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高效液相色谱分析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HPLC





高效液相色谱分离模式

水溶剂



高效液相色谱法（HPLC）是20世纪60年代

末，70年代初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分离分析技

术，随着不断改进与发展，目前已成为应用极

为广泛的化学分离分析的重要手段。它是在经

典液相色谱基础上，引入了气相色谱的理论，

在技术上采用了高压泵、高效键合固定相和高

灵敏度检测器，因而具备速度快、效率高、操

作自动化的特点。为了更好地了解高效液相色

谱法优越性，现从两方面进行比较：



3.1 高效液相色谱法与经典液相色谱法比较

高效液相色谱法比起经典液相色谱法的最大优
点在于高速、高效、高灵敏度、高自动化。高速是
指在分析速度上比经典液相色谱法快数百倍。由于
经典色谱是重力加料，流出速度慢；而高效液相色
谱配备了高压输液设备，流速最高可达 10mL/min。
分离苯的羟基化合物，7个组分只需1min就完成。
对氨基酸分离，用经典色谱法，柱长约170 cm，柱
径0.9 cm，流动相速度为30cm3·h-1，需用20 h才能
分离出20种氨基酸；而用高效液相色谱法，只需1 h
之内即可完成。如用25cm×4.6mm的Lichrosorb－
ODS(5 m)的柱，采用梯度洗脱，可在不到0.5 h内
分离出尿中104个组分。



 流动相驱动力来源不同 气相色谱法流动相的驱动力来源于

高压钢瓶，高效液相色谱法流动相的驱动力来源于高压泵。

 分离过程不同 气相色谱法的分离是根据混合组分在固定液

中分配系数的不同，即分离效果主要取决于固定相对样品中

各组分的选择性。惰性气体流动相（N2，H2，He2）其作用

主要是运载样品各组分进入并通过色谱柱，然后进入检测器。

通常它对组分分离影响很小。气相色谱主要是通过更换固定

相、改变柱温来改善分离效果。与气相色谱法不同，高效液

相色谱法流动相对样品中的组分具有一定的溶解能力，除运

载样品中各组分通过色谱柱进入检测器外，还参与色谱分离

过程；在液相色谱中除通过改变固定相来改善分离效果外，

通常用改变流动相来改善分离。因为流动相组成可以灵活多

变，使用不同比例的流动相可得到完全不同的分离。

3.2 高效液相色谱法与气相色谱法比较



 柱箱温度范围不同 气相色谱一般都在较高温度

（＞150℃）下进行，液相色谱的柱温受流动相沸点

的限制，通常在室温或高于室温（70℃）的条件下

测定，分离后还能保持待测物质分子原有的结构和

性质不被破坏。利用制备液相色谱仪，收集分离各

组分的馏分、蒸馏后可以获得克级被分离物质或其

代谢物纯品。

 色谱柱长不同 液体的粘度比气体的粘度通常大2～3

个数量级，所以液相色谱的柱长通常不超过25 cm，

而气相色谱可采用长柱，填充柱长度为0.5～3 m，

石英毛细管柱长可达30~60 m。



 速率理论方程参数项不同 液体是不可压缩，而气体
可压缩，气相色谱中与载气体积有关的参数都必须进
行校正，才能用液相色谱法中。如范第姆特Van 
Deemter方程 H=A+B/u+Cu, 分子扩散项B/u则可忽
略不计，简化为理论塔板高H=A+Cu。

 洗脱模式不同 被测物质在液体中的扩散系数比在气
体中小4～5个数量级，所以在高效液相色谱中，必须
特别注意柱外效应对分离的不良影响，即温度对分离
的影响。温度低一些能提高分离度，但需要更多一些
分析时间；温度高些能降低分离度，但加快了分析速
度，因此在实际分析过程中要综合考虑以上两个因素。
液固色谱和液液色谱中，温度恒定是极为重要的，因
为温度的改变，会产生不均匀吸附和不均匀分配，因
此液相色谱法不采用程序升温洗脱模式而采用梯度洗
脱模式。



 进样量不同 痕量分析时液相色谱法通常进样几十
微升，最多100L。气相色谱法除顶空分析外，液
体样品填充柱通常进样几微升，FPD最多10L；毛
细管柱进样量1~2L。

 分析对象范围有所不同 气相色谱法分析对象只限
于分析气体和沸点较低的化合物，它们仅占有机物
总数的20％。对于占有机物总数近80％的那些高沸
点、热稳定性差、摩尔质量大的物质，目前主要采
用高效液相色谱法进行分离和分析。 采用直接的
分析方法，如不对分析对象进行衍生处理，气相色
谱法只适合分析分子量小于600，热稳定性好，极
性小的化合物。高效液相色谱法已经适合分析除气
体样品以外的几乎所有的化合物。



总之，高效液相色谱法是吸取了气相色
谱与经典液相色谱优点，并用现代化手段加
以改进，因此得到迅猛的发展。目前高效液
相色谱法已被广泛应用于分析对生物学和医
药上有重大意义的大分子物质，例如蛋白质、
核酸、氨基酸、多糖类、植物色素、高聚物、
染料及药物等物质的分离和分析。

高效液相色谱法的分析成本较高（流动
相、色谱柱等），分析时间周期较长，普及
率最高的紫外检测器需要待测物分子结构中
具有生色团，这些是它的主要不足。



3.3 基本原理、特点和分类

• 基本原理

• 特点 分离效能高 选择性高 检测灵敏度高 分析速度快

• 分类 吸附色谱 分配色谱 离子色谱 体积排阻色谱

定义

色谱法：利用组分在两相间分配系数不同而进行分离的技术

流动相：携带样品流过整个系统的流体

固定相：静止不动的一相，色谱柱填料(微粒硅胶或氧化铝)





HPLC分离的机理







反相和正相分配色谱法的区别

反相 正相

固定相极性
极性小或中等

具体：C18等

极性大或中等

具体：氨基等

流动相极性

极性大或中等

具体：水、甲
醇等

极性小或中等

具体：己烷等

样品洗脱次序 极性强先出来 非极性先出来

增加流动相极
性的效果

增加洗脱时间 降低洗脱时间





3.4   高效液相色谱仪



3.4.1  高效液相色谱仪流程



1-贮液器 2–搅拌、超声脱气器 3–梯度洗脱装置 4–高压输液泵
5–流动相流量显示 6–柱前压力表 7–输液泵泵头 8–过滤器 9–阻
尼器 10–六通进样阀 11–色谱柱 12–检测器 13–记录仪(或数据
处理装置) 14–回收废液罐

高效液相色谱仪流程示意图



高效液相色谱仪一般可分为5大系统：高

压输液系统、进样系统、分离系统、检测系统、

计算机控制及数据处理系统。此外还配有辅助

装置：如梯度洗脱，也叫梯度淋洗，自动进样

及数据处理等。其工作过程如下：首先高压泵

将贮液器中流动相溶剂经过进样器送入色谱柱，

然后从检测器的出口流出。当注入欲分离的样

品时，流经进样器的流动相将样品同时带入色

谱柱进行分离，然后依先后顺序进入检测器，

记录仪将检测器送出的信号记录下来，由此得

到液相色谱图。





由于高效液相色谱所用固定相颗粒极细，因此对流动相

阻力很大，为使流动相较快流动，必须配备有高压输液系统。

它是高效液相色谱仪最重要的部件，一般由储液罐、高压输

液泵、过滤器、压力脉动阻力器等组成，其中高压输液泵是

核心部件。对于一个好的高压输液泵应符合密封性好，输出

流量恒定，压力平稳，可调范围宽，便于迅速更换溶剂及耐

腐蚀等要求。常用的输液泵分为恒流泵和恒压泵两种。恒流

泵特点是在一定操作条件下，输出流量保持恒定而与色谱柱

引起阻力变化无关；恒压泵是指能保持输出压力恒定，但其

流量则随色谱系统阻力而变化，故保留时间的重现性差，它

们各有优缺点。目前恒流泵正逐渐取代恒压泵。恒流泵又称

机械泵，它又分机械注射泵和机械往复泵两种，应用最多的

是机械往复泵。

3.4.2 高压输液系统



高效液相色谱高压输液系统



3.4.2.1 贮液器

耐腐蚀，玻璃、聚醚醚酮（PEEK）材
料。0.5~2 L，入罐前过滤。



滤 膜







19. 超纯水过滤及杂质.FLV



3.4.2.2  流动相3.4.2.2  流动相

流动相是影响分离的一个重要调节因素。一种理想

的液相色谱流动相溶剂应具有低粘度，检测器兼容

性好，样品容易回收和低毒等特性。

 正相高效液相色谱法流动相常以己烷做基础溶

剂。当洗脱极性较强的组分时，通常用二氯甲烷、

四氢呋喃来调节极性。

反相高效液相色谱法采用的流动相多为甲醇、乙腈

配合水。一般情况下甲醇–水体系能够满足多数样品

的分离要求。



流动相选择注意事项：

纯度：采用“ HPLC ”级溶剂

避免使用会引起柱效损失或保留特性变化
的溶剂

对试样有适宜的溶解度

溶剂粘度要小

与检测器相匹配





化合物
熔点/

℃
沸点/

℃
pKa

pH值
缓冲范围

挥发性 通常使用浓度

三氟乙酸 -15.4 72.4 0.30 有 0.02-0.1%

甲酸 100.7 3.75 有 0.1-1.0%

乙 酸 116.0 4.75 有 0.1-1.0%

碳 酸 6.37 有
氨 水 -33.4 9.25 有
甲 胺 -6.3 10.66 有
乙 胺 16.6 10.81 有
三乙胺 89.3 11.01 9.7~11.7 有 0.1-1.0%

甲酸铵 116 分解 3.0~5.0 有 1~10mmol/L

乙酸铵 112 分解 3.8~5.8 有 1~10mmol/L

碳酸氢铵
106（升
华）

10.3

（HCO3
2-）；

9.2（NH4
+）

8.2~11.3 有

磷酸盐1※ 2.15 1.15~3.15 无 紫外透光性好
磷酸盐2※※ 7.2 6.20~8.20 无

常用流动相改性剂的性质



测定阴离子 测定阳离子 疏水性

脂肪胺系列： 羧酸系列：

增
加

乙 胺 五氟丙酸

丙 胺 七氟丁酸

丁 胺 九氟戊酸

戊 胺 十五氟辛酸

己 胺 十三氟庚酸

季胺系列： 磺酸系列：

增
加

四甲基氢氧化铵 丁烷磺酸

四乙基氢氧化铵 戊烷磺酸

四丙基氢氧化铵 己烷磺酸

四丁基氢氧化铵 庚烷磺酸

常用的离子对试剂



反相色谱溶剂强度图

四氢呋喃水

乙腈水

甲醇水







流动相前处理

过滤：0.45m或更小孔径滤膜

目的：除去溶剂中的微小颗粒，

避免堵塞色谱柱，尤其是使用

无机盐配制的缓冲液。



流动相前处理

脱气

目的：除去流动相中溶解或因混合（甲醇和水）
而产生的

气泡

方法：◎超声波振荡+抽真空：5min+5min

◎吹氦气法（鼓泡法）：氦气在流动相
中的溶解度比空气低，可以将溶解的气体驱
逐出去。脱气效果好，但成本高。在0.5MPa
的压力下，先以100ml/min，鼓泡15min，然
后以20ml/min保持着。



◎ 在线脱气器:  膜过滤器。溶解在流动相中的气体可

以从膜中被真空脱出，而液体不会从膜中出来。脱气

效果最好。

气泡对测定的影响：

● 柱流量不准

● 检测器基线波动

● 氧会使荧光猝灭

脱气注意点：

● 每天脱气(无在线脱气器时）

● 混合溶剂脱气时间不能过长



1–高压输液泵 2–贮液器 3–膜过滤器 4–塑料膜管线（体积12mL，
气体可渗透出来）5–传感器 6–控制电路 7–电磁阀
8–真空泵 9–脱气后流动相至过滤器 10–脱气单元

高效液相色谱仪在线脱气结构示意图



20. 氦气鼓泡脱气.FLV



 水 水是反相高效液相色谱法最重要的溶剂，它也是最

难纯化和保持其特性的流动相之一。水的纯度至关重要，

特别是在痕量分析，检测器处于高灵敏度状态时。长时

间使用纯度满足不了要求的水，有时会出鬼峰。水的纯

化可以采用蒸馏、离子交换等方法。水中有机物可以用

高锰酸钾或通过一根C18柱去除。水中容易滋生微生物，

一定要用新鲜的，最好每天换水，更换时间最长也不要

超过7d。电蒸馏水或去离子水必须至少在全玻璃系统下

重蒸馏一次才能上机使用。可以采用下列程序检验水的

纯度：首先泵100mL水通过C18柱，然后跑一个线性梯

度洗脱，流速1mL/min，10min流动相甲醇从0升到

100%，保持15min，通过一个在线紫外检测器测定。如

果在0.08AUFS档位基线漂移小于10%，几乎不出峰，

即使出峰其峰高也小于满刻度值3~5%。18.2MΩ。

 在使用电化学或其他高灵敏度检测器时，二次蒸馏设备

需要采用全石英玻璃系统。



水 GB/T 6682-2008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
和试验方法（ISO 3696：1987，MOD）

一级水：可用于HPLC。二级水石英设备蒸馏后过滤（0.22m ）制得；

二级水：可用于AAS。多次蒸馏或离子交换法制得；

三级水：可用于化学容量分析；冲洗玻璃器皿。蒸馏或离子交换法制得。









21. 玻璃装置蒸馏二级水.FL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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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
水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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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腈 这是反相高效液相色谱常用的溶剂，实验室常
用的只能满足紫外检测器的需要。这样的试剂很难符
合荧光和电化学检测器的要求。

 甲醇反相高效液相色谱常用的溶剂之一，其杂质主
要是水。市面上能够买到紫外光谱纯的商品，但它的
主要问题也是有些特性满足不了荧光和电化学检测分
析。

 氯代烃类溶剂 在正相高效液相色谱中常用的二氯甲
烷等氯代烃类溶剂中，添加稳定剂甲醇或乙醇。乙醇
能够提高流动相的极性，缩短正相高效液相色谱分析
中各组分的保留时间。各批次之间浓度的变化也许会
影响重复性。国内市场上可能不容易买到不含稳定剂
的氯代烃类溶剂，但是可以用氧化铝柱吸附的办法或
者用水萃取脱掉。不含稳定剂的氯代烃类溶剂可以缓
慢的分解，特别是与其他溶剂共存时。分解的盐酸会
腐蚀不锈钢部件，损害色谱柱。以戊烯为稳定剂的氯
代烃类溶剂可避免上述产生的问题。



乙腈或甲醇，% 90 75 50 25 10

水，% 10 25 50 75 90

乙腈水混后温度（℃） 7.8 7.2 9.4 12.6 14.4

甲醇水混后温度（℃） 19.4 22.4 24.2 21.6 17.8

室温（℃）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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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3  输液泵

要求：

◎泵体耐化学腐蚀。使用优质耐酸不

锈钢（Cr18Ni2Mo2）

◎能在高压下连续工作。40~50MPa。

◎输出流量范围宽。

◎输出流量稳定，重复性高。



Waters 600系列泵

 600系列泵是自带微机控制的色谱泵

四元梯度、流速范围宽，大屏幕显示，键盘
操作



MPa(兆帕)
(N/m2)

PSI(磅/英寸2)
(b/in2)

标准大气
压

（atm）

毫米汞柱(托
Torr)

(0℃,mmHg)

巴
(bar)

公斤力/厘米2

(kgf/cm2)

1 145.038 9.869 7500.62 10 10.197

常用压力单位换算表

控制方式：
恒流控制:恒流泵有注射型泵和往复泵，后者广泛采用。

优点：组分保留时间重现性好。

缺点：压力有脉动 ；柱塞直接与流动相接触 3；长

期运载，单向阀易堵塞。

恒压控制：恒压泵。



恒流泵

泵封外径1cm



单向阀结构

球座

吸液冲程 排液冲程
出口单向阀

进口单向阀

泵头

抛光面

宝石球

流动相

单向阀原理



22. 液相色谱高压泵.swf





柱塞杆

泵封或称
密封垫

单向阀

单向阀

柱塞指示杆







恒压泵



3.4.2.4 梯度洗脱装置
 所谓的梯度洗脱，就是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

不同极性的溶剂进行混合，作为流动相使用。

在进样过程中，连续不断地按预先拟定的程

序改变流动相的比例（极性）。由于流动相

极性发生变化，使得选择性得以改善，从而

提高了分离能力，缩短了分离时间。常用的

梯度洗脱有低压洗脱、高压洗脱。高压梯度

装置是用高压泵分别将两种或三种不同极性

的溶剂输入混合器，充分混合后进入色谱柱。

多元低压梯度洗脱只需要一个高压泵，而多

元高压梯度洗脱就需要多个高压泵。



典型的高压梯度洗脱程序









低压梯度和高压梯度洗脱装置示意图

低压梯度洗脱 高压梯度洗脱

主流技术



3.4.3 进样系统
高效液相色谱柱比气相色谱柱短得

多（约5～30cm），所以柱外展宽（又

称柱外效应）较突出。柱外展宽是指色

谱柱外的因素所引起的峰展宽，主要包

括进样系统、连接管道及检测器中存在

死体积。柱外展宽可分柱前和柱后展宽。

进样系统是引起柱前展宽的主要因素，

因此高效液相色谱法中对进样技术要求

较严。



3.4.3.1 进样器

自动进样器

手动进样器

定量管

（10L，20L，
50L，100L）

原理：（六通阀）

注入方式：

1）全量注入

2）部分注入



装填状态 进样状态

手动进样器的原理图

装填状态 进样状态



Rheodyne（罗丹尼） 7125i 六通进样阀



罗丹尼阀



自动进样器
 可以用全自动或半自动的方式进多个样品

 一般的设计用Rheodyne阀，气阀驱动

 Waters的717+的设计特点

– 全电子设计，精度极好、可靠性高，最多96个样
品

– 多方法编程，自动标样程序，优
先样品等模式

– 可单独操作也可外部控制(IEEE)

– 样品的冷却及加热 - 选件

– U6K设计，交叉污染小、进样范
围宽

– 大屏幕LCD显示，容易使用



3.4.4 分离系统
色谱柱是液相色谱的心脏部件，它包括柱管与固

定相两部分。柱管材料有玻璃、不锈钢、铝、铜及内
衬光滑的聚合材料的其他金属。玻璃管耐压有限，故
金属管用得较多。一般色谱柱长5～30cm，内径为
4～5mm，凝胶色谱柱内径3～12mm，制备柱内径较
大，可达25mm 以上。一般在分离前备有一个前置柱，
前置柱内填充物和分离柱完全一样，这样可使淋洗溶
剂由于经过前置柱为其中的固定相饱和，使它在流过
分离柱时不再洗脱其中固定相，保证分离性能不受影
响。

柱子装填得好坏对柱效影响很大。对于细粒度的填料
（＜20μm）一般采用匀浆填充法装柱，先将填料调成匀浆，
然后在高压泵作用下，快速将其压入装有洗脱液的色谱柱内，

经冲洗后，即可备用。



3.4.4.1 柱箱

分析结果重现性好

提高柱效

降低柱压

保证检测稳定性

柱温控制的优点：



3.4.4.2 色谱柱

化学键合固定相

硅烷化键合（Si-O-Si-R型）,适用于反

相色谱柱

酯化键合（Si-O-R型），适用于正相色

谱柱



硅胶结构示意图



硅胶甲基杂化颗粒示意图



亚乙基桥杂化（BEH）颗粒示意图

在硅胶聚合物中
嵌入亚乙基桥键



液相色谱填料的类型



液相色谱填料颗粒度变化的趋势



可换芯式保护柱



保护柱

柱 芯

柱 套



各种高效液相色谱柱





高效液相色谱柱包装盒



1–柱管 2–压帽 3,6–卡套 4–筛板
5–接口 7–螺丝 8–输液管

柱结构示意图



不同的Stop-Depth长度



管路内径对色谱峰拓展的影响

切割PEEK管线的工具





一些商品牌号的液相色谱柱
类型 填料

规格（柱长/

内径，mm）

反相柱

Hypersil ODS-2(C18), 5 m 250×4.6

Hypersil C18–BDS, 3 m 150×4.6

Inertsil CN-3, 5 m 250×4.6

Kromasil C18, 5 m 250×4.6

Betasil C18, 5 m 150×4.6

XTerra MS C18, 2.5 m 150×3.0

Shim–pack VP-ODS, 5 m 150×4.6

Zorbax Extend C18, 5 m 150×4.6

SunFire C18, 5 m 250×4.6

Symmetry Shield RP 8, 5 m 150×3.9

XTerra RP 18, 5 m 150×3.9

Atlantis T3, 5 m 250×4.6

XBridge BEH C8, 3.5 m 250×4.6

XSelect CSH C18, 3.5 m 100×3.0

XSelect HSS Fluoro-Phenyl XP, 2.5 µm 75×4.6



类型 填料 规格（内径/柱长，mm）

正相柱

Hypersil CN(CPS-1), 5 m 4.6×250

Hypersil NH2(APS-1), 5 m 4.6×250

Zorbax NH2, 5 m 4.6×250

Zorbax Rx-SIL, 5 m 4.6×250

Spherisorb Amino (NH2), 3 m 4.6×100

Spherisorb Cyano (CN), 5 µm 4.0×250

µBondapak Amino (NH2), 10 µm 3.9×300

Atlantis Silica HILIC, 5 µm 3×100

Nova-Pak Silica, 4 µm 3.9×150

XBridge BEH HILIC, 3.5 µm 4.6×100



各
种
固
定
相
键
合
示
意
图

C18柱填料

C18柱填料

C18柱填料

C8柱填料



各
种
固
定
相
键
合
示
意
图

苯基柱填料

氰基柱填料

氨基柱填料



ODS柱与C18柱的区别

一般认为C18是连接了十八烷基碳链的反相

固定相的总称。除了硅胶基质外，还可以包括

其他基质的填料，比如高聚物小球为基质，氧

化铝为基质，氧化锆为基质等键合C18链形成的

反相固定相。而ODS 是以硅胶为基质键合的

C18填料。由于大部分的C18柱是硅胶基质，因

此，在很多场合内二者混为一谈。



1）柱压低于15MPa

2）柱温在40℃左右，最高使用温度为50℃

3）缓冲液pH使用范围为2～7

ODS柱的使用注意事项：

*硅胶在pH为3～4时稳定性最好

*碱浓度越低，流动相含水量越低，硅胶越稳定。



RP柱，BDS柱，MS柱

RP柱：内嵌了酰胺极性基团的在100 ％的水相

条件下对极性化合物有极高保留的C18柱。适用

于分离超高极性化合物。在100 ％水做流动相

时可保持稳定。

BDS柱：Base DeactivedSilica，碱钝化硅胶柱 。

特别适合于强极性含氮的碱性化合物分离。

MS柱：超低流失，适用于液质分析用。



XP柱，CHS柱，HSS柱，HILIC柱

XP柱：通常是指粒径为2.5 m一类色谱柱，可兼容于

HPLC和UPLC系统的操作。

CHS柱：是指表面带正电荷的杂化颗粒技术制造的色

谱柱。据资料介绍，只使用0.1 %甲酸水溶液，不用离

子对试剂就可以进行离子对色谱分析。

HSS柱：是指高强度，耐高压的一类硅胶柱。

HILIC柱：亲水作用色谱柱。是一种采用极性固定相、

以高浓度极性有机溶剂和低浓度水溶液为流动相的色

谱分离模式，能提高质谱检测的灵敏度。水是强洗脱

剂，加大乙腈比例可使极性组分保留值加大，适于分

析极性化合物或极性代谢物。



柱床损坏、部分阻塞及处理



3.4.5 检测系统

在液相色谱中，有两种基本类型的检测

器。一类是溶质性检测器，它仅对被分离组

分的物理或化学特性有响应，属于这类检测

器的有紫外、荧光、电化学检测器等。另一

类是总体检测器，它对试样和洗脱液总的物

理或化学性质有响应，属于这类检测器的有

示差折光，电导检测器等。



3.4.5.1 检测器的种类



◎ 紫外检测器（包括二极管阵列检测器）

◎ 荧光检测器

◎ 示差折光率检测器

◎ 电导检测器

◎ 蒸发光散射检测器



3.4.5.2 衡量检测器的指标
 灵敏度∶ S = △R / △Q

– △R是检测器响应值的增量

– △Q是样品量的增量
 噪音∶ 没有样品时检测器的最大输出信号
 漂移∶ 检测器在一段时间内响应值的变化
 线性范围∶最大线性相应与最小检出限之比
 检出限∶样品产生三倍于噪音信号时的浓度
 信噪比∶S/N

– 注意∶检出限不是一个单纯的检测器指标。
它实际上是评价整个色谱系统的指标，包
括了色谱系统、分离机理、色谱柱在内的
综合性指标，信噪比亦如此



规 格 UV FLD ECh ELSD

类型 专用 专用 通用 通用

梯度洗脱 能 能 不能 能

线性范围 104 105 105 106

最小检出量(g) 10-11 10-14 10-8 10-9

对流速敏感性 无 无 有 无

对温度敏感性 低 低 2%，℃ 低

信号单位 吸光度，A 荧光度 电导率
s/cm

光散射

液相色谱检测器性能一览表



3.4.5.3 紫外可见光检测器
（Ultraviolet-visible Detector，UV）

原理：基于被分析组分对特定波长紫外光的选

择性吸收

定量基础：比耳定律，A＝KCL

优点：1）对温度和流速不敏感

2）可用于梯度洗脱

光源：氘灯与钨灯组合

缺点：仅适用于测定有紫外吸收的物质



紫外检测器的溶剂影响

 不同种类溶剂有其截
止波长

 溶剂的质量好坏对其
截止波长有影响

 为何溶剂质量不好?

 含紫外吸收的杂质

 溶解在其中的氧气

 缓冲液溶质的紫外吸
收



注意
定期
清洗





亦称PDA(Photo-Diode Array), 21世纪标准
紫外检测器（实质是色谱与光谱的联用，有
一定的定性价值）

253nm
0.435

色谱定性依据：
保留时间 常规紫外检测器
峰纯度 二极管阵列检测器

二极管阵列检测器 (diode-array 

detector, DAD)



1）采集三维谱图

2）峰纯度检验

3）光谱库检索

4）可以发现单波长检测时未测到的峰

二极管阵列检测器的优点：



光电二极管阵列检测器示意图

灵敏度及分辨率的同时提高

分辨率：1.2nm

噪音：±1.510-5AU

氙灯

氘灯





转动谱图牵引点

莠去津三维谱图





食品添加剂



除草剂莠去津二维色谱图及紫外吸收光谱图



3.4.5.4 示差折光检测器 (differential 

refractometer ditector，DRD)

原理：连续测定流通池中溶液折射率来测定试

样各组分浓度。

优点：通用型检测器

缺点：1）对温度变化敏感

2）不能进行梯度洗脱

蔗糖 CAS 57-50-1



示差折光检测示意图



 工作原理 许多化合物有光致发光现象，荧光属
于其中的一种。化合物受到入射光的照射后，吸
收辐射能，发出比吸收波长长的特征辐射，当入
射光停止照射时，特征辐射也很快消失，这种辐
射光线就是荧光（＜10-8s）。荧光产生的实质是
原子中电子由最低振动能级下降到基态中的某些
不同能级的能量释放。被化合物吸收的光称为激
发光，产生的荧光称为发射光。荧光的波长总要
比分子吸收的紫外光波长长，这种光一般是可见
光。对于稀溶液，荧光强度与荧光物质溶液浓度、
摩尔吸光系数、吸收池厚度、入射光强度、荧光
量子效率及荧光收集效率等成正相关，在相对条
件下，物质的荧光强度与该物质溶液浓度成正比，
这是荧光检测器的定量依据。

3.4.5.5 荧光检测器(fluorescence detector，FLD)3.4.5.5 荧光检测器(fluorescence detector，FLD)



结构 一台荧光检测器包括以下
基本部件：激发光源；选择
激发波长用的单色器；流通
池；选择发射波长用的单色
器及用于检测发光强度的光
电检测器。

 由氙灯光源发出的光，经
激发光单色器后，得到所需
要的激发光波长。激发光通
过样品流通池，一部分光线
被荧光物质吸收。荧光物质
激发后，向四面八方发射荧
光。为消除入射光与散射光
的影响，一般要取与激发光
成直角的方向测量荧光。近
年来，还出现一种激光诱导
荧光检测器，其主要区别是
光源采用了激光器。 荧光检测器示意图



黄曲毒素B1   CAS 1162-65-8

荧光检测器示意图

代谢产生

氙灯或激光



工作原理 电化学检测器是根据电化学

原理和物质的电化学性质进行检测的。

在液相色谱中对那些没有紫外吸收或不

能发出荧光但具有电活性的化合物，可

采用电化学检测法。电化学检测器在痕

量分析上主要有安培检测器和电导检测

器。前者是以测量电解电流的大小为基

础，后者则以测量液体的电阻变化为根

据。

3.4.5.6 电化学检测器(EChD)3.4.5.6 电化学检测器(EChD)



3.4.5.6.1 安培检测器(amperometric  

detector，AMD  )

 电化学检测器中应用最广泛的一种检
测器。它要求在电解池中发生电解反应，
即在外加电压的作用下，利用待测物质
在电极表面上发生氧化还原反应引起电
流的变化而进行测定的一种方法。它的
工作电极是安培检测器的心脏，通常用
玻璃碳材料制成，参比电极一般为
Ag/AgCl电极，辅助电极为不锈钢或金、
白金材料。



三电极安培检测器示意图



3.4.5.6.2  电导检测器 (conductive  

detector，CD )

 CD 与安培检测器不同，电导检测池内没有
电化学反应发生，样品的浓度是通过测量溶
液中离子的电导变化获得的。电导检测器主
要是用于离子分析。该检测器在实际使用中
对水、淋洗液有较严格的要求，离子分析时
一般整个流路系统都用PEEK材料，避免不锈
钢材料对淋洗液产生影响或淋洗液对不锈钢
材料的腐蚀。电导池在使用前后发现有污染
时，可用1:1硝酸溶液处理数分钟，以消除污
染。在分析过程中，要注意温度对电导率的
影响，一般每升高1℃，电导率会增加
(2~2.5)%。



1-流动相入口 2-连接螺母 3，6-硅橡胶密封
4-铂电极 5-有机玻璃 7-电极导线

电导检测器示意图



 电导检测器原理示意图



3.4.5.7  蒸发光散射检测器 evaporative   

light-scatter detector，ELSD 

 1985年世界上第一台蒸发光散射检测器问世，它标志着

高效液相色谱仪通用型质量检测器的诞生。

 工作原理 当一束光线通过一间充满烟雾的房间就会发

生光散射现象。在一定的角度测得的光散射强度与烟雾

粒子大小和数量成正比，这就是ELSD定量分析的原理。

原理上讲它可以检测挥发性低于流动相的所有化合物。

经色谱柱分离的组分随流动相进入雾化器中，利用高速

气流喷成一薄雾，雾化为微小液滴的流动相进入加热的

蒸发器(漂移管)蒸发，不挥发的目标化合物微粒化后进

入光路发生光散射，散射光被光电倍增管捕获检测。



ELSD检测器结构示意图

雾化部分

蒸发部分

检测部分







3.4.6 计算机控制及数据处理系统

高效液相色谱

数据处理单元：

 岛津CLASS-

Agent软件

WATERS 

Empower Pro

中文版色谱工

作站





3.5  色谱分析条件的选择

高效液相色谱法操作条件的选择应遵循
色谱理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
即色谱柱效率和溶剂效率。柱效率是指
溶质通过色谱柱之后峰的宽度增加了多
少，它与溶质在两相中的扩散及传质情
况有关，这就是所谓的色谱动力学过程；
溶剂效率是与两个物质和固定相、流动
相的分子间作用力不同有关，这就是所
谓的热力学过程。要提高柱效率，就得
改善色谱柱性能和操作条件；要提高溶
剂效率，就得提高固定相的选择性。



黑色-C18 柱 红色-CN基柱

色谱柱的选择



 青岛某企业送检样，样品名称：间二苯酚。麦芽

糖般柔软，不溶于水、甲醇、乙腈。

 CAS 108-46-3

 结构式：

 用途：防腐剂。医药、染料合成中间体。



HPLC-DAD

C18，250mm×3.9mm，5m

甲醇:水=60:40

0.8mL/min

GC-FID

AC-10，
60m×0.25mm×1  m



流动相种类的选择

甲醇∶水=80∶20 

乙腈∶水=80∶20 

乙腈∶水=65∶35 

CAS 21282-97-3



流动相比例的选择（水的比例太大）



 青岛某企业送样面积归一定量分析

 CAS 3880-88-4

 结构式：

 用途：医药中间体



HPLC-DAD  C18柱
面积归一：98.15%

HPLC-DAD  CN柱
面积归一：93.45%



HPLC-DAD  CN

面积归一：79.20%

提取波长：217nm

HPLC-DAD  CN

面积归一：93.45%

提取波长：200nm





3.5.1 固定液碳链长短对分离的影响

采用反相键合相C1、C8、C18对以下6种

化合物进行分离。可以看出，随着碳链

增加，保留时间明显增加，分离度明显

提高。(色谱条件：IBM柱200×4.5mm；

流动相：

Ψ（CH3OH∶H2O）=50∶50；流速：

1.0mL/min；检测波长：254nm。)



1-尿嘧啶 2-苯酚 3-乙酰苯 4-硝基苯 5-苯甲酸甲酯 6-甲苯
反相液相色谱固定液碳链长度对分离的影响



3.5.2 对异构体的分离
氯氰菊酯有8种同分异构体，如果采用
一根柱子无法将其全部异构体分开。若
再与一根手性柱串联使用，就可以分开
全部异构体，见图4.2.29。(色谱条件：
左图Chirex 3019(Phenomenex)柱，
250×4.0mm；右图Chirex 3019柱
+Chirex 3020(Phenomenex)柱；流动相：
Ψ（己烷∶二氯甲烷∶乙醇）
=500∶10∶0.05，流速：1.0mL/min；
检测波长：230nm。)



氯氰菊酯8种同分异构体的分离



1-对氨基苯磺酸 2-磺胺甲基嘧啶
3-磺胺异恶唑 4-磺胺嘧啶

pH值对反相色谱法分离的影响

4种磺胺药物在pH 1.25~10范围内的分
离。在pH 1.25~3.0时磺胺异恶唑不稳
定，没有流出。pH 5.0~7.0流出就发生
了。pH 9.0有很好的分离，pH 10.0分
离很差。(色谱条件：ODS柱
150×4.6mm，5m；流动相：Ψ
（20mM KH2PO4∶CH3CN）=95∶5，
流速：1.0mL/min；检测波长：
270nm。)

3.5.3   pH值对分离

的影响

3.5.3   pH值对分离

的影响



3.5.4 流速变化
对保留时间的影响

上图：0.4ml/min

中图： 0.8ml/min

下图： 1.2ml/min



3.5.5 流动相比例变化
对保留时间的影响
3.5.5 流动相比例变化
对保留时间的影响



3.5.6 填料细度对分析时间的影响

 在相同的流速下，不同的柱长，填料粒径减小，保

留时间缩短。压力随粒径变细显著地增高。

 (色谱条件：C18填料，

色谱柱a，300×4.6mm×10 m , 640psi；

色谱柱b，150×4.6mm×5 m , 1770psi；

色谱柱c，75×4.6mm×3m, 2540psi；

流动相：Ψ（CH3OH∶H2O）=60∶40，

流速：1.0mL/min)



1-苯酚 2-乙酰苯 3-硝基苯 4-苯甲酸甲酯 5-苯甲醚 6-苯 7-甲苯
色谱柱填料细度对分离时间的影响



3.6 超高效液相色谱法（Ultra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UPLC）

基于小颗粒技术（1.7  m）

超高分离度

超高灵敏度

超高速

 MS理想的接口

方法转换简单



UPLC（续）

超高压（＞15000psi, 约103MPa）系统。

HPLC压力﹤30MPa

仪器系统体积小

要求高速检测器

目前造价昂贵



eCore

保护柱

保护住



HPLC与UPLC对同一样品产生不同分离效果的比较

UPLC

HPLC

t/min



压力：5.4 MPa 压力：33 MPa



3.7  高效液相色谱仪的日常维护



3.7.1 高效液相色谱仪工作环境的要求

HPLC的日常操作条件：温度：10～

30℃；相对湿度<80 ％； 最好是恒温、

恒湿，远离高电磁干扰、高振动设备，

有良好的通风设施。



3.7.2  维护流程图

吸滤头

单向阀

柱塞密封圈

线路过滤器

手动进样器

检测器

保护住



日常维护

材料：不锈钢烧结，孔径10 m

故障：堵塞

表现：管路中不断有气泡生成

措施：用5 ％稀硝酸，超声波清洗，

再用蒸馏水清洗

吸滤头



日常维护

单向阀

T泵：串联式往复泵 D泵：并联式往复泵



日常维护

单向阀结构

球座

吸液冲程 排液冲程
出口单向阀

进口单向阀

泵头

抛光面

宝石球

流动相

单向阀原理



日常维护

故障：宝石球或塑料垫片受污导致密封不好

表现：系统压力波动大

措施：

 打开排液阀，以异丙醇为流动相输液

 拆下单向阀，放入异丙醇中，超声波清洗

单向阀



日常维护
故障：密封圈磨损导致密封

不良

现象：系统压力波动大或漏

液

措施：更换密封圈

注意点：

1）流动相输送量达120L时，

应更换密封圈

2）更换前，新密封圈用异丙

醇浸泡15 min

3）拆卸泵头前，柱塞杆复位

（P-SET）

柱塞密封圈

流动相
泵头清洗管路

柱塞杆

密封圈



日常维护 故障：堵塞

现象：系统压力波动大或压力

偏高

措施：5％稀硝酸，超声波清洗

判断依据：关闭排液阀，断开

出口管路，设定流速

1mL/min，如压力

>0.3MPa(43.5PSI)，则认为堵

塞。

线路过滤器

排液阀

压力传感器

线路过滤器

流动相



日常维护

泵的保养：
使用流动相尽量要清洁；

进液处的砂芯过滤头要经常清洗；

流动相交换时要防止沉淀；

避免泵内堵塞或有气泡；

每次分析结束后，要反复冲洗进样口，
防止样品的交叉污染；



柱的保养：

 柱子在任何情况下不能碰撞、弯曲或强烈震动；

 当柱子和色谱仪联结时，阀件或管路一定要清洗干净；

 要注意流动相的脱气；

 避免使用高粘度的溶剂作为流动相；

 进样样品要提纯；

 严格控制进样量；

 每天分析工作结束后，要清洗进样阀中残留的样品；

 每天分析测定结束后，都要用适当的溶剂来清洗柱；

 若分析柱长期不使用，应用适当有机溶剂保存并封闭；

日常维护



日常维护 操作注意点：

1）插针应插到底

2）不使用时将针头留在进

样器内

3）进样应使用液相色谱专

用平头

进样针

4）清洗应使用专用针口清

洗器

手动进样器

定子
转子

针头密封垫

弹簧
不锈钢套



HPLC六通阀进样器的使用及保养

 手柄位进样(Load)位置时，样品经微量
进样针从进样孔注射进定量环，定量环
充满后，多余样品从放空孔排出；

 将手柄转动至进样(Inject)位置时，阀
与液相流路接通，由泵输送的流动相冲
洗定量环，推动样品进入液相分析柱进
行分析。

日常维护日常维护



 虽然六通阀进样器具有结构简单、使用方
便、寿命长、日常无需维修等特点，但正确的
使用和维护将能增加使用寿命，保护周边设备，
同时增加分析准确度。如使用得当的话，六通
阀进样器一般可连续进样3万次而无需维修。

 手柄处于Load和Inject之间时，由于暂时堵
住了流路，流路中压力骤增，再转到进样位，过
高的压力在柱头上引起损坏，所以应尽快转动阀，
不能停留在中途。在HPLC系统中使用的注射器针
头有别于气相色谱，是平头注射器。一方面，针
头外侧紧贴进样器密封管内侧，密封性能好，不
漏液，不引入空气；另一方面，也防止了针头刺
坏密封组件及定子。

日常维护日常维护



 六通阀进样器的进样方式有部分装液
法和完全装液法两种。使用部分装液法
进样时，进样量最多为定量环体积的75
％，如20 L的定量环最多进样15 L的
样品，并且要求每次进样体积准确、相
同；使用完全装液法进样时，进样量最
少为定量环体积的3至5倍，即20 L的定
量环最少进样60至100 L的样品，这样
才能完全置换样品定量环内残留的溶液，
达到所要求的精密度及重现性。推荐采
用100 L的平头进样针配合20 L满环进
样。

日常维护日常维护



 可根据进样体积的需要自已制作定量环，一般不要

求精确计算定量环的体积，譬如，一根名义上10 L的

定量环，实际是9 L还是1l L并不重要，因为被测样

品和校正样品的进样体积保持一致，在计算结果时误差

都被抵消了。

 进样样品要求无微粒和能阻死针头及进样阀的物质，样

品溶液均要用0.45 m的滤膜过滤。防止微粒阻塞进样

阀和减少对进样阀的磨损。为防止缓冲盐和其它残留物

质留在进样系统中，每次结束后应冲洗进样器，通常用

不含盐的稀释剂、水或不含盐的流动相冲洗，在进样阀

的Load和Inject位置反复冲洗，再用无纤维纸擦净注射

器针头的外侧。

日常维护日常维护



日常维护

紫外检测器

参比池

样品池

光线

硅光电池板



日常维护

故障：样品池受污

表现：样品池和参比池能量相差较大

检查方法：设定250 nm波长，通甲醇或水，查看SMPL     

EN和 REF EN，如两者相差较大，则样品

池受污。

措施：用针筒注入异丙醇，清洗样品池；如污染严重，

拆开样品池，将透镜等放入异丙醇中超声波清洗。

紫外检测器



日常维护

更换氘灯（紫外检测器）

判断氘灯能量：

设定220nm波长，检查参比池能量，

如能量低于800，需更换氘灯。



复习思考题

比较高效液相色谱法与气相色谱法的异同点。

何谓反相高效液相色谱法（RP-HPLC）？为

什么会获得广泛的应用？

画出高效液相色谱仪的流程框图并标出各系统

功用及使用注意事项。

简述反相流动相种类及一级水的制备方法。

为什么要对流动相进行脱气和过滤处理？具体

的处理方法都有哪些？



复习思考题（续）

为什么要在流动相中添加改性剂？常用改性剂

的种类、使用浓度和注意事项。

简述常用离子对试剂种类。何谓离子对探针？

简述高效液相色谱仪往复式柱塞恒流泵的工作

原理。

高效液相色谱法梯度洗脱模式的用途及设置的

要点。

高效液相色谱仪为什么采用六通阀进样？进样

要注意什么？



复习思考题（续1）

常用液相色谱柱的规格和种类。分离原理是什

么？如何延长其使用寿命？

简述杂化颗粒的特点和适用性。

简述ODS柱与C18柱的区别。何谓RP柱、MS

柱、XP柱、HILIC柱。

五大检测器指什么？浅谈其各自的原理和应用

范围。

简述如何优化高效液相色谱分析条件。

简述超高效液相色谱法（UPLC）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