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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快速检测白酒中丙氨酰-

酪氨酸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利用超高效液相色

谱串接三重四级杆质谱仪对白酒中的丙氨酰-酪

氨酸进行检测，待测白酒酒样经旋蒸去醇后，采

用ACQUITY UPLC BEH C18 1 .7μm 2 .1×50mm 

Column液相色谱柱，以流动相A(乙腈：水：三氟乙

酸的体积比为80：20：0.1)+流动相B(0 .01％～

0.1％的三氟乙酸水溶液)进行梯度洗脱，样品经

超高效液相色谱分离后，再通过三重四级杆质谱

仪进行检测。本发明的方法简单，能够准确地对

白酒中的丙氨酰-酪氨酸进行定性、定量，为白酒

中丙氨酰-酪氨酸的准确判定、快速检测提供科

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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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快速检测白酒中丙氨酰-酪氨酸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利用超高效液相色谱串接

三重四级杆质谱仪对白酒中的丙氨酰-酪氨酸进行检测；

所用仪器为配有三重四级杆质谱仪的超高效液相色谱仪；

所述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1)对待测白酒酒样进行前处理：

准确量取50mL待测白酒酒样于100mL旋转蒸发瓶中，旋转蒸发至3-5mL，去除待测白酒

酒样中的醇类物质，然后用超纯水定容至10mL，最后经0.22μm滤膜针头过滤器过滤，获得待

测样品；

(2)设定超高效液相色谱仪的条件为：

色谱柱为ACQUITY  UPLC  BEH  C18  1.7μm  2.1×50mm  Column液相色谱柱；

柱温为30～45℃；

样品室温度为10～25℃；

流动相：A相由乙腈、水和三氟乙酸按体积比80：20：0.1构成；B相为体积浓度0.01％～

0.1％的三氟乙酸水溶液；

流速为0.2～0.5mL/min；

洗脱方式为梯度洗脱；

进样量为1-5μL；

检测所用时间为4min；

其中，所述梯度洗脱的方法为：梯度洗脱初始时，流动相A和流动相B的体积比为(90～

85):(10～15)，保持0.5min；从0.5min到3.0min，流动相A和流动相B的体积比按照梯度曲线

6由初始比例降至为(40～50):(60～50)；3.0min到4.0min，流动相A和流动相B的体积比按

照梯度曲线6由3.0min时的比例升至为(90～85):(10～15)，维持1min，即完成整个梯度洗

脱；

三重四级杆质谱仪的条件设定为：

离子化方式：ESI-；

监测方式：SIR；

锥孔电压：25-40V；

毛细管电压：3.00-5.00kV；

脱溶剂气温度：400-600℃；

脱溶剂气流量：500-1000L/h；

锥孔气流量：50-100L/h；

离子源温度：100-400℃；

质谱方法参数表如表1：

表1：质谱方法参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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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丙氨酰-酪氨酸的标准曲线的绘制

取丙氨酰-酪氨酸配制质量浓度范围在50～500ng/mL的一系列标准工作溶液，然后按

照步骤(2)所设定的条件取1.5mL各标准工作溶液进样、用超高效液相色谱分离、质谱检测，

以待测物在质谱中的响应值对其所相应的质量浓度进行线性回归，获得丙氨酰-酪氨酸的

线性回归方程，所述线性回归方程所对应的曲线即为相应的丙氨酰-酪氨酸的标准曲线；

(4)待测白酒酒样的检测

将待测白酒酒样按步骤(1)的方式进行前处理后，取1.5mL按步骤(2)的条件进行检测，

通过使用质谱仪检测，获得待测样品的色谱图，对待测样品根据母离子进行定性分析，然后

根据丙氨酰-酪氨酸的标准曲线对待测白酒进行定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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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快速检测白酒中丙氨酰-酪氨酸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快速检测白酒中丙氨酰-酪氨酸(AY)的方法，属于酒类分析技术

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肽(丙氨酰-酪氨酸)是构成人体一切细胞的基本材料，在调节生理激素、运输氧、

抗拒病菌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功能。功能如下：(1)丙氨酰-酪氨酸因其结构简单、分子量小、

不饱和，所以能够通过细胞膜的渗透以原形直接进入细胞内，而不需要再次消化，也不需要

耗费能量。(2)丙氨酰-酪氨酸以原形直接进入细胞内，是其生物活性的重要体现。众所周

知，很多营养物质和药物尚且不能直接进入细胞内，对于大多数细胞病变医学还无能为力。

小分子肽却可以轻而易举地直接进入细胞内，并且透过皮肤屏障、透过血脑屏障、透过胎盘

屏障、透过肠胃粘膜屏障。(3)丙氨酰-酪氨酸参与酶的合成，激发酶的活性，强化酶的功能，

维持酶的稳定。(4)丙氨酰-酪氨酸改善中间代谢膜(肠胃粘膜、毛细血管壁、肺泡、脑脊膜、

红细胞壁、肾小球基底膜)的通透性，能够有效的吸收营养、排泄毒素，并能防御病原体的入

侵。(5)丙氨酰-酪氨酸通过控制DNA的转录，保持细胞优势信息的遗传。(6)丙氨酰-酪氨酸

通过合成特异蛋白质，产生特殊的生理效应。(7)丙氨酰-酪氨酸对于细胞的作用是双重的，

即可以补充营养需求修复缺损，又可以改善功能状态；同时具备承载工具和材料的双重职

责。鉴于丙氨酰-酪氨酸(AY)的种种功能，研究丙氨酰-酪氨酸(AY)的检测方法迫在眉睫，尤

其在白酒行业，对其所含丙氨酰-酪氨酸进行检测可作为其品质的判断依据。

[0003] 目前行业内对丙氨酰-酪氨酸(AY)的检测普遍采用比色法和色谱法检测。其中，比

色法只能半定量，液相色谱法不稳定，操作费时、检测时间较长，检测效率较低。

发明内容

[0004] 为避免上述现有技术所存在的不足之处，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快速检测白酒中丙氨

酰-酪氨酸(AY)的方法，旨在利用超高效液相色谱仪串接三重四级杆质谱仪对白酒中的丙

氨酰-酪氨酸(AY)进行快速、准确的检测。

[0005] 本发明解决技术问题，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6] 本发明快速检测白酒中丙氨酰-酪氨酸的方法,其特点在于：利用超高效液相色谱

串接三重四级杆质谱仪对白酒中的丙氨酰-酪氨酸进行检测；

[0007] 所用仪器为配有三重四级杆质谱仪的超高效液相色谱仪；

[0008] 所述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9] (1)对待测白酒酒样进行前处理：

[0010] 准确量取50mL待测白酒酒样于100mL旋转蒸发瓶中，旋转蒸发至3-5mL，去除待测

白酒酒样中的醇类物质，然后用超纯水定容至10mL，最后经0.22μm滤膜针头过滤器过滤，获

得待测样品；

[0011] (2)设定超高效液相色谱仪的条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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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色谱柱为ACQUITY  UPLC  BEH  C18  1.7μm  2.1×50mm  Column液相色谱柱；

[0013] 柱温为30～45℃；

[0014] 样品室温度为10～25℃

[0015] 流动相：A相由乙腈、水和三氟乙酸按体积比为80：20：0.1构成；B相为体积浓度为

0.01％～0.1％的三氟乙酸水溶液；

[0016] 流速为0.2～0.5mL/min；

[0017] 洗脱方式为梯度洗脱；

[0018] 进样量为1-5μL；

[0019] 检测所用时间为4min；

[0020] 其中，所述梯度洗脱的方法为：梯度洗脱初始时，流动相A和流动相B的体积比为

(90～85):(10～15)，保持0.5min；从0.5min到3.0min，流动相A和流动相B的体积比按照梯

度曲线6由初始比例降至为(40～50):(60～50)；3.0min到4.0min，流动相A和流动相B的体

积比按照梯度曲线6由3.0min时的比例升至为(90～85):(10～15)，维持1min，即完成整个

梯度洗脱；

[0021] 三重四级杆质谱仪的条件设定为：

[0022] 离子化方式：ESI-；

[0023] 监测方式：SIR；

[0024] 锥孔电压：25-40V

[0025] 毛细管电压：3.00-5.00kV

[0026] 脱溶剂气温度：400-600℃

[0027] 脱溶剂气流量：500-1000L/h

[0028] 锥孔气流量：50-100L/h

[0029] 离子源温度：100-400℃

[0030] 质谱方法参数表如表1：

[0031] 表1：质谱方法参数表

[0032]

[0033]

[0034] (3)丙氨酰-酪氨酸的标准曲线的绘制

[0035] 取丙氨酰-酪氨酸配制质量浓度范围在50～500ng/mL的一系列标准工作溶液，然

后按照步骤(2)所设定的条件取1.5mL各标准工作溶液进样、用超高效液相色谱分离、质谱

检测，以待测物在质谱中的响应值对其所相应的质量浓度进行线性回归，获得丙氨酰-酪氨

酸的线性回归方程，所述线性回归方程所对应的曲线即为相应的丙氨酰-酪氨酸的标准曲

线；丙氨酰-酪氨酸的线性回归方程及相关系数r2见表2，其中X为丙氨酰-酪氨酸的质量浓

度，Y为对应的待测物在质谱中的响应值。

[0036] 表2：丙氨酰-酪氨酸的线性回归方程、相关系数、检出限、定量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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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0038] (4)待测白酒酒样的检测

[0039] 将待测白酒酒样按步骤(1)的方式进行前处理后，取1.5mL按步骤(2)的条件进行

检测，通过使用质谱仪检测，获得待测样品的色谱图，对待测样品根据母离子进行定性分

析，然后根据丙氨酰-酪氨酸的标准曲线对待测白酒进行定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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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丙氨酰-酪氨酸的标准溶液的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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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丙氨酰-酪氨酸标

准溶液的最小浓度为方法定量限。所得的相关数据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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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白样品，分为3份，分别加入高、中、低三个浓度的标准工作溶液进行加标回收实验，计算

回收率；选取1个白酒样品按照上述前处理方法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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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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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氨酰-酪氨酸(AY)的加标回收率实验

[0043]

[0044] 表4：丙氨酰-酪氨酸(AY)的重现性实验

[0045]

[004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体现在：

[0047] 1、本发明建立了一种利用超高效液相色谱串接质谱法快速检测白酒中丙氨酰-酪

氨酸(AY)的方法，能够准确地对白酒中的丙氨酰-酪氨酸(AY)进行定性、定量，为白酒中丙

氨酰-酪氨酸(AY)的准确判定、快速检测提供科学依据。

[0048] 2、本发明超高效液相色谱串接三重四级杆质谱仪操作简单快捷、准确可靠、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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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好(相比其他的方法，效率提高10倍以上，由45min提高到现在的4min)。

[0049] 3、本发明ACQUITY  UPLC  BEH  C18  1.7μm  2.1×50mm  Column液相色谱柱与流动相

(A相为乙腈：水：三氟乙酸的体积比为80：20：0.1，B相为0.01％～0.1％三氟乙酸水溶液)的

选择对白酒中丙氨酰-酪氨酸(AY)达到了优异的分离效果，峰型较好，能够与基线完全分

离，分离效果较好。

[0050] 4、本发明的操作步骤少，从而降低了实验误差并提高了数据的准确性。

[0051] 5、本发明通过降低检测时间可以节约人力、物力以及财力,提高了工作效率。

附图说明

[0052] 图1为丙氨酰-酪氨酸(AY)标准溶液的离子流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53] 为阐明对本发明的理解，下面结合实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阐述。

[0054] 本实施例按如下步骤对某白酒中丙氨酰-酪氨酸(AY)进行测定，所用仪器为：超高

效液相色谱仪(配有三重四级杆质谱仪TQD)。

[0055] (1)对待测白酒酒样进行前处理：

[0056] 准确量取50mL待测白酒酒样于100mL旋转蒸发瓶中，旋转蒸发至4mL，去除待测白

酒酒样中的醇类物质，然后用超纯水定容至10mL，最后经0.22μm滤膜针头过滤器过滤，获得

待测样品；

[0057] (2)设定超高效合相色谱仪的条件为：

[0058] 色谱柱为ACQUITY  UPLC  BEH  C18  1.7μm  2.1×50mm  Column液相色谱柱；

[0059] 柱温为30℃；

[0060] 样品室温度为20℃；

[0061] 流动相：A相由乙腈、水和三氟乙酸按体积比为80：20：0.1构成；B相为体积浓度为

0.01％的三氟乙酸水溶液；

[0062] 流速为0.3mL/min；

[0063] 洗脱方式为梯度洗脱；

[0064] 进样量为2μL；

[0065] 检测所用时间为4min；

[0066] 三重四级杆质谱检测器的条件设定为：

[0067] 离子化方式：ESI-；

[0068] 监测方式：SIR；

[0069] 锥空电压：30V

[0070] 毛细管电压：3.00kV

[0071] 脱溶剂气温度：400℃

[0072] 脱溶剂气流量：1000L/h

[0073] 锥空气流量：50L/h

[0074] 离子源温度：150℃

[0075] 质谱方法参数表如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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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6] 表1：质谱方法参数表

[0077]

[0078] (3)丙氨酰-酪氨酸的标准曲线的绘制

[0079] 取丙氨酰-酪氨酸，配制2.5mg/L的储备液，然后分别将其稀释，配制成50、100、

200、400、500ng/mL的5个不同的标准工作溶液，然后按照步骤(2)所设定的条件取1.5mL各

标准工作溶液进样、用超高效液相色谱分离、质谱检测(谱图如图1所示，谱图对应的是浓度

为200ng/mL工作溶液)，以待测物在质谱中的响应值对其所相应的质量浓度进行线性回归，

获得丙氨酰-酪氨酸的线性回归方程(见表2)，线性回归方程所对应的曲线即为相应的丙氨

酰-酪氨酸的标准曲线；

[0080] (4)待测白酒酒样的检测

[0081] 将待测白酒酒样按步骤(1)的方式进行前处理后，取1.5mL按步骤(2)的条件进行

检测，通过使用质谱仪检测，获得待测样品的色谱图，对待测样品根据母离子进行定性分

析，然后根据丙氨酰-酪氨酸的标准曲线对待测白酒进行定量分析，即获得待测白酒中所含

有的丙氨酰-酪氨酸(AY)及相应含量。

[0082] (5与现有标准方法(液相方法)的数据对比如下：

[0083] 配置丙氨酰-酪氨酸配制质量浓度为50ng/mL、200ng/mL以及400ng/mL的三中样

品，分别通过本发明方法和国家标准方法进行检测，监测数据见表5。

[0084] 表5：使用两种检测方法检测数据比对

[0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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