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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烯雌酚残留的三种检测方法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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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己烯雌酚（ｄｉｅｔｈｙｌｓｔｉｌｂｅｓｔｒｏｌ，ＤＥＳ）是一种在畜牧业生产中广泛应用的人工合成的非甾体类雌激素。在己烯雌

酚长期生产实践中研究发现，己烯雌酚具有以生殖毒性为主的严重毒副作用。本实验就高效液相色谱法（ｈｉｇｈ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ｌｉｑｕｉｄ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ＨＰＬＣ）的、荧光分光光度计法（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ｓｐｅｃｔｒｏｐｈｏｔｏｍｅｔｅｒ，ＦＳ）、毛细管电泳法（ｃａｐｉｌｌａｒｙｚｏｎｅ
ｅｌｅｃｔｒｏｐｈｏｒｅｓｉｓ，ＣＺＥ）三种检测方法作比较。旨在寻找一种快速、高效、可行的动物组织中己烯雌酚残留检测方法。实
验表明高效液相色谱法最小检出量为６．２５×１０－３ｍｇ／ｍｌ，荧光光度法的最小检出量８．０４×１０－３ｍｇ／ｍｌ，毛细管区带电电泳
法的检测所用时间为４ｍｉｎ，具有较快的检测速度，仪器便宜、方法简便、准确、试剂用量小，而且废液容易处理、污
染小。可见ＣＺＥ法在基层实际检测中是一种有效、可行的检测方法。
关键词：己烯雌酚；高效液相色谱；荧光分光光度计；毛细管区带电电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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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烯雌酚（ｄｉｅｔｈｙｌｓｔｉｌｂｅｓｔｒｏｌ ＤＥＳ）分子式为：
Ｃ１８Ｈ２０Ｏ２，分子量：２６８．３６，化学名为１，２－双（４－羟苯基）－
１，２－二乙基乙烯，为无色结晶或白色结晶性粉末，在乙
醇、乙醚、氯仿、脂肪油或强碱溶液中溶解，在水中难
溶、熔点１６９～１７２℃。结构式为：
ＣＨ ３
ＯＨ
ＨＯ
Ｈ ３Ｃ

１９７９年开始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开始严格控
制ＤＥＳ作为治疗药物使用。并禁止使用己烯雌酚作为动
物饲料添加剂（农业部文件 农牧发［２００１］２４号）。欧盟从
１９８６年禁止用于食品动物并限制进口其他国家用过该药
的食品动物。２００３年４月４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发
布《２００３年度动物性产品中兽药残留监控计划》（农牧
发［２００３］６ 号） ，对己烯雌酚在动物性食品中要求零检
出。
Ｒｅｍｓｅｙ等在１９７５年报道７头阉公牛和７头小母牛每天
投喂ＤＥＳ１０ｍｇ，连续给药６０ｄ，在不同的停药期屠宰，采
集肌肉、肝脏、肾脏、脂肪、胆汁、血浆、尿液、粪
便。组织样品用气相色谱法进行残留分析；排泄物等用
同位素稀释法分析。结果表明停药１．５ｄ后，肌肉、血浆、
心脏、脾脏均未检出ＤＥＳ；停药５ｄ，肾脏未检出药物；７ｄ
后肝脏未检出；９ｄ后胆汁未检出；１２ｄ，粪便和尿液未检
出［１］。
由于己烯雌酚在动物体内代谢快，组织中浓度低，
因此其检测方法应该准确、灵敏。目前文献报道用于ＤＥＳ
残留检测的方法很多，主要有气相色谱－质谱联机法（ｇａｓ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ｍａｓｓ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ＧＣ－ＭＳ）、气相色谱
法（ ｇ ａ ｓ ｃ ｈ ｒ ｏ ｍ ａ ｔ ｏ ｇ ｒ ａ ｐ ｈ ｙ ，Ｇ Ｃ ） 、放射免疫法
（ｒａｄｉｏｉｍｍｕｎｏａｓｓａｙ，ＲＩＡ）、酶连免疫吸附法（ｅｎｚｙｍｅ－
ｌｉｎｋｅｄ ｉｍｍｕｎｏｓｏｒｂｅｎｔ ａｓｓａｙ，ＥＬＩＳＡ）、高效液相色谱法

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６６３０（２００６）０９－０２１４－０５

仪器的专用性强，使用的技术性要求高，测定样品的成
本也较高。ＲＩＡ具有操作简便、灵敏度高、样品容量大、
适于批量测定、仪器化程度高、分析成本低等优点。缺
点是需要有同位素防护设备，对试验人员有一定的伤
害，仪器昂贵、假阳性率高、废液不易处理等。ＥＬＩＳＡ需
要专门的试剂盒且不易保存，对技术要求较高。 由于ＤＥＳ
具极性，且沸点较高，需要繁琐的衍生化步骤，从而限
制了ＧＣ的应用。Ｂｉｏａｓｓａｙ检测时间要求较长、检测下限
较高。
为了寻求一种经济、简便、灵敏、特异性强的测定
方法，本实验以残留量较高的肝脏为检测对象，分别用
高效液相色谱法［２］ 、荧光分光光度计法［３］ 、毛细管区带电
电泳法［ ４ ］对其中的ＤＥＳ含量进行检测，同时以己烯雌酚片
剂为参照对三种检测方法的最低检测限进行了比较。
１

最小检测量试验及标准曲线的建立

１．１
１．１．１

材料与方法
仪器与材料

高效液相色谱仪 Ｗａｔｅｒｓ ２４８７，具Ｗａｔｅｒｓ ４９０紫外检
测器； 色谱柱
ＣＬＣ－ＯＤＳ－Ｃ１８（５μｍ）６．２ｍｍ×１５０ｍｍ，不锈
钢柱；Ｆ－４０００荧光分光光度计
日本 日立； 弹性熔硅毛
细管（５０μｍ×４５ｃｍ ｉ．ｄ）
河北永年光纤厂；紫外检测器
Ｗａｔｅｒｓ ４９０。
甲醇、磷酸、硼砂。
０．０４３ｍｏｌ／Ｌ磷酸二氢钠（ＮａＨ２ＰＯ ４·２Ｈ ２ Ｏ）；己烯雌
酚片 合肥久联制药有限公司 批号０４１００４；己烯雌酚标
准品
中国药物研究所制购自湖南长沙奥克玛公司；
β－环糊精（简称β－ＣＤ， Ａｌｄｒｉｃｈ公司） ： 使用时加尿素配成
５．０×１０ －２ ｍｏｌ／Ｌ；溴化十六烷基三甲铵（ＣＴＭＡＢ）：１×１０ － ３
ｍｏｌ／Ｌ；肉桂酸化学对照品。
实验使用的试剂一般系分析纯，有机溶剂需过０．５μｍ ＦＨ
滤膜，无机试剂需过０．４５μｍ滤膜。水为去离子水，经检
测均无荧光杂质。

（ｈｉｇｈ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ｌｉｑｕｉｄ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ＨＰＬＣ）、荧光

１．１．２

分光光度计法（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ｓｐｅｃｔ ｒｏｐｈｏｔｏｍｅｔｅｒ，ＦＳ）、毛

１．１．２．１

细管区带电电泳法（ｃａｏｉｌｌａｒｙ ｚｏｎｅ ｅｌｅｃｔｒｏｐｈｏｒｅｓｉｓ，ＣＺＥ），
另外还有辐照分光光度法（ｉｒ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ＩＴ）和生
物分析法（ｂｉｏａｓｓａｙ）。

紫 外 检 测 器 检 测 波 长 ２ ３ ０ ｎ ｍ ， 灵 敏 度 为 ０．０４
ＡＵＦＳ。

ＧＣ－ＭＳ在检测药物时具有其独特的优点，但使用时

检测条件（三种检测方法的条件）
高效液相色谱法

流动相：甲醇５３％，０．０４３ｍｏｌ／Ｌ磷酸二氢钠４７％，用
磷酸调ｐＨ＝５（其中ＮａＨ ２ＰＯ ４·２Ｈ ２Ｏ水溶液需过０．４５μｍ滤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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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速：１ｍｌ／ｍｉｎ；进样量：１０μｌ；柱温：２０℃工作时
间１０ｍｉｎ。

※分析检验

为８４．５％～１００％。

１．１．２．２
荧光分光光度计法
激发波长和发射波长狭缝宽度均为５ ｎ ｍ ，响应时间

１．２．１．４
日间和日内精密度
加样０．１５、０．６、１．２μｇ／ｍｌ时，其日内ＲＳＤ分别为１．５３％、
１．０８％、０．６７％；日间ＲＳＤ分别为３．６６％、３．５３％、０．８１％。

为２ｓ。

１．２．１．５

１．１．２．３
高效毛细管区带电电泳法
电泳条件分离电压２４ｋＶ，温度２５℃，虹吸进样，高
度１０ｃｍ，时间１ｓ ，紫外检测波长２１４ｎｍ ，分离用缓冲液
为ｐＨ９．１８，２５ｍｍｏｌ／Ｌ的硼砂溶液，以肉桂酸为内标。精

流动相的选择 流动相是色谱分离中最重要的一
步，直接关系到分析的灵敏度、检出限，决定着能否将样
品的组分一一洗脱分离。ＧＢ／Ｔ １４９３１．２－１９９４中规定的流动
相为：甲醇７０％，０．０４３ｍｏｌ／Ｌ磷酸二氢钠３０％。本实验利

密称取干燥肉桂酸１０．００ｍｇ置１０ｍｌ容量瓶中，用甲醇溶解
至刻度，即成浓度为１．００ｍｇ／ｍｌ的肉桂酸内标液，置冰箱

用相同甲醇、０．０４３ｍｏｌ／Ｌ磷酸二氢钠溶液，以不同配比的
溶剂体系进行实验。结果显示，以甲醇５３％、０．０４３ｍｏｌ／Ｌ
磷酸二氢钠４ ７ ％为最佳。

备用。

主要影响因素（检测的结果与以下几点有关系）

标准液配制
在５０ｍｌ具塞离心管中，分别加入不同浓度的标准液
（３．０、６．０、１２．０、１８．０、２４．０μｇ／ｍｌ）各１．０ｍｌ，同时做空白对
峰面积（ｍＶ）

１．１７５

１．１．３

照。加甲醇至２０．００ｍｌ，使其测定浓度为０．００、０．１５、
０．３０ 、０ ． ６ ０、０ ． ９ ０、１．２ ０μｇ ／ ｍ ｌ，充分搅拌，振荡
２０ｍｉｎ，过０．５μｍ ＦＨ滤膜，备用。

１．１．５

精密度实验
用标准液进样，进行６次分析，以波峰面积为检测对
象检验监测方法的精密度。
１．１．６

样品回收率
用标准液在高、中、低三个水平测定回收率。

１．１．７

日间和日内精密度的考察
考虑日光的影响以标准溶液进行日间和日内精密度

７．５０

０．００

的标准溶液。同时视需要可以稀释溶液直至不能检出为
检测下限。并求出线性方程。

１５．００

分别以三种检测方法按１．２中检测条件检测１．３中配制

３．７７３

线性范围、相关性及检出限
０．８４６
１．９１７

１．１．４

时间（ｍｉｎ）
图１ DES 的高效液相色谱图
Fig.1 HPLC chromatogram of DES

流速的选择流速的大小直接影响柱及系统的压力、
各组分分离度、洗脱时间，在流动固定之后，选择最佳
分离度和最短分析时间的流速。流速太小，分析时间太
长。流速太大，系统的压力太高，容易损伤仪器，因

考察。

此，本实验以０．８、１．０、１．２ｍｌ／ｍｉｎ流速进行实验，得到流

１．１．８

速在１．０ｍｌ／ｍｉｎ为最合适。

１．２
１．２．１

主要影响因素
分别对三种检测方法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结果与分析
高效液相色谱法

１．２．１．１
线性范围、相关性及检出限
己烯雌酚的保留时间 １．５ｍｉｎ 线性范围０～１００ｎｇ最低
检出限６．２５×１０－５μｇ／ｍｌ 回归方程：
Ｙ＝６．５２３３９Ｘ＋０．５９９８４７，ｒ ＝０．９９９４ 。
１．２．１．２
精密度
进行６次分析，其峰面积分别为５０．２４８９、５０．１０２９、
５０．９１５６、５１．０３８７、５０．３２９８、４９．９８９１，变异系数为０．８６％。
１．２．１．３
回收率
加样０．１５μｇ／ｍｌ，回收率 ８４．５％，加样０．６μｇ／ｍｌ，回
收率 ８７．９％加样１．２μｇ／ｍｌ，回收率８７．６％，其回收率范围

柱温的选择 柱温是影响组分分离度因素之一，本试
验在流动相及流速固定下，以柱温为２０、３０、４０℃进行试
验，结果表明，随着柱温升高，各组分保留时间大大提前，
但容易导致波峰重叠不易分辨，本实验采用２０℃柱温。
波长的选择

己烯雌酚在２３０和２８０ｎｍ下都有较好的

吸收。在分离条件固定下，在Ｄ、Ｅ两个检测通道，分
别用２ ３ ０ 和２ ８ ０ ｎ ｍ 波长对加标样品进行检测发现２ ３ ０ 和
２８０ｎｍ波长测定都能有效分离，并克服共存干扰物的影
响，而２３０ｎｍ波长下吸收大得多，因此本实验采用２３０ｎｍ
波长进行检测。
１．２．２

荧光分光光度计法

１．２．２．１
线性范围、相关性及检出限
按实验方法作出了己烯雌酚荧光分析工作曲线，在

※分析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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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５

０～１．２μｇ／ｍｌ浓度范围内，荧光强度与浓度之间呈良好的
线性关系，检测限为８．０４×１０－３μｇ／ｍｌ，线性回归方程为：
Ｙ＝２．１０２Ｘ＋０．９５８９，ｒ＝０．９９９６。

５０

２５

３０１９、３５．４５３１、３５．４３８９、３５．８９１０，变异系数为，０．６％。
１．２．２．３
回收率
加样０．１５μｇ／ｍｌ，回收率９９．８％；加样０．６μｇ／ｍｌ，回收
率 １０１．１％；加样１．２μｇ／ｍｌ，回收率９７．８％。其回收率范围为
９７．８％～１０１．１％。
１．２．２．４

０
２２５

日间和日内精密度

ＯＨ

荧光强度

４０

２０

０
３５０

Ｈ ２Ｏ
Ｃ Ｈ ３ Ｓ Ｏ ３Ｈ

ＨＯ

４００
波长（ｎｍ）

ＯＨ
Ｈ ＣＨ ３

Fig.2

ＣＨ ３Ｏ Ｈ

强酸性溶液至ｐＨ＝８．０ 的弱碱性溶液中，λｅｘ＝２６２ｎｍ，
λｅｍ 则随溶液酸度减小从３８８ｎｍ渐移至３８２ｎｍ，加入有机
溶剂、β－ＣＤ 或ＣＴＭＡＢ后，λｅｘ 稳定在２５０ｎｍ，λｅｍ 稳定

３
４

５０

２

由小到大的顺序为：Ｈ ２ Ｏ ＜Ｃ Ｈ ３ Ｏ Ｈ ＜Ｃ ２ Ｈ ５ Ｏ Ｈ ＜Ｃ ３ Ｈ ７ Ｏ Ｈ 。
说明溶液非极性增强，荧光强度增加；溶液酸碱性对荧
光强度的影响如下图３ 所示。
１．２．３

毛细管区带电电泳法

１．２．３．１
线性范围、相关性及检出限
按１．２的测试条件测定，以标准品与内标物的峰面积
之比对浓度进行线性回归，在１００．０～５００．０μｇ／ｍｌ范围内线

Ｃ

Ｂ

２５

Ｆ

Ａ
０

２

４

６
ｐＨ

Ｇ

Ｅ

Ｄ

０

在３８２ｎｍ，即酸性介质中反应物的荧光光谱既受酸度的影

光强度远较强酸强碱性介质中的小。
介质对荧光强度的影响随溶剂极性不同，荧光强度

５００

图２ (b)发射光谱
(b)Emission spectrum

７５

ＨＯ

响，又受溶剂的影响。
在 ｐ Ｈ ＞ １ １ ． ０ 的 强 碱 性 溶 液 中 ，λｅｘ＝２５０ｎｍ，λ
ｅｘ＝３７８ｎｍ。加入表面活性剂或β－ＣＤ后，激发光谱与发射
光谱的峰位均不改变．在ｐＨ＝８．０～１１．０的弱碱性溶液中，荧

４５０

［ＤＥＳ］＝１．２×１０－６ ｍｏｌ／Ｌ——ｐＨ＝３．０、１２．０。

荧光强度

浓Ｈ２ＳＯ ４
ＣＨ ３Ｈ

（ｂ）

虚线：ｐＨ＝１２．０时的发射光谱

其荧光光谱随ｐＨ值的变化而变化，在２．０ｍｏｌ／Ｌ Ｈ２ ＳＯ ４ 的
ＣＨ ３

实线：ｐＨ＝３．０时的发射光谱

６０

介质对荧光光谱的影响反应产物的荧光光谱见图２。

Ｈ

３２５

图２ (a)激发光谱

１０ｈ；比值为１０ｍｌ：１ｍｇ时９０～１０２ｍｉｎ即可达到最大且稳定
的荧光强度。

ＯＨ

３００

Fig.2 (a) Inspired spectrum

ＤＥＳ具有荧光性质。该反应受浓硫酸的用量及反应时间的
影响。当硫酸用量与己烯雌酚之比为１ ｍ ｌ ： １ ｍ ｇ时需８ ～

ＣＨ ３

２７５
波长（ｎｍ）

１．２．２．５
主要影响因素（检测的结果与以下几点有关系）
硫酸与反应时间的关系己烯雌酚本身无荧光，在有
浓硫酸存在的条件下与水发生加成反应生成Ｈ－ＤＥＳ ，Ｈ－

ＨＣ

２５０

［ＤＥＳ］＝１．２×１０－６ ｍｏｌ／Ｌ——ｐＨ＝３．０、１２．０。

加样０．１５、０．６、１．２μｇ／ｍｌ时，其日内ＲＳＤ分别为１．４５％、
１．２３％、０．５９％；日间ＲＳＤ分别为３．６７％、３．４４％、０．６４％。

Ｈ

（ａ）

实线：ｐＨ＝３．０时的激发光谱
虚线：ｐＨ＝１２．０时的激发光谱
荧光强度

１．２．２．２
精密度
进行６次分析，其峰面积分别为３５．３９０２、３５．３４１２、 ３５．

217

８

１０

１２

１４

１．［β－ＣＤ］＝０；２．［β－ＣＤ］＝８．０×１０－３ ｍｏｌ／Ｌ；３．［β－ＣＤ］＝８．０×１０－３ ｍｏｌ／Ｌ；
４．［ＣＴＭＡＢ］＝１．０５×１０－３ ｍｏｌ／Ｌ，乙醇为６０％，［ＤＥＳ］＝７．５×１０－７ ｍｏｌ／Ｌ。
图３
Fig.3

ｐＨ对ＤＥＳ的荧光强度的影响
The effect of pH on DES

性关系良好，最低检测限１．０μｇ／ｍｌ。得回归方程：
Ｙ＝０．４８２６＋１３．２４２１Ｘ，ｒ ＝０．９９９８。
１．２．３．２
精密度
进行６次分析，其峰面积分别为２１．６８８３、２１．６９７４、
２１．７２３１、２１．６０９２、２１．６５９１、２１．６８９９，变异系数为０．１８％。
１．２．３．３

回收率

加样５０．００μｇ／ｍｌ，回收率 ９７．９６％；加样１００．００μｇ／ｍｌ，
回收率１０２．３１％；加样２００．００μｇ／ｍｌ，回收率９９．４５％。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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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峰面积（ｍＶ）

５．００
４．５０

ｂ

４．００
３．５０
３．００
１．００

２．００

３．００

４．００

时间（ｍｉｎ）
ａ．己烯雌酚；ｂ．肉桂酸。

FIg.4

图４ DES电泳图
The electrophoregrams of DES

约为２．８６ｍｉｎ，样品测试时间只需４ｍｉｎ；所用的石英毛细
管价廉，背景电解质为普通的硼砂盐，几乎不消耗溶剂
且无毒，方法快速、高效、低耗、准确；因此可用于己
烯雌酚制剂中己烯酚的定量分析。荧光法利用己烯雌酚
和浓硫酸的水解产物的荧光性质，对己烯雌酚的检测达
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方法快速、高效、低耗、准确、
误差小、回收率高，缺点是需要较高的电压支持。笔者
认为ＣＺＥ法作为低级别的己烯雌酚快速定性分析，尤其适
合我国县级的畜牧局、工商部门的日常定性分析。
２
２．１

收率范围为９７．９６％～１０２．３１％。
１．２．３．４
日间和日内精密度
加样１００．０、３００．０、５００．０μｇ／ｍｌ时，其日内ＲＳＤ分
别为１．６０％、１．１２％、０．６７％；日间ＲＳＤ分别为３．７５％、
３．６５％、０．７６％。
１．２．３．５
主要影响因素
应当从内标的种类、浓度以及电压、硼酸的浓度方
面进行考虑，由于实验经费及实验室条件限制未能对毛
细管区带电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１．３ 讨 论
本试验中通过对三种不同检测方法的线性范围、相
关性及检出限、精密度、加样回收率方面分别进行了对
比研究得出：三种检测方法切实可靠可行。
最低检测限：ＨＰＬＣ法 ６．２５×１０－５μｇ／ｍｌ；ＦＳ法８．０４×
１０－５μｇ／ｍｌ；ＣＺＥ法１．０μｇ／ｍｌ。
１．３．１
高效液相色谱法工作曲线的相关系数ｒ＝０．９９９４；
其相对标准差ＲＳＤ≤０．６％（ｎ＝６），回收率范围为８４．５％～
１００％，峰面积变异系数为 。ＨＰＬＣ法是ＧＢ／Ｔ１４９３１．２－１９９４
畜禽肉中己烯雌酚的测定方法该法具有灵敏、准确、精
密、杂质干扰少，具有较高可重复性、权威性等优点。
但是该方法也有实验仪器昂贵、保养程序复杂、设备对
环境要求较高、技术含量较高、试剂毒性较大、单个样
品检测成本较高、样品前处理复杂等缺点。故该法较为
适合科研单位、较高级别的检疫站所、进出口检疫等要
求较高的部门作为定性、定量检测使用。
１．３．２
荧光分光光度计法平均偏差１．１５％，标准偏差１．
７２％，回收率为９７．８％～１０１．１％，在０～１．２μｇ／ｍｌ浓度范围
内，荧光强度与浓度之间呈良好的线性关系，ｒ＝０．９９９６，
最低检测限为８．０４×１０－２μｇ／ｍｌ其峰面积变异系数为。该方
法有灵敏性高、回收率高、仪器操作简单、可操作性
强、试剂便宜等优点，是一种新的ＤＥＳ检测方法，不足之
处是样品前处理时间较长，所用试剂有腐蚀性。所以该
方法比较适合对检测时间要求不严格的场合使用，可以
作为ＨＰＬＣ法的补充，也可以在低一级的检疫站所推广。
１．３．３

使用毛细管区带电电泳法时己烯雌酚的迁移时间

※分析检验

样品检测
材料与方法

２．１．１

材料
由贵阳市花溪区徐家冲菜市场分批随机采集猪肝脏
共１２０份，每份５～１０ｇ。
２．１．２

提取及净化
称取５ｇ（±０．１ｇ）绞碎肝脏样品（小于５ｍｍ），放入５０ｍｌ具
塞离心管中，加１０．００ｍｌ甲醇，充分搅拌，振荡２０ｍｉｎ，于
３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１０ｍｉｎ，将上清液移出，残渣中再加１０．００ｍｌ甲
醇，混均后振荡２０ｍｉｎ，于３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１０ｍｉｎ，合并上清
液，此时出现混浊，需再离心１０ｍｉｎ，取上清液过０．５μｍ ＦＨ
滤膜，分别编号，置入４℃冰箱备用。
２．１．３

样品检测
分别取提取净化后的样品适量用高效液相色谱、荧
光分光光度计、毛细管区带电电泳三种方法检测，具体
方法见上文最小检测量试验及标准曲线的建立。
２．２ 结果与分析
实验结果显示，三种检测方法中，高效液相色谱法
检出率为４．１７％，最高检出量０．９４７１ｍｇ／ｋｇ，最低检出量０．
２０５８ｍｇ／ｋｇ；毛细管区带电电泳法检出率３．３３％，最高检
出量０．９３８７ ｍｇ／ｋｇ，最低检出量０．２０２０ｍｇ／ｋｇ；荧光光度法
检出率为４．１７％，最高检出量０．９１２７ｍｇ／ｋｇ， 最低检出量０．
２１１８ｍｇ／ｋｇ。
２．３ 讨 论
通过贵阳市花溪区徐家冲菜市场猪肝的检测得
出：样品中ＤＥＳ最小残留量为０．２０５８ｍｇ／ｋｇ，最高残留
量为０．９４７１ｍｇ／ｋｇ检出率为４．１７％，最小残留量在毛细管区
带电电泳法的检测下限之上，所以ＣＺＥ法可以做为作为低
级的己烯雌酚快速定性分析，尤其适合我国县级的畜牧
局、工商部门的日常定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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