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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尿液中二甲苯代谢物的

检测方法，包括如下步骤：(1)将尿液与溶剂A混

合，然后离心，得到上清液；其中，溶剂A选自甲醇

和乙腈中的一种或两种；(2)将上清液与溶剂B混

合，得到样品液；其中，溶剂B选自超纯水、甲醇和

乙腈中的一种或多种；(3)采用液相色谱串联质

谱检测样品液中的二甲苯代谢物；其中，二甲苯

代谢物包括2-甲基马尿酸、3-甲基马尿酸和4-甲

基马尿酸。本发明的方法可以同时检测三种以上

二甲苯代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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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尿液中二甲苯代谢物的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1)将尿液与溶剂A混合，然后离心，得到上清液；其中，溶剂A选自甲醇和乙腈中的一种

或两种；所述尿液与溶剂A的体积比为1:1～20；

(2)将上清液与溶剂B混合，得到样品液；其中，溶剂B选自超纯水、甲醇和乙腈中的一种

或多种；所述上清液与溶剂B的体积比为1:0.5～20；

(3)采用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检测样品液中的二甲苯代谢物；其中，二甲苯代谢物包括2-

甲基马尿酸、3-甲基马尿酸和4-甲基马尿酸。

2.一种尿液中4-甲基马尿酸的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1)将尿液与溶剂A混合，然后离心，得到上清液；其中，溶剂A选自甲醇和乙腈中的一种

或两种；所述尿液与溶剂A的体积比为1:1～20；

(2)将上清液与溶剂B混合，得到样品液；其中，溶剂B选自超纯水、甲醇和乙腈中的一种

或多种；所述上清液与溶剂B的体积比为1:0.5～20；

(3)采用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检测样品液中的4-甲基马尿酸。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所述尿液与溶剂A的体

积比为1:2～5。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溶剂A为甲醇。

5.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所述上清液与溶剂B的

体积比为1:1～5。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溶剂B为超纯水。

7.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的液相色谱串联质谱的条

件如下：

液相色谱条件：液相色谱柱为反相色谱柱，所述反相色谱柱的填料的粒径小于等于5.0

μm，柱长为30～150mm；流动相包括流动相A和流动相B；流动相A为体积百分数为0.005～

0.2vol％的甲酸或乙酸的水溶液；流动相B为体积百分数为0～0.2vol％的甲酸或乙酸的甲

醇溶液，或者为体积百分数为0～0.2vol％的甲酸或乙酸的乙腈溶液；流动相的流速为0.1

～0.5mL/min；柱温为30～60℃；洗脱方式为梯度洗脱；进样量为1～10μL；

质谱条件：采用电喷雾电离源ESI，采用负离子模式ESI﹣；采用多反应监测模式MRM进行

监测；毛细管电压为0.5～5kV；离子源温度为120～180℃。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梯度洗脱如下：0～1min，流动相A保持

85vol％不变；1～10min，流动相A从85vol％降至70vol％；10～13min，流动相A从70vol％降

至25vol％；13～14min，流动相A从25vol％升至85vol％。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在质谱条件中，碰撞能为10～20eV，锥

孔电压为10～40V，定量离子对如下所示：

化合物 母离子(m/z) 子离子(m/z)

2-MHA 192 91

3-MHA 192 91

4-MHA 192 91

10.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采用外标法进行定量，以标准品浓度

为X轴，以定量离子响应峰面积为Y轴，建立标准曲线；将步骤(3)的液相色谱串联质谱得到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2

CN 109342604 A

2



的响应峰面积通过标准曲线进行定量，得出测量浓度；将所述测量浓度经过换算，得到待测

化合物在尿液中的浓度c；换算公式如下：

c＝c0×n

式中，c0为测量浓度；n为稀释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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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液中二甲苯代谢物的检测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尿液中代谢物的检测方法，尤其是一种尿液中二甲苯代谢物的检

测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生物监测是指对血液、尿液等人体生物材料中的化学物质及其代谢物含量或由它

们产生的生物效应水平进行监测，可以反映机体不同途径及来源的化学物质的总接触量。

二甲苯是工业上应用十分广泛的化学品，包括邻二甲苯、间二甲苯、对二甲苯三种异构体。

工业上经常使用此三种异构体的混合物。长期接触二甲苯会对皮肤、内分泌、神经系统等产

生有害影响。因此，对二甲苯的暴露水平进行生物监测在职业防护中是非常必要的。然而，

目前针对该化合物的体内代谢物的检测方法的报道较少。

[0003] CN103837624A公开了一种尿液中苯乙醛酸和苯乙醇酸的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测定

方法，将样品经稀释后直接引入液相色谱 -电喷雾电离 -串联质谱仪进行测定。

CN102788852A公开了一种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检测人体尿液中芳香胺化合物的方法，采

用浓HCl水解尿液，并通过PAH分子印迹柱对样品进行纯化处理，进液相色谱-串联质谱联用

仪分析。CN106680393A公开了采用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定量检测尿液样品中环境荷尔

蒙(例如邻苯二甲酸单甲基酯)，先用高效液相色谱将经过预净化处理的尿液样本进行初步

分离，串联质谱法负离子电喷雾离子化的多离子反应监测模式对目标组分的母离子-子离

子对进行扫描，氘代同位素内标法进行准确定量，以标准品浓度与内标品浓度比值为X轴，

以标准品响应峰面积与内标品响应峰面积比值为Y轴，建立校正曲线，计算环境荷尔蒙的含

量。CN103175921A公开了一种液相色谱串联质谱分析尿液中苯和甲苯四种代谢物的方法。

上述方法采用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检测一些芳香族化合物及其代谢物，但均不是二甲苯的代

谢物。此外，CN103175921A采用固相萃取法分离代谢物，由于受萃取条件的限制，代谢物的

检测也受到限制。

[0004] 此外，CN106442784A公开了一种人尿中马尿酸、甲基马尿酸及扁桃酸浓度的UPLC-

MS/MS检测方法，包括以下步骤：(1)样品的制备:取待测尿液样品于试管或离心管中，加样

1/10倍体积的水，涡旋混匀，加与水等量的浓盐酸和水3倍质量的氯化钠，涡旋混匀后，加入

样品量5倍的乙酸乙酯萃取，涡旋混匀1min，15000rpm离心10min，取上清，氮气吹干，再加

100μL的水复溶，取上清5μL进行样分析；(2)特定条件下UPLC-MS/MS检测样本，(3)根据样品

的峰面积和标准曲线的回归方程中，计算尿液中马尿酸、甲基马尿酸及扁桃酸的浓度。上述

方法采用液液萃取法分离代谢物，由于受萃取条件和检测条件的限制，仅能检测2-甲基马

尿酸和3-甲基马尿酸，而无法全面地检测二甲苯的其他代谢物。

发明内容

[0005] 有鉴于此，本发明的一个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尿液中二甲苯代谢物的检测方法，其

可以较为全面地检测二甲苯代谢物。本发明另一个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尿液中4-甲基马尿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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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检测方法，其可以准确检测尿液中的4-甲基马尿酸。

[0006] 一方面，本发明提供一种尿液中二甲苯代谢物的检测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7] (1)将尿液与溶剂A混合，然后离心，得到上清液；其中，溶剂A选自甲醇和乙腈中的

一种或两种；所述尿液与溶剂A的体积比为1:1～20；

[0008] (2)将上清液与溶剂B混合，得到样品液；其中，溶剂B选自超纯水、甲醇和乙腈中的

一种或多种；所述上清液与溶剂B的体积比为1:0.5～20；

[0009] (3)采用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检测样品液中的二甲苯代谢物；其中，二甲苯代谢物包

括2-甲基马尿酸、3-甲基马尿酸和4-甲基马尿酸。

[0010] 另一方面，本发明也提供一种尿液中4-甲基马尿酸的检测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1] (1)将尿液与溶剂A混合，然后离心，得到上清液；其中，溶剂A选自甲醇和乙腈中的

一种或两种；

[0012] (2)将上清液与溶剂B混合，得到样品液；其中，溶剂B选自超纯水、甲醇和乙腈中的

一种或多种；所述上清液与溶剂B的体积比为1:0.5～20；

[0013] (3)采用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检测样品液中的4-甲基马尿酸。

[0014] 根据本发明的检测方法，优选地，步骤(1)中，所述尿液与溶剂A的体积比为1:2～

5。

[0015] 根据本发明的检测方法，优选地，步骤(1)中，溶剂A为甲醇。

[0016] 根据本发明的检测方法，优选地，步骤(2)中，所述上清液与溶剂B的体积比为1:1

～5。

[0017] 根据本发明的检测方法，优选地，步骤(2)中，溶剂B为超纯水。

[0018] 根据本发明的检测方法，优选地，步骤(3)的液相色谱串联质谱的条件如下：

[0019] 液相色谱条件：液相色谱柱为反相色谱柱，所述反相色谱柱的填料的粒径小于等

于5.0μm，柱长为30～150mm；流动相包括流动相A和流动相B；流动相A为体积百分数为0.005

～0.2vol％的甲酸或乙酸的水溶液；流动相B为体积百分数为0～0.2vol％的甲酸或乙酸的

甲醇溶液，或者为体积百分数为0～0.2vol％的甲酸或乙酸的乙腈溶液；流动相的流速为

0.1～0.5mL/min；柱温为30～60℃；洗脱方式为梯度洗脱；进样量为1～10μL；

[0020] 质谱条件：采用电喷雾电离源ESI，采用负离子模式ESI﹣；采用多反应监测模式MRM

进行监测；毛细管电压为0.5～5kV；离子源温度为120～180℃。

[0021] 根据本发明的检测方法，优选地，梯度洗脱如下：

[0022] 0～1min，流动相A保持85vol％不变；1～10min，流动相A从85vol％降至70vol％；

10～13min，流动相A从70vol％降至25vol％；13～14min，流动相A从25vol％升至85vol％。

[0023] 根据本发明的检测方法，优选地，在质谱条件中，碰撞能为10～20eV，锥孔电压为

10～40V，定量离子对如下所示：

[0024]

化合物 母离子(m/z) 子离子(m/z)

2-MHA 192 91

3-MHA 192 91

4-MHA 192 91

[0025] 根据本发明的检测方法，优选地，采用外标法进行定量，以标准品浓度为X轴，以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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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离子响应峰面积为Y轴，建立标准曲线；将步骤(3)的液相色谱串联质谱得到的响应峰面

积通过标准曲线进行定量，得出测量浓度；将所述测量浓度经过换算，得到待测化合物在尿

液中的浓度c；换算公式如下：

[0026] c＝c0×n

[0027] 式中，c0为测量浓度；n为稀释倍数。

[0028] 本发明的方法可以将二甲苯(包括邻二甲苯、间二甲苯、对二甲苯三种异构体)代

谢物中的2-甲基马尿酸、3-甲基马尿酸和4-甲基马尿酸进行全面检测，从而更加真实地反

映邻二甲苯、间二甲苯、对二甲苯的暴露水平。根据本发明优选的技术方案，可以将3-甲基

马尿酸和4-甲基马尿酸分离开，从而将二者的含量分别检测出来。

附图说明

[0029] 图1为实施例1的多反应监测(MRM)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限于

此。

[0031] 2-甲基马尿酸(2-MHA)，3-甲基马尿酸(3-MHA)和4-甲基马尿酸(4-MHA)是二甲苯

(包括邻二甲苯、间二甲苯、对二甲苯三种异构体)的主要代谢物，可以作为二甲苯接触的生

物标志物。现有技术的LC-MS仅能检测2-甲基马尿酸和3-甲基马尿酸，并不能检测4-甲基马

尿酸。

[0032] 本发明的尿液中二甲苯代谢物的检测方法仅仅是为了评估接触者或未接触者的

二甲苯代谢物状况，因而不涉及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此外，上述代谢物状况与某种疾病并没

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因而不能用于诊断疾病。

[0033] 一方面，本发明提供的尿液中二甲苯代谢物的检测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34] (1)将尿液与溶剂A混合，然后离心，得到上清液；其中，溶剂A选自甲醇和乙腈中的

一种或两种；

[0035] (2)将上清液与溶剂B混合，得到样品液；其中，溶剂B选自超纯水、甲醇和乙腈中的

一种或多种；

[0036] (3)采用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检测样品液中的二甲苯代谢物；其中，二甲苯代谢物包

括2-甲基马尿酸、3-甲基马尿酸和4-甲基马尿酸。

[0037] 另一方面，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尿液中4-甲基马尿酸的检测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38] (1)将尿液与溶剂A混合，然后离心，得到上清液；其中，溶剂A选自甲醇和乙腈中的

一种或两种；

[0039] (2)将上清液与溶剂B混合，得到样品液；其中，溶剂B选自超纯水、甲醇和乙腈中的

一种或多种；

[0040] (3)采用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检测样品液中的4-甲基马尿酸。

[0041] 上述两种检测方法均包括如下步骤：(1)除杂步骤；(2)稀释步骤；(3)检测步骤。下

面统一进行详细描述。

[0042] 在步骤(1)中，将尿液与溶剂A混合，然后离心，得到上清液。将尿液与溶剂A混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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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可以将尿液中的蛋白沉淀，从而减少对检测数据的干扰。通过离心分离将蛋白除去。离

心的转速可选择8000r/min以上。溶剂A选自甲醇和乙腈中的一种或两种，优选为甲醇或乙

腈，更优选为甲醇。本发明发现，甲醇更加有利于提高检测结果的准确性。

[0043] 在本发明中，所述尿液与溶剂A的体积比可以为1:1～20；优选为1:1～10，更优选

为1:2～5。合适的尿液与溶剂A的比例可以将蛋白充分沉淀，从而改善检测准确性，并且可

以节约有机溶剂用量。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方式，所述尿液与甲醇的体积比可以为1:1～

20；优选为1:1～10，更优选为1:2～5。

[0044] 在步骤(2)中，将离心后得到的上清液与溶剂B混合，得到样品液。这样可以将尿液

样品稀释，减少尿液基质的干扰。溶剂B选自超纯水、甲醇和乙腈中的一种或多种；优选为超

纯水或甲醇，更优选为超纯水。本发明发现，超纯水更加有利于提高检测结果的准确性。超

纯水在本领域具有通常的含义，且可以容易地获得，这里不再赘述。

[0045] 上清液与溶剂B的体积比可以为1:0.5～20；优选为1:0.6～10，更优选为1:1～5。

合适的稀释比例可以减少基质干扰，改善检测准确性。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方式，上清液

与超纯水的体积比为1:0.5～20；优选为1:0.6～10，更优选为1:1～5。

[0046] 在步骤(3)中，采用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检测样品液中的二甲苯代谢物。二甲苯代谢

物包括2-甲基马尿酸2-MHA、3-甲基马尿酸3-MHA和4-甲基马尿酸4-MHA。本发明的方法可以

同时检测三个以上代谢物。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方式，检测的二甲苯代谢物仅由2-甲基

马尿酸2-MHA、3-甲基马尿酸3-MHA和4-甲基马尿酸4-MHA组成。

[0047]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方式，尿液中二甲苯代谢物的检测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48] (1)将尿液与甲醇按照体积比为1:1～20混合，然后离心，得到上清液；

[0049] (2)将上清液与超纯水按照体积比为1:0.5～20混合，得到样品液；

[0050] (3)采用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检测样品液中的二甲苯代谢物；二甲苯代谢物由2-甲

基马尿酸2-MHA、3-甲基马尿酸3-MHA和4-甲基马尿酸4-MHA组成。

[0051] 本发明的液相色谱串联质谱可以采用超高效液相色谱-三重四极杆质谱。例如，超

高效液相色谱(Acquity  UPLC  I-Class，美国Waters公司)，三重四极杆质谱(Xevo  TQ-XS，

美国Waters公司)。下面详细描述液相色谱串联质谱的条件。

[0052] 在本发明中，液相色谱柱为反相色谱柱，所述反相色谱柱的填料的粒径小于等于

5.0μm，柱长为30～150mm；流动相包括流动相A和流动相B；流动相A为体积百分数为0.005～

0.2vol％的甲酸或乙酸的水溶液；流动相B为体积百分数为0～0.2vol％的甲酸或乙酸的甲

醇溶液，或者为体积百分数为0～0.2vol％的甲酸或乙酸的乙腈溶液；流动相的流速为0.1

～0.5mL/min；柱温为30～60℃；洗脱方式为梯度洗脱；进样量为1～10μL。

[0053] 本发明的色谱柱的实例包括但不限于HSS  T3型色谱柱、BEHC18型色谱柱。反相色

谱柱的填料的粒径小于等于5.0μm，优选为小于等于2.0μm。柱长为30～150mm，例如100mm。

[0054] 本发明的流动相包括流动相A和流动相B。流动相A为甲酸水溶液或乙酸水溶液；优

选为体积百分数为0.005～0.2vol％的甲酸的水溶液或体积百分数为0.005～0.2vol％的

乙酸的水溶液；优选为体积百分数为0.01～0.1vol％的甲酸的水溶液或体积百分数为0.01

～0.1vol％的乙酸的水溶液。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方式，流动相A为体积百分数为0.01～

0.05vol％的甲酸的水溶液或体积百分数为0.01～0.05vol％的乙酸的水溶液；更优选为流

动相A为体积百分数为0.01～0.05vol％的甲酸的水溶液。

说　明　书 4/8 页

7

CN 109342604 A

7



[0055] 本发明的流动相B为甲醇、乙腈、甲酸的甲醇溶液、乙酸的甲醇溶液、甲酸的乙腈溶

液或乙酸的乙腈溶液；优选地，流动相B为体积百分数为0～0.2vol％的甲酸的甲醇溶液、体

积百分数为0～0.2vol％的乙酸的甲醇溶液、体积百分数为0～0.2vol％的甲酸的乙腈溶液

或体积百分数为0～0.2vol％的乙酸的乙腈溶液；更优选地，流动相B为体积百分数为0～

0.1vol％的甲酸的甲醇溶液、体积百分数为0～0.1vol％的乙酸的甲醇溶液、体积百分数为

0～0.1vol％的甲酸的乙腈溶液或体积百分数为0～0.1vol％的乙酸的乙腈溶液。根据本发

明的一个实施方式，流动相B为体积百分数为0～0.2vol％的甲酸的甲醇溶液、体积百分数

为0～0.2vol％的乙酸的甲醇溶液；优选为体积百分数为0～0.1vol％的甲酸的甲醇溶液、

体积百分数为0～0.1vol％的乙酸的甲醇溶液；更优选为甲醇。

[0056] 本发明的流动相的流速为0.1～0.5mL/min；优选为0.2～0.4mL/min。柱温为30～

60℃；例如为30～50℃。进样量为1～10μL，优选为3～6μL。洗脱方式为梯度洗脱。优选地，洗

脱程序如下：0～1min，流动相A保持85vol％不变；1～10min，流动相A从85vol％降至

70vol％；10～13min，流动相A从70vol％降至25vol％；13～14min，流动相A从25vol％升至

85vol％。

[0057] 在本发明中，采用电喷雾电离源ESI，采用负离子模式ESI﹣；采用多反应监测模式

MRM进行监测；毛细管电压为0.5～5kV；离子源温度为120～180℃。本发明用多反应监测模

式MRM进行监测可以进一步提高检测灵敏度和准确性。

[0058] 在本发明中，毛细管电压为0.5～5kV；优选为0.5～3.5kV。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

方式，毛细管电压：1.0kV。离子源温度为120～180℃，例如为150℃。

[0059] 在质谱条件中，碰撞能为10～20eV。锥孔电压为10～40V。在被测化合物不出峰期

间，可切换质谱的在线切换阀至废液，以降低样品对质谱的污染。

[0060] 在质谱条件中，定量离子对如下所示：

[0061]

化合物 母离子(m/z) 子离子(m/z)

2-MHA 192 91；149

3-MHA 192 91；149

4-MHA 192 91；149

[0062] 优选地，定量离子对如下所示：

[0063]

化合物 母离子(m/z) 子离子(m/z)

2-MHA 192 91

3-MHA 192 91

4-MHA 192 91

[0064] 本发明采用外标法进行定量。以标准品浓度为X轴，以定量离子响应峰面积为Y轴，

建立标准曲线。选取2-MHA、3-MHA及4-MHA配制不同浓度的标准系列溶液；所使用的溶剂选

自超纯水、甲醇、乙腈中的一种或多种。所述标准系列溶液的个数为4～10个，优选5～8个。

代谢物的标准溶液的最低浓度点分别为代谢物各自的定量限，为信噪比(S/N)≥10对应的

浓度。2-MHA、3-MHA及4-MHA的标准溶液的最高浓度点为：200～2000ng/mL。

[0065] 将液相色谱串联质谱得到的响应峰面积通过标准曲线进行定量，得出测量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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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所述测量浓度经过换算，得到待测化合物(二甲苯代谢物或4-MHA)在尿液中的浓度c。

[0066] c＝c0×n

[0067] 式中，c0为测量浓度；n为稀释倍数。

[0068] 下面介绍以下实施例的仪器与试剂：

[0069] 超高效液相色谱(Acquity  UPLC  I-Class，美国Waters公司)，三重四极杆质谱

(Xevo  TQ-XS，美国Waters公司)；甲醇及甲酸为LC-MS级；2-MHA、3-MHA及4-MHA的标准品纯

度均大于98％。

[0070] 实施例1

[0071] 样品处理：

[0072] 将300μL尿液置于离心管中，加入900μL甲醇，旋涡振荡均匀，以15000r/min的转速

离心15min，得到上清液。将500μL上清液置于新的离心管中，并加入2mL超纯水，涡旋振荡均

匀，得到样品液。将1mL样品液置于2mL进样瓶，进样以分析2-MHA、3-MHA及4-MHA的含量。

[0073] 标准溶液配制：

[0074] 以15vol％甲醇的水溶液为溶剂，配制不同浓度的标准溶液。2-MHA、3-MHA及4-MHA

的浓度范围：0.05～1000ng/mL。

[0075] 液相色谱条件：

[0076] 色谱柱为HSS  T3型色谱柱，填料的粒径为1.8μm，柱长为100mm。流动相：流动相A为

体积百分数为0.04vol％的甲酸水溶液；流动相B为甲醇。流动相的流速：0.3mL/min；柱温：

30℃；进样量：4μL。梯度洗脱：0～1min，流动相A保持85vol％不变；1～10min，流动相A从

85vol％降至70vol％；10～13min，流动相A从70vol％降至25vol％；13～14min，流动相A从

25vol％升至85vol％。

[0077] 质谱条件：

[0078] 2-MHA、3-MHA及4-MHA采用负离子模式ESI﹣；毛细管电压：1.0kV；多反应监测模式

(MRM)；离子源温度：150℃。定量离子对、碰撞能及锥孔电压的选择如下表所示：

[0079] 表1

[0080]

[0081] 方法学验证：

[0082] 采用外标法进行定量，建立标准曲线，所得标准曲线的r2均在0.995以上。

[0083] 信噪比(S/N)≥10对应的浓度确定为定量限，2-MHA、3-MHA及4-MHA的定量限分别

为50、50和50pg/mL。

[0084] 图1为实施例1的多反应监测(MRM)图。采用基质加标方式考察方法的准确度和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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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度。分别配制低、中、高三个浓度水平的加标尿液，每组处理6份样品，测定回收率及批内

精密度：2-MHA、3-MHA及4-MHA的回收率在98～110％范围内；批内精密度在2.5～3.6％范围

内。各个浓度基质加标样品分6次分别处理，测定批间精密度：2-MHA、3-MHA及4-MHA的批间

精密度在3.1～9.5％范围内。

[0085] 样品测试：

[0086] 采集某制鞋厂员工的尿液20份进行测试，经尿比重校正得到以下结果：2-MHA、3-

MHA及4-MHA的含量分别为12.952～5154.764ng/mL、18.650～10428.540ng/mL和11.077～

4707.659ng/mL。

[0087] 采集某物业公司员工的尿液20份进行测试，经尿比重校正得到以下结果：2-MHA、

3-MHA及4-MHA的含量分别为5.760～40 .313ng/mL、11 .286～135 .178ng/mL和6.270～

67.055ng/mL。

[0088] 实施例2

[0089] 样品处理：

[0090] 将300μL尿液置于离心管中，加入900μL甲醇，旋涡振荡均匀，以15000r/min的转速

离心15min，得到上清液。将500μL上清液置于新的离心管中，并加入2mL超纯水，涡旋振荡均

匀，得到样品液。将1mL样品液置于2mL进样瓶，进样以分析4-MHA的含量。

[0091] 标准溶液配制：

[0092] 以15vol％甲醇的水溶液为溶剂，配制4-MHA不同浓度的标准溶液。4-MHA的浓度范

围：0.05～1000ng/mL。

[0093] 液相色谱条件：

[0094] 色谱柱为HSS  T3型色谱柱，填料的粒径为1.8μm，柱长为100mm。流动相：流动相A为

体积百分数为0.04vol％的甲酸水溶液；流动相B为甲醇。流动相的流速：0.3mL/min；柱温：

30℃；进样量：4μL。梯度洗脱：0～1min，流动相A保持85vol％不变；1～10min，流动相A从

85vol％降至70vol％；10～13min，流动相A从70vol％降至25vol％；13～14min，流动相A从

25vol％升至85vol％。

[0095] 质谱条件：

[0096] 4-MHA采用负离子模式ESI﹣；毛细管电压：1.0kV；多反应监测模式(MRM)；离子源温

度：150℃。定量离子对、碰撞能及锥孔电压的选择如下表所示：

[0097] 表2

[0098]

[0099] 方法学验证：

[0100] 采用外标法进行定量，建立标准曲线，所得标准曲线的r2在0.995以上。

[0101] 信噪比(S/N)≥10对应的浓度确定为定量限，4-MHA的定量限分别为50pg/mL。

[0102] 采用基质加标方式考察方法的准确度和精密度。分别配制低、中、高三个浓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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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加标尿液，每组处理6份样品，测定回收率及批内精密度：4-MHA的回收率在100～110％范

围内；批内精密度在2.7～3.6％范围内。各个浓度基质加标样品分6次分别处理，测定批间

精密度：4-MHA的批间精密度在3.1～4.2％范围内。

[0103] 样品测试：

[0104] 采集某制鞋厂员工的尿液20份进行测试，经尿比重校正得到以下结果：4-MHA的含

量分别为11.077～4707.659ng/mL。

[0105] 采集某物业公司员工的尿液20份进行测试，经尿比重校正得到以下结果：4-MHA的

含量分别为6.270～67.055ng/mL。

[0106] 本发明并不限于上述实施方式，在不背离本发明的实质内容的情况下，本领域技

术人员可以想到的任何变形、改进、替换均落入本发明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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