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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不仅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所必需的各种营养物

谱、液相色谱-三重四极杆质谱方向发展。随着限量标准

质和能量的最主要来源, 而且其色、香、味、质地及口感

的降低, 对仪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不同食品基质中未知

给人们以愉悦的感官享受。随着食品工业和食品科学技术

物组分的筛查技术也逐渐引起食品安全检测人员的重视,

的不断发展, 民众对食品卫生和品质要求也越来越高。因

高分辨质谱(包括静电场轨道阱高分辨质谱和飞行时间质

此, 食品质量的控制与安全保障显得尤为重要, 而这在很

谱)已应用到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等未知物的筛查及检测

大程度上依赖于先进的分析检测技术。现代仪器分析技术

中。近年快速检测技术相关研究也引起了重视, 如胶体金

在生命科学、环境科学、材料科学等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

技术用于兽药残留快速检测、光谱结合化学计量学用于

要的作用, 在食品科学和食品安全领域同样有着不可替代

真菌毒素检测、专用于某类农药残留的快速检测技术、

的重要作用。

重金属的快速检测、致病菌和转基因的快速检测技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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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分析仪器在食品安全中的应用

同样在食品安全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样品前处理技术是食品安全检测过程中的核心部分,

食品安全检测中的农药残留、兽药残留、食品添加

是衡量检测方法先进性和实用性的关键一环, 也是重点关

剂、非法添加物、真菌毒素、营养元素及重金属、营养

注的领域。食品安全检测的第一步就是最大限度地从样品

组分分析、微生物及转基因等的检测都涉及现代分析仪

中提取目标物, 然后净化样品以降低其它杂质的干扰, 最

器。现代分析技术为人们了解并降低食品安全风险带来

后浓缩富集目标物。样品前处理可以有效消除基质干扰,

可能。美国、欧盟、日本及中国的食品安全限量标准即

保护仪器, 提高检测方法的准确度、精密度、选择性和灵

是基于风险评估数据及现有的仪器检测水平、检测技术

敏度。食品安全检测分析的误差近 50%来源于样品的制备

而定。在国家重点研发专项中, 相当大的比重的食品安全

和前处理, 而且大部分样品前处理所占用的工作量超过整

专项用于支持与食品安全相关的检测仪器或在线检测设

个分析过程的 70%。因此, 在现有的检测仪器水平上, 提

备的研发, 重大仪器专项中涉及到与国计民生相关的食

高样品前处理技术是提高食品安全检测水平的关键。近年

品检测仪器与设备的研制也同样获得支持。随着国家、

来, 样品前处理技术由传统的液液萃取、振荡提取、柱层

各部委、各大型食品企业对食品安全的重视, 大量资金被

析等技术, 发展到现在的固相萃取、凝胶渗透色谱、微波

投入用于仪器购置。一批第三方食品检测机构也应运而

辅助萃取等技术。全自动固相萃取仪已经可以实现全自动

生, 给大量仪器公司带来商机的同时, 也促进了检测技

化, 大大提高了样品前处理效率; 凝胶色谱在线净化技术

术的发展。总体来看, 近十年农药残留、兽药残留、食品

与现代分析仪器(如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气相色谱-质谱-

添加剂、非法添加物、真菌毒素的检测手段从色谱技术

质谱联用)联用可大大提高效率和检测数据的准确性。

逐渐向高通量的气相色谱-质谱、气相色谱-三重四极杆质

食品安全检测需求也为国产色谱、色谱-质谱、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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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现代分析仪器的发展带来了机遇。现在国产仪器的研发

食用油、马铃薯的真伪鉴别的论文分辨采用电子舌、X-射

及加工水平在逐渐提升, 但在食品安全检测应用相对匮

线衍射及扫描电子显微镜技术; 涉及金属元素测定的论文 5

乏。相关检测标准的制定也是以国外仪器的相关指标为基

篇, 分别采用原子吸收、ICP-MS、X 射线荧光光谱法、石墨

础, 期望国产仪器抓住机遇期, 以仪器带应用、应用促仪

炉消解-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测定水、水产干制品、稻米

器, 产学研用结合的方式逐渐满足食品安全检测的需求。

及发酵面制品中的铅、铬、镉及矿物质元素; 涉及高效液相

2

色谱-串联四极杆质谱的有 2 篇, 分别涉及测定乳制品中莫奈

本期专题

太尔砜残留量及电子烟油中的尼古丁; 采用气相色谱-质谱

本期“现代分析仪器在食品安全中的应用”专题, 在检

方法用于白酒中风味物质的鉴别、分子印迹技术用于农药

测方法开发、快速检测技术、真伪鉴别、评述与进展等相

残留的检测、紫外光谱法测定维生素 C 的含量、“塑料食

关技术领域内, 按照《食品安全质量检测学报》的创新性、

品包装材料中双酚 A 的迁移量检测”、“食源性致病菌快速

科学性、实用性标准对投稿稿件进行筛选, 本期共收录了

检测仪器现场评价分析”、“毛细管区带电泳-间接紫外检测

研究水平相对较高的 21 篇学术论文。本专题收录 4 篇综述

法测定婴儿配方奶粉中的胆碱”的论文各 1 篇。

性 文 章, 即 “快 速 检 测 技 术 在 白 酒 质 量 检 测 中 的 应用 现

本期的 21 篇综述及研究性文章, 立意新颖, 选材广

状”、“烟碱提取方法的研究进展”、“高效液相色谱天然产

泛, 涵盖了食品质量与安全相关领域的检测技术、真伪鉴

物成分键合硅胶固定相研究进展”、“纸基微流控芯片技术

别、快速检测技术等方面。本专题的文章是从大量来稿论

在食品安全检测中的应用”, 对液相色谱固定相进展、烟碱

文中通过层层筛选获得, 具有较高的水平, 既能反映当前

提取方法以及快速检测在质量控制和食品安全检测中的应

我国食品品质量与安全检测技术研究热点、前沿技术及发

用进行了评述, 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展方向, 又能体现已开发检测技术能够快速、方便地应用

17 篇研究性论文涉及到农药残留检测、兽药残留检

到食品安全检测领域。

测、真伪鉴别、品质鉴定, 金属元素检测、双酚 A 的迁移

希望本期专题的出版能够促进从事食品安全现代分

规律以及营养组分的分析等内容: 其中 2 篇高分辨质谱文

析仪器检测科技工作者的技术交流, 提升食品质量与安全

章涉及猪肉中 β-受体激动剂残留、白酒品质鉴定; 2 篇涉及

领域科技支撑能力, 保障食品的质量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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