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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液相色谱 - 串联质谱法测定牛可食性组织中红霉素的残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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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建立测定牛可食性组织中红霉素残留的高效液相色谱 - 串联质谱法（LC-MS/MS），为动物性

食品中牛可食性组织残留的监督检验和残留监控提供技术支持。方法：用乙腈提取，正己烷除脂离心后

用 0.22 μm 的有机针孔滤膜过滤，采用日本资生堂 CAPCELL PAK MG Ⅱ -C18（4.6 mm×150 mm，5 μm）色

谱柱。流动相为乙腈 -0.5% 氨水（92∶8），流速为 0.5 mL·min-1，柱温为 30 ℃，进样量为 5 μL，采用电喷

雾离子源 ESI，正离子模式，选择 MRM 多反应监测等质谱条件进行样品检测。结果：红霉素的保留时间为

5.967 min，峰形良好、无杂峰干扰，并在 5~200 ng·mL-1 浓度范围内线性关系良好（r2=0.990 0，n=5）。低、

中、高 3 个浓度的平均回收率在 84.6%~107.6% 之间，批内精密度 <9%，批间精密度 <10%，检测下限为

5 μg·kg-1，定量下限为 20 μg·kg-1，符合检测要求。结论：本文建立的 LC-MS/MS 检测方法灵敏度高、稳定

性好，可用于检测牛可食性组织中的红霉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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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ation of erythromycin residues in bovine edible tissue by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tandem mass spectrome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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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o establish an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tandem mass spectrometry 
（LC-MS/MS） method for determination of erythromycin residues in bovine edible tissue to provide technical 
support for the supervision and monitoring of erythromycin residues in animal food. Methods：First，s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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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extracted with acetonitrile，centrifuged after being degreased with n-hexane，and then filtered through a 0.22 
μm organic pinhole filter. The separation was peformed on CAPCELL PAK MGII-C18 column （4.6 mm×150 mm，

5 μm） with acetonitrile-0.5% ammonia water （92∶8） as the mobile phase at flow rate of 0.5 mL·min-1. 
The column temperature was 30 ℃ and the sampling volumn was 5 μL. The samples were detected by using 
electrospray ion source ESI under positive ion scanning mode，MRM multi-reaction monitoring and other mass 
spectrometry conditions. The electrospray was operated with the source ESI under positive ionization scanning 
mode and the drug was identified under multiple reaction monitoring（MRM） mode. Samples were detected 
under mass spectrometry conditions such as all above. Results：The retention time of erythromycin was 5.967 
min，with a good chromatographic peak shape which got a good seperation from disturbance peaks and a good 
linear relationship within the concentration range of 5-200 ng·mL-1 （r2=0.990 0，n=5）. The relative recoveries 
of low，medium and high concentrations ranged from 84.6% to 107.6%，the intra-day precisions were <9%，

the inter-day precisions were <10%，the limit of detection （LOD） of the method was 5 μg·kg-1 and the limit 
of quantitation （LOQ） was 20 μg·kg-1，which met the test requirements. Conclusion：The LC-MS/MS method 
established in this study has high sensitivity and stability，and can be used to detect erythromycin in bovine 
edible tissue.
Keywords：erythromycin；roxithromycin；bovine edible tissue；residue；LC-MS/MS

蜂蜜中抗生素残留多组分的 LC-MS/MS 的测定与确

证，其中对于大环内酯类抗生素红霉素仅可被检测和

确认，而不能被定量；MARTOS 等［16］用高效液相色

谱 - 电喷雾串联质谱法对家禽、肉类中的 9 个大环

内酯类化合物进行了简单的多残基提取和分析方法

的分析。国外对牛可食性组织中红霉素的 LC-MS/
MS 检测的相关报道较少，而国内对于牛可食性组织

中红霉素 LC-MS/MS 的残留检测方法目前尚未见有

相关报道，故有必要建立一种高效可行的方法，以适

应市场需求。其中，传统的液相色谱 - 质谱法主要是

乙腈提取，正己烷去脂，乙腈层用氮气浓缩后过 Oasis 
HLB 固相萃取柱，再用甲醇洗脱后氮气吹干，磷酸盐

溶液溶解残渣后供液相色谱 - 串联质谱仪测定。该

前处理方法过程烦琐，用时较长，可能的误差较大，且

固相萃取柱价格较贵，对实践中大规模的残留检测现

实意义不大。本研究建立的试验方法步骤简便，易操

作，回收率较高，不需要耗费固相萃取柱，也不需要

氮气浓缩，适合大批量牛肉样品的 LC-MS/MS 检测。

本方法的建立，节约了成本和时间，大大提高了检测

效率，为牛可食性组织中红霉素残留的常规检测提供

了可靠的方法。

1　材料与仪器

1.1　组织样品

无红霉素残留的牛肉（肝、肾、肺、肠）样品购买

红霉素（erythromycin，ERM）属大环内酯类抗生

素。红霉素常作为人畜共用抗菌药，由于具有较高的

口服生物利用率和在多种组织、器官中的细胞内积聚

能力，以及对支原体和葡萄球菌、链球菌等多种革兰

氏阳性菌的较强的抵抗作用，因而被广泛用于猪、牛、

羊及家禽等动物疾病的防治［1］。这种广泛的应用导

致了动物源性食品中红霉素的残留，进而通过食物链

途径进入人体，对人体健康产生潜在的威胁。欧盟、

中国等许多国家和地区已经限制红霉素的使用并规

定了可食性动物组织中的最大残留量［2］。由于其代

谢时间长，很容易在动物体内造成不必要的残留，无

形中就会对人体产生危害［3-7］。

我国农业部 235 号公告中关于牛 / 羊奶中红霉

素的最高残留限量规定为 40 µg·kg-1，牛 / 羊 / 猪禽

肌肉、脂肪、肝、肾中红霉素的最高残留限量为 400
µg·kg-1，禽 蛋 中 红 霉 素 的 最 高 残 留 限 量 为 200 
µg·kg-1［8］。有关食品中红霉素残留的测定，主要有

液相色谱 - 荧光法、液相色谱 - 电化学法和液相色

谱 - 质谱法［9-11］，于慧娟等［12］建立了高效液相色谱 -
串联质谱法测定水产品中红霉素的残留，包括鱼，虾，

蟹，甲鱼等水产品；周玲等［13］建立高效液相色谱串

联质谱检测巢脾中红霉素的残留，包括蜜蜂及蜂产

品；林维宣等［14］采用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检测关于

牛乳中多肽类抗生素的残留量；Lopez 等［15］建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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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锡林郭勒盟地区，经绞肉机绞碎匀浆后，放入 -80 ℃
冷冻保存，测定前室温解冻。

1.2　仪器与试剂

Agilent 6460 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仪（安捷伦

公司）；3-30K 型离心机（Thermo 公司）：转速不小于

15 000 r·min-1；MS105DU 型分析天平（精度 0.000 1 g 
和 0.000 01 g，奥豪斯仪器有限公司）；KQ-700DV 型数控

超声波清洗器（昆山市超声仪器有限公司）。

乙腈、正己烷（色谱纯，Sigma 公司）；氨水为分

析纯。实验用水符合 GB/T6682 规定要求。对照品

红霉素（CAS：59319-72-1，含量大于 99%，Sigma 公

司）、罗红霉素（内标，CAS：80214-83-1，含量不低于

90%，Sigma 公司）。

2　方法

2.1　样品处理

称取牛肉（肝、肾、肺、肠）样品约 5 g，加入 10 
mL 乙腈，涡旋振荡 10 min，12 000 r·min-1（-10 ℃）

下离心 5 min，按上述步骤重复操作 1 次，将上清液合

并于 50 mL 聚丙烯无菌离心管中。先加入正己烷 10 
mL，涡旋振荡离心，分层后去除上层正己烷，再次重

复此步骤 1 次。取下清液 1 mL，用 0.22 μm 针孔滤器

直接过滤到样品瓶中供 LC-MS/MS 测定。

2.2　色谱条件

色谱柱：CAPCELL PAK MG Ⅱ -C18（4.6 mm×150 mm，

5 μm）；流 动 相：乙 腈 -0.5% 氨 水（92∶8），流 速：

0.5 mL·min-1，保 持 15 min；柱 温：30 ℃；进 样 量：

5 μL；红霉素和罗红霉素的保留时间分别为 5.967 和
8.548 min。

2.3　质谱条件

离子化模式：电喷雾正离子模式（ESI+）；检测方

式：多反应监测（MRM）；喷雾电压：4.0 kV。

离子传输毛细管温度：350 ℃ ；源内碰撞诱导解

离电压：7 V；雾化器流速：8 L·min-1。

2.4　溶液的配制

准确称取 0.66 mg 红霉素于 2 mL EP 管中，加入

乙腈 1.32 mL 溶解，配制成 0.5 mg·mL-1 红霉素对照

品储备液；准确称取 0.77 mg 罗红霉素于 2 mL EP 管

中，加入乙腈 1.54 mL 溶解，配制成 0.5 mg·mL-1 罗红

霉素对照品储备液，于 4 ℃保存。将 0.5 mg·mL-1 罗

红霉素对照品储备液用乙腈稀释成 50 ng·mL-1 的内

标溶液。

2.5　线性关系

在 本 方 法 的 实 验 条 件 下，取 牛 肉（肝、肾、肺、

肠）样品约 5 g，加入质量浓度为 50 ng·mL-1 内标溶

液（用乙腈稀释）1 mL，分别加红霉素对照品 1 mL，

使 其 含 红 霉 素 分 别 为 0、20、40、80、200、400、800 
ng·g-1，按照“2.1”项下方法处理，制成质量浓度分

别为 0、5、10、20、50、100、200 ng·mL-1 的系列对照

品牛肉（肝、肾、肺、肠）；以红霉素和罗红霉素的响

应峰面积比 Y 对相应的质量浓度（X，ng·mL-1）进行

线性回归，得回归方程见表 1。在 5~200 ng·mL-1 检

测范围内峰面积比值和质量浓度之间有良好的线性

关系。

表 1　牛可食性组织的线性范围、回归方程

Tab. 1　Linear range and regression equation 

of bovine edible tissue

牛可食性组织

（bovine edible tissue）

线性范围

（linear range）/
（ng·mL-1）

回归方程

（regression 
equation）

相关系数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牛肉（beef） 5~200 Y=0.022X-0.021 6 0.999 8

牛肝（bovine liver） 5~200 Y=0.020 2X+0.010 4 0.999 6

牛肾（bovine kidney） 5~200 Y=0.017 3X+0.004 1 0.998 4

牛肺（bovine lung） 5~200 Y=0.018 1X+0.007 8 0.999 0

牛肠（bovine intestine） 5~200 Y=0.02 4X+0.1501 0.998 8

2.6　方法灵敏度

按照“2.4”项下方法制备系列较低质量浓度

0、5、10、20、50、100、200 ng·mL-1 的红霉素标准工

作 溶 液 和 50 ng·mL-1 的 罗 红 霉 素 内 标 溶 液，并 将

其分别添加到牛肉（肝、肾、肺、肠 ) 空白样品中，按

照“2.1”项下方法处理后检测，每个浓度平行测定

5 次，计 算 LOD（S/N>3）和 LOQ（S/N>10）。 红 霉 素

的 LOD 为 5 μg·kg-1（S/N>3），LOQ 为 20 μg·kg-1

（S/N>10，RSD<10%）。

2.7　准确度与精密度考察

在 牛 肉（肝、肾、肺、肠）中 添 加 3 个 不 同 浓 度

（10、50、200 ng·mL-1）的红霉素标准工作溶液，按照

“2.1”项下方法进行处理，照本法进行测定，每个浓度

测定 5 次。根据红霉素回归方程计算药物浓度，并与

加入值进行比较，计算相对回收率。各浓度在 1 d 之

内测 5 次；每一浓度隔天测定 1 次，连续测定 5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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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批内、批间 RSD。回收率测定结果如表 2 所示，

由表 2 结果可知，回收率符合 LC-MS/MS 检测要求，

可用于测定牛可食性组织中红霉素浓度。精密度测

2.8　质谱条件的优化及红霉素定性信息的确定

将 0.5 mg·L-1 的红霉素对照品储备液在正离

子模式下对红霉素进行一级质谱分析，得到一级母

离子（m/z 734.4），对准分子离子峰进行二级质谱分

析，得到碎片离子信息，红霉素的二级质谱图见图

1-A，红霉素的二级质谱碎片主要有 m/z 734.4/158.1、

m/z 734.4/522.2、m/z 734.4/576.3，选择响应值高和基

线噪音低的离子对 m/z 734.4/576.3、m/z 734.4/158.1

作 为 定 性 离 子 对，选 择 信 号 较 强 和 无 干 扰 的

m/z 734.4/158.1 作 为 定 量 离 子 对。 选 择 MRM 模 式

采集数据。在建立的 LC-MS/MS 检测条件下，牛肉

空白样品在 0~13.5 min 内无干扰峰出现，基线平稳

（图 1-B）；牛肉、肠、肾、肝及肺空白样品中加入红

霉素和罗红霉素，在该色谱条件下保留时间分别为

5.967 min 和 8.548 min，色谱峰之间无干扰，分离效果

及峰形均良好（图 1-C~G）。

定结果如表 3 所示，高、中、低 3 个质量浓度的批内精

密度 RSD 均小于 9%，批间精密度 RSD 均小于 10%，

均符合检测要求。

表 2　牛可食性组织样品中红霉素的回收率（n=5）

Tab. 2　Recovery of erythromycin in bovine edible tissue samples

牛可食性组织

（bovine edible tissue）

加入量

（added）/
（ng·mL-1）

测得量

（found）/
（ng·mL-1）

回收率

（recovery）

/%
RSD/%

批内精密度

（intra-day precision）

批间精密度

（inter-day precision）

测定值

（measured value）/
（ng·mL-1）

RSD/%
测定值

（measured value）/
（ng·mL-1）

RSD/%

牛肉（beef） 10 10.07 100.7 0.20 10.24±0.85 8.3 10.74±0.61 5.7

50 48.21 96.4 1.4 49.61±2.89 5.8 48.90±3.06 6.3

200 200.43 100.2 4.0 199.79±12.06 6.0 199.70±18.50 9.3

牛肝（bovine liver） 10 9.0 89.9 3.1 9.91±0.45 4.5 10.56±0.69 6.5

50 50.9 101.8 3.5 50.08±2.40 4.8 51.35±3.49 6.8

200 198.6 99.3 1.8 199.85±6.94 3.5 197.69±15.81 8.0

牛肾（bovine kidney） 10 8.5 84.6 3.5 9.72±0.54 5.5 10.34±0.62 6.0

50 52.7 105.3 2.6 50.31±2.87 5.7 49.68±2.12 4.3

200 196.8 98.4 1.4 199.79±11.74 5.9 200.46±11.72 5.9

牛肺（bovine lung） 10 9.6 95.9 2.6 13.80±0.63 4.6 11.45±0.86 7.5

50 51.8 103.5 2.2 45.29±2.17 4.8 48.28±4.13 8.6

200 198.9 99.5 1.1 201.36±14.27 7.1 200.76±16.08 8.0

牛肠（bovine intestine） 10 8.9 88.8 8.0 11.04±0.47 4.3 10.72±0.64 6.0

50 53.8 107.6 6.4 48.75±2.53 5.2 49.03±2.33 4.8

200 197.1 98.5 6.9 200.49±13.69 6.8 201.99±11.70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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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红霉素（A）质谱图和牛肉空白样品（B）、空白牛肉样品中添加 20 ng·mL-1 红霉素及 50 ng·mL-1 罗红霉素（C）、空白牛肠样品中添加 200 
ng·mL-1 红霉素及 50 ng·mL-1 罗红霉素（D）、空白牛肾样品中添加 200 ng·mL-1 红霉素及 50 ng·mL-1 罗红霉素（E）、空白牛肝样品中添加 100 
ng·mL-1 红霉素及 50 ng·mL-1 罗红霉素（F）、空白牛肺样品中添加 100 ng·mL-1 红霉素及 50 ng·mL-1 罗红霉素（G）色谱图

Fig. 1　HPLC-lus spectrum of erythromycin （A） and HPLC chromatograms of beef blank sample （B），erythromycin and roxithromycin added 
to blank beef samples（C），erythromycin and roxithromycin added to blank bovine samples（D），Adding erythromycin and roxithromycin to the 
blank bovine kidney sample（E），adding erythromycin and roxithromycin to the blank bovine liver sample（F），and adding erythromycin and 
roxithromycin to the blank bovine lung sample （G）

2.9　重复性试验

取牛肉（肝、肾、肺、肠）样品各 6 份，分别加入

质量浓度 50 ng·mL-1 内标溶液 1 mL 和加入红霉素

对照品 1 mL，按“2.1”项下的方法处理，使对照品溶

液质量浓度为 50 ng·mL-1，按照本法测定。结果如

表 4。由表 4 可知，该方法重复性良好，符合 LC-MS/
MS 检测要求。

2.10　基质效应

称取 6 份同 1 批次的牛肉（肝、肾、肺、肠）样品约

5 g，按“2.1”项下方法处理得到 20 mL 乙腈下清液，准

确称取 1.05 mg 红霉素于 2 mL EP 管中，加入乙腈下清

液 1.05 mL 溶解，配制成 1 mg·mL-1 红霉素对照品

表 4　牛可食性组织中红霉素重复性测定结果（n=6）

Tab. 4　Results of erythromycin repeatability 

determination in bovine edible tissues

牛可食性组织

（borine edible tissues）

平均含量（average 
content）/（ng·mL-1）

RSD/%

牛肉（beef） 48.20 2.9

牛肝（bovine liver） 50.90 3.5

牛肺（bovine lung） 51.76 2.2

牛肾（bovine kidney） 52.65 2.6

牛肠（bovine intestine） 53.82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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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备液；准确称取 0.47 mg 罗红霉素于 2 mL EP 管中，

加入乙腈下清液 0.47 mL 溶解，配制成 1 mg·mL-1 内

标储备液，逐级稀释成高、中、低质量浓度（10、50、

200 ng·mL-1）的红霉素标准溶液，取标溶液及内标

各 1 mL 的混合标准溶液（每个浓度各 3 份），进样 5 
μL，记录红霉素峰及内标峰的面积（A），同时用纯乙

腈溶液配制的相应质量浓度的红霉素及内标混合

溶液进样 5 μL，记录相应样本的红霉素及内标峰

的面积（B），通过 A 与 B 比值的百分比分别计算红

霉素与内标的基质效应，计算比值的 RSD，得到以

内标基质效应校准后的红霉素基质效应 RSD，要求

RSD<15%。低、中、高质量浓度的牛可食性组织样

品中红霉素和内标基质效应均 <15%。结果如表 5
所示。

表 5　牛可食性组织中红霉素基质效应测定结果（n=3，%）

Tab. 5　Determination of erythromycin matrix 

effect in bovine edible tissues 

牛可食性组织

（bovine edible 
tissues）

加入量

（added）/
（ng·mL-1）

基质效应（matrix effect）

红霉素

（erythromycin）

内标

（internal standard）

牛肉

（beef）
10 7.4 9.1

50 7.2 4.4

200 5.8 3.1

牛肝

（bovine liver）
10 8.6 7.2

50 5.8 6.3

200 5.2 5.1

牛肾

（bovine kidney）

10 6.6 10.1

50 6.2 8.4

200 3.8 4.1

牛肺

（bovine lung）

10 12.3 8.9

50 8.3 6.7

200 6.4 6.9

牛肠

（bovine intestine）

10 10.6 9.1

50 8.8 5.9

200 7.4 4.9

2.11　数据处理

应用 SPSS 22.0 软件对试验结果进行统计学分

析，采用 Graphpadprism5.0 软件进行绘图和数据处

理，试验数据用 x±S 表示。 

3　讨论

3.1　定量方法的选择

内标法定量准确，对操作条件和进样量要求低，

抵消了上样体积、流动相及检测器的影响。试验结

果显示，与没有使用内标物相比，使用内标物定量方

法的准确度较高。目前，测定动物性组织中红霉素

的残留多采用内标法，并且选择罗红霉素作为内标

物［17，19］。罗红霉素是半合成的 14 元大环内酯类药

物，红霉素需要经过合成才能变成罗红霉素，试验中

添加罗红霉素是在测定之前片刻内加入的，不经过体

内的过程，基本不影响检测精度；即使在罗红霉素代

谢过程中，罗红霉素转化成红霉素的量也极少。有

测定红霉素残留时选择同位素标记物（erythromycin，

N，N-dimethyl-13C2）为内标物的报道［12］，但因其内标

物成本偏高，对环境及试验条件的要求较苛刻，因而

不利于普及。罗红霉素较常见，且与红霉素的理化、

提取过程比较接近，基本不影响检测精密度。故最终

选择罗红霉素作为其内标物。

3.2　提取剂的选择

据文献报道，食品中红霉素的残留大多采用乙

腈、氯仿、甲酸溶液等溶剂作为提取剂［18］。试验中

根据药物极性和样本性质，提取剂分别选用了乙腈、

氯仿和乙酸乙酯，对阴性红霉素牛肉样品进行红霉

素添加试验，对回收率、环保及操作简便与否进行比

较，选取 3 种溶剂中较为理想的提取剂。经对比试

验得出：乙腈作为提取剂，对油脂和色素提取较少，

易渗透入组织内部，提取效率高；而以乙酸乙酯作

提取剂时，挥发性较大，易燃性强，价格较贵，透入动

物组织中的能力较弱，若要提取完全需要长时间反

复操作，导致试验所需时间延长，易造成红霉素在

提取过程中的分解，加大了试验难度，此类溶剂在

使用过程中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氯仿缺点在于毒性

高且对环境污染较严重；因而，首选乙腈作为提取

溶剂。

3.3　样品前处理的优化

对比了正己烷的除脂次数，最后选用 20 mL 正己

烷，分 2 次除脂效果最佳。也有报道［19］将组织样品

采用固相萃取柱进行净化，但需求量较大。还对比了

QuEChERS 净化方法，效果差别不大，由于检测样品

较多，此方法价格较贵。

3.4　样品检测　因市场上难以找到红霉素残留的牛可

食性组织样品，因此，尚未开展采用本方法对市售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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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检测工作，为此，在后续的研究中，需进一步完善本检

测方法的重现性评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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