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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使用UPLC-QTof同时快速

测定保健酒中32种游离脂肪酸的方法，待测酒样

经前处理后采用配有QTof检测器的超高效合相

色谱仪进行检测，获得待测样品的色谱图，对待

测样品根据选择离子进行定性分析，然后根据32

种游离脂肪酸的标准曲线对待测样品进行定量

分析。本发明方法操作简单快捷，准确可靠，重复

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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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使用UPC2-QTof同时快速测定保健酒中32种游离脂肪酸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

括如下步骤：

步骤1：前处理

量取20～50mL待测酒样于50mL塑料离心管中，使用氮吹仪去除乙醇，待残留液剩余1～

2ml时停止氮吹，将去醇后的残留液转移至5mL容量瓶中，用二氯甲烷定容，经0.22μm针式过

滤器过滤，获得待测样品；

步骤2：标准曲线的绘制

取32种混合标液分别用氯仿配制获得1mg/mL的储备液，然后以氯仿稀释获得0.1mg/mL

工作混合溶液；以氯仿稀释所得工作混合溶液获得不同浓度的混合标准工作溶液，采用配

有QTof检测器的超高效合相色谱仪进行检测，以待测物的峰面积对其所相应的质量浓度进

行线性回归，获得32种游离脂肪酸的线性回归方程，各线性回归方程所对应的曲线，即为相

应游离脂肪酸的标准曲线；

步骤3：待测酒样的检测

取步骤1获得的待测样品1.0～2.0mL，按步骤2的检测条件进行检测，获得待测样品的

色谱图，对待测样品根据选择离子进行定性分析，然后根据32种游离脂肪酸的标准曲线对

待测样品进行定量分析；

步骤2中，超高效合相色谱仪的检测条件设置如下：

色谱柱为2.1x  150mm，1.8μm的HSS  C18  SB色谱柱；

柱温为3～50℃；

样品室温度为10～20℃

流动相：A相为二氧化碳，B相为甲醇的0.1％甲酸溶液；

流速为0.2～0.5mL/min；

洗脱方式为梯度洗脱；

进样量为0.5～5μL；

检测所用时间为3～8min；

补偿液：含有0.1％的氨水的甲醇，流速0.20～0.6mL/min；

分流器：1/16的PEEK四通管；

步骤2中，MS的检测条件设置如下：

质谱仪：QTof

电离模式：ESI-

毛细管电压：1.0KV

锥孔电压：30V

源温度：100℃

脱溶剂汽温度：500℃

锥孔气体流速：10L/h

脱溶剂汽流速：600L/h

采集范围：50-600m/Z；

中性质量数和离子质量数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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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2中，所述混合标准工作溶液的浓度为5～1000ng/mL，至少稀释获得5个不同浓度

的点值。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梯度洗脱参数设置为：0min时，流动相B的体积分数为5～10％；由0min到5.0min，流动

相B的体积分数从5～10％升至20～25％；由5.0min到5.1min，流动相B的体积分数从20～

25％升至40～50％，保持至6.0min；由6.0min到8.0min，流动相B的体积分数从40～50％降

至5～10％，并保持平衡1min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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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同时快速测定保健酒中32种游离脂肪酸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使用UPC2  -QTof同时快速测定保健酒中32种游离脂肪酸的方法，

属于检测分析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游离脂肪酸和构成复合脂质的脂肪酸都在代谢中发挥着一些关键作用——作为

主要的代谢燃料(储存和运输能量)、所有细胞膜必不可少的成分和基因调控因子。此外，膳

食中的脂质可提供多不饱和脂肪酸，这类脂肪酸是功能强大的局部作用代谢产物(如类花

生酸)的前体。常见的动植物来源脂肪酸均为偶数链，每条链含16至24个碳原子，并具有0到

6个双键。但是大自然中总有着无数的例外，实际上甚至还存在多达近100个碳原子的奇数

碳和偶数碳脂肪酸。此外，双键可以为顺式(Z)和反式(E)构型，也可以具有各种其它结构特

征，包括分支点、环、含氧官能团等等。

[0003] 从生物材料中分离游离脂肪酸(FFA)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必须随时注意防止或尽

量减少水解酶的影响。完成分离后，可通过典型的色谱方法对脂肪酸进行分析，目前都是使

用气相色谱/质谱法(GC/MS)和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LC/MS/MS)。但是，这些方法都有着各

自的不足之处。例如，GC法需要将脂肪酸进行衍生化，以便水解并转化为甲酯，这一过程不

仅耗时，而且在衍生化过程中还存在脂肪酸重排的风险，使得无法确定形成的酯是来自FFA

还是完整的复合脂质。此外，对于具有高分子量(>C24)的低挥发性极长链脂肪酸来说，即使

在脂肪酸甲酯(FAME)衍生化后，其GC/MS分析依然存在问题。在LC/MS方法中，虽然不需要进

行样品衍生化，但运行前的样品制备过程费时费力，并且采用的毒性有机溶剂价格昂贵，处

理费用也很高。而在典型的反相(RP)LC/MS分析中，则必须将含有所有脂质的有机提取物蒸

干，再使用相容性更好的进样溶剂进行复溶。鉴于此，一种简便、快捷、廉价的脂肪酸分离和

测定方法迫在眉睫。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避免上述现有技术所存在的不足之处，本发明旨在提供一种使用UPC2  -QTof

同时快速测定保健酒中32种游离脂肪酸的方法。本发明所述32种游离脂肪酸为丁酸、己酸、

辛酸、癸酸、十一烷酸、月桂酸、十三烷酸、肉豆蔻酸、十五烷酸、棕榈酸、十七烷酸、硬脂酸、

花生酸、山嵛酸、抹香鲸酸、棕榈油酸、10-十七烯酸、γ-亚麻酸、亚麻酸、亚油酸、油酸、反油

酸、花生四烯酸、同源γ-亚麻酸、11-14-17-二十碳三烯酸、11-14-二十碳二烯酸、11-二十

碳烯酸、二十二碳六烯酸、二十二碳二烯酸、芥酸以及神经酸。本发明方法是一种快速、高通

量和高效的FFA分离和分析方法，采用了带有质谱分析的超高效合相色谱(UPC2)，可以为保

健酒中游离脂肪酸检测的准确判定、快速检测提供科学依据。

[0005] 本发明使用UPC2  -QTof同时快速测定保健酒中32种游离脂肪酸的方法，包括如下

步骤：

[0006] 步骤1：前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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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量取20～50mL待测酒样于50mL塑料离心管中，使用氮吹仪去除乙醇，待残留液剩

余1～  2ml时停止氮吹，将去醇后的残留液转移至5mL容量瓶中，用二氯甲烷定容，经0.22μm

针式过滤器过滤，获得待测样品；

[0008] 步骤2：标准曲线的绘制

[0009] 取32种混合标液(FFA标准混合物：各种含偶数个碳原子C8至C24的饱和FFA标准品

购自Sigma公司；不同FFA标准品(GLC-85，FFA形式)的复杂模型混合物购自Nu-Chek  Prep) 

用氯仿配制获得1mg/mL储备液，然后以氯仿稀释获得0.1mg/mL工作混合溶液(32种游离脂

肪酸的浓度均为0.1mg/mL)；以氯仿稀释所得工作混合溶液获得不同浓度的混合标准工作

溶液，采用配有QTof检测器的超高效合相色谱仪进行检测，以待测物的峰面积对其所相应

的质量浓度进行线性回归，获得32种游离脂肪酸的线性回归方程，各线性回归方程所对应

的曲线，即为相应游离脂肪酸的标准曲线；

[0010] 步骤2中所述混合标准工作溶液的浓度为5～1000ng/mL，至少稀释获得5个不同浓

度的点值。

[0011] 步骤2中的检测参数设置如下：

[0012] 超高效合相色谱仪的检测条件设置如下：

[0013] 色谱柱为2.1x  150mm，1.8μm的HSS  C18SB色谱柱；

[0014] 柱温为3～50℃；

[0015] 样品室温度为10～20℃

[0016] 流动相：A相为二氧化碳，B相为甲醇的0.1％甲酸溶液；

[0017] 流速为0.2～0.5mL/min；

[0018] 洗脱方式为梯度洗脱；梯度洗脱参数设置为：0min时，流动相B的体积分数为5～ 

10％；由0min到5.0min，流动相B的体积分数从5～10％升至20～25％；由5.0min到5.1min，

流动相B的体积分数从20～25％升至40～50％，保持至6.0min；由6.0min到8.0min，流动相 

B的体积分数从40～50％降至5～10％，并保持平衡1min即可。

[0019] 进样量为0.5～5μL；

[0020] 检测所用时间为3～8min；

[0021] 补偿液：甲醇(含有0.1％的氨水)，流速0.20～0.6mL/min；

[0022] 分流器：四通(1/16的PEEK管)；

[0023] MS的检测条件设置如下：

[0024] 质谱仪：QTof

[0025] 电离模式：ESI-

[0026] 毛细管电压：1.0KV

[0027] 锥孔电压：30V

[0028] 源温度：100℃

[0029] 脱溶剂汽温度：500℃

[0030] 锥孔气体流速：10L/h

[0031] 脱溶剂汽流速：600L/h

[0032] 采集范围：50-600m/Z

[0033] 中性质量数和离子质量数见下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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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表1：32种游离脂肪酸质量数以及对应的保留时间

[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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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0037] 步骤3：待测酒样的检测

[0038] 取步骤1获得的待测样品1.0～2.0mL，按步骤2的检测条件进行检测，获得待测样

品的色谱图，对待测样品根据选择离子进行定性分析，然后根据32种游离脂肪酸的标准曲

线对待测样品进行定量分析。

[0039] 通过多变量数据分析进行样品对比时，关键在于使每个样品随机化并至少进样三

次，以确保数据分析在统计学上有效。对于此项研究，在MSE模式下采集了每种保健酒中的

五次重复进样，该模式是一种无偏差的Tof采集方法，其中当进行交替扫描时质谱仪在低碰

撞能量和高碰撞能量之间切换。采用TransOmics代谢组学和脂类组学信息学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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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Omics  Informatics  for  Metabolomics  and  Lipidomics，TOIML)进行数据分析和

FFA鉴定。

[0040] 对本发明方法作如下灵敏度测试：灵敏度测试包括仪器的灵敏度与方法的灵敏

度，仪器的灵敏度用仪器的检出限表示，取信噪比≥3的游离脂肪酸的混合标准溶液的最小

浓度为仪器检出限；方法的灵敏度用方法的定量限表示，取信噪比≥9的游离脂肪酸混合标

准溶液的最小浓度为方法定量限。所得的相关数据见下表2。

[0041] 对本发明方法作如下准确性及重现性实验：选用同一个酒样经前处理后作为空白

样品，分为3份，分别加入混合标准工作溶液进行加标回收实验，计算回收率；选取1个酒样

品按照同一前处理方法处理6个，分别进行实验，通过计算其相对标准偏差(RSD)的范围来

判断分析方法的重现性。方法的准确性用回收率来表示，见表3，方法的重现性用相对标准

偏差(RSD)来表示，见表4。可以看出回收率在80～120％，RSD＜10％。

[0042] 表3：32种游离脂肪酸的加标回收率实验

[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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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4]

[0045] 表4：32种游离脂肪酸的重现性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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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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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7]

[0048]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体现在：

[0049] 1、本发明建立了一种使用UPC2-QTof同时快速测定保健酒中32种游离脂肪酸的方

法，能够准确地对保健酒中的32种游离脂肪酸进行定性、定量，为酒中游离脂肪酸的准确判

定、快速检测提供科学依据。

[0050] 2、本发明超高效合相色谱串接QTof质谱检测器操作简单快捷、准确可靠、重复性

好。

[0051] 3、本发明2.1x  150mm，1.8μm的HSS  C18SB合相专用色谱柱与CO2和甲醇流动相的

选择对酒中32种游离脂肪酸达到了优异的分离效果。

[0052] 4、本发明无需衍生化，可实现更简单快速的样品制备，避免干扰。

[0053] 5、有机溶剂提取物可直接进样至系统中，节省了每次分析的时间和成本

[0054] 6、本发明三分钟内即可完成色谱分离，速度比GC/MS快10倍。并且使用毒性较小、

更为经济的CO2作为溶剂。更快的速度可高效地分析较大的样品量，从而提升了实验的整体

效率。

[0055] 7、本发明的检测方法是一项环保的“绿色”技术。分析中采用的主要流动相二氧化

碳来自于其它工业释放的回收二氧化碳，实验中使用的二氧化碳不会再产生新的温室气

体。使用此方法时，每次进样所消耗的改性剂(甲醇)仅为0.9～1.0mL，与同类检测方法相

比，降低了  150～200％的有机溶剂使用量。

[0056] 8、本发明还有一重要特点，能够分离检测脂质的异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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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7] 9、本发明通过减少实验室消耗品的使用可以节约成本。

附图说明

[0058] 图1为32种游离脂肪酸标准工作溶液的色谱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59] 下面结合具体的实施例对本发明技术方案作进一步的阐述。

[0060] 本实施例按如下步骤对某酒中32种游离脂肪酸进行测定：

[0061] 1、前处理

[0062] 量取25mL待测酒样于50mL塑料离心管中，使用氮吹仪去除乙醇，待残留液剩余1～ 

2ml时停止氮吹，将去醇后的残留液转移至5mL容量瓶中，用二氯甲烷定容，经0.22μm针式过

滤器过滤，获得待测样品；

[0063] 2、检测参数设置

[0064] 超高效合相色谱仪的检测条件设置如下：

[0065] 色谱柱为2.1x  150mm，1.8μm的HSS  C18SB色谱柱；

[0066] 柱温为50℃；

[0067] 样品室温度为10℃；

[0068] 流动相：A相为二氧化碳，B相为甲醇的0.1％甲酸溶液；

[0069] 流速为0.23mL/min；

[0070] 洗脱方式为梯度洗脱；洗脱程序如下：0min时，流动相B的体积分数为5％；由0min 

到5.0min，流动相B的体积分数从5％升至25％；由5.0min到5.1min，流动相B的体积分数从

25％升至50％，保持至6.0min；由6.0min到8.0min，流动相B的体积分数从50％降至5％，并

保持平衡1min即可。具体的，梯度洗脱各阶段的变化曲线均选择所用仪器中的曲线6。

[0071] 进样量为0.5μL；

[0072] 检测所用时间为8min；

[0073] 补偿液：甲醇(含有0.1％的氨水)，流速0.20mL/min；

[0074] 分流器：四通(1/16的PEEK管)；

[0075] MS的检测条件设置如下：

[0076] 质谱仪：QTof

[0077] 电离模式：ESI-

[0078] 毛细管电压：1.0KV

[0079] 锥孔电压：30V

[0080] 源温度：100℃

[0081] 脱溶剂汽温度：500℃

[0082] 锥孔气体流速：10L/h

[0083] 脱溶剂汽流速：600L/h

[0084] 采集范围：50-600m/Z

[0085] 中性质量数和离子质量数见上表1。

[0086] 3、标准曲线的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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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7] 取32种混合标液(FFA标准混合物：各种含偶数个碳原子C8至C24的饱和FFA标准品

购自Sigma公司；不同FFA标准品(GLC-85，FFA形式)的复杂模型混合物购自Nu-Chek  Prep) 

用氯仿配制获得1mg/mL储备液，然后以氯仿稀释获得0.1mg/mL工作混合溶液(32种游离脂

肪酸的浓度均为0.1mg/mL)；以氯仿稀释所得工作混合溶液获得不同浓度的混合标准工作

溶液，采用配有QTof检测器的超高效合相色谱仪进行检测，以待测物的峰面积对其所相应

的质量浓度进行线性回归，获得32种游离脂肪酸的线性回归方程，各线性回归方程所对应

的曲线，即为相应游离脂肪酸的标准曲线；

[0088] 所述混合标准工作溶液的浓度分别为5ng/ml、50ng/ml、200ng/ml、500ng/ml、

1000ng/ml。

[0089] 所述32种游离脂肪酸对应的线性回归方程及相关系数r2见下表2。

[0090] 表2：32种游离脂肪酸的线性回归方程、相关系数、检出限、定量限

[0091]

说　明　书 10/13 页

14

CN 108535395 B

14



[0092]

[0093] 4、待测酒样的检测

[0094] 取步骤1获得的待测样品1.0～2.0mL，按步骤2的检测条件进行检测，获得待测样

品的色谱图，对待测样品根据选择离子进行定性分析，然后根据32种游离脂肪酸的标准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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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对待测样品进行定量分析。

[0095] 通过多变量数据分析进行样品对比时，关键在于使每个样品随机化并至少进样三

次，以确保数据分析在统计学上有效。对于此项研究，在MSE模式下采集了每种保健酒中的

五次重复进样，该模式是一种无偏差的Tof采集方法，其中当进行交替扫描时质谱仪在低碰

撞能量和高碰撞能量之间切换。采用TransOmics代谢组学和脂类组学信息学软件

(TransOmics  Informatics  for  Metabolomics  and  Lipidomics，TOIML)进行数据分析和

FFA鉴定。

[0096] 表5本方法的检测数据与现有的方法检测数据对比数据

[0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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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8]

[0099] 从表5中数据可以看出，同种样品使用现有的方法与本方法相比，现有的方法需要

使用  8种方法才能将32种脂肪酸完全检测出来，而且检出限较高，很多痕量成分不能检出，

而使用本方法可以同时检测这32种脂肪酸，且本方法的检出限较低，使用本方法能够检测

到现有方法检测不到的含量，在两种方法检出限以上的含量，使用两种方法都能够检测到，

两种方法检测的数据在合理的误差范围内，通过检测数据可以充分说明本方法优于现有的

方法，能够准确的对保健酒中32种脂肪酸进行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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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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