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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硫菌唑及代谢物硫酮菌唑在土壤中的
残留分析方法及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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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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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初步研究了土壤中丙硫菌唑及代谢物硫酮菌唑的残留分析方法及其在北京和安徽两地
土壤中的消解情况。样品经乙腈超声提取，盐析后取上清液，经高效液相色谱-紫外检测器
(HPLC-UVD) 测定，外标法定量。结果表明：在 0.05、0.3 和 1 mg/kg 3 个添加水平下，丙硫菌
唑和硫酮菌唑的平均回收率在 75%~97% 之间，相对标准偏差 (RSD) 在 1.0%~7.8% 之间，定量
限 (LOQ) 均为 0.05 mg/kg，丙硫菌唑在土壤提取液及前处理过程中会部分转化成代谢产物硫酮
菌唑。北京和安徽两地喷施到土壤中的丙硫菌唑会迅速转化为代谢物硫酮菌唑，且硫酮菌唑的
残留浓度随时间的延长呈现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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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ation and dissipation of prothioconazole and its metabolite
prothioconazole-desthio in s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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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method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prothioconazole and its metabolite prothioconazoledesthio in soil was developed. The dissipations in soil in Beijing and Anhui province under field
condition were investigated. Samples were extracted with acetonitrile and determined by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coupled with UV-detector (HPLC-UVD). At fortified levels of
0.05, 0.3 and 1 mg/kg, recoveries were between 75%-97%, with relative standard deviations (RSDs) of
1.0%-7.8%. The limits of quantification (LOQs) were 0.05 mg/kg, for both prothioconazole and
prothioconazole-desthio. Prothioconazole partially converted to its metabolite in the soil extractant and
in the extraction process . Prothioconazole-desthio was found in soil shortly after the application of
prothioconazole, and its concentration increased first and then decre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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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硫菌唑 (prothioconazole) 是拜耳公司开发的

(美国安捷伦公司)；KQ3200 型超声波清洗器 (昆

新型广谱三唑硫酮类杀菌剂 ，其作用机理是抑制

山市超声仪器有限公司)。

真菌中甾醇的前体——羊毛甾醇或 2,4-亚甲基二氢

1.2

[1]

供试土壤

羊毛甾醇 14 位上的脱甲基化作用 ，主要用于防

选择北京、安徽两地有代表性的土壤，经风

治谷类、麦类、豆类等作物的病害，几乎对麦类

干、磨碎后过孔径 840 μm 标准筛，备用。其基本

所有病害，如白粉病、纹枯病、枯萎病、叶斑

理化性质见表 1。

[2]

病、锈病、菌核病、王斑病和云纹病等

[3-4]

均有很

表1

好的防效。丙硫菌唑在作物 (小麦、花生和甜菜等)
和土壤中的主要代谢物为其脱硫产物硫酮菌唑
(prothioconazole-desthio)[5]。丙硫菌唑及硫酮菌唑
的结构式见图式 1。

Table 1
试验地点
Location
北京
Beijing
安徽
Anhui

1.3

供试土壤理化性质

Characteristics of soils used in this study

土壤质地
Soil type
二合土
Fluvio-aquic
soil
沙壤土
Sandy soil

6.8

有机质含量
Organic matter/%
2.0

含水量
Water content/%
10~15

7.4

1.1

3~12

pH

田间试验
试验于 2013—2014 年分别在北京市通州区和

安徽省宿州市进行。小区面积 15 m2，重复 3 次，小
图式 1
Scheme 1

丙硫菌唑 (a) 和硫酮菌唑 (b) 的结构式

The chemical structures of prothioconazole (a) and
prothioconazole-desthio (b)

目前，关于丙硫菌唑的报道多为其毒力测定
及合成工艺[6-9]。史晓梅等[10]采用液相色谱-质谱联
用建立了花生中丙硫菌唑及其代谢产物硫酮菌唑
的测定方法，而关于其在土壤中残留的分析方法
及其在土壤中代谢和转化等行为的研究尚未见报
道。本研究建立了丙硫菌唑及硫酮菌唑的高效液

区间设保护行，同时设空白对照区。50% 丙硫菌
唑水分散粒剂以有效成分 1 000.5 g/hm2 剂量喷雾
施药 1 次。分别于施药后 2 h 及 1、3、5、7、10、
21、30、45 和 60 d 采样。随机取 5~10 个点，用土钻
采集深 0~10 cm 的土壤 1~2 kg，除去杂物后混匀，
采用四分法留样 500 g，于 –20 ℃ 保存，备用。
1.4

样品前处理
称取 10 g 土壤样品 (精确到 0.01 g) 于 50 mL

具塞离心管内，加入 10 mL 乙腈，振荡 1 min 后
超声提取 15 min；加入 6 g 氯化钠，剧烈摇动

相色谱分析方法，评估了丙硫菌唑在土壤基质提

1 min，于 3 000 r/min 下离心 5 min；取上清液过

取液及前处理过程中的转化率，并基于此方法研

0.22 μm 有机滤膜，待 HPLC-UV 检测。

究了其在北京和安徽两地土壤中的转化和消解趋

1.5

势，旨在完善丙硫菌唑在土壤中的消解数据，为
其科学使用及环境风险评估提供参考。

1
1.1

材料与方法

高效液相色谱-紫外检测条件
Agilent HC-C 18 色谱柱 (250 mm × 4.6 mm，

5 μm)。进样量 20 μL，流速 0.8 mL/min，流动相
为 V (乙腈) : V (0.1% 磷酸水溶液) = 50 : 50，检测
波长 200 nm。在上述条件下，硫酮菌唑和丙硫菌

试剂与仪器
98.0% 丙硫菌唑 (prothioconazole) 标准品和

99.5% 硫酮菌唑 (prothioconazole-desthio) 标准品，

唑的保留时间分别为 16.9 和 27.9 min。
1.6

标准曲线的绘制
采用外标法定量。称取一定量的丙硫菌唑或

由德国 Dr.Ehrenstorfer Gmbh 提供；50% 丙硫菌唑

硫酮菌唑标准品于 25 mL 容量瓶中，用乙腈溶解

水分散粒剂，山东海利尔化工有限公司产品；乙

并分别配制成 1 000 mg/L 的标准母液，再用乙腈

腈为色谱纯，氯化钠和磷酸均为分析纯。

稀释，配成 5、2.5、1、0.5、0.25、0.1 和 0.05 mg/L

Agilent 1200 高效液相色谱仪，配紫外检测器

的丙硫菌唑和硫酮菌唑混合标准工作液，按 1.5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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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测定。以样品质量浓度为横坐标，峰面积为

制的标准溶液进行定量。方法定量限 (LOQ) 均为

纵坐标，绘制标准曲线。

0.05 mg/kg。

添加回收试验

1.7

在空白土壤样品中分别添加丙硫菌唑或硫酮
菌唑标准溶液，添加水平为 0.05、0.3 和 1 mg/kg
3 个水平，每个水平重复 5 次。按照所建立的前处
理和检测方法进行测定，计算平均回收率和相对
标准偏差 (RSD)。
丙硫菌唑的转化率

1.8
1.8.1

方法的准确度和精密度
结果 (表 2) 表明：在 0.05、0.3 和 1 mg/kg 添
加水平下，丙硫菌唑和硫酮菌唑在土壤中的平均
添加回收率在 75%~97% 之间，RSD 在 1.0%~
7.8% 之间。说明该方法定量准确，能够满足农药
残留检测要求[10]。典型谱图如图 1 所示。
2.2

表2

丙硫菌唑在土壤基质标准溶液中的转化率

丙硫菌唑和硫酮菌唑在土壤中的添加回收率 (n = 5)

Table 2

为评估丙硫菌唑在土壤提取液中的转化情况，配
制了 0.5、3 和 10 mg/L 3 个水平的丙硫菌唑标准
储备液，分别用乙腈和空白土壤提取液稀释至
0.05、0.3 和 1 mg/L，由 (1) 式计算丙硫菌唑在土

添加水平
Spiked
level/(mg/kg)

壤基质标准溶液中的转化率 (R)。

(
)
cmatrix
R/%= 1−
× 100
csolvent

(1)

式 (1) 中，c matrix 表示丙硫菌唑基质标准溶液质量
浓度，mg/L；csolvent表示丙硫菌唑溶剂标准溶液质
量浓度，mg/L。
1.8.2

丙硫菌唑在样品前处理过程中的转化率

进行添加回收试验时，为评估丙硫菌唑在提取过
程中的转化情况，将丙硫菌唑标准溶液添加至土

2.3

平均回收率
Average
recovery/%

相对标准
偏差
RSD/%

0.05

93

5.4

89

7.8

0.3

80

2.7

97

1.0

1.0

75

3.1

95

1.1

丙硫菌唑的转化

率降低。
表3

丙硫菌唑在基质标准溶液 (n = 3) 和前处理过程
(n = 5) 中的转化率

Table 3 Conversion rate of prothioconazole in matrixmatched standards (n = 3) and pretreatment (n = 5)

由 (2) 式计算丙硫菌唑在样品前处理过程中转化为

项目
Item

硫酮菌唑的转化率(R)。

)
c2 /312
× 100
c1 /344 + c2 /312

硫酮菌唑
prothioconazoledesthio
平均回收率 相对标准
Average
偏差
recovery/%
RSD/%

低，转化率越高，即随其添加水平的增大，转化

的丙硫菌唑和硫酮菌唑混合标准溶液进行定量，

(

丙硫菌唑
prothioconazole

结果 (表 3) 表明：丙硫菌唑初始质量浓度越

壤基质中，按 1.4 的条件提取后，采用纯溶剂配制

R/% =

Recoveries of prothioconazole and prothioconazoledesthio in soil (n = 5)

添加水平
Spiked level/
(mg/L, mg/kg)

丙硫菌唑转化率
Conversion
rate/%

0.05

21

0.3

10

基质标准溶液
Matrix-matched
standards

(2)

式 (2) 中，c1 表示丙硫菌唑质量分数，mg/kg；c2
表示硫酮菌唑质量分数，mg/kg；344 为丙硫菌唑

前处理过程
Pretreatment

的相对分子质量，312 为硫酮菌唑的相对分子质

1

8

0.05

43

0.3

25

1

15

量。

2
2.1

结果与讨论
方法的线性范围和定量限

2.4

消解动态试验结果
丙硫菌唑和硫酮菌唑在土壤中的消解动态曲

线如图 2 所示 (以 2013 年安徽省的试验结果为例)。

结果表明：在 0.05~5 mg/L 范围内，纯溶剂配

从结果看，丙硫菌唑在土壤中的残留量随时间的

制的丙硫菌唑和硫酮菌唑的标准溶液峰面积与进

延长而降低，其代谢物硫酮菌唑则呈先升高再降

样质量浓度间呈良好的线性关系。回归方程分别

低的趋势。

为：y = 167.18x – 4.667 7，r = 0.999 9；y =

如图所示，硫酮菌唑在 10 d 时残留量达到最

87.861x – 0.927 5，r = 0.999 4。由于土壤样品导致

高值，随后开始消解，以此点为初始浓度拟合一

的基质效应不明显，因而样品测定均用纯溶剂配

级动力学方程，2013 年安徽宿州硫酮菌唑的消解

农 药 学 学 报

662

Vol. 18

1. 硫酮菌唑; 2. 丙硫菌唑。
(a) 土壤空白；(b) 溶剂标准溶液 (0.05 mg/L)； (c) 土壤中添加0.05 mg/kg的丙硫菌唑；(d)土壤中添加0.05 mg/kg的硫酮菌唑。
1. prothioconazole-desthio; 2. prothioconazole.
(a) Blank soil sample; (b) Standard of prothioconazole and prothioconazole-desthio (0.05 mg/L); (c) Soil sample fortified with 0.05 mg/kg prothioconazole; (d)
Soil sample fortified with 0.05 mg/kg prothioconazole-desthio.

图1
Fig. 1

图2

丙硫菌唑和硫酮菌唑样品色谱图

Chromatogram of prothioconazole and prothioconazole-desthio in solvent and soil sample

丙硫菌唑及其代谢物硫酮菌唑在土壤中的消解动态
(2013 年安徽)

Fig. 2 Dissipation dynamics of prothioconazole and
prothioconazole-desthio in soil (2013-Anhui)

动态方程为 ct = 1.678 4e–0.016t，相关系数 r 为 –0.977，
半衰期 (t1/2) 为 43.3 d。可能是由于丙硫菌唑在土

见土壤性质对于丙硫菌唑及代谢物消解的影响不
明显。GB 2763 中丙硫菌唑的残留定义为硫酮菌
唑，以丙硫菌唑计；CAC 中丙硫菌唑的残留定义
为硫酮菌唑。现有定义中均未涉及丙硫菌唑的残
留，本文同时研究了丙硫菌唑和硫酮菌唑的消解
趋势，而研究结果表明，如果丙硫菌唑浓度较
高，在土壤中有一定的残效期，对其进行监测是
需要的。鉴于丙硫菌唑和硫酮菌唑的每日允许
摄入量 (acceptable daily intake, ADI) 分别为每人
0.05 和 0.01 mg/kg，对育龄妇女的急性参考剂量
(acute reference dose, ARfD) 分别为每人 0.8 和 0.01
mg/kg [5] ，因此，与丙硫菌唑相比，持效期更长、
毒性更高的硫酮菌唑在农产品中的残留量更需引
起人们的关注。

壤中或前处理过程中已部分降解，因此其初始浓
度较低，除 2014 年安徽宿州试验外，其余试验在
施药 2 d 后其残留量均已低于 LOQ。2014 年安徽

3

结论
本研究建立了丙硫菌唑及其代谢物硫酮菌唑

宿州丙硫菌唑的消解动态方程为 ct = 0.760 1e–0.13t，

在土壤中的残留分析方法，该方法重现性好、灵

r 为 –0.915，t1/2 为 5.3 d。

敏度高，准确度和精密度均符合农药残留分析标

研究表明，北京和安徽两地试验点土壤中，
丙硫菌唑和硫酮菌唑的沉积、消解趋势相似，可

准要求。对丙硫菌唑转化率的测定结果表明，在
基质标准溶液及前处理过程中，丙硫菌唑会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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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为硫酮菌唑，且随丙硫菌唑添加水平的增

commission. JMPR Report[DB/OL]. 2009. [2016-04-16]. http://

加，其转化率降低。消解动态试验结果表明，

www.fao.org/fileadmin/templates/agphome/documents/Pests_Pesticid

50% 丙硫菌唑水分散粒剂施入土壤后，能够迅速

es/JMPR/Report09/Prothioconazole.pdf.

转化为其代谢产物硫酮菌唑，且硫酮菌唑的残留
量随时间的延长呈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其对于
农产品的污染情况更需引起人们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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