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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农药残留检测方法变更的验证方法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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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检测标准发生变更时袁检验检测机构应做好新方法的验证工作遥本文以水果和蔬菜中阿维菌素残留量测定标准变更为例袁详述
了如何开展方法验证袁以期为化学分析方法发生变更时更好地开展验证工作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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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spection and testing organization should do a good job of verifying the new method when the test standard changed.In this paper袁
the change of avermectin residue in fruits and vegetables was taken as an example袁the process of method validation was detailed袁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better verification of chemical analysis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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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在生产周期内袁由于易发生病虫害袁农药使用的频
次较高袁农药残留问题一直受到消费者重点关注遥做好监管袁

2 实验室是否满足新标准要求

2.1

人员

合理使用农药是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重要保障遥近年来袁为了

仪器设备的操作人员未发生改变袁所有实验室检测人员

进一步提升食品安全水平袁国家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食品

都通过考核袁持证上岗袁明确人员授权能力范围曰人员年度

安全相关标准进行了专项清理整合工作遥因此袁有大量农药

能力确认袁使检测人员能够持续满足检测工作要求遥

残留检测标准被作废或代替袁还有许多全新标准发布实施遥

2.2 仪器设备
做好仪器设备的检定尧期间核查工作袁使仪器性能确保

由于新版叶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曳渊163 号令冤的
实施袁资质认定证书有效期增加到 6 年袁依据资质认定准则

符合检测要求以及量值溯源曰检测所用仪器及检测器未发

行证实或确认袁当检测标准发生变更代替时袁要做好变更后

2.3 试剂耗材

4.5.14 的规定 袁检验检测机构应跟踪方法的变化袁并重新进
[1]

生变化袁均满足检测需求遥
每年做好供应商评价工作尧耗材验收工作袁以及指定购

检测方法的验证工作袁质量监督局安排考核组专家现场进行
能力确认遥综上所述袁有必要对检测方法变更验证试验进行
探析袁这对检验检测人员在应对方法变更时有很好的指导意

买特定厂家的服务遥
2.4 体系文件
每年做好管理评审工作袁根据体系文件的适应性以及

义遥本文在论述过程中以水果和蔬菜中阿维菌素残留量的测
定 GB 23200.19要2016 代替 SN/T 2114要2008 为实例遥

1 标准变化内容

通过对新旧标准内容对比袁可找出新标准对以下几个方
面进行了修订袁标准的本质内容未发生改变遥

资质认定准则和机构考核细则的变化袁及时完成体系文件
的再版尧修订工作袁使体系文件运行持续有效袁检测工作受
到严格控制遥
2.5 环境条件

渊1冤此标准由出入境检验检疫行业标准变更为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遥
渊2冤应用范围遥由其他水果和蔬菜可以参考本标准改变
为其他食品可参照执行袁增加了检测应用范围遥
渊3冤增加了规范性引用文件内容遥

渊4冤修订了试样制备与保存袁与现行强制标准 GB 2763

附录 A 对接遥

做好实验室环境控制工作袁对于可能对实验结果产生影
响的实验室温湿度进行控制袁并及时记录环境条件袁液相色
谱仪所在检测室符合仪器运行的规定遥
3 方法验证参数

3.1

线性范围

农药残留检测浓度范围通常覆盖关注浓度 50%~150%袁

应至少包含方法定量限浓度点曰元素检测应覆盖关注浓度

渊5冤试剂和材料遥丙酮的试剂等级变更为色谱纯遥

0~150%袁要充分考虑试剂对响应值的影响 [2]遥浓度为 0.20尧

渊7冤结果计算与表述遥增加了计算结果保留有效数字的

7.629 01尧15.464 94尧32.122 50尧40.704 24尧79.919 59尧163.440 83袁

渊6冤仪器和设备遥增加了对于分析天平的规格遥

位数遥
渊8冤增加了对精密度的要求描述遥

渊9冤将测定底限准确变更表述为检测定量限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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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尧0.80尧1.00尧2.00尧4.00 滋g/mL 时袁对应的峰面积分别为

线性拟合方程为 y=40.865 58x-0.569 963袁R=0.999 94遥其中
0.20 滋g/mL 是定量限浓度值遥
3.2

检出限和定量限

通常只有当目标物的含量接近于 0 时确定检出限渊LOD冤

或定量限渊LOQ冤遥对于浓度接近痕量和超痕量检测时袁检测
渊下转第 90 页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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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甲酸酯类等触杀性较强的颗粒剂与粉剂时袁先将药剂均匀
撒布于蚁丘表面及附近区域袁然后立即洒水袁隔 2耀3 d 洒水
1 次袁连续洒水 3 次以上遥施用高效氯氰菊酯等粉剂时袁要先
破坏蚁巢袁待工蚁大量涌出后迅速将药剂撒于工蚁身上遥施
药最好选择无风的天气进行遥
3.4 二阶段处理法
二阶段处理法即先在红火蚁发生区域撒布毒饵剂袁10耀

14 d 后再处理单个蚁巢遥大面积撒施毒饵剂对红火蚁的防

效较高袁而采用药液灌巢法尧颗粒剂尧粉剂灭巢法等处理单
个蚁巢速效性较强袁两者结合使用袁可以提高防效遥
渊上接第 84 页冤

报告为野未检出冶时袁或者接近超标限量时袁实验室需要利用
检出限和定量限进行风险评估或者法规决策遥对于现代仪
器分析方法来讲袁检出限可分为仪器检出限和方法检出限

2 个部分袁定量限也可分为仪器定量限和方法定量限遥农药

残留定量检测主要应用色谱法和质谱法袁均可采用信噪比
法评估检出限和定量限曰较低浓度的分析物浓度的确定可
根据检测标准的方法检出限或超标限量确定曰典型可接受
的信噪比是 3颐1 为检测限袁10颐1 为定量限[3-4]遥由于农产品的
基质较复杂袁不同的基质可能需要分别评估检出限和定量限遥
3.2.1

仪器检出限和仪器定量限遥仪器信噪比法评估院根据

阿维菌素标品浓度 0.20 滋g/mL 检测谱图信噪比渊s/n冤约为

10颐1曰阿维菌素标品浓度 0.40 滋g/mL 检测谱图信噪比渊s/n冤
约为 20颐1遥按照信噪比 3颐1 为检出限袁10颐1 为定量限袁可以推
算出仪器检出限为 0.003 3 mg/kg袁仪器定量限为 0.010 mg/kg遥

3.2.2 方法检出限和仪器定量限遥仪器信噪比法评估院按照

下述加标实验方案袁加标浓度 0.20 mg/kg袁检测谱图信噪比
渊s/n冤约为 20颐1遥按照信噪比渊s/n冤3颐1 为检出限袁10颐1 为定量
限袁可以推算出方法检出限为 0.003 3 mg/kg袁方法定量限为
0.010 mg/kg遥

3.3 正确度和精密度
测量结果的正确度用于表述多次重复测定结果的平均
值与参考值之间的接近程度袁表示的是系统误差袁系统误差
可通过加标回收试验进行评估袁方法回收率的偏差范围可参

考相关规定进行评价渊可参考 GB/T 27404 附录 F.1冤 [5-6]遥精
密度通过测量结果重复性和再现性进行评估遥重复性渊rep-

eatability冤是指在正常和正确操作情况下袁由同一操作人员袁
在同一实验室内袁使用同一仪器袁并在短期内对相同试样所
做多个单次测试结的分散性袁用测试结果变异系数进行评价

渊可参考 GB/T 27404 附录 F.3冤遥再现性渊reproducibility冤是指

在正常和正确操作情况下袁用相同的方法尧同一试验材料袁
在不同的条件下获得的单个结果之间的一致程度[7-9]遥不同
的条件指不同操作者尧不同实验室尧不同或相同的时间袁对
不同试样所做多个单次测试结果袁在 95%置信概率水平独
立测试结果的最大差值[10-12]遥在实例中选择了用加标回收率
评定正确度袁加标回收检测结果的重复性评定精密度遥

阿维菌素加标试验方案院样品为菠菜曰称样量 20 g曰标

液浓度 4.0 滋g/mL袁加入 100 滋L渊0.40 滋g冤曰加标量 0.020 mg/kg曰

7 组平行样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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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组平行样的检测结果见表 1遥平均值 x 为 0.018 1曰标准

偏差 S 为 0.001 09曰变异系数渊相对标准偏差冤CV 为 6.0%遥
表1

平行样
1
2
3
4
5
6
7

4 结论

平行样检测结果及回收率

检测结果 X i/mg窑kg-1
0.017 7
0.017 5
0.020 1
0.017 7
0.017 1
0.019 2
0.017 6

加标回收率/%
88.5
87.5
100.5
88.5
85.5
96.0
88.0

以阿维菌素农药残留检测标准变更为实例袁对比了标准
变化内容袁从野人尧机尧物尧法尧环冶5 个方面分析实验室是否满
足新标准要求袁设计了线性范围尧检出限尧定量限尧正确度尧
精密度等方法验证参数的试验方案袁通过对施工检验结果
评价符合相关要求袁可以证明实验室具备此标准方法检测
能力袁以期为大家开展化学分析方法发生变更时的验证工作
提供参考遥此外袁试验方案设计时可从再现性尧基质效应尧测
量不确定度评定等方面做继续探析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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