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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敞开式离子化质谱是近十年来逐渐新兴的一种无需对样品进行复杂前处理或色谱分离，在常温常压

环境下直接通过质谱分析样品中痕量物质信息的新型质谱技术。该技术极大地提高了质谱分析效率，使得

原位实时快速分析样品成为可能，并在食品安全、环境监测、生物医药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本文系统综述

包括解吸电喷雾电离、纸喷雾电离、实时直接分析等典型敞开式离子化质谱的基本原理与操作方法，述评各

技术在体内药物分析领域的典型应用，并展望敞开式离子化质谱技术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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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bient mass spectrometry and its application in 
biopharmaceutica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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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mbient mass spectrometry has evolved as a novel type of mass spectrometry techniques in the past 
decade，which is used to analyze the trace substance in the sample directly under normal temperature and pressure 
without any complicated pretreatment or chromatographic separation．With high efficiency and low expense，this 
technology has acquired widespread applications in food safety，environmental surveillance，bioanalysis and other 
fields．In this paper，the mechanisms and manipulations of typical ambient ionization techniques in details，such 
as desorption electrospray ionization，paper spray ionization and direct analysis in real time， are summarized．

Furthermore，the applications in biopharmaceutical analysis are reviewed．
Keywords：ambient mass spectrometry； electrospray ionization； paper spray ionization；direct analysis in 
real time；atmospheric pressure solid analysis probe； desorption atmospheric pressure chemical ionization；

biopharmaceutical analysis techniques；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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敞开式离子化质谱（ambient mass spectrometry，
AMS），又名常压敞开式质谱、直接离子化质谱、原位

直接电离质谱，是一类以大气压电离技术为基础，无

需或仅需简单样品前处理，常温常压下即可对样品中

复杂待测物直接分析的质谱技术［1］。相对于电子轰

击电离等传统离子源，该离子源具有大气压电离源类

的软电离特性，离子化效率高，准分子离子峰丰度高，

碎片离子少；而同电喷雾电离等大气压电离源相比，

该离子源又具有耐基质干扰，溶剂损耗少，高灵敏度

等突出优点。

对于该技术的报道最初来自于 2004 年普渡大

学 Cooks 课题组［2］。该课题组利用解吸电喷雾电离

技术（desorption electrospray ionization，DESI），无需 
前处理即在常压下对固体表面痕量待测物直接

离子化，成功获得了不同表面痕量物质的质谱

图，拉开了 AMS 研究的序幕。该理念一经提出

的即得到广泛关注并迅速发展，目前已出现多达

40 余种 AMS 技术，如萃取电喷雾电离（extractive 
electrospray ionization，EESI）［3］、探针电喷雾电离

（probe electrospray ionization，PESI）［4］、纸喷雾电离

（paper spray ionization，PSI）［5］、实时直接分析（direct 
analysis in real time，DART）［6］、大气压固态分析探针

（atmospheric pressure solid analysis probe，ASAP）［7］、

解吸大气压化学电离（desorption atmospheric pressure 
chemical ionization，DAPCI）［8］及低温等离子体（low-
temperature plasma，LTP）［9］。目前，已有多篇综述

报道了 AMS 的原理、特点、分类、发展历史及其在食

品安全、环境监测、刑侦诊断、生物医药等领域的应 
用［1，10-15］。

体内药物分析是指通过对生物样品（生物体液、

器官或组织）中药物及其代谢产物或内源性生物活

性物质的定量分析，评价药物体内吸收代谢过程、药

效机制以及临床使用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其分析的

生物样品具有种类繁多，采样量少，待测物浓度低，

内源性物质干扰强等特点。目前，液质联用技术以

其高分离度、高灵敏度优势成为体内药物分析的主

流方法。但该技术仍存在前处理方法烦琐，样本易

受污染，代谢物易在前处理及分析过程中转化降解，

分析成本高等缺陷。AMS 的出现，彻底改变了液质

联用技术需对样品进行复杂预处理与色谱分离过

程后再引入封闭体系分析的理念，可直接采集样本

分析，具有原位、实时、非破坏、高通量与低损耗等 

优点。

本综述旨在介绍目前与体内药物分析联系最为

紧密的 AMS 技术及其在相关生物样本分析中的应

用，并展望该技术的应用前景。

1　敞开式离子化质谱

目前已有多种解吸附技术与大气压电离技术相

结合，形成了各具特色的 AMS。对此，研究者们尝

试了多种分类方法［12］：（1）按解吸附与离子化发生

的先后顺序；（2）按所使用的辅助技术，比如基于喷

雾和固液萃取的离子化技术、基于等离子体的离子

化技术与基于热、激光或声波等物理解吸消融的离

子化技术等；（3）按热解吸、激光解吸与动力解吸等

多种解吸机理；（4）按分析物的激发过程。不同分

类各有特点，但也存在技术间界限交叉的问题。比

如热解吸与动力解吸机理几乎存在于所有敞开式离

子化质谱，若仅根据解吸机理分类，则易出现技术交

叉。为了便于介绍与体内药物分析联系最为紧密的

离子化技术，本综述根据基本离子化方法大致将整个

AMS 技术分为基于电喷雾电离（ESI）、大气压化学电

离（APCI）原理的两大种类：电喷雾电离机理包含了

“溶剂蒸发”和“库仑爆炸”等离子形成过程，代表性

离子源有 DESI、EESI、PESI、PSI 等；大气压化学电

离机理包含了“质子转移”和“电子转移”等分子离

子反应过程，代表性离子源有 DART、DAPCI、ASAP、 
LTP 等。

1.1　基于电喷雾电离机理的技术

1.1.1　DESI　自 Cooks 课题组研发出解吸电喷雾离

子源以来，该技术已成为目前研究和应用最为广泛

的 AMS 技术之一。其典型装置由传统 ESI 装置与承

载样品表面两部分组成，其中喷雾毛细管被移出质谱

真空进样接口以留出空间放置样品，并且毛细管、承

载样品表面与质谱进样孔三者呈彼此相距数毫米的

V 字结构。如图 1，通过在电喷雾毛细管喷嘴上施加

一定高电压，喷雾溶剂（如甲醇，水等）从雾化器的内

套管流出，并被外套管中喷出的高压氮气迅速雾化形

成平均粒径约为 3 μm，速度约为 150 m·s-1 的带电

液滴［2］。这些负载了能量和电荷的初级液滴以一定

角度（≤ 10°）轰击样本表面并覆盖成膜，液滴中的

溶剂立即萃取溶解基质中的待测物；同时，后续液滴

的不断涌入使得表面溅射出更细小的次级带电液滴

（chemical sputtering），并由氮气吹扫干燥去溶剂化与

电荷残留库仑裂解分析物，最终产生气态带电分析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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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子［16］。在分析过程中，样品可不断移动空间位置，

3D 调节架与移动台可调节雾化器和样品表面的相对

位置从而优化喷雾毛细管、样品表面与质谱真空进样

接口三者之间的夹角，甚至可以用移动传输带或样品

盘替代表面组件，从而保证高离子化效率与高通量分

析［17］。DESI 既可以分析小分子，又可以分析大分子，

通常被分析物均为极性分子，得到的是带单电荷或多

电荷的离子峰。

图 1　DESI 示意图

Fig. 1　A schematic diagram of DESI technique［2］

纳升解吸电喷雾电离（nanospray desorption elec-
trospray ionization，Nano-DESI）是对 DESI 的进一步

优化。它用两根呈一定角度的毛细管组成的探针替

代 DESI 喷雾管，此外在毛细管末端及质谱入口加载

了约 6 kV 高压（如图 2）。当喷雾溶剂从一根毛细

管喷向另一根时，会在两根之间形成“液体桥”，该

液体桥与样本表面接触后可携带微萃取的带电药物

液滴进入质谱进样孔。由于更多纳米级液滴涌入质

谱，Nano-DESI 的离子化效率更高，分析灵敏度也更 
好［18］。

图 2　nano-DESI 示意图

Fig. 2　A schematic diagram of nano-DESI technique ［18］

1.1.2　EESI　EESI 作为 DESI 的延伸，其装置主要由

电喷雾通道和中性样品通道两部分以一定角度交叉

组成（如图 3）。在大气压环境下，EESI 一般通过电

喷雾酸性甲醇水溶液制备带电液滴。带电液滴与从

样品通道产生的样品液滴在空间进行碰撞融合，发生

液液萃取和电荷转移作用，继而发生去溶剂作用，从

而获得待测物离子供后续质谱分析。带电液滴与中

性待测物的接触时间和有效空间较长，使得 EESI 具
有较高的灵敏度和稳定性 ［3］ 。与其他技术不同，在

EESI 中，样品的主体与电场或带电粒子等隔离，不受

有机溶剂如甲醇等干扰，因而是一种比 ESI 更加温和

的软电离技术，能在质谱分析时最大限度地保证样品

不受试剂与操作条件影响，同时更能耐受基质引起的

离子抑制效应，特别有利于进行生物样品、动植物活

体质谱分析，尤其是在活体代谢组学等方面具有极佳

应用潜力［19］。

1.1.3　PESI　PESI 通常使用尖端直径低于 1 μm 的

一次性针灸针或金属丝作为导电探针（如图 4）。电

动马达驱动可上下垂直移动的探针先下降接触样

品，可使样品表面或内部的物质粘附在探头上，从而

完成采样；随后探针上升至尖端离质谱进样孔约 2~ 
5 mm 位置并加载约 3 kV 高电压，从而在其尖端产

生的电喷雾可进入质量分析器［4］。样品取样量取决

于探针尺寸、穿刺深度、样本粘度与表面张力以及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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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EESI 示意图

Fig. 3　A schematic diagram of EESI technique［20］

针表面的疏水性。例如，对于普遍使用的直径为 700 
nm、尖角为 60°的一次性不锈钢针灸针，当插入大鼠

尿样液面下 10 μm 时取样量约为 0.35 pL［14］。PESI
比传统的 ESI 源更能耐受去污剂等杂质与生物基质

中的盐类干扰，活体取样后无明显创口，动物仍可继

续存活，但分析对象只能是溶液或者“湿的”固体 
样本。

图 4　PESI 示意图

Fig. 4　A schematic diagram of PESI technique［4］

1.1.4　PSI　采用固相载体（如层析纸、牙签、刀片

等） 可有效避免传统毛细管电喷雾离子源发生的阻

塞问题并提高取样便捷性。其中，PSI 是由 Wang 等

人于 2010 年研究出的用于分析复杂混合物中待测

物的新型敞开式离子化技术［5］。如图 5，只需将样

本（≤ 10 μL）滴加于预先用少量溶剂（如甲醇溶

液）润湿的三角形层析纸或其他多孔材料上并使纸

尖端对准质谱入口。仅需在纸尖端对侧加载 3~5 kV
电压，尖端产生的高电场即可促使带有分析物离子

的带电微滴产生。层析纸特有的毛细作用与电泳过

程促使待测物从基质中解吸附并向尖端迁移，而尖

端泰勒锥的形成说明 PSI 气相中离子形成机理类似

于 ESI 过程［21］。因此，纸张特性影响着分析物从基

质中释放，在层析纸中扩散与最后的离子化等一系列

过程。有研究表明，当纸尖角为 30~45°时，可在相对

低电压的条件下获得更强的喷雾流；甚至当使用附

有碳纳米管的纸张时，仅 3 V 低压即可快速电离分析 
物 ［14，22］。

图 5　PSI 示意图

Fig. 5　A schematic diagram of PSI technique［23］

1.2　基于大气压化学电离机理的技术

1.2.1　DART　DART 技术的研究对象是相对分子

质量小于 1 000 的小分子药物。如图 6，其装置由

载气、离子发生器、加热管以及温控部分等组成，使

用 He 或 N2 作为工作气，通过在放电室内部的阴

极和阳极之间施加一个高达 5 kV 电压导致高压辉

光放电，使工作气电离成含离子、电子和长寿命电

子激发态原子的等离子体气流。该气流流经穿孔

电极选择性移除离子成分后被加热至 500 ℃，仅激

发态气流喷出至样品表面，完成热辅助的解吸附过

程。尖端包裹的绝缘帽可有效保护样本不受电场伤 
害［6］。在正离子模式下，该激发态氦原子电离环境

中的水分子，形成水合离子［（H2O）n+H］+；在负离子

模式下，该激发态氦原子电离空气中的氧分子，形成

超氧离子［O2］
-。该水合离子或超氧离子作为反应

离子与脱附至气相中的化合物分子发生质子交换，

最终产生加减一个质子的分子离子峰。离子化机理

目前认为包含彭宁离子化（Penning ionization）、质子

转移以及电荷交换等过程［24］。DART 离子化时不需

溶剂辅助，几乎无离子抑制现象发生，也无金属加合

离子产生。另外，由于 DART 离子化发生于气相，在

负离子操作模式下，困扰 ESI 的溶液 pH 调节将不复

存在。通常在 LC-MS 中不够灵敏的负离子模式，在

DART 质谱方法中却非常出色［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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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DART 示意图

Fig. 6　A schematic diagram of DART technique［26］

图 8　DAPCI 示意图

Fig. 8　A schematic diagram of DAPCI technique［10］

作用下，产生温度约为 30 ℃的等离子体，进而喷射至

样品表面，使待测物解吸并离子化。解吸机制目前尚

未明确，但推断与热解吸及化学溅射过程有关［9］。采

用 He 作为放电气体，既可促进能量传递，又能电离空

气的 N2 发挥彭宁电离作用。但由于 He 更易离子化，

使用 He 存在比使用空气或 N2 产生更强的背景离子

峰干扰的情况［12］。该技术特点在于放电电极被嵌于

仪器内部因而不易损伤样品，反应温度接近有机体生

理温度，产生的离子碎片少，尤其适用于皮肤表面药物

分析。此外，LTP 也可被应用于分析传统大气压离子

源所难以分析的非极性化合物［27］。

图 9　LTP 示意图

Fig. 9　A schematic diagram of LTP technique［26］

1.2.2　ASAP 与 DAPCI　ASAP 与 DAPCI 均 是 对 传

统 APCI 离子源的简单改进，因而具有比 DESI 和
DART 更广泛的适用性，一般用于分析相对分子质量

低于 1 000 的中等极性化合物［15］。

ASAP 只需将熔融硼酸石英毛细管插入封

闭 APCI 腔室内即可。如图 7，置于毛细管尖端的

挥发性 / 半挥发性分析物先被来自雾化器加热至

400~500 ℃的氮气解吸附气化，随后被加载 6 kV 电

压的电晕放电针电离进入真空管［7］。

图 7　ASAP 示意图

Fig. 7　A schematic diagram of ASAP technique［23］

DAPCI 采用常压电晕放电为基本手段，在无有

机溶剂和高速雾化气流的条件下工作时，利用空气中

的水生成初级离子进行工作，该离子被电场加速后溅

射到样本表面，直接与裸露固体表面的待测物发生电

荷传递作用，完成分析物的离子化过程（如图 8）。对

于同基质牢固结合的分析物，需要利用溶剂电晕放电

获得高密度带电液滴，该液滴通过在固体表面溶解分

析物并受热气化，完成药物离子化 ［8］。

1.2.3　LTP　如图 9，LTP 使用玻璃管作为介电材料分

割外部铜带电极与内部接地电极。通过管路的 He、Ar
或空气等气体在 2.5~5 kV 与 2~5 kHz 的交流电场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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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体内药物分析中的应用

药物的体内过程是评价药物疗效的关键过程，也

是药物研发过程中关注的焦点。AMS 目前在该领域

应用广泛，常用于测定血液、尿液、器官组织、皮肤、毛

发等多种生物基质中药物及代谢产物。

2.1　血液

作为体内药物分析最为常用的基质，血液样本具

有采集方便，较好体现药物浓度与治疗作用关系等特

点，同时能更好地为临床用药提供参考价值。通常血

液样品包括全血、血浆和血清 3 种，其中又以血浆最

为常用。

Rossi 等［28］采用 DESI-LTQ-Orbitrap XL 质谱测 
定 Wistar 大鼠血浆中埃索美拉唑及其代谢产物 5-
羟基奥美拉唑与奥美拉唑砜。血浆添加内标阿替洛

尔后，经二氯甲烷液液萃取进入质谱分析。DESI 采
用 N2 作为雾化气体，并设定 57°入射角，将 50% 乙

腈以 0.5 μL·min-1 喷至距其 2.1 mm 的聚甲基丙烯

酸甲酯载体表面，同时将样本与质谱入口间距离设为

0.6 mm。方法验证结果检出限为 60 ng·mL-1，线性范

围为 0.2~20 μg·mL-1（r2=0.987），精密度良好（RSD
＜ 9%）。采用该方法同传统 LC-MS/MS 分别测定大

鼠血药浓度并计算药动学参数，结果显示 2 种测定方

法无显著性差异，表明 DESI 可代替传统 LC-MS/MS
进行血药浓度测定。

Song 等［29］使用 DART 联用三重四极杆质谱测

定健康志愿者同肝癌患者体内酪氨酸浓度差异。前

处理过程简便，仅需将血浆、氘代硝基酪氨酸内标同

80% 乙腈混合即可。分析过程中，使用 He 作为工作

气并将加热温度设定为 350 ℃，并对其余仪器参数进

行优化以获得最优信号强度。方法学验证结果良好，

线性为 2~50 μg·mL-1，日内、日间精密度与准确度符

合要求（≤ 12.3%），每份样品分析时间可降至 3 s。
最后，成功测定人体内酪氨酸浓度并指出虽然肝癌患

者体内酪氨酸浓度较高，但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其同正

常志愿者体内酪氨酸浓度无显著性差异。

对乙酰氨基酚是典型的极性小分子，传统液质

联用技术中反相色谱柱难保留，极性基质极易与其共

洗脱而产生明显的离子抑制现象。Swales 等［30］利用

激光二极管热辅助 DAPCI 源分析了小鼠、大鼠与犬

血浆中对乙酰氨基酚浓度。样本仅需甲醇蛋白沉淀

即可，方法验证结果显示，同种分析方法在 3 种不同

种属基质中无明显差异。同传统液质联用技术相比，

该技术平均样品分析时间缩短了 10 倍，日内与日间

精密度与准确度更佳。而大鼠动物实验结果表明采

用以上 2 种方法计算出的药动学参数基本一致，说

明 DAPCI 基本可替代传统液质联用技术用于药动学 
研究。

环孢菌素 A 是临床上广泛用于预防器官和骨髓

移植排斥反应的免疫抑制剂，但其治疗窗窄且患者

体内血药浓度个体差异大。同时该药常易富集于血

细胞内，为优化免疫治疗方案，需对其全血浓度进行

测定。Jourdil 等［31］首次使用激光二极管热 DAPCI
源测定全血中药物浓度。全血样本通过甲醇 -0.2  
mol·L-1 硫酸锌（80∶20，v/v）沉淀蛋白并破坏血红

细胞，高速离心后氮气吹干上清并被水 - 乙酸乙酯

复溶，从而提高方法灵敏度与重现性。随后，使用 
20 W 激光二极管于 4.5 s 内将 45% 激光能释放至样

本表面并于 3 s 内将离子源加热至 145 ℃，即可解吸

药物并减少基质残留干扰。该方法提取回收率可达

92%，质控样本方法回收率为 92.9%~105.3%，RSD 为

3.4%~13.1%，曲线相关系数为 0.999，说明该方法可

用于血药浓度测定。最终，Bland-Altman 图显示该

方法同 HPLC-ESI-MS/MS 分别测定 120 份全血样本

结果的平均偏差为 +0.9 ng·mL-1，表明两者适应性相

当，前者可代替后者进行治疗药物检测。

干血点分析法是近来体内药物分析衍生出的

新处理方法。其显著优势在于可避免血浆等液态基

质中水解反应导致药物降解，同时存储与运输过程

不需要冷冻，因而更便捷。Siebenhaar 等［32］采用 2D 
DESI 离子源联用 Exactive ™离子阱质谱分析干血点

中阿司匹林活性代谢产物——水杨酸浓度。只需指

尖采血并滴于三层复合滤纸上，其中滤纸中间层预

先浸泡过氘代内标溶液并挥干，此举可显著减少内

标加入过程中手动操作误差。待血样室温干燥后即

可使用 DESI 喷雾头从滤纸背面以 175 μm·s-1 与

45°喷射角单线扫描整个样本进行分析。该定量方

法检测限为 8 mg·L-1，线性范围为 10~2 000 mg·L-1

（r=0.997）。通过该法计算出的健康志愿者口服阿司

匹林后水杨酸血浆药代动力学参数同文献报道相符。

为评价 PSI 在干血点分析中的潜力，Manicke 
等［33］采用 PSI 定量测定干血点中的舒尼替尼、西

酞普兰以及维拉帕米等 15 种小分子。预先将同位

素内标滴至被剪成底 7.2 mm、高 11 mm 的三角形

Whatman 血卡纸上，待溶剂挥干后滴加血样，等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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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血点样本后，继续滴加 25 μL 90% 甲醇水溶液（含

0.01% 甲酸）润湿样本，随后在纸上加载 3.5 kV 高压

并将尖端对准 TSQ Quantum Access Max 质谱进样孔。

平均每份血样制备及分析时间共需 30 s 左右。方法

验证中，检测限约为 1 ng·mL-1，相对偏差及 RSD 均

小于 10%，相对基质效应忽略不计，结果表明该方法

在血药浓度检测方面具有极大潜力。在此基础上，

Zhang 等［34］继续考察了使用二氧化硅涂布纸替代

Whatman 血卡纸并使用二氯甲烷 / 异丙醇（9∶1，v/v）
作为喷雾溶剂分析干血点中的维拉帕米、西酞普兰、

利多卡因与舒尼替尼。借助硅胶板色谱分离特性，定

量限可进一步达到 0.1 ng·mL-1，比 Whatman 血卡纸

灵敏度提升了 5~50 倍。

2.2　尿液

尿药测定主要用于药物物质平衡、尿清除率、体

内代谢途径及代谢产物研究。同时，当药物在血中浓

度过低难以准确测定时，尿药测定亦用于药物制剂生

物利用度研究。

Li 等［35］采用自制 EESI 联用 LTQ-XL 质谱定

量测定健康志愿者尿液中肌酐浓度并用于急性肾衰

竭诊断。原尿样用水稀释 500 倍后加入氘代内标完

成前处理。电喷雾通道为加载 4 kV 电压的甲醇溶

液，中性样品通道为处理后的尿样溶液，两者尖端夹

角为 60°并相距 10 mm。随后电喷雾通道和中性样

品通道分别以 3 μL·min-1 与 5 μL·min-1 喷出溶液

并用 1 MPa 氮气雾化萃取电离。在 0.05~10 mg·L-1

定量浓度范围内，曲线线性关系良好（r2=0.986 1），
肌酐同氘代内标的 RSD（n=6）分别为 7.1~11.8%
和 4.1~11.3%。 最 终 样 本 测 定 结 果 同 传 统 基 于

Jaffe 反应的分光光度法结果相当，相对回收率为

85%~111%。

Carrizo 等［36］首次使用 ASAP-MS-Q-TOF 筛选

尿液与唾液中烟草生物标记物。尿样不经处理直接

注入 APAS 接口分析。作为离子源的关键参数，电晕

电流、锥孔电压、脱溶剂温度均得到优化。检测结果

发现了可替宁、反式 -3’- 羟基可替宁、烟碱 -N- 葡

萄糖醛酸苷等烟碱代谢生物标记物及 1- 羟基芘、9-
羟基菲等多种烟草相关毒性物质，该结果同 UPLC-
MS/MS 及相关文献报道一致。这些新发现的生物

标记物可被用于研究烟草暴露量及评估消费者使用 
风险。

美沙酮口服吸收快，约 1/3 以原型形式经尿液排

出，故尿样常用于临床药物滥用诊断。Thunig 等［37］

采用 DART 联用飞行时间质谱直接筛选人尿样中的

美沙酮，并通过 DART 联用四极杆线性离子阱质谱

进行确证。该方法既不需昂贵的免疫试剂，也不需

复杂样本前处理，仅需 2 min 即可分析药物浓度在

250~1 500 ng·mL-1 范围内的尿样。另外，Rodriguez-
Lafuente 等［38］则采用薄膜固相微萃取联用 DART 分

析人尿中的美沙酮浓度。使用 C18-PAN 薄膜包被筛

网可富集药物并除去尿液中的盐分，从而提高分析灵

敏度（定量限为 1 ng·mL-1）。此外，由于固相微萃取

平衡时间只需 10 min，故 DART 分析速度与通量不受

影响，且薄膜厚度越低，平衡萃取时间越短，短时间内

（30 s）可快速解吸大量药物。

Jackson 等［39］通过 LTP 尿样分析判别人体苯丙

胺、咖啡因、可待因与地西泮等 14 种药物滥用情况。

外部加载有 5 kV、2.8 Hz 交流电的自制 LTP 使用 He
作为等离子体并以 30°喷射至相距 1~2 mm 的样本

表面，随后产生的离子可进入相距 5 mm 的线性离子

阱质谱。使用待测物标准溶液分析，11 种药物的检

出限范围为 10~10 000 ng·mL-1，而对样品底部通过

加热枪进行辅助加热处理可解吸更多药物分子，从而

进一步提高 12 种药物的检出限（0.5~500 ng·mL-1）。

以苯酰牙子碱作为代表进行生物样本方法验证，线性

动态范围在 0.01~ 000 μg·mL-1 （r2=0.995）。对口服

咖啡因饮料的健康志愿者尿样分析结果表明，30 min
内即可在尿样中发现咖啡因及其代谢产物甲基黄嘌

呤，而在 60 min 咖啡因质谱信号达到最强，随后呈指

数衰减。

2.3　组织

组织药物浓度既可反映药物疗效，又关系到药

物的蓄积和毒副作用等安全性问题，同时为药物靶向

运输提供重要信息。常用的脏器组织包括胃、肝、肾、

脑、心等。传统分析方法需将固体组织切割匀化制成

水性基质匀浆溶液，随后前处理萃取药物分析。但

AMS，尤其是 DESI 与 PESI，可直接取样测定，极大降

低了前处理时间。

Zaitsu 等［40］采用 PESI 联用 LCMS-8040 三重四

极杆质谱直接分析活体动物肝内代谢过程。PESI 采
用尖端直径 700 nm 的探针，以 300 mm·s-1 刺入肝

下 0.5 mm 取样。为验证方法适用性，分别分析四氯

化碳诱导急性肝损伤模型组同对照组大鼠肝内代谢

物特性。主成分分析图表明，两组肝内的 3- 羟基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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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甘氨酸等 26 种内源性小分子代谢物存在明显差

异，其中最明显的是牛磺酸差异（该结果进一步得到

GC-MS/MS 确证），并推测牛磺酸可能参与肝内抗氧化

过程。此外，根据三羧酸循环机理，通过门静脉推注

丙酮酸，PESI 同时监测了活体大鼠肝内 α- 酮戊二酸

及反丁烯二酸动态变化过程并验证了相关理论。为

便于质谱采集大体积活体动物组织样本，Yoshimura 
等［41］在质谱离子入口处外接长度为 200 mm 离子取

样管及抽吸速率为 6 L·min-1 的小型隔膜真空泵，

以促使更多待测物离子与带电液滴被吸入质谱分

析。小鼠尾静脉注射 100 μL 浓度为 100 mmol·L-1 
5- 氟尿嘧啶溶液，1 min 后质谱即检测出药物信号

表 1　近 3 年来敞开式离子化质谱在代谢组学中的应用

Tab. 1　Application of ambient mass spectrometry in metabolomics in the recent 3 years

年份

（year）
AMS

联用质谱

类型

（tandem
MS type）

样本来源

（sample
resource）

分析物

（analyte）

喷雾溶剂

（spray
solvent）

统计分析

（statistical
analysis）

参考

文献

（refer-
ence）

2014 DESI 线性离子阱（linear 
ion trap）

人 脑 神 经 胶 质

瘤（human gli-
oma）

2- 羟基戊二酸二乙酯（2- 
hydroxyglutarate）

甲醇 - 水或乙腈 - 二甲

基甲酰胺（methanol-
water or acetonitrile-
dimethyl formamide）

（1∶1，v/v）

— ［44］

2014 DESI 傅立叶变换离子回

旋共振（Fourier 
t r a n s f o r m  i o n 
cyclotron reson-
ance）

人 胃 淋 巴 转 移

瘤（human ca-
ncerous stomach 
lymph node me-
tastases）

磷 脂 酰 乙 醇 胺、磷 脂 酰

肌 醇、磷 脂 酰 丝 氨 酸

（phosphatidylethanolamine、
phosphatidylinositol、pho-
sphatidylserine）

甲醇 - 水（methanol-wa-
ter）  （9∶1，v/v）

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45］

2014 DESI 线性离子阱（linear 
ion trap）

胃腺癌（gastric ad-
enocarcinoma）

谷氨酰胺、谷氨酸（glutamine 
and glutamate）

乙腈 - 二甲基甲酰胺

（acetonitrile-dimethyl 
formamide）  （1∶1，v/v）

最小绝对收缩和选择

算 子（least absolute 
shrinkage and selec-
tion operator ）

［46］

2014 DESI 线性离子阱（linear 
ion trap）

猪耳皮下脂肪组

织（adipose ti-
ssue in pig ear 
skin）

利多卡因及其羟基代谢产

物（lidocaine and 3-OH-
lidocaine）

甲醇 - 水（methanol-wa-
ter）  （95∶5，v/v）

— ［47］

2014 DESI 轨 道 离 子 阱（or-
bitrap）

新生小鼠各器官

（neonate mouse 
organs）

氯氮平及其氮氧化代谢产物

（clozapine and its N-oxide 
metabolite）

乙腈 - 水（acetonitrilewa-
ter） （9∶1，v/v）

— ［48］

2014 DESI 傅立叶变换离子回

旋 共 振（fourier 
t r a n s f o r m  i o n 
cyclotron reson-
ance）

乳腺侵袭性导管

癌（breast in-
vasive  ducta l 
carcinoma）

磷脂酰肌醇、磷脂酰丝氨酸、 
磷 脂 酰 乙 醇 胺（phosph-
atidylinositol，phosphati-
dylserine，phosphatidyle-
thanolamine）

乙腈-二甲基甲酰胺（ac-
etonitr i le-dimethyl 
formamide） （1∶1，v/v）

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49］

（［M+Na］+，m/z=269.1），并于 35 min 信号强度降低至

0.4 μmol·L-1。该结果同人体药动学相关结果范围一

致（2’- 去氧 -5- 氟尿嘧啶的半衰期为 15~22 min）。
除常规的组织药物浓度测定应用外，目前新兴

一种生物质谱成像技术，该技术通过将 AMS 电喷雾

装置固定，并将组织切片放置于承载表面进行解吸电

离，连续移动承载表面获得样本二维扫描信号，甚至

进一步叠加各切片药物信号，从而根据特征信号强度

获得目标物质在样本整体分布信息［42-43］。该技术主

要用于分析病理组织脂质、多糖等多种代谢生物标记

物以鉴别诊断疾病。表 1 列举了近 3 年相关代谢组

学应用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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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year）
AMS

联用质谱

类型

（tandem
MS type）

样本来源

（sample
resource）

分析物

（analyte）

喷雾溶剂

（spray
solvent）

统计分析

（statistical
analysis）

参考

文献

（refer-
ence）

2014 Tapping-
mode 

scanning 
PESI

三重四极杆（triple 
quadrupole）

小鼠脑组织（mo-
use brain）

硫苷脂、神经酰胺、花生四

烯胺、丁二酸、神经节苷

脂（sulfatides，ceramide，
a r a c h i d o n o y l  a m i n e，
succinic acid，gangliosides）

甲醇（含 1% 甲酸）（me-
t h a n o l，1 %  f o r m i c 
acid）

— ［50］

2015 DESI 线性离子阱（linear 
ion trap）

前 列 腺 癌（pro-
state cancer）

磷 脂 酰 肌 醇（phosphatidy-
linositol）

乙腈 - 二甲基甲酰胺

（acetonitrile-dimethyl 
formamide） （1∶1，v/v）

主成分分析、线性判

别 分 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linear discriminant 
analysis）

［51］

2015 DESI 高 分 辨 离 子 阱

（high resolution 
ion trapping）

乳腺浸润性导管

癌 与 小 叶 癌

（breast invasive 
ductal and lo- 
bular carcinoma）

脂 肪 酸、磷 脂 酰 肌 醇、磷

脂酰胆碱、磷脂酰乙醇

胺（fatty acids，phosph- 
atidylcholines，phosph-
atidylinositol，phosphati-
dylethanolamines）

甲醇 - 水（methanol-wa-
ter） （95∶5，v/v）

递 归 最 大 边 值 准 则

（recursive maximum 
margin criterion）

［52］

2015 DESI 高 分 辨 离 子 阱

（high resolution 
ion trapping）

成 纤 维 细 胞 和

内 皮 型 脑 膜

瘤（fibroblastic 
and  men ing-
othelial men-
ingioma）

二酰甘油、磷脂（diacylgly-
cerol and phospholipids 
species）

乙腈 - 二甲基甲酰胺

（acetonitrile-dimethyl 
formamide） （1∶1，v/v）

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53］

2015 Nano-
DESI

轨道离子阱（orbi-
trap）

小鼠脑组织海马

体（hippocam-
pus of the mouse 
brain）

泛 素、β- 胸 腺 肽、髓 鞘

碱 性 蛋 白、血 红 蛋 白

（ubiquitin，β-thymosin，
m y e l i n  b a s i c  p r o t e i n，

hemoglobin）

乙腈 - 水 - 甲酸（acet- 
onitrile-water-formic 
acid）（65∶35∶0.2， 
v/v/v）

— ［54］

2015 Tapping-
mode 

scanning 
PESI

四极杆飞行时间

（q u a d r u p o l e -
time of flight）

小鼠胰腺癌（mo-
use  pancreas 
cancer tissue）

胸腺素 β-10、磷酸胆碱、精

胺等（thymosin beta-10，ph-
osphocholine，spermine et 
al）

甲 醇 - 水 - 甲 酸（me-
thanol-water-formic 
a c i d） （5 0∶5 0∶1， 
v/v/v）

两 样 本 t 检 验（two-
sample t-test）

［55］

2016 DESI 轨 道 离 子 阱（or-
bitrap）

小鼠高级卵巢浆

液性癌（mouse 
ovarian high-
g r a d e  s e r o u s 
carcinoma）

神 经 酰 胺、鞘 磷 脂、胆 红

素、胆固醇硫酸酯和各

种 溶 血 磷 脂（ceramides，
sphingomyelins，bilirubin，
cholesterol  sul fa te  and 
various lysophospholipids）

甲醇（methanol） 正 交 偏 最 小 二 乘 判

别 分 析（orthogonal 
partial least squares 
discriminant analy-
sis）

［56］

2016 DESI 线性离子阱（linear 
ion trap）

人脑神经胶质瘤

（human glio-
ma）

N- 乙 酰 天 冬 氨 酸、2- 羟

基 谷 氨 酸、乳 酸（N-ac-
e ty l-aspa r t i c  ac id，2- 
hydroxyglutaric acid，lactic 
acid）

乙腈 - 二甲基甲酰胺

（acetonitrile-dimethyl 
formamide） （1∶1，v/v）

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57］

2016 Polarimetry- 
DESI

线性离子阱（linear 
ion trap）

乳腺癌（breast can-
cer）

油酸、花生四烯酸、磷脂酰肌

醇（oleic acid，arachidonic 
acid，phosphatidylinositol）

乙腈 - 二甲基甲酰胺

（acetonitrile-dimethyl 
formamide）（1∶1，v/v）

— ［58］

表 1（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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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总结与展望

随着更多新的常压解吸离子化技术及相关商业

化产品的出现，AMS 在药物代谢动力学、组织显影、

代谢组学等体内药物分析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虽

然在该领域研发初期，研究者遇到诸如定量分析效果

差，实验重现困难，检出限高等一系列难题，但随着多

种氘代内标添加方法［32］、商业化自动进样器［59］、快

速高效前处理联用方法［60］以及小型质谱分析仪［61］

的出现，这类问题初步得到解决。

然而，常压解吸离子化技术若想在未来得到更广

泛的应用，除了应在纷繁复杂的子技术中区分各自优

势领域外，仍需制定合理的通用方法学控制标准，而

不仅仅是同液质联用技术的简单对比。同时，更应当

关注商业化仪器及自动化操作的发展。相信随着该

类技术不断发展完善，将会在多种生物基质样品的高

通量、实时监测方面发挥突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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