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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固体表面小分子物质的

原位质谱定量方法，包括下述的步骤：采用微液

结点采样技术，使采样探针在含待测物的固体样

品表面进行第一次扫描，扫描一定的面积，然后

将萃取的待测物进行质谱检测，第一次扫描得到

的待测物的含量为M1；使采样探针在固体样品表

面的同一位置区域进行第二次扫描，然后将萃取

的待测物进行质谱检测，第二次扫描得到的待测

物的含量为M2；将M1和M2带入动力学校正公式，得

到固体样品在扫描区域的待测物含量。本发明提

高了微液结点探针对固体样品一次采样所得到

的分析物量和采样代表性，避免了在固体样品表

面加标来测定微液结点采样过程的采样效率，并

且提高了定量的准确度。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6页  附图2页

CN 110568056 B

2020.08.25

CN
 1
10
56
80
56
 B



1.一种固体表面小分子物质的原位质谱定量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下述的步骤：

(1)采用微液结点采样技术，使采样探针在含待测物的固体样品表面进行第一次扫描，

扫描一定的面积，然后将萃取的待测物进行质谱检测，第一次扫描得到的待测物的含量为

M1；

(2)使采样探针在固体样品表面的同一位置区域进行第二次扫描，然后将萃取的待测

物进行质谱检测，第二次扫描得到的待测物的含量为M2；

(3)将M1和M2带入下式，得到固体样品在扫描区域的待测物含量q0

其中M1、M2、q0单位一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固体表面小分子物质的原位质谱定量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固体样品中待测物的定量检测范围是从样品最表层到离样品最表层250～280μm的深度范

围内，若样品本身厚度小于250μm，则定量检测范围是整个样品。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固体表面小分子物质的原位质谱定量方法，其特征在于，

通过三轴平台控制采样探针与固体样品的相对位置。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固体表面小分子物质的原位质谱定量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

(1)采样探针以一定路径扫描选定的矩形区域，步骤(2)以步骤(1)扫描的路径原路返回。

5.根据权利要求1或4所述的固体表面小分子物质的原位质谱定量方法，其特征在于，

采样探针以0-1000μm/s的速度进行扫描。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固体表面小分子物质的原位质谱定量方法，其特征在于，将萃

取液泵入采样探针以萃取固体样品表面的待测物，然后萃取液被抽入定量环中。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固体表面小分子物质的原位质谱定量方法，其特征在于，扫描

结束时，被抽入定量环中的待测液体通过阀切换与液相泵连接从而在线的被液相泵推入质

谱离子源进行在线检测。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固体表面小分子物质的原位质谱定量方法，其特征在于，通过

同位素加标法或外标法对待测物得到的质谱峰信号进行定量校正，得到M1、M2的值，所述同

位素加标法的同位素标样加入到萃取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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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固体表面小分子物质的原位质谱定量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质谱检测前处理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针对质谱原位定量检测的快速采

样与定量计算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传统的质谱定量检测方法通常需要繁琐的样品制备过程以及长时间的色谱分离

过程以使得样品中的分析物选择性的提取出来并得到质谱离子源或色谱分离装置兼容的

样品形态。而这些繁琐的样品处理过程是质谱分析速度慢通量小的主要原因。同时，这些过

程会引入更多的检测误差和样品的分解，使得检测结果不准确。

[0003] 为了提高质谱分析的速度和检测的准确度，原位质谱分析近年来发展快速。常见

的原位质谱分析有解析电喷雾质谱(desorption  electrospray  ionization,DESI)、实时

直接分析质谱(direct  analysis  in  real  time ,DART)、激光烧蚀电喷雾电离(laser 

ablation  electrospray  ionization,LAESI)、微液结点采样技术(liquid  microjunction 

surface  sampling ,LMJSS)等。这些技术各有优势，其中微液结点采样技术装置简单成本

低，且可直接得到液态样品，使得其可以实现采样后加标或与其他分离处理联用，方法灵活

多变。但对于固体样品的原位分析，目前这些方法都存在定量困难以及定量结果不具代表

性等问题。这是由于这些原位电离采样方法通常只能对微小的区域进行非消耗性的采样。

这样就使得采样效率(样品在采集范围内所采集到的分析物量/该范围内原始的分析物量)

很低且难以预知。同时，由于固体样品难以进行均匀的加标，使得绝对的采样效率以及质谱

信号-浓度关系无法准确的通过标样实验得到并进行定量校正。目前，甚少有研究采用这些

原位质谱方法进行绝对定量分析。而且在目前原位质谱的固体采样过程的研究中，还没有

对其动力学传质过程的模型描述的研究和模型在定量方法上的开发和应用的研究。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克服以上背景技术中提到的不足和缺陷，提供一

种固体表面小分子物质的原位质谱定量方法，提高采样效率、采样代表性和定量的准确度。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出的技术方案为：

[0006] 一种固体表面小分子物质的原位质谱定量方法，包括下述的步骤：

[0007] (1)采用微液结点采样技术，使采样探针在含待测物的固体样品表面进行第一次

扫描，扫描一定的面积，然后将萃取的待测物进行质谱检测，第一次扫描得到的待测物的含

量为M1；

[0008] (2)使采样探针在固体样品表面的同一位置区域进行第二次扫描，然后将萃取的

待测物进行质谱检测，第二次扫描得到的待测物的含量为M2；

[0009] (3)将M1和M2带入下式，得到固体样品在扫描区域的待测物含量q0

[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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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其中M1、M2、q0单位一致。

[0012] 进一步的，所述固体样品中待测物的定量检测范围是从样品最表层到离样品最表

层250～280μm的深度范围内，若样品本身厚度小于250μm，则定量检测范围是整个样品。

[0013] 进一步的，通过三轴平台控制采样探针与固体样品的相对位置。

[0014] 进一步的，步骤(1)采样探针以一定路径扫描选定的矩形区域，步骤(2)以步骤(1)

扫描的路径原路返回。

[0015] 进一步的，采样探针以0-1000μm/s的速度进行扫描。

[0016] 进一步的，将萃取液泵入采样探针以萃取固体样品表面的待测物，然后萃取液被

抽入定量环中。进一步的，扫描结束时，被抽入定量环中的待测液体在线的进样于质谱离子

源进行检测。

[0017] 进一步的，通过同位素加标法或外标法对待测物得到的质谱峰信号进行定量校

正，得到M1、M2的值，所述同位素加标法的同位素标样加入到萃取液中。与现有技术相比，本

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0018] 本发明针对现有原位质谱固相表面分析难以定量的问题，基于微液结点采样技术

提出了新的采样和定量校正的方法。为提高微液结点探针对固体样品一次采样所得到的分

析物量和采样代表性，本发明方法将常用的单点采样变为平面扫描，使得微液结点探针在

表面的采样面积更大，一次采样得到的分析物量更多，检测灵敏度更高；另外，本发明方法

对同一块固体样品进行两次同区域的采样，并通过同位素加标或外标法对提取出的分析物

定量，得到同一个区域的前后两次采样结果；由固液间传质动力学理论推导出了微液结点

在采样区域萃取量与扫描次数之间关系的模型，并推导出动力学校正公式。最后，通过两次

采样的结果带入动力学校正公式可以得到样品区域内原始的分析物含量。从而避免在固体

样品表面加标来测定微液结点采样过程的采样效率，并且提高了定量的准确度。

附图说明

[0019]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或现

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是本发明

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

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20] 图1质谱检测的含量与扫描次数的关系曲线；图中点为加有苯基二苯酮的纸张在

10次原位萃取中所萃取得到的苯基二苯酮的量，图中平滑线为通过传质动力学公式得到的

拟合曲线，M1和M2分别为第一、二次扫描得到的分析物的含量；

[0021] 图2为实施例1的原位采样定量结果的相对回收率(即定量准确度)；

[0022] 图3为实施例2的原位采样定量方法与标准方法测得同一个烟盒实际样品的定量

结果；

[0023] 图中光引发剂缩写：MBF ,15206-55-0(CAS号)；1173，7473-98-5；BP,119-61-9；

EDB，10287-53-3；MBP，131-58-8；184，947-19-3；OMBB，606-28-0；2/4-ITX，83846-86-0；

PBZ，2128-93-0；DETX，82799-44-8；MK，90-94-8；EHDAB，21245-02-3；907，71868-10-5；

DEAB，90-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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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为了便于理解本发明，下文将结合说明书附图和较佳的实施例对本发明做更全

面、细致地描述，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限于以下具体实施例。

[0025] 除非另有定义，下文中所使用的所有专业术语与本领域技术人员通常理解含义相

同。本文中所使用的专业术语只是为了描述具体实施例的目的，并不是旨在限制本发明的

保护范围。

[0026] 除非另有特别说明，本发明中用到的各种原材料、试剂、仪器和设备等均可通过市

场购买得到或者可通过现有方法制备得到。

[0027] 本发明一个具体实施方式的固体表面小分子物质的原位质谱定量方法，采用微液

结点采样技术。将具有平整表面的样品放置于三轴平台上，通过三轴平台控制微液结点探

针与样品的相对位置。通过对三轴平台进行制动编程使得探针以一定速度在样品表面扫描

一定的面积。在扫描的过程中微液结点始终保持恒定的液结点覆盖面积且无气泡产生。萃

取液由泵以一定流速泵入探针，再由负压接收装置吸回到固定在六通阀中的定量环中，收

集的液体通过六通阀切换阀位在线的进入质谱离子源检测，第一次扫描得到的分析物的含

量为M1(单位mg)。

[0028] 萃取完后，将探针再采用同样的程序扫描样品的同一位置区域，并同样通过六通

阀切换阀位将收集进定量环中的第二次采样液进样于质谱检测，第二次扫描得到的分析物

的含量为M2(单位mg)。

[0029] 最后，将两次的质谱检测结果带入动力学校正公式得到固体样品此区域原始的分

析物含量q0(单位mg)。所述动力学校正公式为：

[0030]

[0031] 本发明根据固液间传质动力学理论推导出了微液结点在采样区域萃取量(质谱检

测的含量M)与扫描次数(n)之间关系的模型，如图1，得到如下关系式：

[0032]

[0033] 其中a为传质动力学参数(μm  s-1)，V为扫描速度(μm  s-1)，然后根据该式推导出上

述的动力学校正公式，通过上述动力学校正公式进行校正计算出的原始的分析物含量更接

近实际值。

[0034] 所述样品可以是具有平整表面的任何固体样品，如包装纸、包装盒、植物叶片、组

织切片、板材、纺织品、画卷等。本发明方法可以检测的小分子物质是任意的，以下实施例仅

示例性的用于检测光引发剂、偶氮染料。

[0035] 所述固体样品中待测物的定量检测范围(也即采样深度)是从样品最表层到离样

品最表层250～280μm的深度范围内，也就是说，从样品最表层到250～280μm的深度范围内

的待测物可以被定量检测，根据微液节点在不同固体样品表面渗透率不同而采样深度稍有

不同。若样品本身厚度小于250μm(如包装纸、包装盒、画卷、组织切片和叶片等)，则定量检

测范围是整个样品，也就是说样品整个厚度范围的待测物都可以被定量检测。比如，实施例

1～3中的定量检测范围是整个样品。根据这个定量检测范围计算固体样品采样的体积，可

得到待测物在固体样品中的体积含量(mg/m2)。

说　明　书 3/6 页

5

CN 110568056 B

5



[0036] 所述三轴平台为在xyz三个方向可线性移动的步进电动平台，将探针或样品台固

定在三轴平台上来控制探针或样品台。三轴步进电机的精度和移动范围视成像样品的大小

与成像空间分辨率而定。三轴步进电动平台为本领域技术人员熟知技术，在普通步进电机

市场即可购买。

[0037] 所述采样探针扫描的速度为0-1000μm/s。只有在这个速度范围内探针形成的微液

结点才稳定，微液结点始终保持恒定的液结点覆盖面积且无气泡产生。

[0038] 所述微液结点探针可以是毛细管内外套管，双孔石英管，鹅形管和折管等。所述质

谱离子源可以是电喷雾电离源和大气压化学电离源等。

[0039] 实施例1

[0040] 利用原位采样定量方法检测定量加标模拟纸中的光引发剂。其具体步骤如下所

述：

[0041] (1)原位采样以及收集装置：采样探针为同轴毛细管(外毛细管尺寸251μm  I.D./

356μm  O.D.，内毛细管尺寸100μm  I.D./163μm  O.D.)，外毛细管与注射泵相连，内毛细管与

真空泵(隔膜泵与真空控制器共同组成真空控制系统提供准确的真空度)相连。在真空泵和

内毛细管之间加入一两位六通阀。在六通阀对位连有定量环(10μL)，而其中两个邻位的阀

孔分别与内毛细管和真空泵相连，另两个邻位的阀孔分别与液相泵和质谱入口相连，从而

组成质谱在线进样装置。

[0042] (2)模拟纸的制作：将一定浓度的光引发剂加入没有光引发剂的油墨中，使用线棒

涂布器来涂布纸张，由涂布的面积、油墨的用量以及标样加入的量可以算出模拟纸中光引

发剂的含量(mg/m2)。

[0043] (3)模拟纸的第一次微液结点扫描：将模拟纸置于三轴平台上并固定好。微液结点

探针以500μm/s的速度以Z字形扫描选定矩形区域。同时注射泵以5μL/min的速度向探针上

泵入萃取液(90％乙腈)。萃取液被真空泵抽入定量环中。

[0044] (4)光引发剂的在线质谱检测：在探针扫描1min后，六通阀切换阀位使液相泵将定

量环中的待测物推入质谱中进行检测。同时探针停止扫描。质谱检测条件为：质谱为电喷雾

离子源-离子阱串联飞行时间质谱。离子源在正离子模式下工作，喷雾针所加电压为4000V，

离子源温度200℃，雾化气体(N2)流量1.5L/min。质量分析器进行一级质谱全扫描模式，扫

描范围为100-1000m/z。

[0045] (5)模拟纸的第二次微液结点扫描：探针在停止的位点以原来扫描的路径以及扫

描速度原路返回，同样在扫描1min后进行六通阀阀位切换，使第二次的萃取液被推入质谱。

[0046] (6)光引发剂在模拟纸中含量的定量计算：通过外标曲线法得到两次扫描的待测

光引发剂的含量M1和M2。根据动力学传质模型拟合出的每次采样的量与采样次数的关系，可

以得到M1、M2与样品区域原有的分析物含量q0的关系，如下式所示：

[0047]

[0048] 然后进行求解得到q0。

[0049] (5)结果分析：

[0050] 将得到的定量结果与纸张中光引发剂加入的实际真实量进行对比(图2)。相对回

收率(即定量的准确度)的计算公式为：测得的模拟纸中各光引发剂的含量/实际在模拟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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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加入的光引发剂的含量。从图2可以看出，其结果基本一致，相对回收率在60％-155％之

间，说明本发明原位定量方法的准确性。

[0051] 实施例2

[0052] 利用原位采样定量方法检测定量卷烟包装盒中的光引发剂。其具体步骤如下所

述：

[0053] (1)原位采样以及收集装置：与实施例1相同。

[0054] (2)烟盒的第一次微液结点扫描：将烟盒置于三轴平台上并固定好。微液结点探针

以500μm/s的速度以Z字形扫描选定矩形区域。同时注射泵以5μL/min的速度向探针上泵入

萃取液(90％乙腈)。萃取液被真空泵抽入定量环中。

[0055] (3)光引发剂的在线质谱检测：在探针扫描1min后，六通阀切换阀位使液相泵将定

量环中的待测物推入质谱中进行检测。同时探针停止扫描。质谱检测条件为：质谱为电喷雾

离子源-离子阱串联飞行时间质谱。离子源在正离子模式下工作，喷雾针所加电压为4000V，

离子源温度200℃，雾化气体(N2)流量1.5L/min。质量分析器进行一级质谱全扫描模式，扫

描范围为100-1000m/z。

[0056] (4)烟盒的第二次微液结点扫描：探针在停止的位点以原来扫描的路径以及扫描

速度原路返回，同样在扫描1min后进行六通阀阀位切换，使第二次的萃取液被推入质谱。

[0057] (5)光引发剂在烟盒中含量的定量计算：通过外标曲线法得到两次扫描的待测光

引发剂的含量M1和M2。根据动力学传质模型拟合出的每次采样的量与采样次数的关系，可以

得到M1、M2与样品区域原有的分析物含量q0的关系，如下式所示：

[0058]

[0059] 然后进行求解得到q0。

[0060] 结果分析：

[0061] 将得到的定量结果与纸张中光引发剂检测的标准方法(标准方法采用企业标准

YQ/T31-2013)进行对比(图3)可以看出，其结果基本一致。

[0062] 实施例3

[0063] 利用原位采样定量方法定量检测卷烟纸中的偶氮染料。其具体步骤如下所述：

[0064] (1)原位采样以及收集装置：采样装置与实施例1一致。

[0065] (2)卷烟纸的第一次微液结点扫描：将卷烟纸贴于三轴平台表面并固定好。微液结

点探针以200μm/s的速度以Z字形扫描选定矩形区域。同时注射泵以2μL/min的速度向探针

上泵入萃取液(1ppm偶氮苏丹红I的同位素标样溶于90％甲醇-异丙醇)。萃取液被真空泵抽

入定量环中。

[0066] (3)偶氮染料的在线质谱检测：在探针扫描1min后，六通阀切换阀位使液相泵将定

量环中的待测物推入质谱中进行检测。同时探针停止扫描。质谱检测条件为：质谱为电喷雾

离子源-离子阱串联飞行时间质谱。离子源在正离子模式下工作，喷雾针所加电压为4000V，

质量分析器进行一级以及自动二级质谱交替扫描模式，一级和二级的扫描范围均为100-

1000m/z。

[0067] (4)烟盒的第二次微液结点扫描：探针在停止的位点以原来扫描的路径以及扫描

速度原路返回，同样在扫描1min后进行六通阀阀位切换，使第二次的萃取液被推入质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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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8] (5)光引发剂在烟盒中含量的定量计算：通过同位素内标定量法来计算两次萃取

液中偶氮染料的含量M1和M2，即(实际偶氮染料的峰面积/同位素标样的峰面积)×同位素标

样在萃取液中的浓度。根据动力学传质模型拟合出的每次采样的量与采样次数的关系，可

以得到M1、M2与样品区域原有的分析物含量q0的关系，如下式所示：

[0069]

[0070] 然后进行求解得到q0。

[0071] 上述只是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非对本发明作任何形式上的限制。因此，凡是未

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的内容，依据本发明技术实质对以上实施例所做的任何简单修改、等

同变化及修饰，均应落在本发明技术方案保护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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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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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附　图 2/2 页

10

CN 110568056 B

10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RA
	DRA00009
	DRA00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