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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探究不同烘干温度对甲壳类水产品中呋喃西林代谢产物氨基脲（semicarbazide，SEM）检出量的影响，

以南美白对虾和中华鳖为检测对象，分别在 70、100 和 130 ℃条件下，烘干 48 h，研磨成粉后，采用高效液相
色谱 - 串联质谱法（HPLC-MS/MS）检测虾肉与虾壳、鳖肉与鳖壳中 SEM 的含量。结果显示：SEM 检出量随
烘干温度的升高而升高，不同烘干温度下的 SEM 检出量存在显著性差异（P ＜ 0.05），而相同温度条件下，壳
中的检出量远高于肉中的检出量（P ＜ 0.05）；随温度升高，鳖壳中的蛋白含量逐渐下降，由 70 ℃的 0.274%
下降到 100 ℃的 0.141%，差异显著（P ＜ 0.05）。结果表明：烘干温度对甲壳类水产品中的 SEM 检出量影响较大，
并与检出量成正比关系；烘干温度升高，使部分蛋白质受热分解，可能产生 SEM，从而导致检出量增加。因此，
在检测甲壳类水产品中的 SEM 含量时，对受检样品的烘干温度要控制在 70 ℃以下，并且要选择合适的检测样
品种类。本研究探明了烘干温度与 SEM 检出量的关系、SEM 易残留的部位以及引起检出量增加的原因，为后
续更精确快速检测甲壳类水产品中的 SEM 含量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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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drying temperatures（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temperature）
on the detectable amount of semicarbazide（SEM，the metabolite of nitrofurazone）in crustacean aquatic products，
white shrimps and Chinese softshell turtles were sampled and dried for 48 hours at 70 ℃，100 ℃ and 130 ℃，respectively，
and then ground into powder to detect the amount of SEM in the meat and shells by use of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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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omatography-tandem mass spectrometry（HPLC-MS/M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mount of SEM increased
along with the increasing tempreture，and varied obviously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P ＜ 0.05），but the amount
in the shells was much more than that in meat（P ＜ 0.05）at the same temperature；the protein content in the shells
of Chinese softshell turtle was gradually decreased from 0.274% at 70

℃ to 0.141% at 100

℃ with the increasing

temperature，indicating obvious difference（P ＜ 0.05）. In conclusion，the amount of SEM in crustacean aquatic
products was greatly inﬂuenced by the temperature that was directly proportional to the amount；and SEM might be
produced when some proteins were decomposed by the increasing temperature，by which，the detectable amount
was increased. Therefore，the temperature should be controled below 70 ℃ with appropriate samples when SEM was
measured. In this study，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temperature and detectable amount of SEM，parts in crustacean
products that were prone to remain SEM residues，and the reasons for increasing detectable amount were veriﬁed，by
which，the amount of SEM in crustacean aquatic products might be rapidly and accurately measured afterwards.
Key words：semicarbazide；crustacean aquatic products；drying temperature；HPLC-MS/MS；protein content

呋 喃 西 林（nitrofurazone，NFZ） 是 硝 基 呋

以南美白对虾和中华鳖为检测对象，采用高效液相

喃 类 药 物， 其 代 谢 产 物 氨 基 脲（semicarbazide，

色谱 - 串联质谱法进行检测，探究不同烘干温度对

SEM）是一种联胺类小分子化合物，易与生物细

甲壳类水产品中 SEM 检出量的影响，以期为后续

胞膜蛋白结合生成稳定残留，具有潜在的致癌、

更精确快速检测甲壳类水产品中的 SEM 含量提供

致畸和致突变性

[1-3]

，长期摄入会对人体健康造成

严重危害。1995 年，呋喃西林已被欧盟列入禁止
[4]

在动物源食品中使用的药物 。我国于 2002 年公
布的《食品动物禁用兽药及其他化合物清单》公
告中也明令禁止呋喃西林用于食品动物的治
疗

[5]

。 呋喃西林作为一种广谱抗菌药，在动物体

内会迅速代谢，故 SEM 常被选定为检测呋喃西林
药物残留的标志物。
目前，应用于检测动物源食品中 SEM 含量的方
法主要有高效液相色谱（HPLC）及其联用技术
和免疫分析法

[8-9]

[6-7]

两种。而应用于检测甲壳类水产

品中 SEM 含量的方法主要是高效液相色谱 - 串联

试验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仪器
新鲜的南美白对虾和中华鳖：购买于杭州出境

水生动物注册养殖场；SEM 标准物质：纯度≥ 99%；
内标物 13C15N-SEM：纯度≥ 99%；甲醇、乙腈、
乙酸乙酯、正己烷和甲酸：均为色谱纯；浓盐酸、
氢氧化钠、邻硝基苯甲醛、三水磷酸钾、乙酸铵、
尿素、乙磺酸（HEPES）、苯甲基磺酰氟（PMSF）、
乙二胺四乙酸（EDTA）、二硫苏糖醇（DTT）、
TCA- 丙酮和碘乙酰胺：均为分析纯。
万能高速粉碎机：欧凯莱芙（香港）实业公司；

利用高效液

DHG-9055A 鼓风干燥箱：上海一恒科学仪器有限

相色谱 - 串联质谱法，检测分析出中华绒螯蟹在室

公司；QTRAP®5500 LC-MS/MS 系统：上海爱博

质谱（HPLC-MS/MS）。黄宣运等

[10]

外池塘自然养殖条件下的体内 SEM 残留量及其消
除规律。吴旭等

[11]

采用该法检测发现，在淮安地

区的小龙虾养殖中仍存在违规使用呋喃西林药物的
现象。宋蓓等

[12]

优化了高效液相色谱 - 串联质谱法，

才思分析仪器贸易有限公司；Oasis HLB 固相萃取
柱：美国沃特世公司。
1.2

标准溶液配制

1.2.1 标准储备液 准确称取适量的 SEM 标准品，

用以检测日本沼虾中的 SEM 残留量，发现虾壳中

用乙腈溶解并定容，配置成质量浓度为 100 mg/L 的

的 SEM 检出量最高，且以游离态形式存在；虾肉

标准储备溶液，-18 ℃以下避光保存。

中的 SEM 检出量最低，以结合态形式存在。

1.2.2
[13]

本研究按照国家标准 GB/T 21311—2007 ，

混合中间标准溶液

准确移取标准储备液

1 mL 于 100 mL 棕色容量瓶中，用乙腈定容，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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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质量浓度为 1 mg/L 的混合中间标准溶液，4 ℃

1.4

保存。

样品采集及制备
鲜活的南美白对虾和中华鳖样品，取自杭州出

13

15

准确称取适量的 C N-SEM

境水生动物注册养殖场，整个饲养周期都不添加

内 标 物， 用 乙 腈 溶 液 定 容 并 配 置 成 质 量 浓 度 为

呋喃西林。样品低温运至实验室后，在 -80 ℃的超

100 mg/L 的标准储备溶液，-18 ℃以下避光保存。

低温保存箱中冷冻保存。检测分析前，将样品解冻

1.2.4

准确移取内标储备液

至室温。对南美白对虾样品，将去头胸甲的头部组

1 mL 于 100 mL 棕色容量瓶中，用乙腈定容，配

织与虾壳和虾肉分剥开，均匀分成 3 份，分别在

1.2.3

内标储备液

混合内标标准溶液

置成质量浓度为 1 mg/L 的中间内标标准溶液；准
确移取中间内标标准溶液 0.1 mL 于 10 mL 棕色容
量瓶中，用乙腈定容至刻度线，配制成质量浓度为
0.01 mg/L 的混合内标标准溶液，4 ℃下保存。
1.3

仪器分析条件

1.3.1

色谱柱：CAPCELL PAK C18，

色谱条件

2.0 mm I.D.×150 mm，5 μm；柱温：30 ℃；流速：
0.2 mL/min；进样量：10 μL；流动相 A：乙腈；
流动相 B：0.1% 甲酸水溶液（含 0.000 5 mol/L 乙
酸铵）。梯度洗脱条件见表 1。
表1

70、100、130 ℃温度条件下烘干 48 h，再用粉碎
机粉碎（虾肉 90 s、虾壳 150 s）；对中华鳖样品，
取鳖肉和鳖壳部分，均匀分成 3 份，烘干温度处理
与南美白对虾相同，用粉碎机粉碎（鳖肉 90 s、鳖
壳 10 min）。
1.5
1.5.1

样品前处理
水解和衍生化

将 2 g 烘干粉碎后的样品

（精确至 0.01 g）放入 50 mL 离心管中，然后加入
10 mL 的甲醇 - 水混合溶液，振荡 10 min，4 000 r/min
离心 5min，弃上清液；加入 10 mL 0.2 mol/L 盐酸
至残留物中，10 000 r/min 均质 1 min；依次加入

梯度洗脱条件
流动相 A/%

流动相 B/%

100 μL 混合内标标准溶液、100 μL 邻硝基苯甲醛

0

10

90

溶液，涡动混合 30 s、振荡 30 min，最后置于 37 ℃

7.00

90

10

恒温箱中避光反应 16 h。

10.00

90

10

1.5.2

10.01

10

90

入 1 mL 0.3 mol/L 磷酸钾溶液混匀；用 2.0 mol/L 氢

20.00

10

90

氧 化 钠 调 至 p H7 . 2 ~ 7 .6 ， 振 荡 提 取 1 0 mi n，

时间 /min

提取和净化

取出离心管冷却至室温，加

1 0 0 0 0 r/min 离 心 10 min； 用 Oasis HLB 固 相 萃
离子源：电喷雾离子源；喷

取柱净化，控制样液以 2 mL/min 流速通过 Oasis

雾电压：3 500V；离子源温度：120 ℃；去溶剂温度：

HLB 柱；用 10 mL 乙酸乙酯洗脱固相萃取柱于 50 mL 离

1.3.2 串联质谱条件

350 ℃；锥孔气流：氮气，流速 100 L/h；去溶剂

心管中，用氮气在 40 ℃下吹干；加入 1 mL 0.1%

气流：氮气，流速 600 L/h；碰撞气：氩气，碰撞

甲酸水溶液溶解，用 3 mL 乙腈饱和的正己烷，分

-4
气压 2.6×10 Pa；扫描方式：正离子扫描；检测

两次进行液液分配；取下层溶液过 0.2 μm 微孔滤

方式：多反应监测（MRM）。监测条件见表 2。

膜，取 10 μL 供高效液相色谱 - 串联质谱测定。

表2
目 标
化合物

1.5.3 混合基质标准溶液制备 取 5 份阴性样品，

多重反应监测（MRM）的条件

母离子
（m/z）

子离子
（m/z）

驻 留
时间 /s

锥 孔
电压 /V

碰 撞
能量 /eV

SEM

209

a

166 /192

0.1

60

8/8

13C15N-SEM

212

168

0.1

60

8

a

注： 为定量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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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份约 2 g（精确至 0.01 g），放入 50 mL 离心管中，
按 1.5.1 洗样后，分别加入 100 μL 混合中间标准溶
液、100 μL 混合内标标准溶液，之后按 1.5.2 进行
衍生、提取和净化，配置成最终定容浓度梯度为 1、
5、10、50、100 ng/mL 的混合基质标准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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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数据处理

进行统计处理和分析，部分结果用平均值 ± 标准

按公式（1）自动计算样品中 SEM 的浓度，
计算结果扣除空白值。

方差表示。
2

（1）

结果与分析
不同烘干温度下的 SEM 检出量

2.1

分别取 4 份虾和鳖的壳与肉组织（空白对照
式中：X 为样品中 SEM 的检出量（μg/kg）；R 为
12

15

1 份、试验 3 份），置于 70、100、130 ℃下烘干

样液中的 SEM 与 C N-SEM 峰面积比值；c 为混

48 h；研磨成粉后，按照国家标准 GB/T 21311—

合基质标准溶液中 SEM 的浓度（ng/mL）；V 为

2007 ，采用高效液相色谱 - 串联质谱法，对每份

样液最终定容体积（mL）；Rs 为混合基质标准溶

试样中的 SEM 进行平行检测。结果（表 3）显示：烘

液中的 SEM 与 12C15N-SEM 峰面积比值；m 为样品
质量（g）。
采用 Excel 2010 对上述计算所得数据进行统计
和分析。
1.7

蛋白含量测定

[13]

干前，虾肉中的 SEM 检出量明显高于虾壳中的（P ＜
0.05），但鳖肉和鳖壳中的 SEM 检出量几乎一致，
均＜ 0.5 μg/kg；随着烘干温度的升高，各种样品
中的 SEM 检出量均不断上升，不同烘干温度下的

为探究不同烘干温度下部分蛋白质受热分解对

SEM 检出量均存在显著性差异（P ＜ 0.05）；相

SEM 检出量的影响，采用考马斯亮蓝法（Bradford

同烘干温度条件下，虾样品中的 SEM 检出量明显

法），选取中华鳖壳样品进行蛋白质定量测定。

高于鳖样品（P ＜ 0.05），虾肉和鳖肉的 SEM 检

称取 0.21 g 烘干粉碎后的中华鳖壳样品放入试管

出量间普遍高于相对应的虾壳和鳖壳。

中， 加 入 少 量 裂 解 液 Buffer（ 由 8 mol/L 尿 素、

表3

30 mmol/L HEPES、1 mmol/L PMSF、2 mmol/L
EDTA 和 10 mmol/L DTT 配制而成），20 000 g，
4 ℃下离心 30 min；取上清液，往其中加入 4 倍体
积预冷后的 TCA- 丙酮，-20 ℃条件下沉淀 2 h，
20 000 g，4 ℃条件下离心 30 min；加入 3 倍体积
的纯丙酮，-20 ℃条件下沉淀 20 min，20 000 g，
4 ℃条件下离心 30 min。重复此操作 3 次，清洗沉
淀。往沉淀中加入裂解液 Buffer，在 pulse on 2 s，
pulse off 3 s，power 180 w 超声条件下，超声 5 min
助溶，20 000 g，4 ℃条件下离心 30 min；取上清

组织
样品

不同烘干温度下的 SEM 检出量

单位：μg/kg

不同烘干温度

烘干前

70 ℃

b

100 ℃
b

虾肉

＜ 0.5

虾壳

12.3±1.96

1.8±0.32

鳖肉

＜ 0.5

鳖壳

＜ 0.5

a

36.7±4.04
a

120.7±6.03

b

＜ 0.5

b

b

4.4±0.40

130 ℃
b
a

156.0±4.00
d

2.5±0.87
b

c

26.5±0.87

c

118.3±3.79

a

377.0±6.08

d

49.7±4.51

b

161.3±4.16

注：同列不同字母表示显著性差异（P ＜ 0.05），相同字母
表示不显著（P ＞ 0.05）。

2.2

不同烘干温度下中华鳖壳中的蛋白含量

液，往上清液中加入 DTT 至终浓度为 10 mmol/L，

采用 Bradford 法对中华鳖壳中所含蛋白进行

56 ℃条件下水浴 1 h；取出溶液后，迅速加入碘乙

定量检测分析，用系列浓度蛋白绘制蛋白质标准曲

酰胺至终浓度为 55 mmol/L；于暗室静置 1 h 后，

线，得到的回归曲线方程为 y=0.114 8x+0.005 2，

采用 Bradford 法，对中华鳖壳中的蛋白进行定量，

R2=0.994 7（图 1），发现随烘干温度升高，鳖壳

用系列蛋白浓度绘制蛋白质标准曲线来测定蛋白质

中的蛋白含量逐渐下降，其中 70 ℃和 100 ℃烘干

含量。

条件下的蛋白含量存在显著性差异（P ＜ 0.05），

1.8

而 100 ℃与 130 ℃差异不显著（P ＞ 0.05）。具体

数据分析
采用 Excel 2010、SAS 和 SPSS 软件，对数据

结果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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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期提取和净化过程中，使用氮气吹干时温度
应当控制在 40℃，高效液相检测过程中的柱温箱
温度应当控制在 30℃，避免出现高温波动，导致
受检样品中的部分蛋白受热分解产生 SEM，影响
SEM 检出量。
4

结论
研 究 发 现： 烘 干 温 度 对 甲 壳 类 水 产 品 中 的

图1
表4

蛋白质标准曲线

SEM 检出量有较大影响，随着烘干温度的升高，

不同烘干温度下中华鳖壳中蛋白含量

烘干温度 /℃

蛋白定量 /%

70

0.274±0.055

100
130

部分蛋白质受热分解会产生 SEM，导致 SEM 检出
量增加；同一甲壳类水产品中，壳中的 SEM 检出

a

量普遍高于肉中的检出量。因此，在检测甲壳类水

b

产品中的 SEM 含量时，对受检样品的烘干温度要

0.141±0.042

b

0.125±0.002

控制在 70 ℃以下，并且要选择合适的检测样品种

注：同列不同字母表示显著性差异（P ＜ 0.05），相同字母表
示不显著（P ＞ 0.05）。

类。本研究探明了烘干温度与 SEM 检出量的关系、

3

为后续更精确快速检测甲壳类水产品中的 SEM 含

讨论
试验用品南美白对虾与中华鳖在前期饲养阶段

SEM 易残留的部位以及引起检出量增加的原因，
量提供了依据。

均未添加使用呋喃西林药物，因此研究检测出的
SEM 为内源性。检测发现，不同烘干温度下，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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