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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相高效液相色谱法快速测定婴儿配方

乳粉中的维生素A酯类化合物

颜景超1，汤水平2，彭灿1,2，任国谱t·书

(1．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食品科学与T程学院，湖南长沙410004；

2．湖南亚华乳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湖南长沙410200)

摘 要：目的：开发一种快速测定婴儿配方乳粉中维生素A酯类含量的反相高效液相色谱法。方法：直接使用

二氯甲烷和甲醇体积比为2．5：1的混合溶剂对样品进行提取，在30℃的条件下采用等度洗脱，流动相采用体积比为

80：20的甲醇．三氯甲烷溶剂，流动相流速1．0mL／min；色谱柱温度30℃，检测波长325nm。结果：维生素A醋

酸酯和维生素A棕榈酸酯的回收率分别为100．1％和102．8％，多次测定结果的相对偏差分别为1．18％和0．96％，检

出限分别为3．1ng和4．3ng。结论：本方法操作简单、精密度、回收率和灵敏度高，适用于婴幼儿配方乳粉中的

维生素A酯类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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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pid Determination of Retinyl Esters in Infant Formula Milk Powder by Reversed-Phase

High·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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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o develop a rapid reversed-phase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ic(RP-I-IPLC)method for

measuring retinylestI．WSininfantformulamilkpowder．Methods：Samplesweredirectlyextractedwithamixtureofdichloromohane

and methanol(2．5：1，v／v)．The chromatographic separation was performed at 30℃in the isoeratic elution mode using a mobile

phase composed of a mixture ofmethanol and chloroform(80：20，v／v)．Results：Retinyl acetate and retinyl pahnitate presented

average spikerecoveriesof6 repficatesat2leverofl00．1％andl02．8％，withrelative standarddeviatiomofl．18％and0．96％，

respectively．The detection limits for retinyl acetate and retinyl pahnitate Were 3．1 ng and 4．3 ng．respectively．Conclusion：The

method demonstrates simplicity and high precision，recovery and sensitivity，and thus has promising potential for practical

ap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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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是一种重要的脂溶性维生素，其主要生理功能

是维持视觉和骨骼健康、参与细胞分裂和细胞识别、参

与生长、生殖及维持免疫系统的完整性等Ill。GB 10766

—1997《婴儿配方乳粉II、lid和GB 10765—1997

《婴儿配方乳粉I》中规定婴儿配方乳粉中VA的含量

为1250～25001U／1009，其允许添加使用的种类中包括维

生素A醋酸酯和维生素A棕榈酸酯【2J。目前测定婴儿配

方乳粉中的VA多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13-9l，分析之前一

般需对样品进行皂化处理134l，其过程溶剂消耗量大、操

作繁琐且不能测出维生素A酯类的含量。本实验采用反

相色谱法测定婴儿配方乳粉中维生素A酯类，前处理不

经皂化，直接使用二氯甲烷和甲醇混合剂沉淀蛋白并提

取维生素A酯类，能快速检出维生素A醋酸酯和维生素

A棕榈酸酯的含量，为生产过程中的维生素的控制和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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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评估体系的建立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作用。

1 材料与方法

1．I 材料、试剂与仪器

婴儿配方乳粉1段(O～6月婴儿食用) 市售。

甲醇、三氯甲烷、二氯甲烷(均为色谱纯) 美国

Tedia公司；NaCI(分析纯) 南京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维生素A醋酸酯、维生素A棕榈酸酯标准品 美国

Sigma公司。

Waters alliance 2695高效液相色谱系统(配有2489型

紫外检测器，Empower控制软件) 美国Waters公司；

UV．1800紫外．分光光度计 日本岛津公司；BF2000犁

氮气吹干仪 北京八方世纪科技有限公司；800B低速台

式离心机 上海安亭科学仪器厂；TC．C-s柱(4．6mm×

25cm，5 um) 美国安捷伦公司。

1．2 方法

1．2．1 标准溶液的配制

维生素A醋酸酯和维生素A棕榈酸酯标准贮备液：

分别准确称取10rag的维生素A醋酸酯或维生素A棕榈

酸酯，用甲醇定容于100mL容量瓶中，制备成质量浓

度为100ug／mL的标准贮备液。

维生素A醋酸酯和维生素A棕榈酸酯标准工作液：

分别取lmL维生素A醋酸酯或维生素A棕榈酸酯标准贮

备液于50mL容嚣瓶中，用甲醇溶解，制备成质量浓度

为2¨g／mL的标准工作液。

1．2．2 样品前处理

准确称取0．259样品于10mL离心管中，加入lmL温

水充分溶解，加入7mL体积比为2．5：1的二氯甲烷和甲

醇混合溶剂对样品进行提取，旋涡振荡5min，静止5min

后，加入lmL饱和NaCI溶液，反转振荡3次，2500r／

rain离心5rain。将二氯甲烷层在氮气下吹干，用甲醇溶

解。通过0．22”m的滤膜过滤，用棕色小瓶收集。

1．2．3 标准品的紫外光谱测定

将维生素A醋酸酯和维生素A棕榈酸酯的标准贮备

液和标准工作液在波长200～400nm内扫描，波长间隔

1 nm。

1．2．4 色谱条件的正交试验设计

表1 正交试验因素水平

Table 1 Factors and levels in orthogonal array design for

optimizing instrumental parameters for HPLC analysis

影响婴儿配方乳粉中维生素A酯类检测的主要色谱

因素为流动相体积配比、柱温、流动相流速。本试验

不考虑交互作用，采用L9(3·)正交试验进行分析，有一

个空列，可以作为实验误差以衡量试验的可靠性，因

素水平见表1。

1．2．5 定最分析

采用外标法定量。

2 结果与分析

2．1 标准曲线及线性关系

分别配制质量浓度为1．0、2．0、3．0、4．0、5．0 pg／mL

的标准溶液，进样测定，得到相应的峰面积。 以标样

质晕浓度为横坐标、以峰面积为纵坐标，绘制标准曲

线见图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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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维生素A醋酸酯和维生素A棕榈酸酯标准曲线

Fig．1 Standard curves of rstinyl acetate and palmitate

结果表明，测得的标准曲线在标样质最浓度l～5“g，mL

范围内线性关系良好，维生素A醋酸酯和维生素A棕

榈酸酯标准曲线的回归方程分别为Y=162004x一

6012．6和y=99332x一2628．1，相关系数尺2分别为0．9992

和0．9991。

2．2 最佳色谱条件的选择

2．2．1 最佳检测波长的选择

波长／nm

图2 维生素^醋酸酯和维生素A棕榈酸酯的紫外吸收光谱

Fig．2 UV absorption spectra of retinyl acetate and retinyl

palmitate standards

从图2可以看出，维生素A醋酸酯和维生素A

棕榈酸酯在此波长范围内均有两个特征吸收峰，依

次分别为263、326nm和260、324nm，其中两种

物质最大吸收峰均在波长325nm左右，所以最佳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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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波长为325nm。

2．2．2 色谱条件的影响

2．2．2．1 流动相配比的影响

实验中发现，使用甲醇作为流动相，维生素A棕榈酸

酯的保留时间都超过40min，不适合日常快速分析。采

用甲醇与三氯甲烷不同的体积配比进行检测，当甲醇与

三氯甲烷的体积比为80：20时，维生素A酯类的分离度

较好，保留时间也较短，15rain内完成分析。三氯甲

烷过多流动性极性过小，保留时间过短不适合作为反相

流动相，因此依据液相分析经验在正交试验中选择甲醇

与三氯甲烷的体积比范围为100：l、90：10、80：20。

2．2．2．2 流动相流速的影响

当流动相流速减少时，色谱峰的分离效果稍好，

但是维生素A酯类的保留时间延长，而且峰宽有所增

加，峰高降低，维生素A酯类检测的灵敏度降低。在

液相测定过程中，流速一般设为lmL／min左右，流速过

大会导致系统压力过大；流速过小，导致保留时间过

长，且峰变宽，灵敏度降低，因此在正交试验中流动

相流速水平选择1．0、0．8、0．6mL／min。

2．2-2．3 色谱柱温度的影响

通过30、40、50℃3个色谱柱温度试验，表明色

谱柱温度对样品分离效果影响不大，只是对保留时问稍

有影响；低温30℃比高温50℃时稍长，基本不影响峰

高或峰面积，但是温度高流动相容易产生气泡。因此

在正交试验选择色谱柱温度的范围为30～50℃。

2．2．3 色谱条件正交试验结果

表2 正交试验结果

Table 2 Arrangement of expedmental results of orthogonal array

design for optimizing instrumental parameters for HPLC analysis

⋯丢鬻篓，然铡主拦蝴分
l 1(100：1) I(50) l l(1) 67

2 l 2(40) 2 2(0．81 65

3 l 3(30) 3 3(0．61 61

4 2(90：10) l 2 3 77

5 2 2 3 l 85

6 2 3 l 2 84

7 3(80：20) l 3 2 92

8 3 2 1 3 87

9 3 3 2 l 95

kl 64．3 78．7 79．3 82．3 总分713

_b 82 79 79 77

b 9l ∞ 77．7 75

詹 26．7 1．3 1．6 7．3

采用L,(34)iE交试验，探讨流动相体积配比、流动

相流速、色谱柱温度对维生素A酯类测定的影响，从

保留时间、峰型、系统压力3个方面通过综合评分来判

断方法优劣。满分100分，其中保留时间占50分(3min

计50分，53min计0分)，峰犁占40分(每种色谱条件基

础分25，峰不前伸加3分，不拖尾加3分，然后按峰

型好坏一次加9到1分)，系统压力10分(压力1000～

1500psi计lO分，1500～2000psi计6分，超过2000psi

计2分)。结果见表2。

使用极差分析法分析数据，结果表明，流动相配

比对维生素A酯类测定的影响最大，其影响顺序是A流

动相体积配比>C流动相流速>曰色谱柱温度。结合标

准溶液的紫外吸收光谱结果，确定最佳色谱条件为：流

动相体积配比为80：20的甲醇．三氯甲烷溶液，色谱柱温度

30℃，流动相流速1．OmL／min，测定波长325nm。

根据以上确定的实验参数对维生素A酯类标准品和

样品进行分析，结果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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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标准样和样品的色谱图

Fig．3 HPLC chromatograms of mixed retinyl acetate and retinyl

piamitate standards and a sample(both at a mixing ratio of 1：1)

由图3可以看出，维生素A酯类保留时间短，维

生素A醋酸酯大约为5min，维生素A棕榈酸酯大约为

10min，色谱峰附近不存在干扰物质，和其他成分分离

效果良好。样品与标准峰形及出峰时间相吻合。

2．3 重复性实验

表3 重复性实验结果(萨5)

Table 3 Repeatability test for the method(n=5)

姑 维生素A醋酸酯

测定值／(IU／lOOg)相对标准偏差膨

箜兰耋垒堑i塑墼堕
测定值／(IU／lOOg)相对标准偏差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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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上述方法同一天内对市售婴儿配方1段乳粉样品

进行5次重复测定，结果以视黄醇当量计。结果见表3。

经统计分析表明，该法重复性好，维生素A醋酸

酯和维生素A棕榈酸酯的相对标准偏差分别为1．18％和

0．96％。

2．4 加标回收率实验

在已知维生素A酯类含量的奶粉中加入标样，样品

按上述方法处理后测定，结果以视黄醇当量计，结果

见表4。

表4 回收率实验结果(胆6)

Table 4 Spike recovery test for the method(n=6)

塑查壅笪型塑堕塑墨型!塑墼垡型型世垫里型堕塑

维生素A醋酸醣 1952

维生素A棕榈酸酯1760

3932

加∞3794

狮2

∞12

4000 6190

凹lO

3835

3733

勰12

6l∞

S螂

∞吆

995

％D

l伽L5 100．1

101．0

l删∞

9殳3

1∞田

993

101A

l∞．9

103名

1040

选择两种添加水平，按上述方法进行测定。结果

表明该法回收率高，6次测定维生素A醋酸酯和维生素

A棕榈酸酯的平均回收率分别为100．1％和102．8％。

25 最低榆出限

按实验选定的色谱条件，以3倍信噪比(尺sw)计算出

维生素A醋酸酯和维生素A棕榈酸酯的最低检出限分别

为3．1ng和4．3ng。

3 结论

通过正交试验确定了测定维生素A酯类的最优色谱

条件：流动相采用体积比为80：20的甲醇．三氯甲烷溶

剂，流动相流速1．0mL／min，色谱柱温度30℃，检测

波长325nm。加标回收率实验结果表明：加标平均回收

率为100．1％和102．8％∽=6)。重复性实验结果表明相对

偏差分别为1．18％和0．96％(n=5)。检出限分别为3．1ng和

4．3ng。本法样品前处理简单，测定准确性和精密度

高，适用于婴幼儿配方乳粉中维生素A酯类的定量分

析，也适合于其他同类产品维生素A酯类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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