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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生物样本中极性和

弱极性代谢物同时提取的方法，在待分析的生物

样本中对极性和弱极性代谢物进行选择性富集。

分别收集富含极性代谢物的上层和富含弱极性

代谢物的下层，上层直接于nano-LC-MS非靶向分

析多肽组，下层经干燥复溶后于LC-MS非靶向分

析弱极性代谢物和靶向分析诸如类固醇激素类

成分的物质。本发明的优点在于可以通过少量生

物样品一次性提取尽可能多的极性和弱极性代

谢物，并进行非靶向和靶向代谢组分析，节约了

生物样本用量，极性代谢物组和弱极性代谢物组

来自同一样本，两者之间的相对重复性好于多次

提取，便于多平台分析的数据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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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同时提取生物样品中极性和弱极性代谢物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至少包括以下

步骤：

(1)向生物样品加入酸性蛋白变性剂，定量移取并加入内标溶液，涡旋混匀，得到体系

I；

(2)将步骤(1)中体系I进行极性和弱极性代谢物的选择性富集及杂质去除，得到体系

II；

(3)将步骤(2)中的体系II进行有机溶剂萃取，分别收集富含极性代谢物的上层和富含

弱极性代谢物的下层。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将所述富含极性代谢物的上层进行毛细管

液相色谱-电喷雾离子化-质谱联用分析，将富含弱极性代谢物的下层进行超高效液相色

谱-电喷雾离子化-质谱联用分析。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所述生物样品的体积为50μL～

1200μL，酸性蛋白变性剂溶液用量为生物样品用量的0.1～1倍，优选地为0.1～0.4倍体积；

优选地，所述酸性蛋白变性剂选自磷酸水溶液、三氟乙酸水溶液、三氯乙酸水溶液中的

至少一种。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所述极性和弱极性代谢物选择

性富集及杂质去除的步骤包括盐析辅助液液萃取；

优选地，所述极性和弱极性代谢物的选择性富集及杂质去除的步骤包括：将盐析辅助

液液萃取试剂加入到步骤(1)中所述体系I中，振荡，涡旋，离心，取上层上清液；

优选地，所述盐析辅助液液萃取试剂包括亲水性有机溶剂和盐溶液，其中，优选所述亲

水有机溶剂与生物样品的体积比为20:1～1:1，盐溶液和亲水性有机溶剂的体积比为1:1～

1:4；

进一步优选地，所述亲水性有机溶剂选自甲醇、乙腈和异丙醇中的至少一种；优选地，

所述盐溶液选自磷酸氢二钾溶液、磷酸钾溶液和氯化镁溶液中的至少一种；优选地，所述盐

溶液的溶剂为水，盐溶液的浓度为0.7M～4M。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将盐析辅助液液萃取试剂加入到体系I

的步骤中，先加入所述盐溶液，再加入所述亲水有机溶剂。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中所述极性和弱极性代谢物收集

包括：将步骤(2)中所述体系II中的上清液干燥，加入液相色谱流动相A复溶，加入有机溶

剂，离心，上层为极性代谢物富集组分，下层为弱极性代谢物富集组分；

优选地，所述液相色谱流动相A为体积分数为5％～30％的乙腈，加入量为1/20～1/5倍

生物样品体积；

优选地，所述有机溶剂选自二氯甲烷和三氯甲烷中的至少一种；

优选地，所述液相色谱流动相A与有机溶剂的体积比为1:1～5:1。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中收集得到的弱极性代谢物富集

组分干燥后，用液相色谱流动相B复溶；

优选地，所述液相色谱流动相B为体积分数为50％～70％的乙腈，加入量为20～100μl。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去除的杂质包括高丰度蛋白、无

机盐和固体杂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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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生物样品包括血浆、血清、尿液、脑脊

液和生物组织匀浆液中的至少一种。

10.根据权利要求4或6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离心的步骤以3000rpm～

15000rpm，离心20分钟～60分钟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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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同时提取生物样品中极性和弱极性代谢物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申请涉及分析化学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在生物样本中同时提取极性和弱极性代

谢物并进行基于液相色谱-质谱联用的极性和弱极性代谢物分析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生物体的代谢紊乱涉及众多疾病的发生发展，基于液相色谱-质谱联用的非靶向

和靶向代谢组分析是研究疾病代谢标志物的重要手段。生物样本组成成分复杂，尤其是血

浆含有高丰度蛋白质干扰物；在人体活体检查时获得的生物样本量有限，常用的小鼠模型

可得到的血浆和组织样本亦很少；且极性和弱极性代谢物极性差异较大，使得同时提取较

困难，分别提取的方法消耗生物样本量较大，且两者之间的相对重复性较差，不利于多平台

分析的数据整合。因此需要在实际的代谢物组学分析中采用一种高效、节省组织用量的同

时提取极性和弱极性代谢物组的提取方法。

[0003] 目前，有机溶剂(甲醇、乙腈、丙酮等)的蛋白质沉降方法和有机溶剂(氯仿/甲醇、

甲基叔丁基醚)萃取是生物样品前处理的常规技术，但对于组成及其复杂的生物样本，如血

浆样本，高丰度蛋白去除不彻底，带来样本分析过程的污染问题和色谱分离柱的消耗问题，

并且极难与高效毛细管液相色谱兼容分析血浆中代谢物；SPE和超滤膜成本较高，处理步骤

繁琐、耗时较长。虽然在线SPE样品前处理简化了整个处理过程，手动操作步骤减少，但在线

操作需要特殊设备，其维护和方法设置较复杂，且往往带来较长的色谱运行时间，因此，实

验室和临床样本分析中很少用到。

[0004] 针对目前常用生物样本提取方法存在的需要分别提取极性和非极性代谢物组；且

很难与毛细管高效液相色谱兼容性差等不足，本发明发展了一种从生物样本中同时提取极

性和弱极性代谢物的新方法，单次提取同时获得生物样本中极性和弱极性的代谢物，继而

通过毛细管液相色谱-质谱和高效液相色谱-质谱方法进行生物样本代谢物组分析。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建立一种在生物样本中同时获得极性和弱极性代谢物并用于

nanoLC-MS和LC-MS分析的新方法。

[0006] 该方法至少包括以下步骤：

[0007] (1)向生物样品加入酸性蛋白变性剂，定量移取并加入内标溶液，涡旋混匀，得到

体系I；

[0008] (2)将步骤(1)中体系I进行极性和弱极性代谢物的选择性富集及杂质去除，得到

体系II；

[0009] (3)将步骤(2)中的体系II进行有机溶剂萃取，分别收集富含极性代谢物的上层和

富含弱极性代谢物的下层。

[0010] 在优选的实施方式中，该方法还包括，将所述富含极性代谢物的上层进行毛细管

液相色谱-电喷雾离子化-质谱联用分析，将富含弱极性代谢物的下层进行超高效液相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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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电喷雾离子化-质谱联用分析。

[0011] 在该方法中，所述生物样品的体积为50μL～1200μL，酸性蛋白变性剂溶液用量为

生物样品用量的0.1～1倍，优选地为0.1～0.4倍体积。

[0012] 优选地，酸性蛋白变性剂选自磷酸水溶液、三氟乙酸水溶液、三氯乙酸水溶液中的

至少一种。

[0013] 优选地，所述酸性蛋白变性剂溶液的浓度为0.1v％～5v％。

[0014] 在极性和弱极性代谢物选择性富集及杂质去除的步骤中，采用盐析辅助液液萃

取。

[0015] 在优选的实施方式中，将盐析辅助液液萃取试剂加入到步骤(1)中所述体系I中，

振荡，涡旋，离心，取上层上清液。

[0016] 所述盐析辅助液液萃取试剂包括亲水性有机溶剂和盐溶液，其中，优选所述亲水

有机溶剂与生物样品的体积比为20:1～1:1，盐溶液和亲水性有机溶剂的体积比为1:1～1:

4；

[0017] 进一步优选地，所述亲水性有机溶剂选自甲醇、乙腈和异丙醇中的至少一种。

[0018] 进一步优选地，所述盐溶液选自磷酸氢二钾溶液、磷酸钾溶液和氯化镁溶液中的

至少一种。优选地，所述盐溶液的溶剂为水，盐溶液的浓度为0.7M～4M。

[0019] 在将盐析辅助液液萃取试剂加入到体系I的步骤中，先加入所述盐溶液，再加入所

述亲水有机溶剂。

[0020] 优选地，所述振荡的次数为10次。

[0021] 优选地，所述振荡之后进行涡旋，涡旋的时间为25～35秒。

[0022] 优选地，所述离心的条件为3000rpm～15000rpm离心20分钟-60分钟。

[0023] 优选地，亲水有机溶剂复溶的步骤包括：加入亲水有机溶剂后，超声，涡旋，取上清

液。优选地，所述超声的时间为25秒～35秒，涡旋的时间为2秒～35秒。

[0024] 步骤(3)中所述极性和弱极性代谢物收集包括：将步骤(2)中所述体系II中的上清

液干燥，加入液相色谱流动相A复溶，加入有机溶剂，振荡，涡旋，离心，上层上清液为极性代

谢物富集组分，可用于nano-LC-MS分析极性代谢物和多肽组。下层溶液为弱极性代谢物富

集组分，干燥后，加入液相色谱流动相B，振荡，涡旋，离心，上清液用于LC-MS分析弱极性代

谢物和脂质组。

[0025] 优选地，所述液相色谱流动相A为体积分数为5％～30％的乙腈，溶剂为水，加入量

为1/20～1/5倍生物样品体积。

[0026] 优选地，所述液相色谱流动相A与有机溶剂的体积比为1:1～5:1。

[0027] 优选地，所述超声的时间为25～35秒；所述涡旋的时间为25～35秒。

[0028] 优选地，所述离心的条件为3000rpm～15000rpm离心20～60分钟。

[0029] 优选地，所述液相色谱流动相B的体积分数为40％～60％乙腈，加入量为1/20～1/

5倍生物样品体积。

[0030] 优选地，所述液相色谱流动相B与有机溶剂的体积比为1:1～5:1，进一步优选地，

液相色谱流动相B的加入量为20μl～100μl。

[0031] 步骤(2)中去除的杂质包括高丰度蛋白、无机盐和固体杂质。

[0032] 生物样品包括血浆、血清、尿液、脑脊液、生物组织匀浆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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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本申请所使用的萃取方法之一是盐析辅助液液萃取系统(SALLE)，它时一种萃取

富集代谢物的有效手段，由亲水性有机溶剂、盐溶液组成，具有条件温和，操作简单，可调因

素多等优势。

[0034] 本申请中，“高丰度蛋白质”，是指mg/ml级的蛋白质。

[0035] 本申请中，“nanoLC-MS”，是指纳升液相色谱-质谱分析。

[0036] 本申请中，所有涉及数值范围的条件均可独立地选自所述数值范围内的任意中间

范围。

[0037] 本申请中，如无特别说明，所有涉及数值范围的条件均包含端点值。

[0038] 本申请中，本领域技术人员根据所述方案中涉及的范围条件(如体积比等)中的任

一具体数值条件，均可完成本申请中的技术方案，实现本申请中所述的有效效果。

[0039] 通过本发明的方法，可以从血浆、血清、尿液、脑脊液、组织匀浆液等中，同时获得

极性和弱极性代谢物，去除高丰度蛋白、无机盐和固体杂质等干扰物，用于nanoLC-MS非靶

向分析极性代谢物组和多肽组，LC-MS分析非靶向和靶向分析弱极性代谢物，从而产生了如

下有益效果。

[0040] 本申请能产生的有益效果包括：

[0041] 1 .极性和弱极性代谢物来自于同一次提取，两者之间的相对重复性好于多次提

取，便于多平台分析的数据整合。

[0042] 2.本申请中同时获取极性和弱极性代谢物，极性代谢物富集于上层，弱极性代谢

物富集于下层，减少了生物样本用量。

[0043] 3.本申请中极性和弱极性代谢物首先富集于SALLE体系的上层亲水有机相，易于

萃取液的转移，且亲水有机溶剂沸点低易于后处理。

[0044] 4.本申请中盐析辅助液液萃取所选用的亲水有机溶剂可与水完全混溶，因此不需

要漫长或剧烈的混合步骤来促进代谢物和杂质在两相间的分配，也不需要长时间的高速离

心来辅助体系的分相，操作过程简单、快速，适用于高通量分析。

附图说明

[0045] 图1A血浆中极性代谢物的总离子流图。

[0046] 图1B血浆中弱极性代谢物的总离子流图。

[0047] 图2抑郁症和对照组血浆弱极性代谢物组提取特征的分布。

[0048] 图3A抑郁症和对照组血浆样本极性代谢物的PLS-DA因子得分图。

[0049] 图3B抑郁症和对照组血浆样本弱极性代谢物的PLS-DA因子得分图。

[0050] 图4A示出实施例1中多肽联合标志物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

[0051] 图4B示出实施例1中弱极性小分子联合标志物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

[0052] 图4C示出实施例1中多肽和弱极性小分子联合标志物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

线)

[0053] 图5极性和弱极性同时提取方法和经典的甲基叔丁基醚萃取血浆中类固醇激素的

提取峰面积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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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54] 作为一种具体的实施方式，所述方法至少包括：

[0055] (a)代谢物解析附：在生物样品中加入酸性溶液(磷酸、三氟乙酸、三氯乙酸)，涡旋

30秒，解吸附与高丰度蛋白质弱共价键吸附的代谢物；

[0056] (b)代谢物的选择性富集及杂质去除：生物体液样本经步骤(a)处理后，加入生物

体液样本体积2.5～10倍的磷酸氢二钾水溶液，涡旋30秒，加入生物体液样本体积1～10倍

的异丙醇，充分振荡10次，涡旋30秒，3000rpm离心10分钟，同时进行代谢物的选择性富集和

高丰度蛋白质、无机盐和固体杂质的去除。

[0057] (c)代谢物收集：在步骤(b)干燥的样品中加入小体积1/20～1/5的液质分析兼容

的低浓度有机溶剂A(5～30％乙腈)，加入二氯甲烷或三氯甲烷，使低浓度有机溶剂与二氯

甲烷或三氯甲烷体积比为1:1～5:1，超声30秒，涡旋30秒，15000rpm离心40分钟，取上层上

清即为所需的极性代谢物富集组分，用于Nano-LC-MS分析，取下层溶液干燥，加入小体积1/

20～1/5的液质分析兼容的有机溶剂B(40～60％乙腈)，超声30秒，涡旋30秒，15000rpm离心

10分钟，取上清即为所需的弱极性代谢物富集组分，用于LC-MS分析。

[0058] 下面结合实施例详述本申请，但本申请并不局限于这些实施例。

[0059] 如无特别说明，本申请的实施例中的原料均通过商业途径购买。

[0060] 本申请的实施例中分析方法如下：

[0061] 利用LTQ-Orbitrap  Discovery(Thermo  Fisher  Scientific,Bremen,Germany)联

合nano-LC(Eksigent  Technologies ,California ,USA)进行非靶向分析多肽组。利用

Agilent  G6200  Series  Time-of-Flight联合Agilent  2695LC(Agilent，USA)进行非靶向

弱极性代谢组分析。QTrap  5500(SCIEX,USA)进行靶向类固醇激素分析。在本发明中，以类

固醇激素为例，对弱极性代谢组进行了靶向分析，但是本领域技术人员应该知晓，通过本发

明方法富集得到的弱极性代谢物，还适用于其他类型目标物的靶向分析。

[0062] 实施例1同时提取分析血浆中极性和弱极性代谢物

[0063] 1.血浆收集

[0064] 用商业化的真空采血管(BDTM  P800,Becton,Dickinson  and  Company,USA)收集

抑郁症患者和健康对照组全血(所有纳入研究的志愿者在血浆样本采集前已签署知情同意

书)，在3000rpm转速下离心10min，取上清液即得血浆，可直接预处理或冰箱-80℃保存。

[0065] 2.血浆中极性和弱极性代谢物同时提取

[0066] (1)蛋白质变性

[0067] 取步骤(1)中的人血浆600μL，置于10ml离心管中，加入催产素的同位素内标(终浓

度200pg/mL)(Pro[13C5,15N]oxytocin，Invitrogen  Trading  Co.,Ltd，上海，中国)、孕酮、

孕烯醇酮、17羟孕酮、可的松、脱氢表雄酮、雄烯二酮、雌酮、雌二醇的同位素内标(终浓度

100pg/mL)(shanghai  Pufen  Biotechnology  Co.,Ltd，上海，中国)，加入240μL  5v％磷酸

水溶液，涡旋30s。

[0068] (2)极性和弱极性代谢物富集和杂质去除

[0069] 血浆样本经步骤(2)处理后，加入4mL的磷酸氢二钾水溶液(4M)，涡旋30秒，加入

4mL异丙醇，充分振荡10次，涡旋30秒，在3000rpm转速下离心10分钟，转移离心管中的上层

上清液4ml至新离心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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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0] (3)极性和弱极性代谢物收集

[0071] 将步骤(3)处理的样品转移至氮吹仪中，氮吹至干燥，加入80μL的15％乙腈(体积

分数为15％，溶剂为水)和40μL二氯甲烷，超声30秒，涡旋30秒，在15000rpm转速下离心

40min，取上清即为所需的极性代谢物富集组分，取下层15μL，用40℃氮吹至干燥加入50μL

的60％乙腈(体积分数为60％，溶剂为水)即为所需的弱极性代谢物富集组分。

[0072] 3.基于nanoLC-LTQ-Oritrap的多肽组代谢物非靶向分析

[0073] 将极性代谢物富集组分，使用nanoLC-LTQ-Oritrap进行检测。nanoLC分离所用分

析柱采用内径为75μm，长20cm，一端带有10μm喷针的PicoFrit系列的毛细管柱(New 

Objective,Woburn,MA,美国)，C18(3μm， Dr.Maisch  GmbH,Ammerbuch-Entringen,德

国)填料实验室自装填。自装预柱(3cm×100μm  ID)，柱管PEEK  column  holder(Upchurch,

Oak  Harbor,WA,USA)，填料C18AQ  particles(5μm, Dr.Maisch  GmbH,Ammerbuch-

Entringen,Germany)。质谱仪分析在正离子模式下进行，喷雾电压为1.5-2.0V，加热毛细管

温度为320℃。采用Xcalibur软件记录总离子流图(图1A)，质荷比范围为m/z  100～2000。

[0074] 4.基于LC-QTOF的血浆弱极性代谢组非靶向分析

[0075] 将弱极性代谢物富集组分，使用LC-QTOF进行检测。色谱柱Agilent  poroshell 

120EC-C18(150mm×3.0mm ,2.7μm)，柱温50℃。流动相A尾0.5％甲酸水溶液，流动相B为乙

腈，流速为0.35mL/min。洗脱梯度为：0-4min，20-70％B，4-10min，70-100％B，并保持2min，

然后降至20％B并保持3min。质谱仪分析在正离子模式下进行，喷雾电压为3.5V，加热毛细

管温度为350℃。采用Agilent  MassHunter  Workstation软件记录总离子流图(图1B)，质荷

比范围为m/z  100～1200。

[0076] 抑郁症组(55例)和健康对照组(60例)之间的血浆代谢变化分别通过非靶向的多

肽组学分析和非靶向的弱极性代谢物组学分析开展研究。通过当前的提取和分析方法，在

极性代谢物富集组分中获得丰富的多肽信息，通过软件进行信息挖掘，426个多肽被鉴定。

在弱极性代谢物富集组分分析中，通过软件进行信息提取，在QC和实际样品中共获得2249

个离子特征，分子量在100～1000之间，m/z<300的小分子所占比重最大。用总离子强调校准

离子特征的响应后，构建RSD分布图2。结果表明，92.7％的特征RSD％<30％，这些特征的响

应和达到总响应的99.5％，所有这些数据表明该提取分析方法具有良好的重复性和稳定

性。图3A和图3B分别为抑郁症组和健康对照组样本的极性代谢物组和弱极性代谢物组的

PLS-DA分类图，抑郁症组和健康对照组可完全分开，即抑郁症患者血浆中极性多肽和弱极

性的代谢物的代谢均呈现出显著的代谢干扰。抑郁症组和健康对照组共筛选出14个差异离

子，有3个多肽在MDD组表达上调，11个表达下调，其中5个多肽被组合成联合多肽标志物(图

4A)。在弱极性代谢物组鉴定了除脂类之外的34个差异代谢产物，归属于类固醇激素、酰胺

肉碱、胆酸、维生素等成分，其中3个小分子被组合为联合标志物(图4B)。本发明涉及的同时

提取方法，极性和弱极性代谢物来自于同一次提取，两者之间的相对重复性好于多次提取，

可实现多肽组学分析和小分子代谢物组分析的数据整合，最终筛选2个多肽和3个弱极性小

分子代谢物组成联合标志物，如图4C所示，其AUC达到0.994，灵敏度和特异性分别为99.5％

和93.3％。

[0077] 实施例2血浆中类固醇激素的靶向分析

[0078] 1.血浆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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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9] 取商业化人血浆100uL，置于离心管中，加入催产素的同位素内标(终浓度200pg/

mL)(Pro[13C5,15N]oxytocin，Invitrogen  Trading  Co.,Ltd，上海，中国)，孕酮、孕烯醇

酮、17羟孕酮、可的松的同位素内标(终浓度100pg/mL)(shanghai  Pufen  Biotechnology 

Co.,Ltd，上海，中国)。

[0080] 2.极性和弱极性代谢物同时提取

[0081] (1)蛋白质变性

[0082] 加入40μL  5v％磷酸水溶液，涡旋30s。

[0083] (2)代谢物富集和杂质去除

[0084] 血浆样本经步骤(1)处理后，加入4mL的磷酸氢二钾水溶液(4M)，涡旋30秒，加入

4mL异丙醇，充分振荡10次，涡旋30秒，在3000rpm转速下离心10分钟，转移离心管中的上层

上清液4ml至新离心管。

[0085] (3)代谢物收集

[0086] 将步骤(2)处理的样品转移至氮吹仪中，氮吹至干燥，加入50μL的60％乙腈复溶。

[0087] 3.甲基叔丁基醚提取弱极性代谢物组(经典的弱极性代谢物组提取方法)

[0088] 采用经典的甲基叔丁基醚提取血浆中的弱极性代谢物组，并移取相当体积的上层

溶液，干燥后60％乙腈复溶。

[0089] 4.靶向分析类固醇激素

[0090] 超高效液相色谱-电喷雾三重四级杆质谱仪(QTrap  AB)用于血浆弱极性代谢物富

集组分中类固醇激素的靶标分析，进样量为5uL。色谱柱Agilent  poroshell  120EC-C18

(150mm×3.0mm ,2.7μm)，柱温50℃。流动相A为0.5％甲酸水溶液，流动相B为乙腈，流速为

0.35mL/min。洗脱梯度为：0-2min，5-25％B，2-8min，25-70％B，8-10min，70-90％B，并保持

2min，然后降至5％B并保持3min。质谱仪分析在正离子和负离子模式下进行，MRM模式的离

子对和条件如表1所示。

[0091] 表1类固醇激素MRM分析相关参数

[0092]

[0093] 定量比较两种提取方法对4种类固醇激素的提取回收率，如图5所示。与经典的弱

极性代谢物组学提取方法甲基叔丁基醚提取物相比，极性和弱极性代谢物同时提取方法对

4中类固醇激素的提取峰面积与经典方法相当或略高。

[0094] 本发明涉及的同时提取方法，极性和弱极性代谢物来自于同一次提取，两者之间

的相对重复性好于多次提取，可实现多肽组学分析和小分子代谢物组分析的数据整合，筛

选联合标志物提高诊断准确性和灵敏度，该方法还具有节省生物样本、检测成本低、重复性

好的特点。本发明还可应用于极性和弱极性代谢物的靶向分析，与经典的极性和弱极性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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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物组学提取方法80％甲醇沉淀和甲基叔丁基醚提取物相比，对生物样本中高丰度蛋白去

除更彻底，允许提取物直接进样与毛细管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和高效液相色谱-质谱联用

仪等超高效分析仪器。

[0095] 以上所述，仅是本申请的几个实施例，并非对本申请做任何形式的限制，虽然本申

请以较佳实施例揭示如上，然而并非用以限制本申请，任何熟悉本专业的技术人员，在不脱

离本申请技术方案的范围内，利用上述揭示的技术内容做出些许的变动或修饰均等同于等

效实施案例，均属于技术方案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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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A

图1B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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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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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说　明　书　附　图 3/3 页

13

CN 111141854 A

13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ES00009
	DES00010

	DRA
	DRA00011
	DRA00012
	DRA00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