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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快速测定奎宁含量的电化

学检测方法及其应用。包括如下步骤：以裸玻碳

电极作为工作电极，铂电极作为对电极，Ag/AgCl

作为参比电极，构成三电极体系，将三电极体系

置于含奎宁的电解质乙腈溶液中后，与电化学工

作站连接，采用差分脉冲伏安法，扫描电压范

围：-0.5V～1.2V，扫描速度：0.1V/s，振幅：50mV，

脉冲宽度：200ms，测定-0.2V峰位电流值。本发明

的方法可直接用于测定奎宁饮料中的奎宁含量，

检出限为8×10-6mol/L，应用本发明的方法测定

奎宁饮料中的奎宁含量，无需样品预处理，方法

操作简单且反应条件温和可控，所用药品价廉易

得，检出限低，重现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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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快速测定奎宁含量的电化学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以裸玻碳电

极作为工作电极，铂电极作为对电极，Ag/AgCl作为参比电极，构成三电极体系，将三电极体

系置于含奎宁的电解质乙腈溶液中后，与电化学工作站连接，采用差分脉冲伏安法，测定含

奎宁的电解质乙腈溶液的峰位电流值。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快速测定奎宁含量的电化学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差分脉冲伏安法的条件为，扫描电压范围：-0.5V～1.2V，扫描速度：0.1V/s，振幅：50mV，脉

冲宽度：200ms。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快速测定奎宁含量的电化学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峰位电流值为-0.2V峰位电流值。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快速测定奎宁含量的电化学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采用差分脉冲伏安法，建立峰位电流值与奎宁浓度的标准曲线或线性方程。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快速测定奎宁含量的电化学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采用

差分脉冲伏安法，建立峰位电流值与奎宁浓度的标准曲线或线性方程，方法如下：以裸玻碳

电极作为工作电极，铂电极作为对电极，Ag/AgCl作为参比电极，构成三电极体系，将三电极

体系置于含有不同标准奎宁浓度的电解质乙腈溶液中后，与电化学工作站连接，采用差分

脉冲伏安法，分别测定含有不同标准奎宁浓度的电解质乙腈溶液的-0 .2V峰位电流值，建

立-0.2V峰位电流值与奎宁浓度的标准曲线或线性方程；所述含有不同标准奎宁浓度的电

解质乙腈溶液的制备方法是：于容量瓶中依次加入四正丁基六氟磷酸铵、对苯二酚和奎宁

标准溶液，用乙腈定容至10mL，使得四正丁基六氟磷酸铵浓度为0.1mol/L，对苯二酚浓度为

1.5mmol/L，标准奎宁浓度范围为0～1.0mmol/L；所述差分脉冲伏安法的条件为，扫描电压

范围：-0.5V～1.2V，扫描速度：0.1V/s，振幅：50mV，脉冲宽度：200ms。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快速测定奎宁含量的电化学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测定

待测样品中奎宁含量时，所述含奎宁的电解质乙腈溶液的制备方法是：于容量瓶中依次加

入四正丁基六氟磷酸铵、对苯二酚和0.5mL待测奎宁样品，用乙腈定容至10mL，使得四正丁

基六氟磷酸铵浓度为0.1mol/L，对苯二酚浓度为1.5mmol/L。

7.根据权利要求1～6任一项所述的一种快速测定奎宁含量的电化学检测方法，其特征

在于，包括裸玻碳电极预处理：将裸玻碳电极用粒度分别为1.0和0.3μm的氧化铝粉末抛光

到镜面表面，用二次水冲洗，然后在纯水中超声处理30秒。

8.根据权利要求1～6任一项所述的一种快速测定奎宁含量的电化学检测方法，其特征

在于，电化学检测在室温下进行。

9.权利要求1～6任一项所述的电化学检测方法在快速测定药品、保健品或食品中奎宁

含量中的应用。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所述食品包括奎宁饮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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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快速测定奎宁含量的电化学检测方法及其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化学检测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新颖的用裸玻碳电极快速测定样

品中奎宁含量的电化学检测方法及其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奎宁(6'-甲氧基金鸡宁-9-醇)是一种天然的白色结晶生物碱，味苦，具有退热、抗

疟、镇痛和抗炎的作用。南美洲的Cinchona物种的树皮产有很多生物碱，而奎宁是其中最重

要的生物碱。历史上，奎宁用作抗疟疾药物已超过300年。奎宁主要用于治疗对其他抗疟药

有抗性的恶性疟疾。在用于治疗疟疾过程中，奎宁的治愈率较高，同时还显示出抗菌、解热、

局部麻醉、心血管兴奋剂和镇痛特性以及降低运动终板的兴奋性。除了药用之外，奎宁还用

作补品、防腐剂和洗剂。奎宁还可用于预防心律失常，是滋补水和苦味柠檬的风味成分。而

奎宁也是一种潜在的毒性药物，一些国家命令，在食品标签上必须标明奎宁浓度。

[0003] 电化学方法(electrochemical  analysis)是一类将物质与溶液的电化学性质建

立联系的仪器分析方法。根据电池的某种电参数(如电阻、电导、电位、电流、电量或电流-电

压曲线等)与被测物质的浓度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而进行测定的方法。电化学检测通常具

有以下优点：电化学检测器与光谱检测器相比便宜，电化学装置(包括电极)可以容易地最

小化以开发具有简单程序的便携式传感器，并且能量需求低，可以用于实验室或现场测量。

电化学对物质的定性定量的分析在食品、药品、工业生产已被广泛的开发应用。电活性试剂

衍生化和修饰电极等电分析方法允许灵敏和选择性地测定奎宁，但这些方法制备过程复

杂，重现性差，并且电极的制备与维护耗时耗力。因此寻找简单快捷，检出限低，重现性好的

电化学检测奎宁含量的方法非常必要。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简单快速，检出限低，重现

性好的快速检测样品中奎宁含量的电化学检测方法。

[0005] 为实现本发明的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一种快速测定奎宁含量的电

化学检测方法，包括如下步骤：以裸玻碳电极作为工作电极，铂电极作为对电极，Ag/AgCl作

为参比电极，构成三电极体系，将三电极体系置于含奎宁的电解质乙腈溶液中后，与电化学

工作站连接，采用差分脉冲伏安法，测定含奎宁的电解质乙腈溶液的峰位电流值。

[0006] 优选的，所述差分脉冲伏安法的条件为，扫描电压范围：-0.5V～1.2V，扫描速度：

0.1V/s，振幅：50mV，脉冲宽度：200ms。

[0007] 更优选的，所述峰位电流值为-0.2V峰位电流值。

[0008] 优选的，上述的一种快速测定奎宁含量的电化学检测方法，包括采用差分脉冲伏

安法，建立峰位电流值与奎宁浓度的标准曲线或线性方程。

[0009] 更优选的，采用差分脉冲伏安法，建立峰位电流值与奎宁浓度的标准曲线或线性

方程，具体方法如下：以裸玻碳电极作为工作电极，铂电极作为对电极，Ag/AgCl作为参比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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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构成三电极体系，将三电极体系置于含有不同标准奎宁浓度的电解质乙腈溶液中后，与

电化学工作站连接，采用差分脉冲伏安法，分别测定含有不同标准奎宁浓度的电解质乙腈

溶液的-0.2V峰位电流值，建立-0.2V峰位电流值与奎宁浓度的标准曲线或线性方程；所述

含有不同标准奎宁浓度的电解质乙腈溶液的制备方法是：于容量瓶中依次加入四正丁基六

氟磷酸铵、对苯二酚和奎宁标准溶液，用乙腈定容至10mL，使得四正丁基六氟磷酸铵终浓度

为0.1mol/L，对苯二酚终浓度为1.5mmol/L，标准奎宁浓度范围为0～1.0mmol/L；所述差分

脉冲伏安法的条件为，扫描电压范围：-0.5V～1.2V，扫描速度：0.1V/s，振幅：50mV，脉冲宽

度：200ms。

[0010] 优选的，当测定待测样品中奎宁含量时，所述含奎宁的电解质乙腈溶液的制备方

法是：于容量瓶中依次加入四正丁基六氟磷酸铵、对苯二酚和0.5mL待测奎宁样品，用乙腈

定容至10mL，使得四正丁基六氟磷酸铵终浓度为0.1mol/L，对苯二酚终浓度为1.5mmol/L。

[0011] 优选的，包括裸玻碳电极预处理：将裸玻碳电极用粒度分别为1.0和0.3μm的氧化

铝粉末抛光到镜面表面，用二次水冲洗，然后在纯水中超声处理30秒。

[0012] 优选的，电化学检测在室温下进行。

[0013] 上述的电化学检测方法在快速测定药品、保健品或食品中奎宁含量中的应用。优

选的，所述食品包括奎宁饮料。

[0014] 本发明采用三电极工作体系，基于对苯二酚在乙腈中的电化学氧化，使用差分脉

冲伏安法，奎宁会在更负电位引起两个新的氧化峰。新氧化峰的峰高取决于奎宁浓度，建立

峰高与浓度的线性关系。新氧化峰峰电位取决于奎宁两个含氮碱基pKb的差异，可用于鉴别

其他碱。

[001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6] 1、本发明采用裸玻碳电极，在质子惰性溶剂乙腈中，采用差分脉冲法(DPV)，阳极

为正，检测奎宁含量，灵敏度为6.01mA/mol，检测方法简单，反应条件温和可控，所用药品价

廉易得，检出限低，重现性好。

[0017] 2、本发明利用奎宁中喹啉环得质子在-0.2V产生的新的氧化峰的高度检测奎宁含

量，新峰稳定，影响因素少，提高检测准确性。

[0018] 3、本发明的方法可直接用于测定奎宁饮料中的奎宁含量，检出限为8×10-6mol/L，

应用本发明的方法测定奎宁饮料中的奎宁含量，无需样品预处理，该方法操作简单且反应

条件温和可控，所用药品价廉易得，检出限低，重现性好。

[0019] 4、本发明的检测方法，水含量和对苯二酚含量，对奎宁含量的测量无影响。

[0020] 5、本发明采用裸玻碳电极为工作电极，导电性好，化学稳定性高，热胀系数小，质

地坚硬，气密性好，电势适用范围宽。

附图说明

[0021] 图1是本发明检测装置三电极体系示意图。

[0022] 图2是奎宁与对苯二酚在乙腈中循环伏安图；

[0023] 其中，a:0.1mol/L  TBAPF6+1.5mmol/L  QH2；

[0024] b:0.1mol/L  TBAPF6+1.5mmol/L  QH2+0.4mmol/L  QN；

[0025] c:0.1mol/L  TBAPF6+0.4mmol/L  Q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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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图3是奎宁与不同浓度对苯二酚在乙腈中差分脉冲图；

[0027] 其中，a:0.1mol/L  TBAPF6+1.2mmol/L  QH2+0.6mmol/L  QN

[0028] b:0.1mol/L  TBAPF6+1.5mmol/L  QH2+0.6mmol/L  QN。

[0029] 图4是奎宁与不同含水量的差分脉冲图。

[0030] 图5是奎宁与对苯二酚水模拟样以及加标的差分脉冲伏安图；

[0031] 其中，a:0.1mol/L  TBAPF6+1.5mmol/L  QH2+0.4mmol/L  QN+0.5mL水

[0032] b:0.1mol/L  TBAPF6+1.5mmol/L  QH2+0.4mmol/L  QN+0.5mL干扰物。

[0033] 图6是标准奎宁含量检测和标准曲线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实施例1。

[0035] 奎宁(QN)标准溶液的制备：称取0.0130g奎宁标准品，用10ml乙腈溶解并定容，制

备标准浓度为4mM的奎宁标准溶液，作为母液，备用。

[0036] 1、裸玻碳电极预处理：将裸玻碳电极用粒度分别为1.0和0.3μm的氧化铝粉末抛光

到镜面表面，用二次水冲洗，然后在纯水中超声处理30秒，备用。

[0037] 2、含奎宁的电解质乙腈溶液的制备：于3个10mL容量瓶中，分别加入四正丁基六氟

磷酸铵(TBAPF6)、对苯二酚(QH2)和奎宁(QN)标准溶液，用乙腈定容至10mL，得到支持电解质

的待测液。

[0038] 支持电解质1：0.1mol/L  TBAPF6+1.5mmol/L  QH2+0.4mmol/L  QN

[0039] 支持电解质2：0.1mol/L  TBAPF6+1.5mmol/L  QH2

[0040] 支持电解质3：0.1mol/L  TBAPF6+0.4mmol/L  QN

[0041] 3、如图1所示，以裸玻碳电极作为工作电极，铂电极作为对电极，Ag/AgCl作为参比

电极，构成三电极体系，将三电极体系置于支持电解质的待测液中后，与电化学工作站连

接，采用循环伏安法扫描，扫描电压范围：-0.5V～1.2V，扫描速度：0.1V/s。结果如图2。

[0042] 采用循环伏安法扫描，扫描电压范围：-0 .5V—1.2V，扫描速度：0.1V/s，由图2可

见，对苯二酚(图2中曲线a)和奎宁(图2中曲线c)在乙腈的氧化峰电位分布出现在0.8和

0.7V处，图2中曲线b显示含有两种物质的溶液在±0.2V左右产生两个新峰(图2中曲线b中

Ⅱ和Ⅲ)；因为该新峰是由奎宁接受对苯二酚释放的质子引起的，因此本发明优选电化学工

作窗口为-0.5V～1.2V，以奎宁中喹啉环得质子在-0.2V产生的新的氧化峰的峰位电流值测

定奎宁含量。

[0043] (一)对苯二酚含量对奎宁含量测量的影响

[0044] 1、裸玻碳电极预处理：将裸玻碳电极用粒度分别为1.0和0.3μm的氧化铝粉末抛光

到镜面表面，用二次水冲洗，然后在纯水中超声处理30秒，备用。

[0045] 2、含奎宁的电解质乙腈溶液的制备：于2个10mL容量瓶中，分别加入四正丁基六氟

磷酸铵(TBAPF6)、对苯二酚(QH2)和奎宁(QN)标准溶液，用乙腈定容至10mL，得到支持电解质

的待测液。

[0046] 支持电解质1：0.1mol/L  TBAPF6+1.2mmol/L  QH2+0.6mmol/L  QN

[0047] 支持电解质2：0.1mol/L  TBAPF6+1.5mmol/L  QH2+0.6mmol/L  QN

[0048] 3、如图1所示，以裸玻碳电极作为工作电极，铂电极作为对电极，Ag/AgCl作为参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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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极，构成三电极体系，将三电极体系置于支持电解质的待测液中后，与电化学工作站连

接，采用差分脉冲伏安法扫描，扫描电压范围：-0.5V～1.2V，扫描速度：0.1V/s，振幅：50mV，

脉冲宽度：200ms，测定-0.2V峰位电流值。结果如图3。

[0049] 由图3可见，随着对苯二酚浓度的增加，峰Ⅰ的峰电流增大，而峰Ⅱ和峰Ⅲ在-0.2V

峰位电流值保持恒定，如果利用峰Ⅱ和峰Ⅲ的峰电流测定奎宁的浓度，对苯二酚的浓度对

奎宁含量的测定没有影响。

[0050] 如图3中，曲线a为1.2mmol/L  QH2，曲线b为1.5mmol/L  QH2，随着QH2浓度的变化图3

中±0.2V峰位电流值(图3中峰Ⅱ和峰Ⅲ)没有影响，可知对苯二酚的含量对奎宁测量没有

影响。

[0051] (二)水含量对奎宁含量测量的影响

[0052] 1、裸玻碳电极预处理：将裸玻碳电极用粒度分别为1.0和0.3μm的氧化铝粉末抛光

到镜面表面，用二次水冲洗，然后在纯水中超声处理30秒，备用。

[0053] 2、含奎宁的电解质乙腈溶液的制备：于7个10mL容量瓶中，分别加入四正丁基六氟

磷酸铵、对苯二酚、奎宁标准溶液和水(0，0.05，0.10，0.15，0.20，0.30，0.50mL)，用乙腈定

容至10mL，得到支持电解质的待测液。

[0054] 支持电解质1：0.1mol/L  TBAPF6+1.5mmol/L  QH2+0.6mmol/L  QN+0mL  H2O

[0055] 支持电解质2：0.1mol/L  TBAPF6+1.5mmol/L  QH2+0.6mmol/L  QN+0.05mL  H2O

[0056] 支持电解质3：0.1mol/L  TBAPF6+1.5mmol/L  QH2+0.6mmol/L  QN+0.1mL  H2O

[0057] 支持电解质4：0.1mol/L  TBAPF6+1.5mmol/L  QH2+0.6mmol/L  QN+0.15mL  H2O

[0058] 支持电解质5：0.1mol/L  TBAPF6+1.5mmol/L  QH2+0.6mmol/L  QN+0.2mL  H2O

[0059] 支持电解质6：0.1mol/L  TBAPF6+1.5mmol/L  QH2+0.6mmol/L  QN+0.3mL  H2O

[0060] 支持电解质7：0.1mol/L  TBAPF6+1.5mmol/L  QH2+0.6mmol/L  QN+0.5mL  H2O

[0061] 3、如图1所示，以裸玻碳电极作为工作电极，铂电极作为对电极，Ag/AgCl作为参比

电极，构成三电极体系，将三电极体系置于支持电解质的待测液中后，与电化学工作站连

接，采用差分脉冲伏安法扫描，扫描电压范围：-0.5V～1.2V，扫描速度：0.1V/s，振幅：50mV，

脉冲宽度：200ms，测定-0.2V峰位电流值。结果如图4。

[0062] 由图4可见，随着电解液中水浓度的增加，峰Ⅰ逐渐向峰Ⅱ移动，峰Ⅱ的峰电流渐渐

增大，而峰Ⅲ的峰电流在加入的水体积小于0.3mL时不受影响，因此采用峰Ⅲ的峰电流测定

奎宁含量时，小浓度的水对奎宁的测定没有影响。

[0063] 图4中，从右向左依次代表加入的水为0～0.5mL。随着水加入量的增加，图4中-

0.2V峰位电流值(图4中III峰)几乎没有影响，可知水的存在对奎宁测量没有影响。

[0064] (三)干扰物对奎宁含量测量的影响

[0065] 1、裸玻碳电极预处理：将裸玻碳电极用粒度分别为1.0和0.3μm的氧化铝粉末抛光

到镜面表面，用二次水冲洗，然后在纯水中超声处理30秒，备用。

[0066] 2、含奎宁的电解质乙腈溶液的制备：于2个10mL容量瓶中，依次加入四正丁基六氟

磷酸铵、对苯二酚、奎宁标准溶液和0.5mL水或0.5mL干扰物混合溶液(0.1mM蔗糖、0.05mM阿

斯巴甜、0.1mM安赛蜜、0.1mM甘氨酸)，用乙腈定容至10mL，得到支持电解质的待测液。

[0067] 支持电解质1：0.1mol/L  TBAPF6+1.5mmol/L  QH2+0.4mmol/L  QN+0.5mL水

[0068] 支持电解质2：0.1mol/L  TBAPF6+1.5mmol/L  QH2+0.4mmol/L  QN+0.5mL干扰物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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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液

[0069] 3、如图1所示，以裸玻碳电极作为工作电极，铂电极作为对电极，Ag/AgCl作为参比

电极，构成三电极体系，将三电极体系置于支持电解质的待测液后，与电化学工作站连接，

采用差分脉冲伏安法，扫描电压范围：-0.5V～1.2V，扫描速度为：100mv/s，振幅：50mV，脉冲

宽度：200ms，测定-0.2V峰位电流值。结果如图5所示。

[0070] 由图5可见，图5中曲线a为加入0.5mL水，曲线b为加入0.5mL干扰物混合溶液，加入

干扰物后峰Ⅲ的峰电流保持稳定，证明上述干扰物对奎宁的测定没有影响。干扰物的存在

对奎宁测定没有影响。

[0071] 实施例2。

[0072] 电化学检测方法快速测定奎宁饮料中奎宁含量

[0073] (一)建立-0.2V峰位电流值与奎宁浓度的标准曲线和线性方程

[0074] 1、裸玻碳电极预处理：将裸玻碳电极用粒度分别为1.0和0.3μm的氧化铝粉末抛光

到镜面表面，用二次水冲洗，然后在纯水中超声处理30秒，备用。

[0075] 2、含有不同标准奎宁浓度的电解质乙腈溶液的制备：于10mL容量瓶中，依次加入

四正丁基六氟磷酸铵、对苯二酚和奎宁标准溶液，用乙腈定容至10mL，分别得到四正丁基六

氟磷酸铵终浓度为0.1mol/L，对苯二酚终浓度为1.5mmol/L，奎宁标准终浓度分别为0、0.2、

0.4、0.6、0.8、1.0mmol/L的电解质乙腈溶液。

[0076] 同时做对比，对比组成为加入四正丁基六氟磷酸铵和奎宁标准溶液，用乙腈定容

至10mL，得到四正丁基六氟磷酸铵终浓度为0.1mol/L，奎宁标准终浓度为0.4mmol/L，不含

有对苯二酚的电解质乙腈溶液。

[0077] 3、如图1所示，以裸玻碳电极作为工作电极，铂电极作为对电极，Ag/AgCl作为参比

电极，构成三电极体系，将三电极体系置于含有奎宁的电解质乙腈溶液中后，与电化学工作

站连接，采用差分脉冲伏安法，扫描电压范围：-0.5V～1.2V，扫描速度为：100mv/s，振幅：

50mV，脉冲宽度：200ms，测定-0.2V峰位电流值。结果如图6所示。

[0078] 由图6可见，奎宁浓度在0.2～1.0mmol/L的范围内，峰Ⅲ的峰电流随着奎宁浓度的

增大而不断增加，通过做图可以得出其浓度与-0.2V峰位电流值的变化量存在线性关系，线

性方程为：y＝6.011x-0.0587，式中：x为奎宁的浓度(mmol/L)；y为-0.2V峰位电流值(μA)。

[0079] (二)奎宁饮料中奎宁含量的测定

[0080] 1、裸玻碳电极预处理：将裸玻碳电极用粒度分别为1.0和0.3μm的氧化铝粉末抛光

到镜面表面，用二次水冲洗，然后在纯水中超声处理30秒，备用。

[0081] 2、含奎宁的电解质乙腈溶液的制备：于10mL容量瓶中，依次加入四正丁基六氟磷

酸铵、对苯二酚和0.5mL奎宁饮料，用乙腈定容至10mL，得到四正丁基六氟磷酸铵终浓度为

0.1mol/L、对苯二酚终浓度为1.5mmol/L的含奎宁的电解质乙腈溶液。

[0082] 3、如图1所示，以裸玻碳电极作为工作电极，铂电极作为对电极，Ag/AgCl作为参比

电极，构成三电极体系，将三电极体系置于含奎宁的电解质乙腈溶液中后，与电化学工作站

连接，采用差分脉冲伏安法，扫描电压范围：-0 .5V～1 .2V，扫描速度为：100mv/s，振幅：

50mV，脉冲宽度：200ms，测定-0.2V峰位电流值。

[0083] 根据线性方程：y＝6.011x-0.0587，式中：x为奎宁的浓度(mmol/L)；y为-0.2V峰位

电流密度值(μA)，计算得出样液中奎宁浓度，进而得出奎宁饮料中奎宁的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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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4] (三)结果

[0085] 对市购的奎宁饮料进行检测，检测了3批，与现有技术中成熟的检测奎宁含量的色

谱方法相比，准确率达到100％。本发明的灵敏度可达6.01mA/mol，检出限低可达到8×10-

6m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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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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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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