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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茶叶中烟碱的手性分析

方法，其特征在于：将茶叶样品干燥、粉碎和过

筛，加入萃取液萃取并过滤，经自动固相微萃取

后进行多维气相色谱串联质谱分析，采用峰面积

归一化法定量检测茶叶中S-(-)-烟碱和R-(+)-

烟碱的比例。本方法提供的检测方法，样品处理

简单快捷，方法检出限低，灵敏度高，精密度好，

能够满足茶叶样品中烟碱的手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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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茶叶中烟碱的手性分析方法，其特征在于：将茶叶样品干燥、粉碎和过筛，加入

萃取液萃取并过滤，经自动固相微萃取后进行多维气相色谱串联质谱分析，采用峰面积归

一化法定量检测茶叶中S-(-)-烟碱和R-(+)-烟碱的比例；具体步骤如下：

1)标准溶液的配制：称取约100.0mg的S-(-)-烟碱标准品，用正己烷稀释定容到50mL棕

色容量瓶中，配制成浓度约为2.0mg/mL的S-(-)-烟碱标准储备液；称取约50.0mg的R-(+)-

烟碱标准品，用正己烷稀释定容到50mL棕色容量瓶中，配制成浓度约为1.0mg/mL的R-(+)-

烟碱标准储备液；利用S-(-)-烟碱标准储备液和R-(+)-烟碱标准储备液稀释，配制S-(-)-

烟碱和R-(+)-烟碱浓度分别为100μg/mL和50μg/mL的混合标准溶液，另外分别稀释得到100

μg/mL的S-(-)-烟碱和R-(+)-烟碱标准溶液；

2)茶叶样品的混匀：将茶叶样品置于40℃烘箱中，1小时后将茶叶取出，粉碎后过0.45

毫米孔径标准筛；

3)茶叶样品的萃取：称取约5g茶叶粉末，置于100mL锥形瓶中，加入20mL水，40mL正己烷

和10mL  2mol/L氢氧化钠溶液，具塞震荡萃取1h后，将萃取液避光静置30min；取上层有机

相，2000g离心10min后过0.22μm滤膜至螺纹瓶中待进样；

4)多维气相色谱串联质谱分析：将步骤3)的过滤液再经自动固相微萃取后进行多维气

相色谱串联质谱分析，具体条件如下：

①自动固相微萃取条件：

固定相：聚二甲基硅氧烷/二乙烯基苯即PDMS/DVB；

样品加热温度30℃，预热3min，萃取时间5min，解吸5min，进样后在250℃烤针10min；

②一维分析条件：

色谱柱：30m×0.25mm×0.25μm的Rtx-5MS色谱柱；

进样口温度：250℃；

载气：氦气，纯度≥99.999％，恒压进样：117.9kPa；

升温程序：初始温度80℃，平衡时间1min，以10℃/min的速率至200℃，保持10min；

检测器：火焰离子化检测器(FID)；温度：280℃；氢气：40mL/min；空气：400mL/min；尾

吹：10mL/min；切割压力为50.0kPa；

③二维分析条件：

色谱柱：30m×0.25mm×0.25μm的InertCap  CHIRAMIX色谱柱；

升温程序：初始温度50℃，保持3min，以2℃/min的速率升至130℃，之后以3℃/min的速

率升至180℃，保持1min；

检测器：电子轰击源(EI)；离子源温度：200℃；接口温度：220℃；检测器电压相对于调

谐结果0kV；溶剂延迟：3min；检测模式：选择离子检测模式(SIM)；定量离子84；

5)采用对照标样与茶叶样品烟碱色谱峰的保留时间及特征离子进行S-(-)-烟碱和R-

(+)-烟碱的定性分析，对定量离子峰面积进行归一化定量S-(-)-烟碱和R-(+)-烟碱占总烟

碱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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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茶叶中烟碱的手性分析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茶叶化学成分测定方法，具体涉及一种茶叶中烟碱的手性分析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烟碱，也叫尼古丁，是一种存在于茄科植物中的生物碱，也是烟草的重要成分，有

研究表明茶叶中也含有烟碱，其含量水平约为163-1600μg/kg。烟碱分子含有一个手性中

心，即四氢吡咯环上的2位碳原子，所以烟碱有两个对映体：S-(-)-烟碱和R-(+)-烟碱。烟碱

的两个对映体具有完全不同含量、代谢机理和生理特性。S-(-)-烟碱的生理活性和毒性都

要高于R-(+)-烟碱，例如相对于烟碱乙酰胆碱受体，S-(-)-烟碱比R-(+)-烟碱的亲和性高

10-100倍。因此进行茶叶中烟碱的手性分析对了解经茶叶摄入烟碱的健康风险具有重要意

义。

[0003] 目前关于烟碱的手性分析，主要是针对烟草和烟草制品中烟碱的手性分析方法研

究，尚未有关于茶叶中烟碱的手性分析方法。茶叶中烟碱的含量远低于烟草中的含量，这给

茶叶中烟碱手性分析带来了挑战。因此有必要开发一种灵敏度高、精密度好、适合准确定量

茶叶中S-(-)-烟碱和R-(+)-烟碱的方法。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茶叶中烟碱的手性分析方法。

[0005] 本发明以烟碱为研究对象，对茶叶样品进行了前处理方法研究，建立了基于自动

固相微萃取-多维气相气质联用系统的茶叶中烟碱旋光异构体的分析方法，实现了对茶叶

中烟碱旋光对映体S-(-)-烟碱和R-(+)-烟碱的准确测定。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的：一种茶叶中烟碱的手性分析方法，

将茶叶样品干燥、粉碎和过筛，加入萃取液萃取并过滤，经自动固相微萃取后进行多维气相

色谱串联质谱(MDGCMS)分析。

[0007] 本申请的方案包括如下步骤：1)标准溶液的配制；2)茶叶样品的混匀；3)茶叶样品

的萃取；4)多维气相色谱串联质谱分析；5)采用对照标样与茶叶样品烟碱色谱峰的保留时

间及特征离子进行S-(-)-烟碱和R-(+)-烟碱的定性分析，对定量离子峰面积进行归一化定

量S-(-)-烟碱和R-(+)-烟碱占总烟碱的比例。

[0008] 本发明优选的方案具体步骤如下：

[0009] 1)标准溶液的配制：分别称取100.0mg的S-(-)-烟碱标准品、50.0mg的R-(+)-烟碱

标准品，用正己烷配制S-(-)-烟碱和R-(+)-烟碱浓度分别为100μg/mL和50μg/mL的混合标

准溶液，浓度为100μg/mL的S-(-)-烟碱标准溶液，浓度为100μg/mL的R-(+)-烟碱标准溶液。

[0010] 2)茶叶样品的混匀：将茶叶样品置于40℃烘箱中，1小时后将茶叶样品取出，粉碎

后过0.45毫米孔径标准筛；

[0011] 3)茶叶样品的萃取：称取约5g茶叶粉末，置于100mL锥形瓶中，加入20mL水，40mL正

己烷和10mL  2mol/L氢氧化钠溶液，具塞震荡萃取1h后，将萃取液避光静置30min；取上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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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相，2000g离心10min后过0.22μm滤膜至螺纹瓶中待进样。

[0012] 4)多维气相色谱串联质谱分析：将步骤3)的过滤液再经自动固相微萃取后进行多

维气相色谱串联质谱分析，具体条件如下：

[0013] ①自动固相微萃取条件：

[0014] 自动萃取纤维首次使用时需要进行老化，条件如下：

[0015] 固定相PDMS/DVB(聚二甲基硅氧烷/二乙烯基苯)，250℃老化30min；

[0016] 样品加热温度30℃，预热3min，萃取时间5min，解吸5min，进样后在250℃烤针

10min。

[0017] ②一维分析条件：

[0018] 色谱柱：30m×0.25mm×0.25μm  5％二苯基-95％二甲基聚硅氧烷毛细管色谱柱。

[0019] 进样口温度：250℃。

[0020] 载气：氦气(纯度≥99.999％)，恒压进样：117.9kPa。

[0021] 升温程序：初始温度80℃，平衡时间1min，以10℃/min的速率至200℃，保持10min。

[0022] 检测器：火焰离子化检测器(FID)；温度：280℃；氢气：40mL/min；空气：400mL/min；

尾吹：10mL/min；切割压力为50.0kPa。

[0023] ③二维分析条件：

[0024] 色谱柱：30m×0.25mm×0.25μm环糊精毛细管色谱柱。

[0025] 升温程序：初始温度50℃，保持3min，以2℃/min的速率升至130℃，之后以3℃/min

的速率升至180℃，保持1min。

[0026] 检测器：电子轰击源(EI)；离子源温度：200℃；接口温度：220℃；检测器电压相对

于调谐结果0kV；溶剂延迟：3min；检测模式：选择离子检测模式(SIM)；定量离子84。

[0027] 5)采用对照标样与茶叶样品烟碱色谱峰的保留时间及特征离子进行S-(-)-烟碱

和R-(+)-烟碱的定性分析，对定量离子峰面积进行归一化定量S-(-)-烟碱和R-(+)-烟碱占

总烟碱的比例。

[0028] 步骤1)标准溶液的配制更优选为：称取约100.0mg的S-(-)-烟碱标准品，用正己烷

稀释定容到50mL棕色容量瓶中，配制成浓度约为2.0mg/mL的S-(-)-烟碱标准储备液；称取

约50.0mg的R-(+)-烟碱标准品，用正己烷稀释定容到50mL棕色容量瓶中，配制成浓度约为

1.0mg/mL的R-(+)-烟碱标准储备液；利用S-(-)-烟碱标准储备液和R-(+)-烟碱标准储备液

稀释，配制S-(-)-烟碱和R-(+)-烟碱浓度分别为100μg/mL和50μg/mL的混合标准溶液，另外

分别稀释得到100μg/mL的S-(-)-烟碱和R-(+)-烟碱标准溶液。

[0029] 步骤4)中一维分析中的毛细管柱是Rtx-5MS色谱柱或由相应等效柱替代。

[0030] 步骤4)中二维分析中的环糊精毛细管色谱柱是InertCap  CHIRAMIX色谱柱或由相

应等效柱替代。

[0031]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茶叶中烟碱的手性分析方法，具有以下优良效果：

[0032] 1 .本发明方法采用液液萃取和固相微萃取的前处理方法，前处理过程简单，操作

简便快速，且前处理效果较好。

[0033] 2.本发明方法采用多维气相气质联用系统，能实现对S-(-)-烟碱和R-(+)-烟碱的

较好分离，R-(+)-烟碱的检出限(LOD)为0.25％，能够满足茶叶样品中烟碱的手性分析。

[0034] 3.本发明方法采用了高灵敏度和强抗干扰能力的质谱进行检测，因此具有操作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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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检出限低、回收率及重复性好等优点。

附图说明

[0035] 图1为混合标准溶液的色谱图

[0036] 图2为茶叶1#样品的色谱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7] 本发明通过以下具体实施例作进一步描述，但不限制本发明。

[0038] 1.仪器和试剂

[0039] MDGCMS-QP2010Ultra多维气质联用仪(日本岛津公司)，自动进样器AOC-5000(日

本岛津公司)，自动固相微萃取纤维进样针，65μm  PDMS/DVB(聚二甲基硅氧烷/二乙烯基苯)

固定相萃取纤维头(美国Supelco)，Rtx-5MS色谱柱(30m×0 .25mm×0 .25μm，日本岛津公

司)，InertCap  CHIRAMIX色谱柱(30m×0.25mm×0.25μm，日本岛津公司)，AE163电子天平

(感量：0.0001g，瑞士Mettler公司)，HY-8调速振荡器(常州国华电器有限公司)，高速粉碎

机(武汉银彩科技有限公司)，德国SIGMA  3-30K-高速台式冷冻型离心机。正己烷(色谱纯)，

氢氧化钠(分析纯)，S-(-)-烟碱标准品(CAS：54-11-5)，R-(+)-烟碱标准品(CAS：25162-00-

9)。

[0040] 2.标准溶液的配制

[0041] 称取约100.0mg的S-(-)-烟碱标准品，用正己烷稀释定容到50mL棕色容量瓶中，配

制成浓度约为2.0mg/mL的S-(-)-烟碱标准储备液；称取约50.0mg的R-(+)-烟碱标准品，用

正己烷稀释定容到50mL棕色容量瓶中，配制成浓度约为1.0mg/mL的R-(+)-烟碱标准储备

液；各取50μL  S-(-)-烟碱标准储备液和R-(+)-烟碱标准储备液，用正己烷稀释定容至

100mL棕色容量瓶中，配制S-(-)-烟碱和R-(+)-烟碱浓度分别为1μg/mL和0.5μg/mL的混合

标准溶液，另外分别稀释标准储备液得到1μg/mL的S-(-)-烟碱和R-(+)-烟碱标准溶液。

[0042] 3.烟碱标准溶液的手性分析

[0043] 取10mL混合标准溶液按照上述自动固相微萃取-多维气相气质分析条件进样分

析。结果表明，S-(-)-烟碱和R-(+)-烟碱能在此条件下实现较好分离；取10mL  S-(-)-烟碱

标准溶液进行自动固相微萃取-多维气相气质分析，另将10mL  R-(+)-烟碱标准溶液进行多

维气相气质分析，最终通过S-(-)-烟碱和R-(+)-烟碱的保留时间，确定S-(-)-烟碱先于R-

(+)-烟碱出峰。

[0044] 4.R-(+)-烟碱的检出限

[0045] 烟碱的手性组成通常以R-(+)-烟碱占总烟碱的百分比来表示。为评估R-(+)-烟碱

的检出限，本发明方法在S-(-)-烟碱的标准溶液中加入R-(+)-烟碱的标准溶液。结果表明，

S-(-)-烟碱的标准溶液中即可观察到R-(+)-烟碱的响应信号，对定量离子峰面积进行归一

化后，S-(-)-烟碱的标准溶液中R-(+)-烟碱的比例为0.25％(峰面积相对于总烟碱峰面

积)，以此作为本方法R-(+)-烟碱的检出限。

[0046] 5.茶叶样品中烟碱的手性分析实例

[0047] 将茶叶样品置于40℃烘箱中，1小时后将茶叶样品取出，粉碎后过0.45毫米孔径标

准筛；称取约5g茶叶粉末，置于100mL锥形瓶中，加入20mL水，40mL正己烷和10mL  2mol/L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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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钠溶液，具塞震荡萃取1h后，将萃取液避光静置30min；取上层有机相，2000g离心10min

后过0.22μm滤膜，经自动固相微萃取后进行多维气相色谱串联质谱分析；采用对照标样与

茶叶样品烟碱色谱峰的保留时间及特征离子进行S-(-)-烟碱和R-(+)-烟碱的定性分析，对

定量离子峰面积进行归一化定量S-(-)-烟碱和R-(+)-烟碱占总烟碱的比例。

[0048] 采用该方法对6个茶叶样品进行了分析，结果见表1。

[0049] 表1.茶叶中烟碱的手性分析结果

[0050]

[0051] 6.分析方法的精密度

[0052] 取同一茶叶样品进行5次日内和日间平行测定，考察了本发明方法的精密度，结果

见表2和表3。结果表明，茶叶样品中R-(+)-烟碱的日内和日间测定结果的变异系数分别为

4.78％和5.29％，精密度较好。

[0053] 表2.实验方法的日内精密度

[0054]

[0055] 表3.实验方法的日间精密度

[0056]

[0057] 采用具体实施方式中的方法对上述6个茶叶样品进行了检测。检测得到的色谱图

如图1和图2所示，图1为混合标准溶液的色谱图，图2为茶叶1#样品的色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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