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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05 台湾增塑剂（邻苯二甲酸二辛酯）事件

（假冒棕榈油）

 质谱法：除邻苯二甲酸二

甲酯外（失去中性碎片为

有利反应，CH3O·，

m/z 31.01839），余均具

有特征碎片峰 C8H5O3
+ ，

m/z 149.02332 产生。

http://www.google.com.hk/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docid=fjRfM79Q_lBhBM&tbnid=OEkV2WICzFuCyM:&ved=0CAUQjRw&url=%68%74%74%70%3a%2f%2f%66%69%74%6e%65%73%73%2e%33%39%2e%6e%65%74%2f%7a%74%2f%32%30%31%30%31%31%31%2f%31%35%32%39%32%36%35%2e%68%74%6d%6c&ei=KkVLU76UNtCeiAebuoCwDw&psig=AFQjCNGGX-9vBQR2z4UAJdPTP0wh-85nXw&ust=1397527801081521
http://www.google.com.hk/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docid=fjRfM79Q_lBhBM&tbnid=OEkV2WICzFuCyM:&ved=0CAUQjRw&url=%68%74%74%70%3a%2f%2f%66%69%74%6e%65%73%73%2e%33%39%2e%6e%65%74%2f%7a%74%2f%32%30%31%30%31%31%31%2f%31%35%32%39%32%36%35%2e%68%74%6d%6c&ei=KkVLU76UNtCeiAebuoCwDw&psig=AFQjCNGGX-9vBQR2z4UAJdPTP0wh-85nXw&ust=1397527801081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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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去甲氧基为优势反应

α断裂、闭环、γH重排为优势反应

α断裂、闭环、γH重排为优势反应

α断裂、闭环、γH重排为优势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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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质谱分析
CHARTER 2 Mass Spectrometry Analysis

2.1  质谱导论

2.2  各类质谱仪

2.3  质谱法的应用

2.4  质谱法展望

2.5  质谱分析工作站各种界面实例

2.6  气质联用工作站软件操作和设置释例



1919年， Francis William  Aston成功研制出第一台速度聚焦质谱仪。

 约瑟夫·约翰·汤姆孙爵士

 OM，FRS（Sir Joseph John 

Thomson ）

 出生 1856年12月18日

 出生地英国曼彻斯特

 逝世 1940年8月30日

 逝世地英国剑桥

 研究领域 物理学家

 著名成就葡萄干布丁模型、电

子、同位素、质谱

 1906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对

气体导电的理论和实验研究"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91%A1%E8%90%84%E5%B9%B2%E5%B8%83%E4%B8%81%E6%A8%A1%E5%9E%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4%B5%E5%AD%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0%8C%E4%BD%8D%E7%B4%A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4%A8%E8%B0%B1


质谱分析技术源于1898年， W. Wien发现带正电荷的离子束在磁场中发生偏转。

 威廉·维恩

 Wilhelm Wien 

 出生 1864年1月13日

 出生地Wilhelm Wien

 威廉·维恩

 出生 1864年1月13日

 出生地普鲁士王国东普鲁士菲施豪森

（现俄罗斯普里莫尔斯克）

 逝世 1928年8月30日

 逝世地德国慕尼黑

 研究领域 物理学家

 著名成就：黑体辐射

 1911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He led us to the very gates 

of quantum physics .”



1918年， Arthur Jeffrey Dempster采用电子轰击（EI）技术使分子离子化。

EI是目前最成熟的有机化合物分子硬电离技术

 亚瑟·登普斯特

 Arthur Jeffrey Dempster

 出生 1886年8月14日

 出生地加拿大多伦多

 逝世 1950年

 逝世地美国佛罗里达州斯图尔

特

 研究领域 物理学家

 著名成就方向聚焦质谱计；发

现235U（原子弹）。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4%A8%E8%B0%B1
//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e/ef/Arthur_Jeffrey_Dempster_-_Portrait.jpg
//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e/ef/Arthur_Jeffrey_Dempster_-_Portrait.jpg


2.1 质谱导论

质谱分析法是利用其独特的电离过程及分离

方式来实现定性和定量分析。首先是将样品离子化

（离子源），按离子质荷比分离（质量分析器），

然后测量（检测器）各种离子峰的质核比大小（定

性）和强度（定量）而实现分析目的的一种现代仪

器测量方法。

质谱法初用于同位素鉴定，现广泛用于化合

物的定性、定量分析，特别适用于痕量分析。

2.1.1 质谱分析定义及发展史



原子模型

1  实心球模型（1803，道

尔顿）。原子不可分。

2  葡萄干布丁模型

（1904，汤姆孙）发现

电子（亚原子粒子）

3  太阳系（亦称行星）模

型（1909，卢瑟福）。

发现原子核。

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e/e1/Stylised_Lithium_Atom.svg
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e/e1/Stylised_Lithium_Atom.svg
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f/ff/Plum_pudding_atom.svg
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f/ff/Plum_pudding_atom.svg


 原子模型（续）

4  玻尔模型（1913，玻尔）

氢原子的玻尔模型，展示了一个电子在
两个固定轨道之间跃迁并释放出一个特定频率的光子



氦原子结构示意
图。图中灰阶显示对
应电子云于1s电子
轨道之概率密度函数
的积分强度。而原子
核仅为示意，质子以
粉红色、中子以紫色
表示。

 原子模型（续）

5  电子云模型

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2/23/Helium_atom_QM.svg
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2/23/Helium_atom_QM.svg


Mode u01(1s orbital) Mode u02(2s orbital) Mode u03(3s orbital)

Mode u11(2p orbital) Mode u12(3p orbital) Mode u13(4p orbital)

Mode u21(3d orbital) Mode u22(4d orbital) Mode u23(5d orbital)



25. Atomic_orbitals.FLV



相对原子质量标准的演变

1H       16O 12C

1803年，水的分子式被道尔顿认为是HO。后来证实为
H2O。现在有人认为是H3O2。

1860年，天然氧中有16O、 17O、 18O ，且地球分布不
均匀。

1959年，德国质谱学家马陶赫提出采用12C。丰度稳定，
有机化合物的骨架。目前，IUPAC给出了2013年相对
原子质量标准值。



传统上（20世纪前、中期）的基本粒子指

质子、电子、中子、光子和各种介子，这

是当时人类所能探测的最小粒子。 而现代

物理学发现质子、中子、介子都是由更加

基本的夸克和胶子构成。同时人类也发现

了性质和电子类似的一系列轻子，还有性

质和光子、胶子类似的一系列规范玻色子。

这些是现代的原子物理学所理解的基本粒

子。

希格斯玻色子（201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中子的夸克结构

组成 一个上夸克、两个下夸克

质子的夸克结构

组成两个上夸克和一个下夸克通过胶
子在强相互作用下构成。

同位素离子（Isotopic ion）

上夸克带 +2/3 电荷 下夸克带-1/3 电荷

质子、中子是复合粒子，不是基本粒子

//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8/81/Quark_structure_neutron.svg
//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8/81/Quark_structure_neutron.svg
//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9/92/Quark_structure_proton.svg
//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9/92/Quark_structure_proton.svg


基本粒子模型？ 61种粒子

//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0/00/Standard_Model_of_Elementary_Particles.svg
//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0/00/Standard_Model_of_Elementary_Particles.svg


2.1.2  质谱常用术语

离子源 Ion Source

质量分析器 Mass analyzer

离子强（丰）度 Abundance of ions

离子相对强（丰）度 Relative abundance of ions

分子（母）离子 Molecular ion

准分子离子 Quasi–molecular ion

碎片离子 Fragment ions

基峰 Base peak

接口 Interface

总离子流图 Total ions current, TIC



2015年4月15日8时53分

质量表(m/z，%)-EI

26 0.4 61 1.2 77 8.4 103 0.8 139 2.4 
27 1.2 62 3.6 78 1.6 113 1.2 140 0.4 
37 0.4 63 9.2 87 2.4 114 0.8 149 0.4 
38 1.2 64 4.8 88 1.2 115 5.6 150 3.2 
39 4.0 65 1.6 89 2.8 116 0.4 151 10.0 
40 0.4 70 0.4 90 0.4 125 0.8 152 31.6 
50 7.2 73 0.8 91 0.4 126 4.8 153 48.0 
51 11.6 74 6.0 100 0.8 127 4.4 154 100
52 2.4 75 6.8 101 1.6 128 6.4 155 12.8 
53 0.4 76 20.0 102 4.8 129 0.8 156 0.8 

m/z

R
I/

%

数 据 库 编 码 ： SJJ-2008-0346

中 国 通 用 名 称 ： 联苯

英 文 名 称 ： biphenyl(BS 
1831c)

C A S 登 录 号 ： 92-52-4

分 子 式 ： C12H10

精确相对分子质量： 154.07825

用 途 ： 杀菌剂

基本信息表



2015年4月15日8时53分

质量表(m/z，%)-EI

12 0.4 35 4.4 50 3.6 87 0.8 

13 1.2 36 2.4 51 31.2 88 6.8 

14 1.2 37 1.2 52 0.4 

15 0.2 38 0.8 70 0.4 

18 0.2 41 3.6 72 0.2 

24 0.4 42 2.4 82 0.8 

28 0.4 43 0.4 83 2.0 

29 0.4 47 13.6 84 65.6 

31 0.4 48 8.0 85 2.0 

32 0.4 49 100 86 42.8 

m/z

R
I/

%

数 据 库 编 码 ： SCJ-2008-0039

中 文 名 称 ： 二氯甲烷

国 际 通 用 名 称 ： methylene chloride

C A S 登 录 号 ： 75-09-2

分 子 式 ： CH2Cl2

精确相对分子质量： 83.95336

用 途 ： 溶剂、杀虫剂

基本信息表



2.1.3 定性、定量的依据

分子式相同 C3H6O

分子量相同 58

但质量谱不同、分子结构亦不同

15

43

58

58

28



两个简单气体化合物的质谱图



2.2   各类质谱仪
 实现质谱分析法的分析仪器叫质谱仪。

无机质谱仪：

① 火花源双聚焦质谱仪。

②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ICP-MS）。

③ 二次离子质谱仪（SIMS）。

还有共振电离质谱仪（RIMS）、加速器电离

质谱仪（AMS）等。



有机质谱仪:

①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GC-MS），包括气相色谱

-四极质谱仪（GC-QMS），气相色谱-飞行时间质谱

仪（GC-TOFMS），气相色谱-离子阱质谱仪（GC-

ITMS）等，以及各种各样GC-MS-MS,如GC-Q-q-Q、

GC-Q/TOF等。

②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LC-MS）包括液相色谱-

四器极质谱仪，液相色谱-离子阱质谱仪，液相色谱-

飞行时间质谱仪等，以及各种各样LC-MS-MS。

③ 其他有机质谱仪，主要有：基质辅助激光解吸飞

行时间质谱仪（MALDI-TOFMS），傅立叶变换离子

回旋共振质谱仪（FT-MS）。



四极杆质谱仪，QMS 三重四极杆质谱仪，Q1q2Q3

不同质量分析器质谱仪比较



离子阱质谱仪，ITMS 飞行时间质谱仪，TOFMS



傅立叶变换质谱仪，FTMS 磁质谱，Sector MS



2.2.1 质谱仪基本构成与工作流程

由真空系统、进样系统、电离系统、质量分析器和检

测系统、电气系统、计算机及工作站软件标准谱库构成。

Main steps of measuring with a mass spectrometer 



质谱仪工作流程示意图



2.2.2  质谱仪主要
性能指标

分辨率（分得清）

灵敏度（看得见）

精确度（测得准）

质量范围（对象宽）



分辨率 Resolution, R：在给定的条件下，仪器对
相邻两个质谱峰的区分能力。相邻等高的两个
峰，其峰谷不大于峰高的10%时，就定义为可
以区分。





精确质量（Exact Mass ，EM ） ：

通常用ΔM / M，ppm表示。

m/z 556.27714

※意义：易于确定待测物的分子式。

※一个12C原子质量的1/12为1 amu。

※高分辨率质谱分析涉及到电子的质量：

0.0005485 amu （质子相对质量的

1/1840）。



灵敏度 Sensitivity，S：是指在规定条件下，对选定

化合物产生的某一质谱峰，仪器对单位样品所产生

的响应值。灵敏度是质谱仪器对样品量感测能力的

评定指标。

绝对灵敏度：仪器可以检测到的最小样品量

（GC-MS 六氯苯 < 1ng, S/N ≥ 100 ；LC-Q/TOF, 1 

pg利血平, S/N ≥ 1000 ）。

相对灵敏度：仪器可以同时检测的大组分与小组分

含量之比。

分析灵敏度：输入仪器的样品量与仪器输出的信号

之比。





质量范围 Mass range：质量范围是评定质

谱仪器性能的参数之一。它描述仪器所能

测量的最轻和最重离子之间的质量范围。

质谱仪的质量测定范围表示质谱仪所能够

进行分析的样品的相对原子质量（或相对

分子质量）范围。

如：GC-MS 质量范围1~1,050amu

10~700amu

LC-MS质量范围10~100,000amu



2.2.3  单(极)质量分析器质谱仪扫描模式

全扫描离子检测 Full SCAN：

对在离子源室产生的记录槛值以上的离子检测的一

种方式。适用于定性分析。 动态扫描

选择离子检测 Selected ion monitoring, SIM：

选择离子检测技术是对混合物进行定量分析的一种

常用方法。选择能够表征该成分的一个或几个质谱裂片

峰峰进行检测。这种方法的灵敏度高于常规方法，相当

于气相色谱的选择性检测器，多用于痕量成分的测定

静态扫描





六六六Scan图

六六六SIM图



2.2.4 真空系统

质谱仪的离子产生及经过系统必须处于

高真空状态（离子源真空度应达l.3×10-4-

l.3×10-5Pa，质量分析器中应达l.3×10-

6Pa）。若真空度过低，则会造成离子源灯丝

损坏、本底增高、反应过多导致图谱复杂化、

干扰离子源的调节、加速极放电等问题。



现代质谱仪的高真空系统一般由机械泵和涡

轮分子泵串联组成。机械泵作为前级泵将真

空系统抽到10-1~10-2Pa，然后再通过涡轮分

子泵继续抽到高真空。油扩散泵(已经被淘

汰)的优点是成本低，缺点是达到所需高真

空度花费的时间长，而且容易返油污染离子

源。涡轮分子泵虽然成本高，但抽真空速度

快，不会反油，现在台式机基本上都采用了

大抽速的涡轮分子泵。质谱仪工作是否稳定，

取决于系统的真空度和相对的稳定性。



旋片式真空泵

高
度
真
空
条
件
下
连
续
工
作



涡轮分子泵 TMP 

原理是靠高速旋转的动叶片和静止的定叶片相
互配合来实现抽气的。这种泵通常在分子流状态下
工作。
平均自由程是分子（离子）两次碰撞所运行的距离。



涡轮分子泵内视图



2.2.5  进样系统

 GC、HPLC 、DI（直接进样）或MS都可以作为
MS的进样系统，但是当用GC或HPLC作为进样

系统时应包括接口。也就是说，进样系统要能高
效反复地将样品引入到离子源中，但不能使其内
部真空度明显下降。将GC作为进样系统时一般就
称为气谱––质谱联用仪；HPLC 与MS连接时称为
液谱––质谱联用仪；MS与MS连接时称为串联质
谱。DI作为进样器在质谱分析中为很实用技术，

有些组分热解或分子量大，可用薄层色谱、柱层
析等方法分离纯化后，直接进样分析。



质谱仪直接进样器

DI进样需要2台旋片
式油泵同时工作



直接进样器剖面图



2.2.6 离 子 源

 功能是将引入到离子源室的气态样品分子转化成
离子。离子源是质谱仪的心脏，可以将离子源看
作一台比较高级的反应器，其中样品在其内部发
生一系列的特征降解反应，分解作用在很短时间
(<1s)内发生，以利于快速获得质谱。

 由于离子化所需要的能量随分子不同差异很大，
因此，对于不同分子应选择不同的离子化方法，
即不同离子源或样品的离子化系统(见表2-1)。通

常给样品较大能量的电离方法称为硬电离方法，
如电子轰击离子源EI，而给样品较小能量的电离
方法为软电离方法，如化学电离CI。软电离方法
适用于易破碎或易电离的样品。



表2-1 质谱法中常见的几种离子源

常用的离子源 类型 离子化方式 应用年代

电子轰击离子化EI 气相 高能电子（硬） 1920

化学电离CI 气相 反应气体 1965

场电离FI 气相 高电势电极 1970

场解吸FD 解吸 高电势电极 1969

快原子轰击FAB 解吸 高能原子束 1981

激光解吸LD 解吸 激光束 1978

电喷雾电离ESI 气相 高电压 1984

大气压化学电离APCI 气相 电晕放电（软） 1981



重点介绍电子轰击离子源，化学电离源和大气压化学电离源。

2.2.6.1 电子轰击Electron impact, EI离子源

电子轰击离子源是研究最早，技术最成熟，

应用最广泛的离子源，是台式四极杆质谱仪最
基本的配置。其构造原理如图7，电子由直热式

阴极（多用铼丝制成）发射，在电离室和正极
之间施加直流电压（70V），使电子得到加速而

进入电离室中。当这些高能电子束从试样分子
中撞出一个电子而产生正离子，即

M+e- M++2e-



电子轰击离子源示意图





26. ei.swf



式中M为待测分子，M+为分子离子；M1
+，M2

+等为较低质
量的离子。分子中各种化学键的能量最大为几十个电子伏特，电
子轰击的能量远远超过普通化学键的键能，过剩的能量会引起分
子多个键的断裂，可以提供分子构成的重要官能团的信息。但是，
对于极性大，难气化，热稳定性差，相对分子质量较大的化合物，
在加热和电子轰击下，分子易破碎，给不出完整的

电子束能产生各种能态的M+，若产生的分子离子

带有较大的内能（转动能，振动能和电子跃迁能），
可以通过碎裂反应释放能量，如：



分子离子信息，难于解析。太低的电子能量（7~14eV）只能

产生主要的分子离子，质谱图简化，给出的结构信息有限。

EI质谱通常都是用70eV获得的，因此只有用这种标准能

量制成的质谱图才能够进行计算机标准图谱检索。



苯甲酸的分子离子峰 m/z 122

m/z 77m/z 105

m/z 51、39为苯环开裂产生的裂片



70eV是大部

分有机化合
物高电离效
率典型能量。



2.2.6.2 化学电离离子源 Chemical Impact, CI

化学电离源是利用高能量的电子（100eV）轰

击反应气体，使之电离，电离后的反应分子再与有

机化合物样品的分子发生碰撞，进行分子––离子反

应而使样品分子离子化的一种“软”电离方法，可

以避免分子离子的进一步碎裂，所得质谱图中准分

子离子峰较强，其碎片离子峰很少，很容易得到被

测样品分子的分子量。化学电离源已经逐步成为

GC–MS的基本配置，它的结构基本上与电子轰击

电离源相同，只是化学电离源的电离盒要有较好的

密封性。



化学电离源所用的反应气可根据所分析的待测物来选择，

常用的有甲烷，异丁烷和氨气等。化学电离源用活化离

子碰撞气态样品分子产生的准分子离子剩余内能较低，

故准分子离子稳定。在CI谱图中准分子离子(M–H)+往往

是基峰，质谱图简单，易于解析。

大多数化学电离源是以甲烷为反应气体。甲烷在高

能量的电子轰击下，发生下列反应：



在这些反应中，生成的CH5
+约占48%，C2H5

+约占
41%。这些二级活化离子与气态样品分子反应生成
(M+H)+、(M–H)+：



二级活化离子与气态样品分子还可以进行
复合反应生成(M+17)+和(M+29)+：

CI电离源还可以用于负离子质谱分析，对于电负性较强
的有机化合物来说，负离子的CI质谱图灵敏度要比其正离
子的CI质谱图高2~3个数量级。负离子CI质谱法已经逐渐成
为痕量分析方法，但是它对难挥发、热不稳定或极性较大
的化合物适用性差。

CI谱无法进行谱库检索



2.2.6.3 电喷雾电离 Electrospray ionization, ESI

离子源

较适合极性化合物的分析



ESI属软电离方式，既作为液相色谱和质谱仪之间的接

口装置，又是电离装置。主要部件由一个多层套管组成的电

喷雾喷咀。最内层是液相色谱流出物，外层是喷射气，喷射

气常采用大流量的氮气，其作用是使喷出的液体容易分散成

微滴。另外，在喷咀的斜前方还有一个补助气喷咀，补助气

的作用是使微滴的溶剂快速蒸发。在微滴蒸发过程中表面电

荷密度逐渐增大，当增大到某个临界值时，分子离子相互排

斥，离子就可以从表面蒸发出来。离子产生后，借助于喷咀

与锥孔之间的电压，穿过取样孔进入分析器。加到喷咀上的

电压可正负,得到正或负离子的质谱。流动相中含有较高浓

度的正离子时，宜采用负离子模式。电喷雾喷咀的角度不宜

正对取样孔，避免取样孔堵塞。在有机质谱中，单电荷离子

占绝大多数，只有不易裂解的分子结构，如共轭体系，才会

产生多电荷离子。多电荷离子分析可使固定质荷比分析器扩

大分析质量范围。ESI较适合极性相对较高的化合物测定。



2.2.6.4 大气压化学电离 Atmospheric pressure  

chemical ionization, APCI离子源
用于LC–MS的APCI技术与传统的化学电离接口不同，它

并不采用诸如甲烷一类的反应气体，而且借助电晕放电启动一

系列气相反应以完成离子化过程。APCI是目前LC–MS联用的

技术上最为成熟的接口之一。当LC的流动相经毛细管被雾化

气体和辅助气喷射进入100~120℃加热的常 压环境中，通过加

热喷射形成雾滴，在喷嘴附近放置一针状电晕放电电极M，通

过高压放电，使空气中某些中性分子电离，产生例如丰富的

H3O
+、O2

-和O-等离子。当喷射出的气溶胶混合物接近放电电

极时，大量的溶剂分子也会被电离，上述大量的离子与分析物

分子进行气态离子––分子反应，从而实现化学电离，形成质子

转移，加成物等准分子离子。

较适合非极性化合物的分析



1––辅助空气；2––液体；3––用于喷雾的空气；
4,5––加热器； 6,7,8––气帘；9,10––低温外壳；11––锥孔

大气压化学电离接口示意图



2.2.7 质量分析器 mass analyzer
质量分析器是质谱仪的离子分离系统，是它将离子源产生

的离子按其质量和电荷比的不同，在空间的位置，时间的先后

或轨道的稳定与否进行分离，以便得到按质荷比（m/z）大小顺

序排列而成的质谱图。质谱仪中常用的质量分析器有：四极杆

滤质器quadrupole mass filter，Q;离子阱质量分析器ion trap ，

IT;飞行时间质量分析器Time of Fly，TOF;磁质量分析器和离

子回旋共振质量分析器。其中只有磁质量分析器为静态质量分

析器，其它为动态质量分析器。



质量方程 Equation for mass spectrometer：
研究磁偏转质谱仪器推导出的反映离子运
动状态的方程：

式中： m/z–离子质荷比；H–磁场强度；

R–离子运动的曲率半径；V–加速电位。

此方程可描述质量分析器工作原理。

V

RH
zm

2
/

22





磁式质量分析器示意图

质量大

质量小



被加速的离子束穿过对准四极杆之间空间的准直小孔。当离子

束进入电极所包围的空间后，离子作横向摆动，在一定的直流

电压，交流电压和频率，以及一定的尺寸等条件下，只有某种

或一定范围荷质比的共振离子能够到达检测器并发出信号，其

它非共振离子在运动过程中撞击在电极上而被“过滤”掉，最

后被真空泵抽走。

四极杆滤质器的优点是扫描速度快，灵敏度高，体积小，

重量轻。缺点是分辨率不如磁质量分析器。



四极滤质器



27. 四极杆.swf

28. qma.swf



四极杆滤质器



离子阱质量分析器（图11）是由一个具有双曲线表
面中心环形电极和上下2个端电极间构成的一个腔室

（阱），其分离原理与四极杆滤质器十分相似，也是利
用交变的高频电场使从离子源EI、CI注入的离子产生振

荡。不同的是离子在四极杆滤质器中振荡的同时还沿着
四极杆向前运动，只有共振离子能够穿越四极杆到达检
测器。而在离子阱中的共振离子则被陷在阱里不停的运
动；非共振离子则脱离离子阱进入检测室。通过不断地
改变高频电场频率，不同质量的离子依次产生不和谐的
振荡，从而完成了对离子质量的分离和确认。离子阱质
量分析器与其它质量分析器的最大不同点是它可以将各
种离子保存在离子阱中，这就给实现串联质谱提供了前
提条件。当要分析某一特定离子时，可以让其它离子都
发射出去，然后再将特定离子进一步电离，完成对特定



离子的定性和定量研究。在不增加质量分析器数量的

前提下，离子阱质量分析器能达到10级MS/MS的分析，

这相当于10台质谱仪的联机操作。表示为“MSn”。

离子阱质量分析器类型：

★ 内源式：指样品电离、分裂、存储和扫描步骤都发

生在离子阱内。无法运行负化学源 (NCI)。

★ 外源式：指样品在离子阱外电离。



离子的定性和定量研究。在不增加质量分析器数量的

前提下，离子阱质量分析器能达到10级MS/MS的分析，

这相当于10台质谱仪的联机操作。表示为“MSn”。

质量分析器可以两种方式获得质谱图，一是交流

电压的频率不变而连续地改变直流和交流电压的大小

（但要保持它们的比例不变）叫电压扫描；二是保持

电压不变而连续地改变交流电压的频率叫频率扫描，

以上述两种方式任何一种都可以使不同质荷比的离子

依次到达检测器。离子阱动画.exe

现在质谱仪主要采用电压扫描方式滤质

离子阱动画.exe


离子阱质量分析器横切面图



静电场轨道阱质量分析器及工作原理示意图

轨道离子阱（Orbitrap ）



Orbitrap特点是用静电场将离子陷于一个有限区域中，通过使离子

围绕一中心电极的轨道旋转而捕获离子的一种装置。由一件纺锤形内棒

电极和两件内纺锤形外套电极构成。对离子的操作步骤分为离子捕获、

旋转运动、轴向振动和镜像电流检测。仪器工作时，在中心电极逐渐加

上直流高压，在阱内产生特殊几何结构的静电场。当离子进入到阱内后，

受到中心电场的引力，即开始围绕中心电极作圆周轨道运动，m/z大的

离子有较大的轨道半径。离子作轨道旋转和振荡产生的镜像电流是从两

件外套电极之间获得差分信号后，经微分放大由FT变换器转换为各离子

的振荡频率，最后计算出离子的m/z。通过频率测量质核比可以得到超

高的分辨率，其质量分辨率介于FTICR和TOF之间，最高分辨率可达到

10万。由于使用静电场来保持离子的旋转振荡运动，没有FTICR所需要

的超高磁场，因而没有FTICR质谱维持超导磁体工作所需的大量制冷剂

液氦和液氮的消耗，使维持仪器的运转简化，降低使用成本。由于原理

的限制，Orbitrap不能单独做串级质谱，通常接在前一级质量分析器后，

用其得以实现精确质量分析和高分辨率的检测。Orbitrap用于液质联用

仪。



飞行时间质谱计（TOF-MS）

 质量越小的离子先到达离子检测器



29. TOF垂直反射模式工作原理.swf

30. TOF垂直线性模式工作原理.swf

31. TOF水平线性模式工作原理.swf



 TOF属于高分辨率的质量分析器，主要部分是一个离子漂
移管。离子在漂移管中飞行的时间与离子质量的平方根成
正比。对于能量相同的离子，离子的质量越大，达到接收
器所用的时间越长，质量越小，所用时间越短，根据这一
原理，可以把不同质量的离子分开。适当增加漂移管的长
度可以增加分辨率。TOF的特点是质量范围宽，扫描速度
快，既不需电场也不需磁场。但是，长时间以来一直存在
分辨率低这一缺点，造成分辨率低的主要原因在于离子进
入漂移管前的时间分散、空间分散和能量分散。这样，即
使是质量相同的离子，由于产生时间的先后，产生空间的
前后和初始动能的大小不同，达到检测器的时间就不相同，
因而降低了分辨率。目前，通过采取激光脉冲电离方式，
离子延迟引出技术和离子反射技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克
服上述三个原因造成的分辨率下降。现在，飞行时间质谱
仪的分辨率可达2万以上。可测质量超过300 KDa，并且具
有很高的灵敏度。目前，这种质量分析器已广泛应用于气、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中。



 根据给定磁场中的离子回旋频率来测量离子质荷比（m/z）

的质谱分析方法。

 Penning Trap中的离子被垂直于磁场的振荡电场激发出

一个更大的回旋半径，这种激发作用同时也会导致离子的

同相移动（形成离子束）。当回旋的离子束接近一对捕集

板时，捕集板上会检测到影像电流信号。这种信号被称为

自由感应衰减（FDI），是一种由许多重叠的正弦波组成

的瞬态干涉图。通过傅里叶变换，可以从这些信号数据中

萃取出有用的信号形成质谱。

 高分辨率。用于生物大分子结构分析、聚合物分析、原油

分析，适合研究复杂的混合物。

 仪器昂贵。工作时需要液氦、液氮。

傅里叶变换离子回旋共振 （FT-ICR）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3%81%E5%9C%B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4%A8%E8%8D%B7%E6%AF%9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4%A8%E8%B0%B1


Electrospray Ionization (ESI)-FTICR MS



傅里叶变换将函数的时域（红色）与频域（蓝

色）相关联。频谱中的不同成分频率在频域中以峰
值形式表示。



离子检测器

静电式电子倍增器及示意图

常见的有二次电子倍增器、微通道板和闪烁检测器。其中二次电子
倍增器是GC-MS广泛采用的。原理是当离子束撞击阴极，产生二次电子，
然后用多级瓦片状的二次电极（或称打拿极15~18级）使二次电子不断
倍增（一个二次电子的数量倍增为104~106个二次电子），最后到达阳
极被检测。由于产生二次电子的数量与离子的质量与能量有关，故在定
量分析时要对质量歧视效应加以校正。FTICR-MS不是用离子去撞击一
个类似电子倍增器的感应装置，而是让离子从感应板附近经过根据其振
荡频率来进行测量。离子会在给定的时空条件下被同时检测出来。



计算机系统及工作站
computer system and WS

 质谱仪均配有功能强大的个人计算机系统。计算
机除具有对质谱数据处理功能外，还通过操作系
统软件对质谱仪各单元及电气系统有控制作用。
质谱分析工作的自动化程度高，整个分析控制参
数，结果分析处理、打印报告均可以在计算机键
盘上实现。计算机系统主要功能是对采集到的数
据简化处理，扣除本底，谱峰强度归一化，谱图
的累加，平均等，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是对待检
测的化合物进行谱图检索(本地或网络质谱数据
库)。



除质谱工作站外，还有一些第三方用于质谱

分析的软件，如思路生科（Cerno Bioscience）的

MassWorks软件可以在单位质量分辨率的质谱上实

现精确质量测定，拓展了现有质谱的潜能。农药残

留分析涉及多种类型的样品，再优良的净化技术也

无法避免干扰，共流出的杂质可能会引起漏判、误

判。为减少这种情况的产生，可以使用保留时间锁

定和质谱解卷积技术，如自动质谱解卷积和鉴定系

统（AMDIS软件），从一个复杂的混合物中提取目

标化合物的质谱信号。



2.2.8  GC–MS联用仪 Gas chromatograph-mass   

spectrometer, GC–MS

 通常指气相色谱仪和质谱仪的在线联用技术。可用于有机物单

组分或多组分的快速分离与定性。其中气相色谱仪作为质谱仪

的特殊进样器，利用它对各种有机化合物及其降解代谢产物强

有力的分离能力，使进入系统的混合物被分离成各个单一组分

后，按时间顺序依次进入质谱离子源；质谱仪是气相色谱仪

“理想”的检测器，能获得对依次进入离子源的各种物质的质

谱图，进而在线或离线检索分析确定其结构或定量分析。

 1957年，霍姆斯（J. C. Holmes）和莫雷尔（F. A.Morrell）首

次实现了气相色谱和质谱联用，这一联用技术为目前从事有机

化合物定性确证的主要手段之一。在许多情况下，也可经考虑

用GC-MS的SIM模式进行定量分析。



GC–MS的基本构造

 GC–MS联用仪由气相色谱仪、接口、质谱
和计算机系统组成。

GC–MS联用仪组成方框图



这四大组件的功用是：气相色谱仪是混合样

品的组分分离器；接口是样品组分的传输线，

GC、MS两机工作流量或气压的匹配器；质

谱是试样组分的检测器；计算机是整机工作

的指挥器、数据处理器和分析结果输出器。



GC–MS联用仪



GC–MS联用仪



可与GC或LC公用的质谱仪



GC–MS的柱箱和接口



对GC的特殊要求和接口

GC的流动相通常采用氦气，He的电离电位是

24.6eV，是气体中最高的，它难于电离，不会因基流不

稳而影响色谱图的基线；其分子量只有4，容易与其它

组分分子分离。另一方面，它的质谱峰简单，不干扰

后面的质谱峰。氦气的纯度应达到99.995%，否则会影

响质谱的本底。另外在色谱柱的选择上，较为严格，

一般用于气相色谱分析的柱子流失物较多，影响检测

器灵敏度。因此，必须选择低流失的GC–MS专用的色

谱柱（MS柱）。GC–MS联用仪通常不配备气相色谱

仪常用的选择性检测器，因为MSD就可以满足一般分

析工作的要求，除非是极特殊的有机化合物。



接口通常有分流型接口、喷射式分子分离器和
直接导入型接口等。目前最常见的多数GC–MS都采

用直接导入型接口。通过它将色谱柱流出物全部导
入质谱离子源。如将毛细管色谱柱的末端直接插入
质谱离子源内，柱的流出物直接进入电离盒区，然
后被高真空泵组抽走排入大气。接口只起到保护插
入段毛细管柱和控制温度的作用。这种接口优点是
构造简单和100%的产率；缺点是无浓缩的作用。这

种接口所接的色谱柱的口径通常要受到涡轮分子泵
排气量的制约，如50L/s的涡轮分子泵只能与小口径
的毛细管柱(0.25mm)匹配；若用大口径的毛细管柱
或填充柱只有采用150L/s或更大排气量的涡轮分子
泵才能正常工作。GC-MS最大排气量的涡轮分子泵
可达280L/s以上。







特点和操作要点

 可以讲，凡适用于气相色谱法的有机化合物，GC–MS都

胜任，而且定性、定量工作一次完成。唯一感到缺憾的是

MSD的灵敏度有时尽管采用SIM模式工作，也比GC的选

择性检测器要低，这样只有通过加大称样量，提高浓缩倍

数或加大进样量来解决，但在实际分析工作中会受到一定

影响，如加大称样量会给净化带来困难；提高浓缩倍数质

谱本底变高；加大进样量受到毛细管色谱柱承载量的限制。

高灵敏度的GC–MS在有机化合物痕量分析中的应用将会

给这一领域带来革命性的变化。

 GC–MS联用在痕量分析上是比较成功的，特别适合于环

境监测和食品质量安全控制。在样品的前处理上也没有特

殊要求，抗干扰能力强。根据干扰离子碎片的情况，对定

量分析的离子碎片



 选择也有较大的灵活性。样品前处理好，可以降
低本底值，提高定量的准确度。在操作上，要注
意使用耐高温低流失的进样硅胶垫，注意毛细管
柱的接口，与气化室连接处用石墨垫，与接口连
接处用聚氨酯垫。GC–MS分析成功的首要条件是
先摸清楚混合物分离的气相色谱条件。在GC法中，
一切有利于试样色谱分离的方法都可以采用。在
质谱仪参数设置上，要注意质量范围、分辨率和
扫描速度。还要注意检测器的电压不要设置太高，
以免缩短检测器的使用寿命。GC–MS联用仪的自
动化程度很高，但不同生产厂家的软件界面和操
作上会有很大区别。GC–MS联用仪操作人员要经
过良好的培训，按照操作规程才能上机开展分析
工作。



 质谱分析过程中，以GC/MS–QP-5000质谱仪的控制
和数据处理软件CLASS-5000为例，通常需要3个文件，
一个为方法文件，扩展名为.met，方法文件包括的参
数主要有气相色谱的载气流量，分流比气化室温度、
柱箱的程序升温条件（注意当柱温设置较高时，柱流
量也不要低于0.5mL/min，干烧很容易损坏石英毛细
管柱）、接口的温度等设置；质谱的质量范围、分辨
率、记录槛值、扫描速度、溶剂切割时间、检测器的
电压等设置；分析的方式的选择，由SCAN或SIM、
直接进样DI或GC; 检索数据库的名称；测定报告输出
格式。第二个为 TUNING文件，扩展名为.tun。该文
件包含了用全氟三丁胺PFTBA调谐校准四极杆的信
息，同时也反应离子源室的洁净状态和四极杆的工作
状态。第三个是数据文件，扩展名为.d x x，记录被
检测化合物的TIC、MS、操作者、前处理操作过程
和相关内容等信息。



养护及注意事项

 GC–MS联用仪系大型贵重仪器设备，要十分注意

日常的养护。实验室要整洁干净明亮，减少灰尘

对仪器的污染。旋片式油泵应根据使用情况和真

空度来更换真空泵油，每次更换要彻底，不应部

分更换。离子源室污染后要清洗，但要尽量减少

清洗次数，保证仪器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

 离子源室的清洗（以岛津GC-MS  QP-5000为例）

 首先要关闭电源，防止电击，操作者应戴洁净的

手套操作，不能直接用手接触离子源室的任何部

件。



 离子源室的灯丝发射慢电子，轰击进入离子源盒内
的样品组分，在聚焦和加速前被裂解成为碎片并离
子化。随着长时间的使用，离子源会被污染。离子
源被污染的程度可以通过自动调谐文件观察。当离
子源被严重污染时，产生的离子不能被有效的聚焦，
灵敏度下降。此时，离子源必须被拆下清洗。

 拆卸和安装步骤

 a 拆下离子源盒，用随机带来的小改锥，拆下上下
两个灯丝。然后拆下磁铁，上为S极，下为N极。

 b 用镊子拆下接透镜1的棕色连线。

 c 松开离子源右侧的拇指螺丝顶杆，拿住离子源室
向右移动约1cm，取下离子源室。长时间未拆卸而
且高温下使用的离子源室，在接口处和离子源室之
间的铝箔容易将离子源室与接口粘住，这



时可用干净的工具在靠近接口处的豁口上
撬一下，即可拿下离子源室。此时的铝箔
可能受损，重新安装时应换一张新铝箔。

 d 重新安装的程序与上述拆卸程序相反。

注意事项：磁铁极性不要放反；透镜的接
线要插牢。对于污染严重的离子源盒应将
透镜1拆下。在拆卸和重装的过程中，注意
不要用力过大，以免将陶瓷绝缘件压碎。



离
子
源
室
的
清
洗



水洗要用去离子水。抛光后水洗在超声波

中5次或更多。酸洗后水洗大约是5次。陶

瓷垫片的清洗可以放在马福炉中大约600℃

1 h，这样的清洗非常有效。



操作系统、工作站软件的安装和调试

 不同厂家生产的GC–MS的系统控制软件对计算机

操作系统有不同的要求，使用时要注意。在英文

操作系统下能正常控制、工作，但在中文操作系

统下可能经常死机或显示乱、错码。计算机的显

示卡通常也要驱动起来，不能在缺省的状态下，

否则也容易造成死机。切不可在没有获得系统控

制软件升级版本之前盲目的升级计算机操作系统，

譬如从Windows XP升级到Windows 7等。



由于分析时采集的数据占有较大的磁盘空

间，因此计算机最好配备较大容量的硬盘。

有时也可配备刻录机，将分析数据刻录到

光盘上保存起来。丢失大量的质谱数据文

件或打不开文件是一件非常令人懊悔的事

情。



32. GC-MS.swf



2.2.9  LC–MS联用仪 Liquid chromatograph–

mass spectrometer， LC–MS

通常指高效液相色谱仪与质谱仪的在线联

用。与GC–MS类似，液相色谱作为质谱的

特殊进样器，与GC–MS的区别是LC–MS适

合于极性强、热不稳定性差，难挥发、分

子量较大等有机物的快速定性和定量分析，

分析对象范围更宽。

单极LC-MS基质干扰严重，定量灵敏度低，

一般只能提供准分子离子峰信息。



 LC–MS的研究起步于上世纪70年代，在解

决了除去LC溶剂和寻找适合性电离技术两

大难题，取得了长足的进展。LC流出大量

流动相主要是依靠高效、高速、大排气量的

真空系统解决的（初级泵排气量500L/s），

由于用LC分离的化合物大多是极性高，挥

发度低，易热分解或大分子的品种，因此经

典的EI和CI并不适用，由此才开发出了目

前的电喷雾, ESI、大气压化学电离, APCI等

软电离技术。



在LC–MS联用仪中，高效液相色谱采用的

分离类型以反相应用的最多，问题解决的

最好。其次为正相LC。离子交换应用的较

少，主要原因是流动相中大量的辅助试剂，

很容易造成接口堵塞或严重干扰电离。



基本构成

 LC–MS联用仪由高效液相色谱仪，接口，
质谱仪和计算机系统组成。

LC–MS联用仪组成方框图



WATERS 

LC–

MS/MS联
用仪



Agilent 1100 - API 4000



图20b LC–MS联用仪
原瓦里安LC-MS-MS



Thermo TSQ QUANTUM ACCESS



 LC–MS分析目前应用最广的仍然是普通分

析柱（内径4.6mm），它能适应于ESI、

APCI等接口。经常需变换各种流速的LC，

APCI是较为理想的接口，它的高电离效率

已成为目前最理想的LC–MS接口之一。它

灵敏度较高，可以测出几十pg的物质。

 UPLC使用低流量（0.1ml/L左右）的高效

分离技术，从根本上减轻LC–MS接口去除

溶剂的负担。



 LC–MS与GC–MS接口不同的地方是LC–

MS的接口不但有去除溶剂的功能还有使被

分析物电离（相当于离子源）的功能。自从

开始研究LC–MS，至少提出了几十种接口

技术，但目前真正商品化的只有API(包括

ESI、离子喷雾IS、APCI)、TSP、PB、连

续流动快原子轰击CFFAB等。这其中除PB

外，均采用了软电离技术。

 LC–MS-MS联用仪，即在高效液相色谱分

离待测物后，用串联质谱MS–MS方式进行

再分析鉴定，可以得到较为丰富的信息，如

母离子峰；也可获得更高的灵敏度。



凡可用高效液相色谱进行分析的有机化合
物都可以采用LC–MS方法。但是，LC的最

佳分离条件的选择往往受到质谱仪的一些
限制。在实际分析过程中，要综合考虑各
方面的因素，确定最后采用的分离检测模
式和方法。

 LC–MS没有供检索用的标准谱图。不能像
GC–MS可以用计算机进行检索，给出相似

度值，大多数情况下要手工进行解析，综
合判断。

 LC–MS主要是用于明确化合物的相对分子
质量。



2.2.10  GC（LC）–MS-MS



 碰撞诱导解离 （常见化合物）

Collision Induced Dissociation, CID

碰撞诱导解离电压选择：碰撞诱导解离（CID）电压选

择逐步加大能量。理想状态，有2个大于50%碎片离子，

10-20%母离子。

 表面诱导解离 （金属有机配位物）

Surface Induced Dissociation, SID

 电子捕获解离（肽）

Electron Capture Dissociation, ECD

 红外多光子解离

Infrared Multiple Photon Dissociation, IRMPD



碰撞诱导解离（CID）电压选择

碰撞诱导解离（CID）电压选择逐步加大能

量。

理想状态，有2个大于50%碎片离子，10-

20%母离子。



扫描模式 Q1 q2 Q3 目的

全扫描(SCAN) 扫描 全部通过 全部通过 分子量信息

选择离子扫
描(SIM)

固定质荷
比 m/z

全部通过 全部通过 定 量

子离子扫描
固定质荷
比m/z (SIM)

全部通过
(+ CE)

扫描(SCAN)
母离子结构

信息

选择反应监
测扫描

固定质荷
比m/z(SIM)

全部通过
(+ CE)

固定质荷
比 m/z(SIM)

目标物定量

中性丢失扫
描

扫描(SCAN)
全部通过
(+ CE)

扫描(SCAN)
分析物筛选
监测

母离子扫描 扫描(SCAN)
全部通过
(+ CE)

固定质荷
比 m/z(SIM)

分析物筛选
监测

单极和串联扫描模式

Red:  single or triple quadrupole MS

Green:  triple quadrupole MS only



Q1 q2 Q3



串联质谱法

（Tandem Mass Spectrometry）

空间串联

磁扇型串联方式： BEB，EBE，BEBE等

四极杆串联： Q-q-Q（适于痕量分析）

混合型串联： BE-Q，Q-TOF（侧重于定性分

析），EBE-TOF

时间串联

离子阱质谱仪

回旋共振质谱仪 一种根据给定磁场中的离子回旋频率来

测量离子质荷比（m/z）的质谱分析方法 。



轨道离子阱、傅里叶变换离子回旋共振、超高分辨率飞行时间质谱仪性能比较

http://biomass.fudan.edu.cn/

http://www.ibsfudan.org/
http://www.ibsfudan.org/


2.3 有机质谱解析

基本知识

离子裂解的基本规律

-----电子转移规律

著名的麦氏重排

质谱图中质荷比及离子丰度（能量学）

方法严谨，但缺乏热力学数据

麦克拉弗蒂 Fred W. McLafferty



离子裂解的基本机理-------电子转移规律

McLafferty的“电荷、自由基定域理论”。

离子中存在电荷和（或）自由基中心，即电荷
和自由基定域。在电荷和自由基中心的诱导下，
发生离子进一步碎裂反应。

 自由基强烈的电子配对倾向；

 正电荷吸引或极化相邻成键电子引起裂解的倾
向。

 分子中n电子(非键)比π电子易丢失， π电子比
σ电子易丢失。离子正电荷愈分散，离子愈稳
定。

 单电子或正电荷主要在电离电位最低的原子上。



原子中电子的排布

 第一层 主量子数 n=1

角量子数 l=0

磁量子数 m=0

(1s轨道，球形分布）

 第二层 主量子数 n=2

角量子数 l=0 

磁量子数 m=0

(2s轨道，球形分布）

 第二层 主量子数 n=2

角量子数 l=1

磁量子数 m=0，±1

(2p轨道，哑铃形分布）
px py pz

2s

1s

（每个轨道可容纳两个自旋相反的电子）



有机物的电子电离质谱（EI）中主要涉及C, H, O, 

N。这些元素第二层电子结构排布如下：

按照价键学说,两个原子中未成对的电子以自旋相反平
行的方式配对而形成共价键。

He没有未成对电子，故为化学惰性物质。



碳原子12C

12C基态

12C激发态

激发

sp3杂化

12C激发态

sp3杂化

碳原子（第二层有4个电子）被激发后，一个2s电子跃迁到
2p空轨道上，然后2s轨道和三个2p轨道(即px,py,pz)杂化形成四
个能级相等的杂化轨道(sp3杂化轨道)。

能
量

能
量



C-H，C-C 共价键(σ键)
2s轨道和三个2p轨道杂化形成四个能级

相等的杂化轨道(sp3杂化轨道)，每个sp3轨

道上电子与其他原子形成σ键(共4个σ键)。

如：CH3-CH3。平均键能：C-H 99千卡/摩

尔，C-C 83千卡/摩尔，在键能较低的地方

断裂(σ断裂)。

//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0/06/Sigma_bond.svg
//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0/06/Sigma_bond.svg
//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7/70/Pi-Bond.svg
//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7/70/Pi-Bond.svg


在化合物分子中，电子都是配对的。化合物分子被电子轰
击，失去一个电子而形成单电荷的分子离子，此离子必然含
有一个未成对的电子，因此分子离子是一个自由基（亦称游
离基）离子。

由一个奇电子离子碎裂可产生不含未成对电子(即电子全
配对)的碎片离子，称为偶电子离子。

☆ 奇电子离子（+∙）:含有一个未成对电子的离子。

奇电子离子和偶电子离子

m/z = 58

m/z = 46

m/z = 30



☆ 偶电子离子（+）:不含未成对电子（即电子全配对）的离

子。

☆ 奇电子离子碎裂可产生→奇电子碎片离子、偶电子离子碎

片离子

☆ 偶电子离子碎裂产生→偶电子碎片离子是有利的。

m/z = 43



环加双键值(不饱和度计算公式)

分子的环加双键值=分子中双键数+环

苯的环加双键值=3（双键数）+1（环）=4

环己烷的环加双键值=1（环数）

由分子式CxHyNzOn可计算出环加双键值

由该分子为全饱和而且无环，氢（H）的数目应为2x+2+z 

而实际氢的数目为y，因此该分子：

环加双键值=(2x+2+z-y)/2

（若有Si或P，则Si的数目应加到C的数目x，P的数目应加

到N的数目z）

根据环加双键值可推测化合物类型，如分子式C10H8,环

加双键值为7的烃类可能为萘类化合物（2个环，5个双键）。



 σ断裂(半均裂)：简单的键断裂；分子失去一个电子。

多发生于烷烃化合物；

 断裂(均裂) ：自由基中心诱导的键断裂；未发生电

子转移；

 i断裂(异裂) ：电荷中心诱导的键断裂；两个电子全部

转移到一个碎片上；

 环的开裂：断两个以上键的裂解反应；

 重排反应： H重排(H与2H)，如著名的麦氏重排;

rd置换反应与re消除反应；

随机重排与远程重排。

离子裂解的机理与规律



σ断裂(半均裂),简单的键断裂

反应通式：

分子中σ键在电子轰击下失去一个电子,随后分子裂开,

生成自由基和偶电子离子,这种裂解方式称为σ断裂。
反应趋势：
(1) σ断裂多发生于烷烃，若分子中有杂原子或π键，
则σ断裂降为次要，因为σ电子的电离能高于π电
子或N，O，S等杂原子的n电子。

(2) 对于饱和烃，取代度愈高的碳，其σ键愈容易被
电离, 另一方面，取代度愈高的C+离子愈稳定。

.σ



 断裂(均裂) ，自由基中心诱导的键断裂

反应通式：

半箭头：表示一个电子转移
整箭头:   表示一对电子转移

自由基中心定域于饱和原子上,在自由基中心诱导下,与其

相邻原子的外侧键断裂,键断裂后,属于该原子的一个电子转

移(用半箭头表示),并与自由基中心的未成对电子(或称单电子)

形成新键,构成较稳定的偶电子碎片离子或稳定的中性分子。

断裂反应不引起电荷的转移。

只有奇电子离子才发生断裂反应







i 断裂，电荷中心诱导的键断裂

反应通式：

在奇电子离子中，与正电荷中心相连的键的一对

电子全被正电荷所吸引，造成单键断裂和电荷转移，
用整箭头表示这一对电子的转移方向，引起电荷中
心转移到新的位置。裂解生成自由基和偶电子离子。
偶电子离子也可以发生i 断裂。

奇电子离子中既有电荷中心也有自由基中心，因
此存在i 断裂与断裂以及自由基中心诱导的氢重排
反应的竞争。

i 

i 



重排反应

 自由基诱导的重排

H通过六元环重排到不饱和杂原子上
(McLafferty重排)  

反应通式：

麦氏重排条件：存在三个以上碳的不饱和基团及H。

α

β

γ γH

http://zh.wikipedia.org/wiki/File:McLafferty_rearrangement.gif
http://zh.wikipedia.org/wiki/File:McLafferty_rearrangement.gif


十八烷质谱图(EI)，相对分子量： 254.50

常见有机化合物质谱图

各离子碎片m/z相差14，形成
篱笆峰，为σ断裂。



 烃：烯（有分子离子峰，一般不强；有特征离子系列：

[CnH2n+1]
+ 系列(包含烯丙基碎片离子)m/z 

41,55,69,83,97……,与饱和脂肪烃差2 ）；炔（分子离子

峰一般较强。端位炔易脱去H，形成较强的M-1特征离子

峰。炔的断裂产生m/z 39的偶电子离子）。

 醇：饱和脂肪醇 大于4个碳的，无分子离子峰。

 酮

 酯

 醛

 酸

 芳香化合物



甲醇 CH4O

相对分子量：32

CAS:67-56-1

乙醇 C2H6O

相对分子量：46

CAS:64-17-5

戊醇 C5H12O

相对分子量：88

CAS:71-41-0

己醇 C6H14O

相对分子量：102

CAS:111-27-3



质谱图解析要领

 对质谱图作一总的浏览

 确认分子离子峰 或 准分子离子峰

 确定分子式---计算不饱和度，明确分子类别

 研究重要的、特征离子碎片
① 高质量端的离子(第一丢失峰，M -18，-OH)

② 重排离子

③ 重要的特征离子

烷系：29、43、57、71、85…

芳系：39、51、65、77、91、92、93…

氧系：31、45、59、73(醚、酮)

氮系：30、44、58

m/z = 30



重要的特征离子

1 增塑剂离子 m/z 149（ C8H5O3
+ ）

2 死亡离子m/z 127 (C2H8O4P
+)

3 毒品离子m/z 58（ C3H8N
+）



 尽可能推测结构单元和分子结构

 充分发挥谱库资源的作用，结合IR、

NMR（1H、13C）信息









2.3.1  相对分子质量的获得

 首先，要在质谱图上找到该种有机化合物的（准）
分子离子峰。或者换句话讲，只要确认了质谱图中
分子离子峰或者相关的离子峰，如质子化分子离子
峰[M+1]+或去质子化分子离子峰[M1]+，就可以测

得该种有机化合物的相对分子质量。除同位素峰和
质子化分子离子峰外，它们通常应位于质谱图的最
右端。但是，分子离子峰的强度与分子结构的类型
或电离方式有关。对某些不稳定的有机化合物分子，
当使用某些硬电离方式时，在质谱图上只能看到其
碎片离子峰，看不到分子离子峰；易热解的化合物，
通常也只能得到其热解产物的质谱图。对分子离子
峰可采用下述方法进一步加以确认。



分子离子峰的条件：

★ 它通常是谱图中最高质量的离子，在质

谱图的最右端(同位素峰除外)。

★ 它必须是奇电子离子。奇电离子是带有

未成对电子的奇数电子的离子，偶电子离

子是外层电子完全成对的离子。对于单电

荷离子，分子离子一定是奇电子离子。



★ 符合氮律。即在含有C、H、O等的有机

化合物中，若有偶数（包括零）个氮原子存

在时，其分子离子峰的m/z值一定是偶数；

若有奇数个氮原子时，其分子离子峰的m/z

值一定是奇数。这是因为组成有机化合物的

主要元素C、H、O、N、S、卤素中，只有

氮的化合价是奇数（一般为3）而质量数是

偶数，因此出现氮律。



★ 它必须是通过合理的离子碎裂机理产生
谱图中的一些重要离子，如甲胺磷主要碎
片离子裂解途径



甲胺磷质谱EI碎片裂解机理图



第二，对同一种化合物，采用不同的电离

方式，提高分子离子峰的强度，减少碎片

离子峰甚至消失。



a-电喷雾 b-电子轰击 c-化学电离

灭多威methomyl三种电离方式的质谱图

准分子离子峰

准分子离子峰



第三，当化合物中含有氯或溴时，可以利用

M与M+2的同位素峰比例来确认分子离子峰。

通常若分子中含有一个氯原子时，则M和

M+2峰强度比为3∶1；若分子中含有一个溴

原子时，则M和M+2峰强度比为1∶1。



 表2-2 常见元素的天然同位素丰度比

元素
M M+1 M+2

元素类型
质量 % 质量 % 质量 %

H 1 100 2 0.016 M

C 12 100 13 1.08 M+1

N 14 100 15 0.36 M+1

O 16 100 17 0.04 18 0.20 M+2

F 19 100 M

Si 28 100 29 5.1 30 3.4 M+2

P 31 100 M

S 32 100 33 0.80 34 4.4 M+2

Cl 35 100 37 32.5 M+2

Br 79 100 81 98.0 M+2

I 127 100 M



 同位素离子（Isotopic ion）

任何一种化合物都是由构成这种化合物的各

种同位素元素所组成的。不同同位素元素组成的

分子有着不同的分子量，平常说的化合物分子量

是它们的平均分子量。例如氯气Cl2的平均分子量

是71，氯原子Cl的平均分子质量是35.5，但在质

谱中氯气的分子离子峰Cl2
+和氯离子的碎片峰Cl+，

不是出现在m/z 71、m/z35.5，而是出现在m/z 70、

m/z72、m/z74和m/z 35、m/z37的位置上。产生这

一结果的原因是氯原子在自然界中主要以两种天

然同位素存在，分别是35Cl和37Cl，它们的质量分

别是35和37。



 氯原子在自然界中的相对丰度值，即它们的含量

相对比例变化较小，35Cl和 37Cl在自然界中的相

对丰度值分别是100和32.5，因同位素相对丰度值

的不变性，所以在其它研究领域中，是以它们的

平均值来表示其分子或原子质量。例如氯原子质

量平均是35.5。在质谱研究中，不使用平均分子

或原子质量，而是直接指出其同位素离子的精确

质量。在自然界中，各种原子同位素丰度值最大

的元素，又恰好都是它们同位素中元素质量最小

的元素。所以在质谱中往往说氯分子离子的质量

是70、氯离子的质量是35，而不说它们的平均值

是71和35.5。



 对于大多数原子而言，将质量最小的轻同位素的

丰度值标记100，则重同位素的相对丰度一般不超

过6%。氯和溴属于例外，它们的相对丰度比很大，

分别是35Cl∶37Cl=100∶32.53和
79Br∶81Br=100∶98.01。所以对含氯和溴的化合

物在鉴别分子离子峰时，要注意质量最大的、丰

度也很大的离子峰并不一定是分子离子峰，它们

可能是同位素离子峰。m/z 72是35Cl37Cl组成的，

m/z 74是37Cl37Cl组成的，而35Cl35Cl才是分子离子，

其质量是70。



氯分子的质谱图

分子离子峰

同位素峰
同位素峰





可观测到同位素离子峰簇



可观测到同位素离子峰簇



氯和溴组合的天然同位素丰度分布模式



氯和溴组合的天然同位素丰度分布模式（续）



分子离子的稳定性与分子结构有关。碳
数较多，碳链较长其分裂几率较高，分子离
子峰的稳定性低。具有π键的芳香族化合物
分子离子稳定，分子离子峰强。

由于分子离子峰的相对强度直接与分子
离子稳定性有关，其大致顺序是：

芳香环＞共轭烯＞烯＞脂环＞羰基化合
物＞直链碳氢化合物＞ 醚＞脂＞胺＞酸＞
醇＞支链烃

在同系物中，相对分子质量越大则分子

离子峰相对强度越小。



2.3.2  分子式的确立

当清楚了某种化合物的相对分子质量时，

即可以确立其部分或整个化学实验式。采

用质谱法确立分子式的方法通常有两种：

用高分辨率质谱仪（如TOF等）和同位素

比并借助于相应的软件。

当以12C的相对原子质量为12.000 000作基

准时，许多原子的原子量不是整数。



表2-3  常见元素精确的核素质量

同位素 相对原子量 同位素 相对原子量

1H 1.00782552 19F 18.9984046

2H 2.01410222 28Si 27.9769286

12C 12.00000000 31P 30.9739633

13C 13.00335508 32S 31.9720728

14N 14.00307440 35Cl 34.96885359

16O 15.99491502 75Br 78.91833320

18O 17.99915996 127I 126.9044755



 用高分辨质谱仪能够区分质量上只相差千分之几个质量

单位的分子。例如，若要区分分子式为C13H19N3O4（相

对分子质量281.137556287）和C13H19NO5（相对分子

质量为281.126322911）的两种化合物，它们的相对分

子质量的整数部分同为281，而非整数部分仅相差

0.011233376。质量数这样微小差异若采用低分辨质谱

仪测定并区分开来是不可能的，但是若采用一台高分辨

的质谱仪是完全可以把它们鉴定出来。将高分辨质谱仪

测得的精确相对分子质量与贝农（Beynon）表对比可

以将分子式范围大大缩小，若再配合红外光谱、核磁共

振波谱等数据，就可以从少数可能的分子式中确立一个

最合理的分子式。由于贝农表仅列出了含C、H、N、O

的化合物，因此同位素离子峰对于判断分子中含有S、

Br、Cl等原子非常重要。



2.3.3 分子结构的确定

 在用质谱法鉴定未知物的结构时，应首先与标准谱图进行对照，

最后确定其化学结构式。质谱仪通常要配有强大的计算机系统，

在计算机硬盘中通常有标准谱库供检索对照，检索的结果是以

相似度大小来排序的。相似度越高，说明待测物谱图同标准谱

图越相近。但是，在实际分析工作中，要结合专业知识，避免

只用相似度高低来判定待测物，相似度只是一个重要的参考指

标。目前的计算机有机质谱谱库有NIST（美国国家科学技术研

究院）的质谱库，2011年版有24万张标准谱图；另外，还有

Wiley第九版质谱库66万张标准谱图，但其中有不少重复的，

来自不同实验室的相同化合物的质谱图。检索的方式通常有分

析时的在线检索和离线检索两种。当计算机检索找不到满意的

结果时，可以凭质谱图或其它仪器提供的信息来解析未知物的

结构。



2.3.4 相似度的算法

☆ Finnigan 等公司的INCOS法

☆ Varian,VG等公司的NIST法

☆ 安捷伦等公司PBM法 一种反向检索方法，用已知谱与未知谱

比较

NIST 2005版数据库检索采用的相似度（SI）算法：

式中：Is和Ir分别是样本谱和参考谱的强度（丰度）值



定性分析：质量是物质固有特性之一，不
同的物质有不同的质量谱—质谱（离子淌
度质谱法可以区分同分异构体），利用这
一性质，可以定性分析。

定量分析：峰强度也与它代表的化合物含
量有关，利用这一特性，可进行定量分析。

给出被分析的有机化合物如下信息：相对
分子量；对应的分子式和分子结构。

2.4  质谱法的应用



质谱定量分析方法的建立

全扫描标准品

全扫描空白样品

差谱分析选择特征离子

建立SIM定量方法

扫描标准样品和空白样品

分析样品



2.5 质谱法展望

2.5.1 通过改善离子源结构，增强离子化、离子传输效

率，优化碰撞池，进一步提高质谱灵敏度和扫描

速度。

2.5.2  组合型质谱（Hybrid Mass Spectrometer ）可

以克服单一质量分析器在某些功能上的缺陷，

可以同时实现多级碰撞及精确质量测定。

2.5.3  对于药残分析，通过质谱测定，定性、定

量能力可以兼得。



2.5.4 质谱仪小型化（miniaturization）是发展趋势，
满足现场分析的要求



2.5.5 新离子化技术-----电喷雾解吸附电离DESI

（DesorptionElectroSpray Ionization ）

DESI作为一种新兴的离子源，最大优点就

是能够在大气压下对物质分子进行离子化，不

需要进行像基质辅助激光解吸附电离（MALDI）

进行基质激光辅助电离，同时不需要进行样品

的前处理，可实现实时检测，从而实现了对待

测物的灵敏、快速、高选择性在线监测，在很

多方面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2.6  质谱分析工作站的各种界面
以岛津QP-5000质谱仪为例



2.6.1 真空控制界面



2.6.2  检漏界面



2.6.3 自动调谐界面
2.6.3.1  自动调谐过程中



2.6.3.2  自动调谐后打印的文件：

采用PFTBA(Perfluorotributylamine，全氟三丁胺)对

质谱仪的质量数等参数进行校正。校正后的三个碎片离子峰

的FWHW之间的差值不能超过0.1，检测器的电压不能超过

1.2KV，碎片m/z 614的校正值不能超过20。否则，可以认

为离子源被污染，应当进行清洗。



离子源室洁净



离子源室洁净



离子源室轻度污染



离子源室轻度污染



2.6.4 实时分析界面

2.6.4.1  SCAN界面

℃



2.6.4.2  SIM界面



以岛津CLASS 5000工作站为例

2.7  气质联用工作站软件操作和
设置举例



复习思考题
简述质谱分析的工作过程。

简述质谱法的定性、定量分析的依据。

简述质谱法的定性分析与色谱法的有什么
不同。

简述质谱法定性分析的优缺点。

框图分别画出气、液质（质）联用仪流程
图并指出各系统的功用。

为什么质谱仪的离子源室和质量分析器工
作时要处于高度真空状态？

 GC-MS所用的载气是什么?



复习思考题（续）

何谓“干烧”。

 LC-MS的接口有什么特点?

何谓分子离子峰、准分子离子峰、基峰、
同位素峰、特征峰。

简述单级质量分析器的扫描模式SCAN和
SIM。

常用的样品离子化方式有几种？简述EI、
ESI的工作原理。

简述Q、IT、TOF的工作原理。



复习思考题（续1）

为什么EI质谱库中的参照谱图通常都是用
70eV获得的？单级和串接质谱主要区别在
哪里?

何谓空间串联、时间串联质谱仪。

串联质谱法哪种扫描模式特别适合于痕量、
超痕量分析，为什么？

简述有机离子裂解的基本规律。

何谓麦氏重排？

烷烃化合物质谱特征是什么？



复习思考题（续2）

增塑剂的特征离子碎片质核比是多少？怎
样形成的？

如何确认分子离子峰?

简述检漏的原理。

校正四级杆的物质是什么？

在仪器分析中，ppm有哪三种含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