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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利用四极质谱仪对微量
气体中微量杂质快速分析方法，
微电流放大和采
集电路采用两个相差三个量级阻值的高阻档位，
每个档位下设定不同的增益，
两个相差三个量级
阻值的高阻中，
较大阻值的高阻针对微小信号的
放大，
较小阻值的高阻针对大信号的放大，
中间
大小的信号可以选择设置不同档位中的增益进
行分析。
本发明对四极质谱仪电子倍增器输出的
离子流，
通过计算机控制微电流放大电路中放大
器高阻的自动切换实现分段扫描，
通过软件实现
在不同高阻下采用不同扫描速度，
最终可实现快
速扫描与痕量灵敏度的兼顾的一种质谱数据处
理方法，
该方法配合上高精度的四极质谱管就能
获取快速扫描下的PPM级甚至更高的痕量灵敏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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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利用四极质谱仪对微量气体中微量杂质快速分析方法，
其特征在于：
微电流放
大和采集电路采用两个相差三个量级阻值的高阻档位，
每个档位下设定不同的增益，
两个
相差三个量级阻值的高阻中，
较大阻值的高阻针对微小信号的放大，
较小阻值的高阻针对
大信号的放大，
中间大小的信号可以选择设置不同档位中的增益进行分析，
微小信号为PPM
级以下杂质，
大信号为100PPM级以上杂质；
在对一幅谱图的扫描控制中，
分段设定扫描速
度，
实现大高阻下慢扫、
低高阻下快扫的工作模式。
2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四极质谱仪对微量气体中微量杂质快速分析方法，
其特征
8
5
在于：
两个阻值相差三个量级的高阻分别为10 Ω和10 Ω。
3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四极质谱仪对微量气体中微量杂质快速分析方法，
其特征
在于：
采用I-V转换法将质谱微电流转换成电压信号，
然后调整到24位高精度模数转换器的
量程范围，
模数转换器受微处理器控制，
采样数据被微处理器采集存储，
并通过USB传输给
计算机系统进行分析处理；
同时微处理器控制数模转换器和继电器模块，
分别实现扫描控
制和高阻切换。

2

CN 106124608 B

说

明

书

1/3 页

一种利用四极质谱仪对微量气体中微量杂质快速分析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利用四极质谱仪对微量气体中微量杂质快速分析方法，
属于分析
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四极质谱仪由于分辨能力强、
灵敏度高、响应速度快等特点在气体成分的分析领
域里得到广泛应用，
如超纯气体中杂质的分析、
真空电子器件中残余气体成分的分析、
真空
系统检漏分析等。四极质谱仪由四极质谱管、质谱电源和微电流放大的数据采集系统与计
算机控制系统组成。其中四极质谱管包含离子源、
四极杆组件和电子倍增器。其中离子源是
将气体成分电离成离子，
符合条件的离子通过四极杆形成的四极场被电子倍增器获取，
经
过电子倍增器放大转换将离子流转换成电子流，
后通过微电流放大电路的进一步放大，
经
过计算机数据采集处理，
形成质谱图。
[0003] 四极质谱仪器使用中能得到的浓度灵敏度不仅仅受到四极质谱仪本身结构的影
响，
数据放大、
采集与分析方法同样非常重要。
四极质谱仪能获取的灵敏度和分析速度即扫
描速度之间是一对矛盾的关系，
即扫描速度越快，
峰型越差、灵敏度越差。因此通常四极质
谱仪为了获取一定质量的峰形、
一定灵敏度的质谱峰，
其扫描速度是受到限制的，
虽然理论
上其扫描速度的极限是受到离子在四极场中渡越时间的限制，
可以到0 .2ms一个质量数的
量级，
但是在对微小峰如ppm级甚至更低浓度的检测时由于大峰的拖尾和噪声的影响，
四极
质谱仪必须要慢速扫描，
一般都要到秒量级甚至更长，
如一般在分析超纯气体中杂质含量
的时候，
每个质量数通常秒以上的扫描速度来获取高的灵敏度。
[0004] 但是这种分析方法，
对于总气体量很少的分析样品来说是行不通的。
因为通常，
为
了抑制四极质谱仪真空系统的本底真空，
分析系统处于动态真空的条件中，
这就是被分析
的样品一旦取样进入四极质谱系统后，
气体在分析的同时也迅速地被真空泵抽走。要获得
足够的分析灵敏度，
就要求被分析对象的量必须足够多，
能承受长时间的消耗。但当被分析
对象的总气体量很少甚至为微量时，
一方面由于消耗会要求分析速度加快，
另一方面其中
的微量杂质成分的分析又要求分析速度要慢，
这两者之间是矛盾的。如何实现快速分析中
的慢扫描是本发明要解决的质谱分析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解决现有技术微气体量样品中微量杂质气体成分分析过程中的分析速度与
痕量灵敏度相矛盾的技术难题，
本发明提供一种利用四极质谱仪对微量气体中微量杂质快
速分析方法。
[0006]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
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7] 一种利用四极质谱仪对微量气体中微量杂质快速分析方法，
微电流放大和采集电
路采用两个相差三个量级阻值的高阻档位，
每个档位下设定不同的增益，
两个相差三个量
级阻值的高阻中，
较大阻值的高阻针对微小信号的放大，
较小阻值的高阻针对大信号的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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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中间大小的信号可以选择设置不同档位中的增益进行分析，
微小信号为PPM级以下杂
质，
大信号为100PPM级以上杂质。
[0008] 作为本申请的一种优选方案，
两个阻值相差三个量级的高阻分别为108Ω和105Ω；
阻值的具体大小要看电四极质谱仪电子倍增器的增益，
电子倍增器的增益高，
阻值就可以
整体选小。
[0009] 上述利用四极质谱仪对微量气体中微量杂质快速分析方法，
采用I-V转换法将质
谱微电流转换成电压信号，
然后调整到24位高精度模数转换器的量程范围，
模数转换器受
微处理器控制，
采样数据被微处理器采集存储，
并通过USB传输给计算机系统进行分析处
理；
同时微处理器控制数模转换器和继电器模块，
分别实现扫描控制和高阻切换。
[0010]
相应的单片机采集软件和计算机分析软件在硬件的基础上，
按照制定的一套通信
协议进行交互，
实现自动切换高阻的工作模式；
在大信号处采用低高阻放大，
小信号处采用
大高阻放大。配合不同高阻值的转换，
软件设置不同的扫描速度。大信号、低高阻，
响应时间
常数RC小，
其扫描速度可以设定快速扫描，
同时噪声由于是低高阻也相应下降 ；
小信号、
大
高阻 ，
响应时间常数RC大，
其扫描速度设定慢。这样在扫描一幅谱图中，
可以兼顾大小信号
的分析，
与此同时整幅谱图的时间就减少很多，
实现对微量气体中微量杂质的快速高灵敏
度的质谱分析。
[0011] 在扫描控制中，
可以分段设定扫描速度，
实现大高阻下慢扫、低高阻下快扫的工作
模式。
[0012] 本发明未提及的技术均参照现有技术。
[0013] 本发明针对微气体量样品中微量杂质气体成分分析过程中的分析速度与痕量灵
敏度相矛盾的技术难题，
提出对四极质谱仪电子倍增器输出的离子流，
通过计算机控制微
电流放大电路中放大器高阻的切换，
实现在不同高阻下、采用不同扫描速度的质谱数据处
理方法，
实现快速扫描与痕量灵敏度的获取，
该方法配合上高精度的四极质谱仪就能获取
快速扫描下的PPM级甚至更高的痕量灵敏度。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微量杂质气体成分分析系统；
[0015] 图2为计算机软件功能架构；
[0016] 图3为单片机软件的功能架构。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为了更好地理解本发明，
下面结合实施例进一步阐明本发明的内容，
但本发明的
内容不仅仅局限于下面的实施例。
[0018] 一种利用四极质谱仪对微量气体中微量杂质快速分析方法，
微电流放大和采集电
路采用两个相差三个量级阻值的高阻 ，
两个相差三个量级阻值的高阻中，
较大阻值的高阻
针对微小信号的放大，
较小阻值的高阻针对大信号的放大，
微小信号为PPM级以下杂质，
大
8
5
信号为100PPM级以上杂质；
两个阻值相差三个量级的高阻可以分别为10 Ω和10 Ω；
采用IV转换法将质谱微电流转换成电压信号，
然后调整到24位高精度模数转换器的量程范围，
模
数转换器受微处理器控制，
采样数据被微处理器采集存储，
并通过USB传输给计算机系统进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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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分析处理；
同时微处理器控制数模转换器和继电器模块，
分别实现扫描控制和高阻切换；
在扫描控制中，
分段设定扫描速度，
实现大高阻下慢扫、
低高阻下快扫的工作模式。
[0019] 本发明的系统总体设计方案如图1所示。
根据图1所示的系统总体设计方案，
开发
相应的质谱仪采集软件的功能要求，
开发的具体方法为本领域常规方法，
该计算机软件系
统主要包括：
通信驱动模块、主界面控制模块、协议解析模块、信号处理模块和文件操作模
块这五个模块。计算机软件的功能架构总结，
如图2所示。其中MCU微处理器主要完成与计算
机系统的通信，
通过控制模数转换器ADC进行质谱数据的采集，
及控制继电器和数模转换
器，
实现高阻切换和扫描控制。
单片机软件的功能架构总结如图3所示。
[0020] 当一幅谱图进行分段扫描时，
每段可单独设置合适的高阻、增益、扫速，
以实现不
同量级信号的测量显示。
目前一档高阻在系统中能实现4个量级的质谱信号检测，
配合相差
3个量级阻值的高阻 ，
即可在一幅质谱图中呈现6个量级及以上的质谱信号，
目前反馈高阻
8
5
设置成两档，
为10 Ω档和10 Ω档；
增益可以设置成六档，
为1、
3、
10、
30、
100、
300倍档，
实现
对质谱信号的放大，
拓宽测量量程。
[0021] 反馈高阻 、
增益、扫速等核心参数在计算机端上位机进行配置 ，
通过USB下发给
MCU，
实现扫描时控制继电器，
在不同扫描段切换相应高阻，
以检测匹配的质谱信号。本发明
针对微气体量样品中微量杂质气体成分分析过程中的分析速度与痕量灵敏度相矛盾的技
术难题，
提出对四极质谱仪电子倍增器输出的离子流，
通过计算机控制微电流放大电路中
放大器高阻的切换，
实现在不同高阻下、
采用不同扫描速度的质谱数据处理方法，
实现快速
扫描与痕量灵敏度的获取，
该方法配合上高精度的四极质谱仪就能获取快速扫描下的PPM
级甚至更高的痕量灵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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