 2.50尧5.00尧10.00 mg/L 标准溶液袁微孔滤膜

以及现场采样滤膜加至聚四氟乙烯塑料内管中袁加
入 4 mL 硝酸溶液和 1 mL 过氧化氢袁摇匀袁盖内盖

放入外套中袁旋转紧密遥按照表 1 工作程序进行微波

消解袁样品消解完全后放置于恒温消解仪赶酸袁用 1%
渊体积分数冤硝酸溶液定量转移袁定容至 100.0 mL 容

量瓶中遥
3 结果与讨论

3.1 消解方法的选择

电热板消解多采用硝酸-高氯酸体系袁在加热过

程中有爆炸的危险袁消解过程需要操作者实时观察遥
而微波消解选用硝酸-过氧化氢体系袁不会发生爆炸袁
且大大降低了操作者的劳动强度遥
3.2 检出限尧标准曲线相关系数尧相对标准偏差和

加标回收率结果

锰元素相关检验结果院1%渊体积分数冤硝酸空白

溶液连续测定 10 次袁计算相对标准偏差袁以 3 倍相

对标准偏差作为检出限袁检出限为 0.068 滋g/L遥 该方

法在 0耀0.050 mg/L 锰元素的吸光度呈现良好的线性

关系袁相关系数为 0.998遥每进行 10 个样品的检测袁用
0.005 0 mg/L 标准溶液进行校准遥样品加标回收结果

详见表 3遥

表 3 锰元素样品加标回收结果

样品
本底值

渊mg/L冤
加标量

渊mg/L冤
加标测定值

渊mg/L冤
加标回收率

渊%冤
样品-1
样品-2
样品-3

0.000 48
0.000 42
0.000 43

0.002 0
0.005 0
0.010 0

0.002 42
0.005 29
0.010 17

97.0
97.4
97.4

铅元素相关检验结果院1%渊体积分数冤硝酸空白

溶液连续测定 10 次袁计算相对标准偏差袁以 3 倍相

对标准偏差作为检出限袁检出限为 0.106 滋g/L遥 该方

法在 0耀20.00 mg/L 内铅与吸光度呈现良好的线性关

系袁相关系数为 0.997遥 每进行 10 个样品的检测袁用
10.00 mg/L 标准溶液进行校准遥 样品加标回收结果

详见表 4遥
表 4 铅元素样品加标回收结果

样品
本底值

渊mg/L冤
加标量

渊mg/L冤
加标测定值

渊mg/L冤
加标回收率

渊%冤
样品-1
样品-2
样品-3

0.000 47
0.000 42
0.000 43

2.50
5.00

10.00

2.461
4.922
9.871

98.4
98.4
98.7

3.3 工作场所个体采样滤膜结果

选取 3 个工人个体采样袁结果详见表 5遥
表 5 个体采样滤膜结果样品

样品 结果渊mg/m3冤 样品 结果渊mg/m3冤

样品-1渊Mn冤
样品-2渊Mn冤
样品-3渊Mn冤

0.002 8
0.003 1
0.002 6

样品-1渊铅烟冤
样品-2渊铅烟冤
样品-3渊铅烟冤

0.011
0.012
0.011

4 结论

本文选取个体采样法进行工作场所锰和铅的采

集方法袁可有效避免因为采样距离尧操作体位或操作

方式等不利因素的影响遥 本文采用微波消解进行检

测袁该方法消解速度快袁空白值低袁大大降低了劳动

强度遥通常锰元素的测定方法多为火焰原子吸收法袁
而本文采用石墨炉原子吸收法袁 在测定元素铅时可

以不用更换仪器袁方便快捷[5]遥 石墨炉原子吸收法测

定工作场所中的锰和铅袁检出限尧线性关系以及加标

回收率都符合检测要求袁可以作为工作场所检测锰

和铅元素的新方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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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功率渊W冤 升温时间渊min冤 控制温度渊益冤 保持时间渊min冤
1
2
3

1 800
1 800
1 800

4
4
4

110
160
180

3
3
20

表 2 微波消解工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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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铬盐是我国重点发展的一类化工原料袁铬盐产

业与国民经济密切相关遥 大部分镀铬液含有三氧化

铬和硫酸袁是目前使用最为广泛的镀铬液遥铬渊Cr冤的
独特之处在于袁其毒性不取决于 Cr 的总量袁而是取

决于 Cr 的存在形态袁六价铬渊Cr6+冤比三价铬渊Cr3+冤毒
性强 100 倍袁会干扰重要酶的生命活动袁是一种公认

的环境污染物和呼吸道致癌物遥建立低浓度 Cr 的检

测技术袁尤其是 Cr6+的检测技术袁对从业者健康保护

具有现实意义遥因此袁本文利用在 pH=9耀10 的水溶液

中袁Cr6+可稳定存在袁Cr3+会形成沉淀的原理袁提前将

Cr6+从总 Cr 中提取出袁然后用火焰原子吸收法分别

测定 Cr6+和总 Cr 的含量袁该方法选择性好袁灵敏度尧

准确度均能满足国家对检测方法的要求[1]遥
2 材料和方法

2.1 仪器和试剂

仪器院AA-7000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渊日本岛津

公司冤曰加热板遥
试剂院硝酸渊优级纯冤曰超纯水曰Cr6+标准储备液院

100 mg/L曰Cr 标准储备液院1 000 mg/L曰 磷酸氢二钾尧
磷酸二氢钾尧氯化镁尧氢氧化钠渊优级纯冤遥
2.2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工作条件

仪器工作条件详见表 1遥
2.3 样品采集

个体采样和长时间采样可以很好地检测出从业

人员在工作场所中 Cr 的接触量遥选择接触工作场所

工作场所中六价铬和总铬火焰原子吸收法的研究

王世悦
渊鞍山市职业病防治院 辽宁鞍山 114000冤

摘要 本文采用个体采样和长时间采样方法采集工作场所中的铬渊Cr冤元素袁同时采用加入氯化镁尧磷酸

氢二钾和磷酸二氢钾混合溶液的方法将六价铬渊Cr 6+冤从总 Cr 中提取出来袁将分离出来的 Cr 6+ 以及总 Cr 进
行线性范围试验尧检出限检验尧定量下限检验和加标回收率测定袁结果均较满意袁为 Cr6+ 和总 Cr 的检验提供

了方便准确的方法遥
关键词 工作场所曰六价铬曰总铬曰火焰原子吸收法

中图分类号 X833

Study on Flame Atomic Absorption Spectrometry of Cr6+ and Total Chromium in Workplace
WANG Shiyue

(Anshan Institute of Occupational Diseases, Anshan, Liaoning, 114000, China)
Abstract院 In this paper, individual sampling and long-term sampling methods are used to collect chromium
in the workplace. At the same time, hexavalent chromium is extracted from the total chromium by
adding a mixed solution of magnesium chloride, dipotassium hydrogen phosphate and potassium
dihydrogen phosphate, and the separated hexavalent chromium is extracted from total chromium. The
linear range test, detection limit test, lower limit of quantification test, and recovery rate determination of
the hexavalent chromium and total chromium are all satisfactory, which provides a convenient and
accurate method for the inspection of hexavalent chromium and total chromium.
Key Words院Workplace; Hexavalent Chromium; Total Chromium; Flame Atomic Absorption Method

元素 测定波长渊nm冤 通带宽度渊nm冤 灯电流渊mA冤 电灯方式 火焰类型 燃气流量渊L/min冤 助燃气流量渊L/min冤
Cr6+
Cr

357.90
357.90

0.7
0.7

10
10

BGC-D2
BGC-D2

空气-乙炔

空气-乙炔

2.7
3.3

15.5
15.5

表 1 仪器工作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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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害物质浓度最高的从业者作为采样对象袁将装

好微孔滤膜的小型塑料采样夹佩戴在采样对象的

前胸上部袁进气口尽量接近呼吸带袁以 1 L/min 流量

采集 6 h 工作场所的空气样品[2]遥 采样后袁置于清洁

容器内运输和保存袁空白滤膜也放置在清洁容器内一

同运输和保存遥
2.4 样品的处理

Cr6+样品的预处理院将测定 Cr6+的滤膜置于 250mL
的烧杯中袁向烧杯中加入样品袁再加入 0.40 g 氯化镁

和 0.6 mL 的 0.50 mol/L 磷酸氢二钾和磷酸二氢钾

混合溶液袁将烧杯放到磁力搅拌器上袁常温搅拌 5min袁
加热 90益袁搅拌 1 h袁消解结束袁取下冷却至室温袁用
0.45 滋m 水系膜过滤袁滤液用硝酸调至 pH 为 9.0袁将
滤液转移至 100 mL 容量瓶中袁用超纯水定容至刻度袁
空白滤膜同步消解[3]遥

总 Cr样品的预处理院将采样后的微孔滤膜放入

50.0 mL 烧杯中袁加入浓度为 5.0mol/L 的硝酸 8.0 mL袁
放置 5 min袁加热至 160益袁滤膜很快溶解袁继续升温

加热至 180益袁消化至消解液体积为 1.00 mL袁冷却至

室温袁将消解液转移到 10.00 mL 具塞比色管中袁用超

纯水洗涤 3 次袁然后加超纯水至刻度袁摇匀待测定袁
空白滤膜同步消解遥
2.5 标准溶液系列的配制

分别梯度稀释储备液 Cr6+和总 Cr 标准溶液袁配
成标准溶液系列为 0.00尧0.10尧0.20尧0.25尧0.40尧0.50尧
0.60尧0.80尧1.00 mg/L 的溶液袁用 1%渊体积分数冤的硝

酸溶液定容遥 Cr6+空白溶液为 50 mL 0.50 mol/L 氢氧

化钠溶液尧0.30mol/L 碳酸钠溶液渊pH逸11.6冤的混合

溶液尧0.40 g 氯化镁和 0.6 mL 的 0.50 mol/L 磷酸氢

二钾和磷酸二氢钾混合溶液袁在 100 mL 容量瓶中用

超纯水定容遥 总 Cr 空白溶液为 1%渊体积分数冤的硝

酸溶液遥
3 试验结果

3.1 线性范围

火焰原子吸收法测定 Cr 元素的线性范围广袁定
量结果波动很小且用时短袁是非常好的一种测量 Cr
的方法袁结果详见表 2遥

表 2 标准系列结果

元素
线性范围

渊mg/L冤
相关系数

渊r冤
方法检出限

渊mg/L冤
定量下线

渊mg/L冤
Cr6+
Cr

0.00耀1.00
0.00耀1.00

0.998 0
0.999 1

0.005 1
0.004 3

0.050
0.045

3.2 加标试验

取 12 张空白滤膜袁其中 6张滤膜做空白滤膜袁另
外 6 张滤膜分别加入 0.25尧0.50尧0.80 mg/L 的 Cr6+溶

液和 0.25尧0.50尧0.80 mg/L 的总 Cr 溶液袁自然晾干后袁
消解滤膜袁按照样品处理方法处理[4]遥 结果显示袁加
标结果为 91.8%耀98.0%袁详见表 3遥

表 3 加标回收结果

元素
空白滤膜值

渊mg/L冤
加标量

渊mg/L冤
加标测定值

渊mg/L冤
加标回收率

渊%冤
Cr6+

Cr

0.012

0.011

0.25
0.50
0.80
0.25
0.50
0.80

0.257
0.471
0.776
0.249
0.486
0.763

98.0
91.8
95.5
95.2
95.0
94.0

3.3 批内精密度试验

取2个滤膜质量控制空白滤膜袁分别加入 0.50mg/L
Cr6+和总 Cr元素标准溶液 1.00 mL袁自然晾干后消解

滤膜袁在一天时间内各平行测定 11 次袁相对标准偏

差为 2.36%耀3.47%袁结果详见表 4遥
表 4 批内精密度结果

元素 测定次数
加标量

渊mg/L冤
加标测定平均值

渊mg/L冤
相对标准偏差

渊RSD袁%冤
Cr6+
Cr

11
11

0.50
0.50

0.468~0.476
0.486~0.496

2.21
2.01

3.4 工作场所样品测定结果

将工作场所采集的滤膜分别按照样品处理 Cr6+
和总 Cr溶液的方法处理微孔滤膜袁然后进行测定[5]袁
结果详见表 5遥

表 5 工作场所样品测定结果渊单位院mg/L冤
元素 空白滤膜值 样品 1 样品 2 样品 3
Cr6+
Cr

0.012
0.011

0.12
0.19

0.23
0.29

0.18
0.26

4 讨论

本文采用个体采样和长时间采样方法采集工作

场所中的 Cr 元素袁规范地检测了从业人员实际接触

量袁同时采用加入氯化镁尧磷酸氢二钾和磷酸二氢钾

混合溶液方法将 Cr6+从总 Cr 中提取出来袁将分离出

来 Cr6+以及总 Cr进行线性范围试验渊0.00耀1.00mg/L冤袁
Cr6+检出限为 0.0051mg/L袁总铬检出限为 0.0043 mg/L袁
Cr6+定量下限为 0.050mg/L袁总铬定量下限为 0.045mg/L袁
加标回收率在 91.8%耀98.0%袁结果均比较满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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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可燃气体报警器作为一种安全防护类型的计量

仪器袁按照国家相关要求袁需要实行周期性检定遥目前

检定执行 JJG 693要2011叶可燃气体检测报警器曳[1]袁
其中规程 5.1.2.1 条有如下要求院气体报警器检定要

采用与仪器检测气体种类相同的气体标准物质袁若
仪器未注明所测气体种类袁 可以采用异丁烷或者丙

烷气体标准物质遥根据实际的计量检定需要袁有必要

分析和讨论采用不用类型可燃气体标准物质检测已

知检测对象的可燃气体报警器时袁会对报警器的计

量性能特别是计量示值产生怎样的影响袁并从中找

寻规律遥
2 工作原理

因催化燃烧型可燃气体报警器在工业上使用更

加广泛袁因此本文以该类型报警器为对象袁开展相关

讨论和分析遥

对于气体报警器而言袁其核心部件为测量传感器袁
催化燃烧型报警器的传感器是由一个带催化剂的敏

感元件和一个不带催化剂的补偿元件组成的惠斯顿

电桥测量电器[2]袁详见图 1遥
图 1 中的 Rx 为敏感元件袁是一个表面涂有催化

剂的铂丝电阻袁R1 为补偿元件袁R3尧R2 为一定阻值的

标准电阻袁R3 与Rx 同时置于测量室遥在新鲜空气中袁
通过 R1 的补偿作用使电桥平衡袁即满足 R1Rx=R3R2袁
此时信号输出端 UDB=0曰一旦空气中有可燃气体进

入测量室袁会直接接触到涂有催化剂的敏感元件 Rx遥
在催化剂的作用下袁可燃气与一同进入的空气中氧

气发生无焰燃烧袁此时敏感元件 Rx 的温度就会上升遥
由于金属的阻值会随着金属温度的升高而增大袁所
以就会在原 Rx 的基础上增加一个 驻Rx 阻值袁导致电

桥失去平衡袁从而产生不平衡电压袁即 UDB屹0遥 不

平衡电压UDB的大小与 驻Rx的大小成正比袁而驻Rx 又

不同类型可燃气对催化燃烧型气体报警器计量示值的
影响分析

谢延斌
渊克拉玛依市质量与计量检测所 新疆克拉玛依 834000冤

摘要 气体报警器作为一种常见的安全防护类设施袁其计量性能的好坏直接影响安全生产和人们的生

命财产安全遥 本文以催化燃烧型可燃气体报警器为研究对象袁以氢气尧甲烷尧异丁烷为 3种试验标准气体袁通
过试验的方式讨论分析了不同类型可燃气体对同一种可燃气体报警器计量示值的影响袁并得出结论遥

关键词 催化燃烧曰计量示值曰不平衡电压曰等热值特性曰交叉灵敏度

中图分类号 TP277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Types of Combustible Gas on the Measurement Indication
Value of Catalytic Combustion Gas Alarm

XIE Yanbin
(Karamay Institute of Quality and Metrology, Karamay, Xinjiang, 834000, China)

Abstract院 As a common safety protection facility, gas alarms have a direct impact on production safety
and the safety of people's lives and properties. This paper takes the catalytic combustion type combustible
gas alarm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uses hydrogen, methane, and isobutane as the three test standard
gases.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types of combustible gas on the metering value of the same combustible
gas alarm is discussed and analyzed through experiments, and the conclusions are drawn.
Key Words院 Catalytic Combustion; Metrological Indication; Unbalanced Voltage; Isocalorific Value
Characteristic; Cross Sensi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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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可燃气体催化燃烧时放出的热量直接相关袁热量

的大小取决于可燃气的种类尧浓度遥由于报警器在出

厂时通常会明确检测气体的种类袁所以 驻Rx 的大小

就与被检气体的浓度形成了一一对应关系遥 即一定

浓度的被检可燃气体催化燃烧后造成敏感元件 Rx
增加一定大小的阻值驻Rx袁产生对应的不平衡电压

UDB袁而不平衡电压 UDB 通过 O/A 转换后袁最终成

为测量数据显示在报警器的屏幕上袁从而将测量数

据与被测气体的浓度关联起来遥
3 问题探讨

从上述工作原理可知袁催化燃烧型报警器在测

量可燃气浓度时首先要明确被测可燃气体的种类袁
然后才能对确定的气体开展测量遥但在实际生产中袁
部分企业在报警器的使用和选型过程并没有充分考

虑现场工作环境袁造成部分选型的报警器并不适用

于实际现场遥例如袁一些炼化企业安装的可燃气体报

警器统一为甲烷气体报警器袁但实际生产环境中的

泄漏气体并不是甲烷袁常见的有氢气以及碳四以下

的烃类气体遥 这样以甲烷气体出厂标定后的报警器

进入现场开展实际测量袁可能会无法准确反映现场

泄漏气体的实际浓度值遥另外袁由于检定机构的计量

检定人员一般情况下并不了解现场的实际泄漏气体

情况袁对送检来的报警器往往依据仪器铭牌标明的

气体开展计量检定袁这样就造成检定后的报警器无

法精准地适用于现场袁出具的检定报告也无法证明

报警器的实际性能袁这对企业用户和计量检定机构

都会造成潜在的安全风险与法律责任遥
对此袁本文将选取炼厂常见的氢气尧甲烷尧碳四

轻烃渊异丁烷冤3 种标准气体为检测样本袁用同一台

甲烷气体报警器分别进行试验检测袁记录报警器对

不同气体的测量示值袁并对数据进行分析探讨袁找寻

其中的影响及其内在的规律遥
4 测量试验

试验选用梅思安品牌袁型号为 DF-8500C袁量程

为渊0耀100冤%爆炸下限渊LEL冤袁出厂编号为 160700330
的固定式甲烷气体报警器遥 并选择以称重法混合的

空气中的氢气尧甲烷尧异丁烷 3 种标准气体袁准确度

等级均为二级袁相对扩展不确定度为 Urel=2%袁k=2袁每
种气体分别取 10% LEL尧40% LEL尧60% LEL 3 个浓

度值的标准气各 1 瓶袁严格按照 JJG 693要2011 的操

作要求开展试验袁试验数据详见表 1遥

从试验数据可以看出袁由于试验用的报警器检

测对象是甲烷袁用甲烷标准气体开展计量测试袁平均

示值与标准气体的浓度基本一致袁而氢气和异丁烷

的平均示值明显与标准气体的浓度值偏差较大袁其
中氢气平均示值与标准气浓度相比明显增大袁异丁

烷与氢气正好相反遥所以袁用同一台催化燃烧型报警

器测量相同浓度下的不同可燃气得到的结果差异较

大袁另外从试验数据看袁如果以甲烷为基准袁相同浓

度下袁氢气的测量示值大概为甲烷的 1.2耀1.3 倍袁异

丁烷大概为甲烷的 0.72耀0.75 倍遥
5 数据分析

分析数据产生的原因还需从传感器的工作原理

出发 [3]袁可燃气体报警器的传感器采用无焰催化燃

烧技术袁报警器的示值与燃烧热量相关袁而热量的大

小一是与被测量气体的种类有关渊气体种类决定了

燃烧状况冤曰二是与气体浓度有关遥
尽管可燃性气体的种类不同袁LEL 浓度也各自

不同袁但是对于碳氢化合物而言袁每克分子的燃烧热

标准气体浓度值

LEL渊%冤 气体种类
测量示值 LEL渊%冤 同一浓度平均测量

示值比1 2 3 平均值

10.0 氢气

甲烷

异丁烷

15.0
11.0
8.0

13.0
10.0
9.0

14.0
12.0
8.0

14.0
11.0
8.3

1.27:1:0.75

40.0 氢气

甲烷

异丁烷

48.0
39.0
30.0

49.0
40.0
29.0

48.0
40.0
29.0

48.3
39.7
29.3

1.22:1:0.74

60.0 氢气

甲烷

异丁烷

73.0
60.0
43.0

75.0
61.0
44.0

76.0
63.0
45.0

74.7
61.3
44.0

1.22:1院0.72

表 1 3 种标准气体的测量试验数据

图 1 惠斯顿电桥

R1

R2

R3

A

Rx

VGD

C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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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名称 交叉灵敏度渊%冤 气体名称 交叉灵敏度渊%冤
甲烷

氢气

乙烷

丙烷

丁烷

戊烷

己烷

庚烷

辛烷

乙烯

甲醇

100
121
70
61
49
42
39
35
32
70
72

乙醇

异丙醇

丙酮

丁酮

甲基异丁基酮

环己烷

乙醚

乙酸乙酯

甲苯

二甲苯

乙炔

54
40
42
40
30
37
39
37
35
28
39

表 2 相同浓度不同可燃气在某一品牌催化燃烧型报警器上的交叉灵敏度

注院此表是以甲烷为试验基准袁通过试验的方法测试相同浓度下不同可燃气体的交叉灵敏度遥 以乙烷为例袁交叉灵敏度为 70%袁表示相同

LEL 浓度的乙烷测量示值约为甲烷的 70%遥

与 LEL 浓度的相乘积基本相同袁即 C1窑Q=常数渊C1 为
爆炸下限浓度袁Q 为每克分子的燃烧热冤袁此法不适

用于乙炔尧二氧化硫等少数可燃性气体袁这仅为可燃

性气体的等热值特性遥
虽然不同可燃气存在等热值特性袁但对于同一

台报警器袁传感器催化元件的材质和性能已经确定袁
而传感器所处的测量室狭小袁会造成不同种类的可

燃气出现不同的燃烧状况袁特别是对分子中碳原子

较多的碳氢化合物袁由于无焰催化燃烧后会有大量

的碳颗粒沉积在元件表面袁阻碍了元件表面催化剂

与可燃气体分子的接触袁从而造成催化燃烧效率低

下袁放热量不足袁降低了传感器的灵敏度袁也就造成

相同浓度下的不同可燃气体在同一台催化燃烧型报

警器上出现不同的计量示值[4]遥 在本文的试验中袁氢
气不含碳元素袁催化燃烧过程不会造成催化剂表面

碳沉积问题袁所以报警器的灵敏度相对较大袁示值显

示较高曰而异丁烷相对于甲烷而言存在较大的燃烧

碳沉积现象袁影响了报警器的灵敏度袁所以示值偏低遥
另据相关文献 [5]袁对于同一台催化燃烧型报警

器通入相同浓度不同的可燃气袁会得到一系列不同

的示值遥而以甲烷为基准袁各种气体的示值与甲烷的

示值之比袁称为交叉灵敏度系数遥部分可燃气对某品

牌催化燃烧型可燃气体报警器的交叉灵敏度系数详

见表 2遥

从表 2 中可以看出袁除了氢气外袁随着分子中碳

原子的增加袁交叉灵敏度总体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袁即
分子碳原子越多的可燃气袁相同浓度下的测量示值

越小袁这是因为分子碳原子越多袁燃烧碳沉积现象越

严重遥 但需要注意的是不同厂家生产的报警器交叉

灵敏度不同袁同一厂家不同型号的报警器交叉灵敏

度也会不同袁同型号不同批次的报警器交叉灵敏度

都有可能不同遥所以在实际的计量检定中袁原则上要

用报警器铭牌上对应的被测气体开展计量检定袁而
在实际计量检定中袁如果没有对应的标准气体袁需要

采用其他标准气体进行替代校准时袁需要认真查阅

仪器的技术说明书或咨询厂家袁找到替代气体种类

的交叉灵敏度袁然后通过理论计算袁最终确定被校仪

器的计量示值遥
6 结论

一种可燃气体报警器虽然能够测量多种可燃性

气体袁但实际的选型和使用应结合现场实际明确测

量对象遥
在报警器的计量检定过程中袁应以报警器铭牌

规定的测量对象来选择标准气体开展计量检定遥 对

于同一台催化燃烧型报警器袁相同浓度的不同可燃

气测量示值不同袁气体分子中的碳原子越多袁测量示

值会越低遥
在报警器检定的实际工作中袁要充分掌握不同

可燃气的交叉灵敏度系数袁通过试验不断积累各品

牌报警器的数据袁才能在真正意义上保障报警器计

量检定的可靠性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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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人们通过测量得到被测对象的测量结果袁但因测

量不可避免地会引入误差袁所以测得值只能在一定程

度上近似它的真值遥 误差越小袁测量的准确度越高袁
对于测量人员而言袁测量精度的控制十分重要袁测量

人员应该主动关注误差的大小袁并分析误差来源袁采
取相应的方法袁尽可能地减小测量时产生的误差[1]遥
2 影响长度测量准确度的因素

在长度计量中必须遵守几项基本原则袁其中最重

要的就是阿贝原则袁即被测对象与测量标准器之间

相对位置的原则院测量时被测对象的轴线与标准器

轴线相重合或者在其延长线上袁称为阿贝原则[2]遥
用卡尺测量物体时袁卡尺的测量轴线是尺身滑动

的位置袁而被测轴线是卡尺两量爪之间的距离渊图 1冤袁
卡尺的测量方式不符合阿贝原则袁它的测量轴线与

被测轴线是相互平行的袁由于卡尺尺身与标尺的匹

配存在缝隙袁在测量过程中就会使卡尺的测量轴线

与被测轴线产生一定的角度袁所产生的误差就叫阿

贝误差[3]遥

图 1 测量卡尺

在实际测量时袁被测物体的实际长度为 l渊图 2冤袁
由于不符合阿贝原则而使测量时被测轴线与测量轴

线产生的一定的角度袁导致产生了阿贝误差 驻L
驻L=l渊1-cos渍冤抑 12 l渍2 渊1冤

其中袁渍为弧度值遥 根据公式可以看出袁测量越长的

物体袁所产生的阿贝误差就越大袁使用不符合阿贝原

则的测量仪器来进行测量时袁为了减小阿贝误差对测

量结果的影响袁首先要检测仪器本身的状态是否满足

测量要求袁在测量时尽量使测量轴线与被测轴线平行袁
在与被测物体相接触时袁让测量面尽量与被测物体相

贴合袁轻微地在其上下左右晃动袁找到一个转折点的

值作为测量结果遥

影响长度测量准确度因素的分析

刘俊汉
渊重庆赛宝工业技术研究院 重庆 401332冤

摘要 长度测量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应用最为广泛袁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袁但因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袁会
产生各种测量误差袁特别在精密测量中袁受影响的程度就更为明显遥 本文对各方面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袁对
测量时如何避免这些影响袁提高测量的准确度有指导意义遥

关键词 阿贝原则曰接触方式曰膨胀系数

中图分类号 TB921

Analysis of Factors Affecting the Accuracy of Length Measurement
LIU Junhan

(Chongqing Ceprei Industrial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Chongqing, 401332, China)
Abstract院 Length measurement is the most widely used in daily work and life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but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external factors, various measurement errors will occur, especially in
precision measurement, the degree of influence is more obviou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fluences from
various aspects, and has guiding significance on how to avoid these influences and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the measurement.
Key Words院 Abbe's Principle; Contact Mode; Expansion Coeffic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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渍

l

驻L

图 2 被测物体

除了测量原理引入的误差袁测量时的接触定位

方式也是误差的来源之一袁接触测量时袁不同的被测

对象应该选择不同的测头或测帽遥 为了减少接触方

式不正确带来的测量误差袁在选择测量头时袁应尽可

能使测量头与被测件成点接触袁详见图 3遥
圆柱体

圆柱体

俯视图

测头

测头

a
b
c

图 3 接触定位方式

如图 3所示袁圆柱形工件采用刀口测头进行测量袁
刀口测头与圆柱体形成了 2 个接触点袁这样可以在圆

柱的 a尧b尧c 3 个点进行测量袁从而可以准确得到这个

圆柱体每个截面的具体大小袁避免了由圆柱体上下

端的大小不一致所引入的误差遥 按照这种选择测头

的方法袁在测量平面时袁应该选择球面测头进行测量袁
在测量球面的时候袁则最好选用平面测头遥

在接触测量时袁接触时的测量力大小也会对被

测物体的形变产生影响袁因此在保证测量重复性要

求的基础上袁尽量减小测量力袁尽可能采用非接触光

学干涉法尧光电瞄准装置或片簧结构装置遥在用比较

法测量时袁测量力保持恒定袁用重锤形式比弹簧形式

更优越[4]遥 寻找合适的方法袁使选择的标准器材料与

被测件相同袁其材料的弹性形变也相同袁可消除或减

少测量结果的接触变形误差遥工件装夹固定时袁尽量

减少装夹变形遥
在精密测量中袁温度也是影响长度测量的重要因

素袁任何物体都有热膨胀系数袁热膨胀系数的大小决

定了物体受温度影响的大小[5]袁常见金属的热膨胀系

数详见表 1遥
表 1 常见金属的线膨胀系数

名称 温度渊益冤 膨胀系数渊1伊10-6袁益冤
铝

黄铜

铜

金

铁渊纯冤
铅

10耀90
10耀90
10耀90
10耀90
10耀38
10耀90

22.21
17.81
15.96
14.10
11.45
28.29

在测量时由标准器温度和膨胀系数与被测件的

温度和膨胀系数不一致引起的测量误差为院
驻L=L[琢1渊T1-20冤-琢2渊T2-20冤] 渊2冤

其中袁驻L 为温度引起的测量误差曰L 为测量长度曰琢1尧
T1 为标准器的膨胀系数和温度曰琢2尧T2 为被测件的膨

胀系数和温度遥
当标准器和被测件的温度达到平衡时袁可以简

化为公式渊3冤院
驻L=L[渊琢1-琢2冤渊T-20冤] 渊3冤

所以在测量时袁标准器与被测物体在测量前需在

标准温度下进行等温袁根据标准器和被测物体的材

质和偏离标准温度的程度来评估等温时间袁并且在

等温时环境温度的变化应尽量小 [6]袁等温时尽量将

标准器和被测物体置于导热较好的平板上袁如通用卡

尺在平板上的恒温时间为 1耀2 h袁千分尺在平板上的

恒温时间为 2耀5 h袁测量精度越高需要平衡温度的时

间越长袁在测量时也应该戴上手套避免由测量人员的

呼吸和体温所造成的误差遥 在高精度测量中偏离标

准温度 20益时应该给予温度补偿袁在用量块校准三

坐标测量机时袁环境平衡温度是 21益袁根据钢制量

块的热膨胀系数来算袁标称值 1 000 mm 的量块袁实际

的长度增加了 11.5 滋m袁在实际测量过程中袁还应控

制温度的波动袁每小时温度变化应小于 0.5益遥
3 结语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生产工艺要求的不断提高袁
为了使检测的数据更为准确袁就要求测量人员充分

理解检测的各个环节袁从原理到方法再到环境进行

准确的评估袁综合分析每个环节对检测数据的影响袁
把各方面条件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袁本文针对

影响长度测量的几个方面进行了分析袁对误差的控

制有参考的作用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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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安全尧便利和舒适是婴儿车设计的最优目标遥随
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袁作为消费者的父母对婴儿车乘

坐舒适性的要求越来越高遥 婴儿车的乘坐舒适性是

反映儿童乘车体验的重要指标袁目前全球尚未有相

关的标准要求遥
经研究发现袁可能对乘员带来伤害或不适感的

主要是振动袁因此需要研究利用客观评价的方法来

评价儿童对婴儿车振动舒适度的感知[1]遥 将配备有

传感器的假人模型放置在车辆内袁当车辆行驶在颠

簸不平的路面上时袁采集假人主要部位如头部尧颈部

和腹部的传感器所输出的加速度值和力值袁通过对

实际测量值的相关性分析袁建立婴儿车乘坐舒适性

客观评价的标准遥
2 乘坐舒适性消费者及客观评价试验

载有儿童的车辆行驶在路面上袁通过婴儿车人

体支撑面传给乘员全身振动袁儿童承受全身振动引起

的舒适性问题袁称为乘坐舒适性[2]遥
婴儿车座椅尧车架和轮胎等部件袁可以隔离尧缓

和尧吸收和衰减车辆行驶中所产生的各种冲击和振动袁
最终传给乘员身体的冲击力大小等数据可通过传感

器采集袁然后进行分析[3]遥
以 7 辆婴儿车为研究对象袁编号依次为 S1尧S2尧

S3尧S4尧S5尧S6尧S7袁分别进行乘坐舒适性消费者评价

婴儿车乘坐舒适性评价方法的研究

钟 康 1 朱 光 1 龙海华 2 陈必祥 2

渊1.亿科检测认证有限公司 江苏昆山 215331曰2.好孩子儿童用品有限公司冤

摘要 作为运载儿童的车辆袁婴儿车已成为儿童出行的重要工具袁人们对其乘坐舒适性的要求不断提

高遥 很多婴儿车的生产企业和评测机构通过普通消费者和专业测试人员的体验及调查获取乘坐舒适性的评

价结果遥 截至目前袁还没有对乘坐舒适性进行客观评价的方法遥 本文主要研究婴儿车乘坐舒适性客观评价的

测试要求和方法袁拟建立婴儿车乘坐舒适性的客观评价标准遥 通过确定消费者评价与客观评价的关系袁得出

婴儿车乘坐舒适性客观评价指标袁最终建立客观评价标准遥
关键词 婴儿车曰乘坐舒适性曰客观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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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Evaluation Method for Ride Comfort of Strollers
ZHONG Kang1, ZHU Guang1, LONG Haihua2, CHEN Bixiang2

(1.Eqo Testing and Certification Co., Ltd., Kunshan, Jiangsu, 215331, China;
2.Goodbaby Child Products Co., Ltd.)

Abstract院 As a vehicle for transporting the children, stroller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ool for children to
travel, the requirements of ride comfort are constantly improving. Many stroller manufactures and
evaluation laboratory get the test results of ride comfort by investigating the experience of common
consumer and professional tester. So far, there is not objective evaluation method for ride comfort of
strollers. This paper studies on the test requirements and methods of the objective evaluation of the ride
comfort of strollers, and plans to establish the objective evaluation standard of the ride comfort of
strollers. Through determ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sumer evaluation and objective evaluation, the
objective evaluation index for ride comfort of strollers is obtained, and the objective evaluation standard
is finally established.
Key Words院 Stroller; Ride Comfort; Objective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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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车编号 P1 P2 P3 P4 P5 P6 平均分

S1
S2
S3
S4
S5
S6
S7

2
1
3
5
4
6
7

1
2
4
5
3
6
7

2
1
5
4
3
6
7

1
2
3
4
5
6
7

1
2
4
3
5
6
7

1
2
4
3
5
7
8

1.33
1.67
3.83
4.00
4.17
6.17
7.17

和客观评价试验遥
2.1 消费者评价试验

6 名评测者渊由普通消费者和专家组成冤编号依

次为 P1尧P2尧P3尧P4尧P5尧P6袁分别推行载有相同重量

载荷的 S1耀S7 试验车行走在不同工况渊包括鹅卵石尧

波浪形尧小碎石尧水泥冤的路面上袁至少行走 200 m袁然
后对乘坐舒适性按 10 分制进行评分袁评分分为 4 个

等级院1耀3 分为野优冶曰3耀5 分为野良冶曰5耀7 分为野一般冶曰
7耀10 分为野差冶袁评测结果详见表 1遥

表 1 乘坐舒适性消费者评价结果渊单位院分冤

2.2 客观评价试验

为了测试婴儿车行驶时传给乘员身体的冲击

力袁采用 ECE R129 Uniform Provisions Concerning the
Approval of Enhanced Child Restraint Systems Used
on Board of Motor Vehicles[4]附录 8 规定的 Q 假人

进行数据采集遥 为了模拟婴儿车的行驶路面袁采用

EN 1888-1:2018 Child Care Articles-Wheeled Child
Conveyances-Part 1: Pushchairs and Prams [5]5.10 规

定的不规则表面测试设备遥
婴儿车按功能一般可以分为坐式和卧式婴儿

车袁根据婴儿车国家标准袁坐式婴儿车适合 6 个月耀
3 岁的儿童曰6 个月以下的儿童必须乘坐卧式婴儿

车袁因此采用 Q3 假人来测试坐式婴儿车曰采用 Q0
假人来测试卧式婴儿车遥 载有假人的婴儿车行驶在

模拟的尧颠簸不平的路面上袁通过假人中的传感器采

集包括头部加速度尧腹部加速度尧臀部加速度尧上颈

部张力和上颈部弯矩等数据袁通过与消费者评价结

果的相关性分析袁最终选择了头部加速度作为卧式

婴儿车的评价指标曰上颈部张力作为坐式婴儿车的

评价指标遥 头部加速度和上颈部张力测试结果详见

表 2渊g=9.8 m/s2冤袁头部加速度和上颈部张力与消费

者评价得分之间的关系详见图 2尧图 3遥
表 2 头部加速度和上颈部张力测试结果

推车编号 上颈部张力渊N冤 头部加速度渊m/s2冤
S1
S2
S3
S4
S5
S6
S7

24.08
30.59
35.56
36.82
39.92
67.78
70.88

1.86
1.99
2.84
3.12
3.63
3.72
5.31

6.00
5.00
4.00
3.00
2.00
1.00
0.00

8.00
7.00
6.00
5.00
4.00
3.00
2.00
1.00
0.00S1 S2 S3 S4 S5 S6 S7

消费者评价得分

头部加速度

婴儿车编号

图 1 头部加速度与消费者评价得分关系图

80.00
70.00
60.00
50.00
40.00
30.00
20.00
10.00
0.00

8.00
7.00
6.00
5.00
4.00
3.00
2.00
1.00
0.00S1 S2 S3 S4 S5 S6 S7

消费者评价得分

上颈部张力

婴儿车编号

图 2 上颈部张力与消费者评价得分关系图

为了与消费者评价评分的等级相对应袁 将头部

加速度和上颈部张力这 2 个评价指标也分为 4 个等

级袁详见表 3遥
表 3 客观评价指标等级及要求

评价指标 优 良 一般 差

头部加速度 A
渊m/s2冤

上颈部张力 F
渊N冤

A约2.0

F约30

2.0臆A约3.5

30臆F约40

3.5臆A约5.0

40臆F约60

A逸5.0

F逸60

7 辆试验车按消费者评价评分和客观评价指标

测试结果进行分布渊表 4冤遥 通过表 4 可以看出袁客观

评价结果与消费者评价结果之间存在对应关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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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多导心电图机检测分析与建议

根据 GB 9706.1要2007叶医用电气设备 第 1 部

分 安全通用要求曳 [5]和 GB 10793要2000叶医用电气

设备 第 2 部分 心电图机安全专用要求曳[6]规定心电

图机应用部分分为院B 型院 应用部分没有隔离 [7]曰BF

型院应用部分浮地隔离袁可用于体外和体内袁但不能

直接用于心脏曰CF 型院 应用浮地隔离袁对电击有高度

防护袁可直接用于心脏遥设备保护接地电阻臆0.2 赘袁
心电图机安全性能相关标准详见表 3遥

表 3 心电图机安全性能相关标准

电源
对地漏电流

渊mA冤
外壳漏电流

渊滋A冤
患者漏电流渊滋A) 患者辅助漏电流(滋A)

DC AC DC AC
B 型 正常状态

单一故障状态

5
10

100
500

10
50

10
500

10
50

10
500

BF 型 正常状态

单一故障状态

5
10

100
500

10
50

100
500

10
50

10
500

CF 型 正常状态

单一故障状态

5
10

100
500

10
50

10
50

10
50

10
50

4 结论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袁人们

对健康的认识水平和重视程度不断提高袁多导心电

图机被广泛地应用到家庭领域袁相关人员应不断学

习袁提高检测检验水平和能力以满足人们的医学需求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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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志,2019,28(2):77-86.

[2] 心电图测量技术专家共识[J].临床心电学杂志,2019,28(2):81-90.
[3] 王永生.心电图机不同频响范围对心电波形影响[D].郑州:郑州

大学,2014.
[4] 张海澄.心电图的标准化与解析[J].中国介入心脏病学杂志,2010,18

(4):235-238.
[5] GB 9706.1要2007 医用电气设备 第 1 部分 安全通用要求[S].
[6] GB 10793要2000 医用电气设备 第 2 部分 心电图机安全专用

要求[S].
[7] 童佳斐.心电图常见疾病的统计模式识别分类方法的应用研究

[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0.

表 4 消费者评价得分和客观评价结果等级分布

推车编号 主观评价得分 上颈部张力 头部加速度

S1
S2
S3
S4
S5
S6
S7

优

优

良

良

良

一般

差

优

优

良

良

良

差

差

优

优

良

良

一般

一般

差

3 结论

研究表明袁用头部加速度和上颈部张力作为评

价指标分别对卧式婴儿车和坐式婴儿车进行评价袁
可以实现婴儿车乘坐舒适性客观化评价曰将客观评价

指标按表 3 分成 4 个等级要求能够与评价结果相对

应袁可以作为婴儿车乘坐舒适性的客观评价标准遥
2019 年袁使用该评价标准对目前热销的 20 余款

婴儿车的乘坐舒适性进行了评测袁最终的评测结果

符合产品的实际质量情况遥
参考文献
[1] 李南南 .汽车座椅舒适性研究与探讨[J].时代农机,2015,(8):39-

40.
[2] 王文志.汽车舒适性评价方法的研究[J].科技论坛,2016(42):63.
[3] 张志聪.汽车座椅静态舒适度的评价方法研究[J].科技资讯,2015

(14):103.
[4] ECE R129 Uniform Provisions Concerning the Approval of

Enhanced Child Restraint Systems Used on Board of Motor
Vehicles[S].

[5] EN 1888-1 Child Care Articles-Wheeled Child Conveyances -
Part 1: Pushchairs and Prams[S].

渊上接第 131 页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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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生活饮用水的质量直接关系我国国民的日常用

水安全袁水质检测在保证生活饮用水的质量和饮水

安全等方面具有至关重要的现实意义遥因此袁相关单

位需要重视生活饮用水的水质检测工作袁加强把关袁
以此充分发挥检测工作的作用袁保障国民用水安全[1]遥
2 生活饮用水水质检测的重要意义

水是维持人类生命的基础条件袁如果生活饮用水

出现问题袁会直接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袁严重时还会

导致人体中毒袁生活饮用水的检测工作尤为重要遥
生活饮用水水质检测的重要意义有很多袁具体

表现为院第一袁我国衡量饮用水是否达标的指标主要

包含物理指标尧化学指标以及水中存在的微生物和

重金属指标等遥 饮用水中的一些细菌在高温条件下

可以被杀死袁但是重金属却难以消除袁饮用水中的重

金属含量如果过高袁会对人体内的健康细胞产生影

响袁容易造成人体细胞坏死和变异袁而通过生活饮用

水水质检测袁可以对水中的重金属以及化学元素等

进行有效检测[2]遥
第二袁我国每年因为饮水质量问题造成的死亡

案例有很多袁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有 340 万人因为饮

用不干净的水死亡袁全世界每年约有 200 万儿童因

缺水或饮用不干净的水死亡袁在这些死亡案例中袁大
部分都是因为饮用水受到污染袁最终引发了胃病尧肾
结石以及肝炎等遥另外袁若饮用水中的污染物含量较

高袁会在人体中蓄积袁最终致使疾病加重袁这些问题

都可以通过生活饮用水水质检测工作进行有效的

控制遥
第三袁我国农村地区人口较多袁农民在饮水方面

普遍缺乏安全意识袁在一些经济较为落后的农村地

区袁水质检修系统也有待完善遥 加强生活饮用水水

质检测工作袁可以完善我国农村地区的生活饮用水

水质检测系统袁提高农村地区居民的饮水安全意识袁
最终促进我国农村经济的整体发展[3]遥

生活饮用水水质检测的重要性分析

段利军 马建涛
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新疆昌吉 831100冤

摘要 水是生命之源袁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遥 生活饮用水主要指的是符合 GB 5749要2006叶生活饮用

卫生标准曳的袁人们用于日常饮用和洗涤的水遥 生活饮用水从源头到使用都需要严格控制袁以此来保证水质

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遥 基于此袁本文就生活饮用水水质检测的重要意义尧生活饮用水水质检测和质量

控制措施进行了分析遥
关键词 生活饮用水曰水质检测曰重要意义

中图分类号 S959

The Significance of Water Quality Detection in Drinking Water
DUAN Lijun, MA Jiantao

(Xinjiang 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 Corps Sixth Division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Center,
Changji, Xinjiang, 831100, China)

Abstract院 Water is the source of life is closely related to people's lives. Drinking water mainly refers to
the water that meets the GB 5749要2006 "Drinking Hygienic Standard for Life" and is used by people
for daily drinking and washing. Drinking water needs to be strictly controlled from source to use to
ensure the accuracy and reliability of water quality testing result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ortance of drinking water quality testing, drinking water quality testing and quality control measures.
Key Words院 Drinking Water; Water Quality Testing;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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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生活饮用水水质检测

3.1 水源水质检测

生活饮用水在离开工厂以后袁相关检测单位需

要对生活饮用水的源头进行水质检测袁根据水源水

质的特点和特性袁分析水质不达标的原因袁进而采取

有效的措施进行解决袁促使饮用水厂提供合格的饮

用水遥 另外袁在进行地下水的输送时袁相关检测单位

也需要对水质进行检查袁如果检测出水质不符合要

求则需要对水质进行处理袁处理达标以后方可投入

使用遥 除此之外袁检测单位在对水源水质中的重金

属进行检测时袁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降低矿元

素的含量袁避免出现金属含量超标的问题遥
3.2 净化和配水方面的管控技术

地下水在实际净化处理的过程中袁首先需要进

行混凝土处理袁然后方可进行下沉尧滤化尧消毒等步

骤遥 但是袁由于一些地下水的质量水平还有待提高袁
其在处理过程中需要使用特殊的工艺提高水质遥 因

此袁相关检测单位也需要对地下水的净化技术以及

水源的质量进行管理和控制袁最终达到净水的效果遥
当前袁我国在地下水的净化技术中袁比较常见技

术就是跌水曝气遥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袁工作人员需

要在水中加入一定量的氧气袁将微生物氧化袁或者采

取除铁除锰技术进行处理遥 在地下水净化处理工作

完成后袁工作人员需要将水进行配送袁在运输的过程

中也需要进行消毒袁具体可以采用液氯技术进行消

毒处理遥 另外袁在夏季袁由于温度较高袁微生物的生

长速度也较快袁这就需要工作人员准备充足的氯气

进行消毒遥
3.3 供水管网检测

在生活饮用水的实际生产尧运输过程中袁检测单

位需要加强管控袁保证水质达标以后才可以让饮用

水进入供水管网袁检测人员还需要确保管网没有病

菌遥 另外袁由于管道材料一般都是铁尧玻璃钢或者是

塑料等材料袁如果检测工作不到位会直接影响水质遥
同时袁检测人员还需要加强对管道的检查袁对于漏水

等情况需要及时处理袁避免造成水质污染遥
4 生活饮用水水质检测的质量控制措施

4.1 不断提高检测设备和检测方法的效益

生活饮用水水质检测工作在实际进行过程中会

涉及多种检测设备袁例如袁水样分析设备渊色谱仪尧光
谱仪等冤以及在其他环节中所用到的仪器设备渊天
平尧容量瓶等冤袁正式开始生活饮用水水质检测工作

之前袁检测人员需要对相关的设备仪器进行检查袁确
保其使用状态可以达到检测工作的要求遥另外袁检测

人员还需要配置一定浓度的标准液在设备上进行试

验袁对试验结果进行分析袁可以和上次试验的结果进

行比较袁如果结果波动较小袁则说明设备可用遥 除此

之外袁检测人员还需要严格按照相关标准和方法进

行水质检测袁在开始水质检测之前需要先开展质量

控制试验遥
4.2 加强生活饮用水资源的监管力度

第一袁相关的监管部门需要制定完善的权责制

度袁保证职能明确遥 另外袁生活饮用水水质检测工作

涉及水利局尧卫生局以及环保局等部门袁因此这些部

门之间也需要加强沟通交流袁充分发挥本部门的作用袁
实现对生活饮用水资源的全面监管遥第二袁有关部门

需要加强对生活饮用水水质的优化治理袁增加资金

投入袁以此来提高监管水平袁保证居民的饮水安全遥
4.3 制定并执行定期和不定期检测制度

相关的生活饮用水检测单位还需要制定并执行

定期检测和不定期检测制度袁以此实现对生活饮用

水的有效检测袁提高检测质量遥 另外袁检测单位还需

要加强对水源周边环境的监管袁促进我国的生活饮

用水标准和国际接轨[4]遥 除此之外袁检测单位在进行

制度建设时也需要对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情况进行

分析袁根据国际上比较先进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规范不断完善袁将其融入制度内容中袁保证所有的检

测制度都可以得到有效落实[5]遥
5 讨论

综上所述袁生活饮用水水质检测对于降低我国

的饮水污染尧提高水质质量以及保障国民的饮水安

全等方面意义重大遥因此袁相关检测单位需要加强重

视袁结合国民对于水质的要求袁完善检测制度和方法袁
提高水质检测水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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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目前袁微波消解法测定海产品中的重金属具有

处理方法简单尧时间短尧灵敏度较好尧使用试剂量少

等优点袁成为当前一种常见的样品处理方法遥电感耦

合等离子体质谱法渊ICP-MS冤可同时进行含量差别

较大的组分测定袁其检出限较低袁通常能够达到 pg
级别袁近年来在重金属元素测定中获得了广泛应用[1-3]遥

海产品包括虾类尧贝壳类等袁是存在于低温海水

中的动物袁我国北部沿海地区大量养殖海产品袁在海

产品生长养殖过程中袁水质受到污染会使海产品吸

附较多的有害重金属袁这些重金属会随食物链最终

转化为具有较高毒性的化合物袁并且很多重金属具

有毒性累积袁半衰期时间较长袁能够形成慢性或急性

毒性反应袁同时还会使人体致癌或致畸袁因此针对海

产品中重金属含量的测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4袁5]遥
2 研究材料和方法

2.1 仪器
微波消解仪器型号渊莱伯泰科 Milestone 公司袁

ETHOS UP冤曰电子天平渊美国热电 ICAPQ冤曰高速粉

碎机曰防辐射线电热板曰超纯水仪遥
2.2 标准样品和试剂

汞元素标准储备液院质量浓度为 1 000 滋g/mL袁
3 000 个曰对虾标准物质渊GBW08572冤尧牡蛎标准物

质渊ESA-2冤渊国家标物中心冤曰不同元素的标准储备

液遥本次试验中使用的化学试剂均为优级纯袁玻璃器

皿需要使用 30%硝酸浸泡 24 h 之后使用遥
2.3 样品前处理

对海产品进行前处理袁去除海产品表面的沙砾尧
盐等杂质袁使用高速粉碎机进行粉碎袁取 0.3 g 粉碎后

的样品袁将其置于微波消解罐中袁向其中加入 10 mL
硝酸袁将其置于 90益电热板中袁加热 1 h袁冷却之后

旋紧盖子将其置于微波消解仪器中袁按照消解程序

完成样品消解遥 结束消解之后袁冷却至室温袁打开盖

子排气袁使用少量超纯水冲洗内盖袁将其置于 100益
电热板中袁赶酸至近干袁经过冷却后利用去离子水多

次洗涤袁最终将样品定容到 50 mL 混合均匀袁同时开

第一作者 E-mail院 1512492145@qq.com
收稿日期院 2020-07-28

ICP-MS 测定海产品中的重金属

叶裕正 李镇涛
渊深圳市大鹏新区公共卫生管理服务中心 深圳 518000冤

摘要 本研究以某地区海产品作为研究对象袁通过使用微波消解进行样品前处理袁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

谱法进行海产品中砷尧铅元素的测定袁同时通过加标回收试验和验证国家标准物质考察该方法的精密度和准

确性遥 研究结果表明袁该方法分析速度较快袁而且设备灵敏度高袁操作相对简单袁可用于海产品中不同重金属

元素的测定遥
关键词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曰测定曰海产品曰重金属

中图分类号 O572.21

Determination of Heavy Metals in Seafood by ICP-MS
YE Yuzheng, LI Zhentao

(Shenzhen Dapeng New District Public Health Management Service Center, Shenzhen, 518000, China)
Abstract院 In this study, seafood from a certain area is us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sample
preparation is carried out by microwave digestion, and the determination of arsenic and lead in seafood
is carried out by ICP-MS. At the same time, it is investigated the precision and accuracy of the method
by adding standard recovery test and verifying national standard materials.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is method has fast analysis speed, high sensitivity and relatively simple operation, and it can be used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different heavy metal elements in seafood.
Key Words院 ICP-MS; Determination; Seafood; Heavy Met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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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空白试验测定遥
2.4 仪器参数

打开仪器操作页面袁利用 10 滋g/L 的混标溶液袁
将其作为调谐液袁通过设置仪器的程序能够对气流

速尧射频功率尧进样速度等重要参数进行优化设计袁
进而提升离子化效率袁降低外界因素的干扰遥使用质

谱调谐液实现对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进行调

节袁并实现仪器条件优化袁可以选择 HE 模式和HMA
模式袁避免海产品高盐导致双电荷干扰和机体效应

干扰遥
2.5 绘制标准曲线

利用砷尧铅元素标准储备液袁使用 1%硝酸溶液

将其稀释为 0尧5尧10尧20尧50 滋g/L 的不同系列浓度溶

液袁将 1%硝酸溶液作为空白样品袁绘制标准曲线遥
2.6 样品测定

编辑软件中的测定方法和样品序列袁分别针对

背景空白尧标准曲线尧空白样品尧实际样品进行测定袁
收集数据并且选用牡蛎标准物质和对虾标准物质进

行方法验证遥
按照公式渊1冤计算样品食品中重金属的含量院

X= 渊c1-c0冤伊V伊1000
m伊1000伊1000 渊1冤

其中袁X要重金属含量曰c1要样品中的重金属含量曰
c0要空白样品中的重金属含量曰V要样品定量总体

积曰m要样品的体积质量遥 通过 3 次独立试验测定平

均值袁最终平均值保留 2 位有效数字遥
3 研究结果

3.1 设置 ICP-MS 操作条件

为消除接口出现碳沉积的问题袁在具体使用过

程中可以采取 2 个措施院第一袁有效降低雾化室的温

度袁使之降低到 0益袁进而使流动相中的水不会在雾

化室结冰袁并且在高温环境下能够减少进入 ICP-MS
的有机物质遥第二袁在具体使用过程中可以引入低氩

氧混合气体袁其体积为 4颐1袁可从一定程度上帮助甲

醇氧化燃烧袁确保 ICP-MS 不会被堵塞遥
3.2 标准曲线检出限计算

结合海产品中不同重金属元素的含量袁选择合

适的浓度范围进行标注曲线的绘制袁同时选取空白

样品连续开展 11 次测定袁所得标准偏差的 3 倍为该

元素的检测限袁详见表 1遥
表 1 标准曲线及检出限

物质 线性方程 线性系数 检出限渊ng/L冤
铅

砷

y=7.31伊10-2x-6.14伊10-3

y=6.73伊10-3x-2.87伊10-3
0.999 9
0.999 9

7
34

根据表 1 可以发现袁上述测定的重金属线性系

数高于 0.999袁其检出限小于等于 1 滋g/L袁具有较高

的线性相关系数袁而且重金属元素检出限较低袁可满

足日常海产品中重金属项目的检测需求遥
3.3 样品加标回收以及精密度测试

针对加标之后的海产品样品渊赤耗冤进行数据处理

计算样品回收率和相对标准偏差渊RSD冤袁详见表 2遥
表 2 样品回收率和 RSD

物质 加标量 回收率渊%冤 RSD渊%冤
铅

砷

0.1
0.1

90.0
95.0

1.7
1.9

根据该表可以发现样品加标回收率可达到 92%耀
96.8%袁相对标准偏差低于 5%袁该结果表明使用该

方法进行测定袁具有较高的加标回收率袁而且方法精

密度好遥
3.4 实际样品测定

按照上述方法袁分别采集 8 批次海产品进行砷

和铅 2 种重金属元素含量的测定袁结果发现袁目前该

区域所选取的海产品中重金属含量存在砷超标的情

况袁详见表 3遥
表 3 海产品重金属含量情况渊单位院mg/kg冤

样品
砷 铅

检出限 测定值 检出限 测定值

赤耗

白刺虾

红友鱼

卢虾

基围虾

0.01

6.300
2.360
0.408
7.870
0.32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4 结语

本研究使用微波消解和 ICP-MS 同时测定海产

品中砷尧铅等重金属元素的含量袁同时利用该方法进

行各元素测定袁其相关系数能够达到 0.999 以上袁满
足海产品中重金属检测需求遥 使用 ICP-MS 进行样

品分析袁具有较高的测定结果准确度袁其数据可靠袁
微波消解联合 ICP-MS 是目前检测行业中相对先进

的元素分析法袁 对海产品中的重金属检测和食品环

境等多个领域中元素的测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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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煤的发热量测定是煤质分析的重要指标之一袁
也是动力用煤结算的依据[1]遥 因此袁煤的发热量测定

准确度与否直接影响其在生产中的应用遥 本文主要

从煤的发热量质量控制方法尧环境控制尧设备维护保

养这 3 个方面展开分析袁以提高发热量测定的准确性遥
2 煤的发热量测定方法和测定原理

目前袁国内采用 GB/T 213要2008叶煤的发热量测

定方法曳[2]进行发热量的测定袁GB/T 213要2008 中介

绍了恒温式量热计法尧绝热式量热计法尧自动量热计

法遥 目前袁实验室采用最多的是恒温式自动量热计法遥
测定原理院将一定量的试样放在充有过量氧气

的氧弹内燃烧袁放出的热量被一定量的水吸收袁根据

水温计算试样的发热量[3]遥
3 质控方法

3.1 定期使用苯甲酸渊标煤冤进行监控

每天开机先测废样袁其次测苯甲酸渊标煤冤袁检查

测试结果是否在其标准物质不确定度范围内袁若在

不确定度范围内则进行下一步袁否则检查设备是否

正常遥 苯甲酸渊标煤冤合格后袁测试正常样品袁连续测

完 10 个样品袁再测苯甲酸渊标煤冤袁检查设备运行情

况渊主要检查设备连续工作是否会出现结果偏高现

象冤遥 每月对苯甲酸渊标煤冤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袁汇总

分析数据详见表 1遥
3.2 采用质控图法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情况

每天将苯甲酸渊标煤冤测定值的平均值袁点入质

控图袁并检查质控图的走向袁看是否有失控情况发生袁
质控图失控示例详见图 1耀图 5遥
3.3 采用不同实验室间比对渊包括能力验证尧两两

实验室间比对冤
定期参加有能力机构组织的能力验证活动袁根

据能力验证结果袁验证实验室的检测能力袁定期组织

不同实验室间发热量的比对工作袁 检验日常结果的

准确性袁详见表 2尧图 6尧图 7遥
第一作者 E-mail院 651449094@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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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发热量测定的质量控制

刘亚丹 张景香
渊力鸿检验集团有限公司唐山分公司 河北唐山 063601冤

摘要 发热量是煤质分析中极其重要的参数袁它不仅是评价燃料煤品质的主要参数袁也能为煤质变化规

律尧煤炭分类的研究提供依据遥发热量测定要求的条件较多且较严[1]袁故发热量测定的准确性尤为重要遥 除了

技术层面的影响因素外袁质量控制方法也是影响因素之一袁本文基于基层实验室的管理经验总结了一些重要

的质控方法袁旨在为相关工作人员提供参考遥
关键词 发热量曰准确度曰质量控制

中图分类号 TQ533.4

Quality Control of Calorific Value Measurement of Coal
LIU Yadan, ZHANG Jingxiang

渊Leon Inspection Group Co., Ltd., Tangshan Branch, Tangshan, Hebei, 063601, China冤
Abstract院 The calorific value i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parameter in coal quality analysis. It is not only
the important parameter for evaluating the quality of fuel coal, but also provides a basis for the study of
coal quality change laws and coal classification. The calorific value measurement requires more and more
stringent conditions [1], so the accuracy of the calorific value measuremen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In
addition to technical influencing factors, quality control methods are also one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This paper summarizes some important quality control methods based on the management experience of
grassroots laboratories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relevant staff.
Key Words院 Calorific Value; Accuracy; Quality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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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日期
样品名称

渊编号冤
分析基弹筒发热量

渊Qb,ad冤渊MJ/kg冤
干燥基高位发热量

渊Qgr,d冤渊MJ/kg冤 苯甲酸标定
差值渊实测-

标准冤 仪器编号 结果

2017.4.1

苯甲酸

26456

26.531 --- 减去硝酸形成热为 26.491 MJ/kg袁
与标准值相差不超过 50 J/g

0.035 TJ072TJ073 合格

2017.4.3 26.536 --- 减去硝酸形成热为 26.496 MJ/kg袁
与标准值相差不超过 50 J/g

0.040 TJ072TJ073 合格

2017.4.9 26.502 --- 减去硝酸形成热为 26.462 MJ/kg袁
与标准值相差不超过 50 J/g

0.006 TJ084TJ085 合格

2017.4.10 26.526 --- 减去硝酸形成热为 26.486 MJ/kg袁
与标准值相差不超过 50 J/g

0.030 TJ078TJ079 合格

2017.4.12 26.502 --- 减去硝酸形成热为 26.462 MJ/kg袁
与标准值相差不超过 50 J/g

0.006 TJ084TJ085 合格

2017.4.12 26.516 --- 减去硝酸形成热为 26.476 MJ/kg袁
与标准值相差不超过 50 J/g

0.020 TJ011TJ012 合格

2017.4.13 26.496 --- 减去硝酸形成热为 26.456 MJ/kg袁
与标准值相差不超过 50 J/g

0.000 TJ084TJ085 合格

2017.4.13 26.526 --- 减去硝酸形成热为 26.486 MJ/kg袁
与标准值相差不超过 50 J/g

0.030 TJ011TJ012 合格

2017.4.13 26.522 --- 减去硝酸形成热为 26.482 MJ/kg袁
与标准值相差不超过 50 J/g

0.026 TJ084TJ085 合格

综合评价院按照 GB/T 213要2008 对标准苯甲酸进行测定袁所测结果均在标准值不确定度范围内袁所以发热量测定结果准确遥

表 1 苯甲酸数据汇总及分析

注院 失控判定规则院a要任何一个测试点落在控制限外曰b要连续 9 个点落在控制线一侧曰c要6 个相续点有连续向上或向下的趋
势曰d要连续 14 点中相邻点交替上下[4]遥 UCL院上检出限曰CL院标准值曰LCL院下检出限遥 Qgr袁v袁ad院煤的空气干燥恒容高位发热量遥

图 1 质控图失控渊测试点落在控制限外冤

标准物质编号 NBQ-26473 标准值渊Qgr袁v袁ad冤 渊26.473依0.060冤MJ/Kg
标准物质唯一性标识 NBQ-26473 仪器设备号 TS012

UCL

CL

LCL

日期渊日冤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520 21 22 23 24 272625 3029282726 31

26.54826.53826.52826.51826.50826.49826.48826.47826.46826.45826.44826.43826.42826.41826.40826.398

图 2 质控图失控渊连续 9个点在质控图中心线一侧冤

标准物质编号 NBQ-26473 标准值渊Qgr袁v袁ad冤 渊26.473依0.060冤MJ/Kg
标准物质唯一性标识 NBQ-26473 仪器设备号 TS103

UCL

CL

LCL

日期渊日冤
12 34 56 78 910 1112 1314 1516 18 20 22 24 263028

26.54826.53826.52826.51826.50826.49826.48826.47826.46826.45826.44826.43826.42826.41826.40826.398
28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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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合格质控图

标准物质编号 GBW11107c 标准值渊St袁d冤 渊0.82依0.04冤%
标准物质唯一性标识 标煤 仪器设备号 TS012

图 3 质控图失控渊6个相连续点有连续向下的趋势冤

标准物质编号 NBQ-26473 标准值渊Qgr袁v袁ad冤 渊26.473依0.060冤MJ/Kg
标准物质唯一性标识 NBQ-26473 仪器设备号 TS012

图 4 质控图失控渊连续 14 个相邻的点交替上下冤

标准物质编号 GBW11101g 标准值渊匀d冤 渊4.21依0.11冤%
标准物质唯一性标识 GBW11101g 仪器设备号 TS009

UCL

CL

LCL

日期渊日冤
25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20 21 22 23 24 302928272618 19 31

26.54826.53826.52826.51826.50826.49826.48826.47826.46826.45826.44826.43826.42826.41826.40826.398

UCL

CL

LCL

4.33
4.31
4.29
4.27
4.25
4.23
4.21
4.19
4.17
4.15
4.13
4.11
4.09

日期渊日冤
25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3029282726 1

UCL

CL

LCL

0.88
0.87
0.86
0.85
0.84
0.83
0.82
0.81
0.80
0.79
0.78
0.77
0.76

日期渊日冤
25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3029282726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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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仪器比对

根据计划每年完成所有量热仪的仪器比对工

作袁仪器比对数据分析示例图详见表 3遥

图 6 能力验证结果通知书 图 7 能力验证评价记录

质控数据汇总要实验室间比对

比对项目 发热量 比对样品编号 **
标准名称/编号 煤的发热量测定方法 GB/T 213要2008 比对实验室名称/资质认定证书编号 **

样品编号院1 样品编号院2
Qgr,d Qgr,d
25.99 26.08
25.97 26.06
-0.02 -0.02
0.30 0.30

数据分析院实验室与 ** 比对结果均在再现性临界差范围内袁故此次比对结果合格遥
备注院发热量渊MJ/kg冤单位

结果数据

比对项目

我方数据

比对方数据

极差渊比对-我方冤
再现性临界差

表 2 不同实验室间发热量质控数据汇总及分析

质控数据汇总要仪器比对

比对项目 发热量 比对样品编号 **
比对时间 ** 试验人员 **

煤的发热量测定方法 GB/T 213要2008
仪器名称及编号 仪器名称及编号 仪器名称及编号 仪器名称及编号 仪器名称及编号

量热仪渊**冤 量热仪渊**冤 量热仪渊**冤 量热仪渊**冤 量热仪渊**冤
检测结果 Qb,ad=20 420 J/g Qb,ad=20 434 J/g Qb,ad=20 472 J/g Qb,ad=20 510 J/g Qb,ad=20 442 J/g
极差 90 J/g
重复性限 120 J/g

数据分析院比对仪器的极差小于重复性限袁故此次比对结果合格遥

标准名称/编号

比对仪器设备情况

表 3 不同仪器比对质控数据汇总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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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实验室环境控制

发热量测定过程中袁温升直接决定了测定结果

的准确性袁环境温度的变化会对测定过程产生干扰袁
所以在测定过程中应尽量保证环境温度的稳定袁测
定环境规定如下院渊1冤发热量试验室最好是一个单独

房间袁以减少其他试验项目的影响[5]遥 渊2冤每次测定

过程中室内温度变化不超过 1益袁测定房间内温度在

15益耀30益为宜遥 渊3冤室内无强烈的空气对流袁试验过

程中避免开启门窗袁空调出风口避免正对量热仪遥
渊4冤实验室最好朝北袁以避免阳光直射袁有阳光照射

时袁应拉下窗帘遮挡遥
5 设备日常维护

要保证测定结果的准确性袁设备的正常运行是

关键袁这就需要每天试验前清洗内筒过滤网袁检查氧

弹气密性遥每周对氧弹各个密封圈进行检查袁并对有

损坏密封圈进行更换袁擦拭量热仪内筒遥每 3 个月标

定一次热容量袁每半年更换一次蒸馏水袁每 2 年进行

一次氧弹水压测试遥
6 结语

目前袁由于量热仪自动化程度较高袁故煤的发热

量测定较为简单遥 但是发热量在测定过程中受到人

员尧环境尧设备等因素的影响袁导致发热量测定结果偏

差较大遥 因此袁煤炭发热量测定过程中采取一系列质

量控制措施和设备维护能够大大提高试验的准确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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