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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液液微萃取合相色谱串联质谱法检测

卷烟主流烟气中9种芳香胺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首先通过剑桥滤片捕集主流烟气中的释放的芳

香胺，加入内标，以盐酸水溶液对抽吸得到的剑

桥滤片进行振荡提取，加入氢氧化钠水溶液将pH

调节至12~13，加入一定量的萃取溶剂甲苯、盐析

剂氯化钠进行震摇，离心后取出上层甲苯层，以

合相色谱串联质谱法（UPC2-MS/MS）对其中的芳

香胺含量进行分析，并通过内标法进行定量。本

方法的样品前处理操作简单、快速，分析检测时

间短，且方法的重复性好、回收率高，便于批量样

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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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液液微萃取合相色谱串联质谱法检测卷烟主流烟气中9种芳香胺的方法，所述9

种芳香胺具体为：1-萘胺、2-萘胺、3-氨基联苯、4-氨基联苯、邻甲氧基苯胺、2,6-二甲基苯

胺、邻甲苯胺、间甲苯胺、对甲苯胺，其特征在于：首先通过剑桥滤片捕集主流烟气中的释放

的芳香胺，加入内标，以盐酸水溶液对抽吸得到的剑桥滤片进行振荡提取，加入氢氧化钠水

溶液将pH调节至12~13，加入一定量的萃取溶剂甲苯、盐析剂氯化钠进行震摇，离心后取出

上层甲苯层，以合相色谱串联质谱法UPC2-MS/MS对其中的芳香胺含量进行分析，并通过内

标法进行定量；具体步骤如下：

（1）样品前处理：

首先在加拿大深度抽吸模式下，采用转盘式吸烟机对10支参比卷烟样品进行抽吸测

试，将抽吸得到的剑桥滤片放入到100  mL塑料瓶中，向瓶中加入60  mL  5%  盐酸水溶液和 

250µL浓度为4.0  mg/L的混合内标溶液，将塑料瓶置于振荡器上，以1000  r/min的速率振荡

提取30  min；向瓶中加入4.0  mol/L的氢氧化钠水溶液以调节pH至12~13，加入萃取溶剂甲

苯2  mL ,  加入盐析剂氯化钠2  g，于涡旋混合仪上以2000  r/min振荡2  min，然后以10000 

r/min离心2  min，取出上层甲苯层，加入至2  mL包括50  mg  N-丙基乙二胺，50  mg  C18，7.5 

mg  石墨化炭黑，150  mg  无水硫酸镁的分散固相萃取净化管中，于涡旋混合仪上以2000  r/

min振荡2  min，然后以10000  r/min离心2  min，即为样品待测液；

（2）标准工作溶液配制：配制包括9种芳香胺和6种氘代内标的单标储备液的配制、9种

芳香胺和6种氘代内标的混标储备液的配制以及系列标准工作溶液的配制；

（3）UPC2-MS/MS测定：

吸取配制好的系列标准工作溶液注入UPC2-MS/MS，以标准系列峰面积与内标峰面积之

比对其质量建立线性回归方程，对样品待测液进行测定，测得各目标芳香胺的峰面积与内

标的峰面积之比，代入线性回归方程，分别得到样品中9种芳香胺的含量；

UPC2-MS/MS分析条件

色谱条件：色谱柱选用HSS  C18色谱柱，1.7  mm；柱温：60℃；进样量：2  mL；助溶剂：甲

醇；流速：2  mL/min；补偿溶剂：0.1%甲酸的甲醇；流速：0.2  mL/min；洗脱梯度如下表所示：

表1.  洗脱梯度

时间（min） CO2（%） 甲醇（%）

0 99 1

0.5 99 1

2.5 96 4

3.2 97 3

3.5 70 30

5 99 1

质谱条件：离子源：电喷雾电离源（ESI），温度：150℃；毛细管电压：3.0  kV；去溶剂气温

度：300℃；去溶剂气流速：800  L/h；反吹气流速：50  L/h；多反应监测模式（MRM）。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加拿大深度抽吸模式的具体

条件为：抽吸容量55  mL，抽吸时间2  s，抽吸频率30  s，100%堵塞过滤通风孔。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标准工作溶液配制的具体过程如下：

单标储备液：以甲醇作为溶剂分别配制质量浓度均为1  mg/mL的9种芳香胺和6种氘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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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标的单标储备液；

混标储备液：分别移取200  µL邻甲苯胺、间甲苯胺、对甲苯胺；50  µL  1-萘胺、2-萘胺；

20  µL  2,6-二甲基苯胺；10  µL  3-氨基联苯、4-氨基联苯、邻甲氧基苯胺的单标储备液，以

甲苯定容至10  mL,  得到9种芳香胺的混合储备液；分别移取50µL  6种氘代内标的单标储备

液，以甲苯定容至25  mL, 得到质量浓度为4  mg/mL的6种氘代内标的混合储备液；

系列标准工作溶液：分别准确移取0.01  mL、0.02  mL、0.05  mL、0.1  mL、0.2  mL、0.3  mL

的9种芳香胺的混合储备液，分别加入50  µL的6种氘代内标的混合储备液，以甲苯稀释定容

至2  mL，得到系列标准工作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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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液液微萃取合相色谱串联质谱法检测卷烟主流烟气中9

种芳香胺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化学分析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利用液液微萃取技术结合合相色谱串联

质谱法（UPC2-MS/MS）对卷烟主流烟气中9种芳香胺的释放量的快速定量分析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芳香胺是指具有一个芳香性取代基的胺，卷烟烟气中也存在一些芳香胺。2012年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发布的关于烟草制品及烟气中的有害物质和潜在有害物质成

分列表中明确列出了对1-萘胺、2-萘胺、3-氨基联苯、4-氨基联苯、邻甲氧基苯胺、2,6-二甲

基苯胺和邻甲苯胺成分的管制与披露。

[0003] 烟气中芳香胺类化学物的检测方法主要有气相色谱法、气相色谱质谱法、液相色

谱串联质谱法等。而目前未见到合相色谱串联质谱法检测主流烟气中芳香胺的相关报道。

作为一种新兴的仪器检测技术，合相色谱质谱以无毒、不易燃且不污染环境的超临界流体

CO2作为主要流动相，是一种真正的绿色环保技术，且相比于液相色谱和气相色谱有很多突

出优势，对于结构类似物、异构体、对映体和非对映异构体具有很好地分离度和选择性。

[0004] 液液微萃取是自2006年发展起来的一种样品前处理技术，其可视为液液萃取溶剂

最小化的处理过程。当前，液液微萃取技术因其具有简便、提取浓缩效率高等特点，已在水

相中弱极性物质的分析领域广泛应用。

[0005] 本发明旨在根据卷烟烟气的样品特点，利用液液微萃取前处理方法，通过合相色

谱串联质谱法对卷烟主流烟气中的9种芳香胺（1-萘胺、2-萘胺、3-氨基联苯、4-氨基联苯、

邻甲氧基苯胺、2,6-二甲基苯胺、邻甲苯胺、间甲苯胺、对甲苯胺）进行分析检测，简化样品

前处理过程、缩短分析检测时间，对卷烟产品中芳香胺有害成分的检测研究工作提供技术

支持。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卷烟主流烟气中9种芳香胺（1-萘胺、2-萘胺、3-氨基联

苯、4-氨基联苯、邻甲氧基苯胺、2,6-二甲基苯胺、邻甲苯胺、间甲苯胺、对甲苯胺）的UPC2-

MS/MS分析方法，主要是首先对卷烟样品进行抽吸测试，以剑桥滤片捕集主流烟气中的芳香

胺，然后利用液液微萃取前处理技术进行预处理，最后采用UPC2-MS/MS对芳香胺进行检测，

并通过内标法进行定量分析。

[0007] 本发明的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的:

[0008] 一种液液微萃取合相色谱串联质谱法检测卷烟主流烟气中9种芳香胺的方法，首

先通过剑桥滤片捕集主流烟气中的释放的芳香胺，加入内标，以盐酸水溶液对抽吸得到的

剑桥滤片进行振荡提取，加入氢氧化钠水溶液将pH调节至12~13，加入一定量的萃取溶剂甲

苯、盐析剂氯化钠进行震摇，离心后取出上层甲苯层，以合相色谱串联质谱法（UPC2-MS/MS）

对其中的芳香胺含量进行分析，并通过内标法进行定量。具体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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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1）样品前处理：

[0010] 首先在加拿大深度抽吸模式（抽吸容量55  mL，抽吸时间2  s，抽吸频率30  s，100%

堵塞过滤通风孔）下，采用转盘式吸烟机对10支参比卷烟样品进行抽吸测试，将抽吸得到的

剑桥滤片放入到100  mL塑料瓶中，向瓶中加入60  mL  5%  盐酸水溶液和  250  µL浓度为4.0 

mg/L的混合内标溶液，将塑料瓶置于振荡器上，以1000  r/min的速率振荡提取30  min；向瓶

中加入4.0  mol/L的氢氧化钠水溶液以调节pH至12~13，加入萃取溶剂甲苯2  mL,  加入盐析

剂氯化钠2  g，于涡旋混合仪上以2000  r/min振荡2  min，然后以10000  r/min离心2  min，取

出上层甲苯层，加入至2  mL包括50  mg  N-丙基乙二胺，50  mg  C18，7.5  mg  石墨化炭黑，150 

mg  无水硫酸镁的分散固相萃取净化管中，于涡旋混合仪上以2000  r/min振荡2  min，然后

以10000  r/min离心2  min，即为样品待测液；

[0011] （2）标准工作溶液配制：配制包括9种芳香胺和6种氘代内标的单标储备液的配制、

9种芳香胺和6种氘代内标的混标储备液的配制以及系列标准工作溶液的配制；具体过程如

下：

[0012] 单标储备液：以甲醇作为溶剂分别配制质量浓度均为1  mg/mL的9种芳香胺和6种

氘代内标的单标储备液；

[0013] 混标储备液：分别移取200  µL邻甲苯胺、间甲苯胺、对甲苯胺；50  µL  1-萘胺、2-萘

胺；20  µL  2,6-二甲基苯胺；10  µL  3-氨基联苯、4-氨基联苯、邻甲氧基苯胺的单标储备液，

以甲苯定容至10  mL,  得到9种芳香胺的混合储备液；分别移取50  µL  6种氘代内标的单标

储备液，以甲苯定容至25  mL, 得到质量浓度为4  mg/mL的6种氘代内标的混合储备液；

[0014] 系列标准工作溶液：分别准确移取0.01  mL、0.02  mL、0.05  mL、0.1  mL、0.2  mL、

0.3  mL的9种芳香胺的混合储备液，分别加入50  µL的6种氘代内标的混合储备液，以甲苯稀

释定容至2  mL，得到系列标准工作溶液。

[0015] （3）UPC2-MS/MS测定：

[0016] 吸取配制好的系列标准工作溶液注入UPC2-MS/MS，以标准系列峰面积与内标峰面

积之比对其质量建立线性回归方程，对样品待测液进行测定，测得各目标芳香胺的峰面积

与内标的峰面积之比，代入线性回归方程，分别得到样品中9种芳香胺的含量。

[0017] UPC2-MS/MS分析条件

[0018] 色谱条件：色谱柱选用HSS  C18色谱柱，1.7  mm；柱温：60℃；进样量：2  mL；助溶剂：

甲醇；流速：2  mL/min；补偿溶剂：0.1%甲酸的甲醇；流速：0.2  mL/min；洗脱梯度如表1所示：

[0019]

[0020] 质谱条件：离子源：电喷雾电离源（ESI），温度：150℃；毛细管电压：3.0  kV；去溶剂

气温度：300℃；去溶剂气流速：800  L/h；反吹气流速：50  L/h；多反应监测模式（MRM），详细

参数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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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0022] 本发明具有如下效果：

[0023] （1）本方法首次通过液液微萃取前处理方法，建立了一种卷烟主流烟气中9种芳香

胺的合相色谱串联质谱的快速测定方法。主要是根据卷烟烟气样品的特点，对液液微萃取

前处理方法的提取溶剂、盐析剂等进行了选择与优化，并对影响色谱分离条件的色谱柱的

选择、助溶剂的选择、流速以及系统背压进行了优化。

[0024] （2）本方法的样品前处理过程以及合相色谱串联质谱检测过程简单、快速，大大节

省了分析时间，便于批量样品分析。

[0025] （3）本方法的重复性好，适用于卷烟主流烟气中9种芳香胺释放量的检测。

[0026] 附图说明：

[0027] 图1：本发明测定方法流程图。

[0028] 图2：提取溶剂的选择。

[0029] 图3：盐析剂的选择。

[0030] 图4：标准工作溶液总离子流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本发明结合实例做进一步描述，但并不是限制本发明。

[0032] 实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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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1）仪器与试剂：

[0034] 合相色谱串联质谱仪（美国Waters公司）；RM-200A转盘式吸烟机（德国Borgwaldt

公司）；Labnet  VX-200旋涡混合仪（美国Labnet公司）；Sigma  3-30K高速冷冻离心机（德国

Sigma公司）；Milli-Q超纯水系统（美国Millipore公司）。

[0035] 邻甲苯胺（o-TOL）、间甲苯胺（m-TOL）、对甲苯胺（p-TOL）、2,6-二甲基苯胺（2,6-

DMA）、邻甲氧基苯胺（o-ASD）、1-萘胺（1-NA）、2-萘胺（2-NA）、3-氨基联苯（3-ABP）、4-氨基联

苯（4-ABP），D9-邻甲苯胺（o-TOL-d9）、D7-邻甲氧基苯胺（o-ASD-d7）、D7-1-萘胺（1-NA-d7）、

D7-2-萘胺（2-NA-d7）、D11-2,6-二甲基苯胺（2,6-DMA-d11）、D9-4-氨基联苯（4-ABP-d9）（德

国Dr.  Ehrensorfer公司）；甲苯、正己烷、环己烷（色谱纯，美国J.  T.  Baker公司），氢氧化

钠、氯化钠、硫酸钠（分析纯，天津北方试剂公司），2  mL的分散固相萃取净化试剂盒（50  mg 

N-丙基乙二胺，50  mg  C18，7.5  mg  石墨化炭黑，150  mg  无水硫酸镁）（美国Agilent公司）；

3R4F参比卷烟样品（美国肯塔基大学）。

[0036] （2）样品前处理：

[0037] 首先在加拿大深度抽吸模式（抽吸容量55  mL，抽吸时间2  s，抽吸频率30  s，100%

堵塞过滤通风孔）下，采用转盘式吸烟机对参比卷烟样品（10支）进行抽吸测试。将抽吸得到

的剑桥滤片放入到100  mL塑料瓶中，向瓶中加入60  mL  5%  盐酸水溶液和  250  µL浓度为

4.0  mg/L的混合内标溶液，将塑料瓶置于振荡器上，以1000  r/min的速率振荡提取30  min。

向瓶中加入4.0  mol/L的氢氧化钠水溶液以调节pH至12~13，加入萃取溶剂2  mL,  加入盐析

剂氯化钠2  g，于涡旋混合仪上以2000  r/min振荡2  min，然后以10000  r/min离心2  min。取

出上层萃取剂层，加入至2  mL的分散固相萃取净化管（50  mg  N-丙基乙二胺，50  mg  C18，

7.5  mg  石墨化炭黑，150  mg  无水硫酸镁）中，于涡旋混合仪上以2000  r/min振荡2  min，然

后以10000  r/min离心2  mi，取上清液待UPC2-MS/MS分析。

[0038] 其中分别以甲苯、正己烷和环己烷为萃取剂，对萃取溶剂的选择进行了优化，其结

果如图2所示。结果表明甲苯的萃取效率最高。此外，对盐析剂的选择也进行了优化。如图3

所示，结果表明加入盐析剂有助于提高萃取效率，因氯化钠和硫酸钠的差别不大，最终选择

氯化钠作为盐析剂。

[0039] （3）标准工作溶液的配制

[0040] 标准工作溶液的配制主要包括9种芳香胺和6种氘代内标的单标储备液的配制、9

种芳香胺和6种氘代内标的混标储备液的配制以及系列标准工作溶液的配制，具体配制过

程如前面所述，此处不再重复。

[0041] （4）UPC2-MS/MS分析

[0042] 首先对影响9种芳香胺及6种氘代内标的质谱参数进行了优化。然后对影响分析效

果的实验条件进行了系统优化，包括色谱柱、助溶剂、流速。结果表明在C18柱上的分离效果

最好，9种芳香胺全部出峰，且当以甲醇为助溶剂、系统流速为2.0  mL/min时能得到最好的

分离度。在最优条件下得到标准溶液的总离子流图如图4所示。

[0043] （5）分析结果

[0044] 将6种浓度的标准工作溶液进行UPC2-MS/MS分析，以目标物和内标的色谱峰面积

比对芳香胺的浓度进行回归分析，得到标准曲线及其回归方程、相关系数，本法线性关系良

好，结果如表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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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5]

[0046] 对3R4F参比卷烟进行抽吸测试，对其中的芳香胺释放量进行UPC2-MS/MS分析测

定。此外，将三种不同浓度的标准溶液加入到载有烟气总粒相物的剑桥滤片上，计算加标回

收率，结果见表4。可见除了2,6-DMA的回收率较低之外，其他8种芳香胺的回收率的范围均

在66%～130%之间。2,6-DMA测定结果的相对标准偏差以及回收率均较低，这可能是由于2,

6-DMA挥发性较强导致的，因此样品预处理后应尽快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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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7]

[0048] 此外，将该方法的测定结果与传统的现行国标方法的测定结果进行了比对，结果

如表5所示，可见除3-ABP和4-ABP的测定结果有一定差异外，其余7种芳香胺而言该方法与

传统方法测定结果的一致性较好。由于本方法的基于液液微萃取的前处理过程简单，且采

用新颖、环保、快速的合相色谱串联质谱法，因此提供了一种快速、准确的主流烟气中芳香

胺测定的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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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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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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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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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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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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