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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正式出版后,当年即为我校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所用,并有配套的多媒体课件,收到

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同时该教材也为其他兄弟院校选用,受到广大教师、学生以及相关专业研

究人员的欢迎,至今已多次重印。 但是我们在使用过程中认识到它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需

进行修改。 另外,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波谱分析仪器及实验技术的不断更新,应用领域

也在不断拓展,这些新的内容也应该充实到我们的教材中。

本次修订保持了原书避免烦琐的数学推导、注重图谱解析、通俗易懂、实用性强的特色,适

当删减了一些目前已不常用的内容,如:第1章质谱中删除了在一般质谱图中很难见到的关于

亚稳离子的介绍;第3章红外吸收光谱和拉曼光谱中删除了色散型红外光谱仪的介绍和萨特

勒谱图及其人工查阅法;第4章核磁共振波谱中删除了连续波核磁共振谱仪的介绍,着重介绍

了傅里叶变换核磁共振波谱仪。 另外,本次修订对拉曼光谱仪和拉曼光谱的应用进行了更为

详尽的介绍,如在第3章中增加了拉曼光谱仪的类型介绍以及在石墨烯方面的应用和常见无

机官能团的拉曼位移数据。 根据读者意见,本次修订仍保留了第4章中化学位移值的近似计

算法供自学。

本次修订工作由潘铁英、康燕、钱枫进行。 其中钱枫修订了第1章质谱的内容,康燕修订

了第2章紫外吸收光谱、第3章红外吸收光谱和拉曼光谱的内容,潘铁英修订和编写了本书的

其余部分。

本书的修订得到了华东理工大学教务处“十二五”规划教材的资助,在此表示感谢。

编 者

2015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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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五十年来,质谱、核磁共振波谱、红外光谱和紫外光谱等波谱方法已被广泛用于有机化

合物的结构鉴定,从这些方法得到的各种相互补充的结构信息为有机物结构鉴定提供了可靠

的依据。 与经典的分析方法相比,波谱法不仅具有快速、灵敏、准确和重复性好等优点,而且测

试时只需要微量样品,因此被广泛应用于有机化学、石油化工、生物化学、药物学、药理学、毒物

学、临床医学等各个领域。 同时,在这五十年中,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计算机科学和电

子技术的迅速发展,促进了波谱仪器和实验技术的发展,使波谱方法能够提供更多、更可靠的

结构信息,成为目前有机化合物结构鉴定最重要的方法。 因此,波谱方法是化学工作者必须掌

握的一门知识。

质谱、核磁共振波谱、红外光谱和紫外光谱等波谱方法的理论基础涉及量子力学、电学、磁

学、光学等广泛的领域,这是一般的化学工作者并不精通的领域。 因此,本书的编写力求避免

烦琐的数学和物理推导,着重于波谱方法在结构鉴定中的应用,各种波谱信息(波谱图)与分子

结构的关系,以及结构解析的原理、规律和过程。 对一些必要的背景知识,如波谱仪器、实验技

术等做简要的介绍。 本书还编入了波谱领域中比较成熟和通用的新技术,如电喷雾质谱、二维

核磁共振谱等。 本书精选了不少有代表性的波谱例题和习题,同时也给出了大量的波谱数据,

目的在于让读者尽可能多地实践和识别、解析谱图并进而推断结构信息。

本书的作者均有长期的波谱实验室工作经历,并从事大学本科和研究生波谱课程教学多

年。 其中张玉兰编写第3章,潘铁英编写第4章的核磁共振碳谱、二维谱、核磁共振谱图综合

解析以及第5章的部分内容,苏克曼编写了本书的其余部分并审定全稿。

本书参考了国内外出版的一些相关教材、专著及图谱集,受到许多有益的启发,主要参考

资料已列于书末。

本书主要用作化学类以及与化学类相关专业的本科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波谱分析课程教

材,也可作为高等学校相关专业教师和各领域科技工作者的参考书。

本书编写和出版得到了华东理工大学研究生教育基金资助,在此表示感谢。

编 者

2002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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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正式出版后,当年即为我校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所用,并有配套的多媒体课件,收到

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同时该教材也为其他兄弟院校选用,受到广大教师、学生以及相关专业研

究人员的欢迎,至今已多次重印。 但是我们在使用过程中感到它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需进

行修改。 另外,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波谱分析仪器及实验技术的不断更新,应用领域也

在不断拓展,这些新的内容也应该充实到我们的教材中。

本次修订保持了原书避免烦琐的数学推导、注重图谱解析、通俗易懂、实用性强的特色,适

当增、删了一些内容。 第1章质谱中将原1.2.3节“仪器简介”供读者自学;原1.4节“分子离子

峰的判别和相对分子质量测定”和1.5节“分子式的确定”合并为“相对分子质量和分子式的确

定”;1.8节“质谱特殊实验技术及应用”中删去了一些目前已很少使用的实验技术,如场致电离

和场解析电离、GC MS中的喷射式分子分离器接口等,而补充和强化了当前热门的电喷雾和

大气压化学电离的有关介绍。 第2章紫外吸收光谱中增加了可直接测定固体或气体样品的积

分球技术的介绍。 第3章改为红外吸收光谱和拉曼光谱,增加了3.8节“拉曼光谱”。 第4章

核磁共振波谱在4.5.2节“常用的二维核磁共振谱”中增加了全相关谱TOCSY的介绍和应用

实例,在4.6节“核磁共振谱图综合解析”中新增了应用实例,另外还增加了4.7节“固体高分辨

核磁共振波谱简介”以及二维谱的习题。

本次修订工作由潘铁英、张玉兰、苏克曼进行。 其中张玉兰修订第3章红外吸收光谱和拉

曼光谱的内容、第2章中的积分球技术,苏克曼修订第1章、第2章、第4章的核磁共振氢谱和

习题以及第5章的部分内容,潘铁英修订和编写了本书的其余部分。

荣国斌教授对本修订稿进行了审阅,并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特此致以衷心的感谢。

本书的修订得到了华东理工大学教务处“十一五”规划教材和华东理工大学优秀教材出版基金

的资助,在此表示感谢。

编 者

200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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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谱法(MassSpectrometry,MS)是分离和记录离子化的原子或分子的方法,它的原理早

在一百多年前就已被发现。质谱法按其研究对象可分为同位素质谱、无机质谱和有机质谱三

个主要分支。本书仅介绍有机质谱,凡使用“质谱”或“质谱法”之词均局限于有机质谱的范畴。
质谱法是有机化合物结构分析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它能准确地测定有机物的相对分子质

量,提供分子式和其他结构信息;它的测定灵敏度远高于如红外吸收光谱、核磁共振谱等其他

结构分析方法。因此,质谱法是有机化学、药物学、食品化学、燃料化学、地球化学、毒物学等许

多研究领域中不可缺少的工具。20世纪50年代实现的气相色谱与质谱的在线联用以及随后

逐步发展起来的高效液相色谱 质谱联用技术,使复杂有机混合物的快速分离和定性鉴定得以

实现,质谱应用范围大大扩展,在天然产物的研究以及环境污染物分析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近二十年来,质谱各种“软电离”技术的发展,成功地实现了蛋白质、核酸、多糖、多肽等生物大

分子准确相对分子质量测定以及多肽和蛋白质中氨基酸序列的测定,使质谱在生命科学领域

中的应用更为广泛。

1.1 概述

以某种方式使有机分子电离、碎裂,然后按离子的质荷比(m/z)大小把生成的各种离子分

离,检测它们的强度,并将其排列成谱,这种研究物质的方法叫作质谱法,简称为质谱。而离子

按其质荷比大小排列而成的谱图则称作质谱图(MassSpectrum),质谱图常常也简称为质谱。
离子的质荷比(m/z)是离子的质量(m)与其所带的电荷(z)之比,m 以原子质量(amu)计算,z
以电子电量为单位计算。如甲基离子CH+

3 的质荷比(m/z)为15,因为甲基的质量m=15,甲
基离子带一个电子电量的正电荷z=1。

质谱法提供的信息一般用质谱图或质谱表格的形式表示。图1.1是正戊烷的质谱图。谱

图的横坐标是离子的质荷比,纵坐标是离子的强度,通常采用相对强度(或称相对丰度)来表

示,即以谱图中强度最大的离子为100%来计算其他离子的百分强度(也有用总离子流强度为

100%来计算各离子百分强度的)。这种质谱图通常叫作“棒图”,图中的离子信号叫作“峰”,相
对强度为100%的峰称为“基峰”。质谱数据也可以用表格形式表示(表1.1)。两种表示方法

各有特点,质谱图简洁、明了,易于在几个谱图之间进行比较;而用质谱表格形式表示,则能获

得离子峰相对强度的准确值,有时为了简化,在文献中用特征离子峰或8个最强峰表示某化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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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质谱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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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正戊烷的电子轰击电离质谱图

表1.1 正戊烷的电子轰击电离质谱(表格式)

离子质荷比(m/z) 相对强度/% 离子质荷比(m/z) 相对强度/%

15 3.2 41 50

26 2.8 42 68

27 35 43 100

28 4.3 44 3.5

29 30 57 15

30 1.7 58 1.1

39 12 72 9

40 1.3 73 0.5

用于检测有机化合物质谱的仪器叫作质谱计(MassSpectrometer)。质谱计由离子源、质
量分析器、离子检测系统三个主要部分和进样系统、真空系统两个辅助部分组成(图1.2)。样

品分子由进样系统导入离子源,在离子源中以某种方式电离成为分子离子,同时也可能伴随着

碎裂,生成各种碎片离子。这些离子经过加速电极加速,以一定速度进入质量分析器,按质荷

比大小被分离后,依次到达离子检测器被检测,检测信号放大后送入计算机,经适当处理后以

质谱图或表格形式输出。离子源、质量分析器和离子检测系统分别担负着从样品分子产生离

子,离子按质荷比大小分离以及离子检测的任务,它们均需在高真空条件下工作,真空系统维

持仪器正常运转所必需的真空状态。现代质谱计都配有计算机,用于数据处理和仪器状态监

控、参数设置,大大方便了操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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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质谱计的构造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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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基本原理及仪器简介

从概述中我们已经了解到质谱法是使样品电离、碎裂后,按质荷比大小分别检测各种离子

的一种方法。对离子(带电粒子)的定量检测在物理学中是十分普通的技术,因此质谱法的关

键是将样品的电离和离子按质荷比分离。下面分别进行论述。

1.2.1　样品的电离

物质可以用多种方法电离,但对有机质谱来说,最经典、使用最广泛的是电子轰击法

(ElectronImpact,EI)或者叫作电子电离法(ElectronIonization,EI)。EI是利用一定能量的

电子与气相中的样品分子相互作用(“轰击”),使分子失去价电子,电离成分子离子,当分子离

子具有的剩余能量大于其某些化学键的键能时,分子离子便发生碎裂,生成碎片离子。我们可

以用一个通式来描述这一过程(图1.3)。

ABCD ABCD+e

ABC + + De

ABCe + D+

AB+ + CDe

AD+e + BC

AB+ + C
A+ + B

+ e�
�2e�

�70 eV��	���

�

图1.3 有机分子的电子轰击电离和碎裂过程

在EI中,轰击电子能量为15~100eV,最常用的是70eV。这是因为大部分有机化合物

的电离电位为(10±3)eV,例如,甲烷的电离电位为13.1eV,苯的电离电位为9.24eV。若轰

击电子的能量恰好等于分子的电离电位,必须使电子的能量全部转移给分子才能发生电离,实
际上能获得全部电子能量的分子很少,因此电离效率很低,仪器的检测灵敏度也就很低。增加

电子能量可以提高电离效率,提高仪器的检测灵敏度。
我们以吡啶的电离效率曲线(图1.4)为例进行具体讨论。所谓电离效率曲线是以分子离

子的相对强度对轰击电子能量所作的图。从图1.4可以看到,当轰击电子能量达到分子电离

电位时,少量分子开始电离。随着电子能量增加,电离效率曲线急剧上升,在20~25eV处达

到最大值。在此阶段中,电子能量的微小变化会引起电离效率的急剧变化,从而影响实验的重

复性。电子能量超过30eV后,电离效率曲线趋于水平。对绝大部分有机化合物来说,电子能

量高于40~50eV时,曲线均呈水平状。常规电子轰击电离采用70eV能量的轰击电子。
由于70eV远远高于有机分子的电离电位,分子离子的剩余能量较大,当剩余能量大于分

子中化学键断裂所需的能量时,分子离子就碎裂成碎片离子。如果碎片离子的能量仍然大于

键能,则还可能发生二级、三级碎裂生成质荷比更小的离子。如图1.3中前三条路径。离子的

碎裂也不仅仅限于一根化学键简单断裂,有时还会发生离子中原子连接次序的变化,即在断键

的同时还有新的化学键生成,这种现象在质谱中叫重排,新生成的碎片离子叫重排离子,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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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吡啶的电离效率曲线

1.3中的AD+·就是重排离子。众多的碎片离子(包括重排离子)提供了丰富的结构信息,但是

对于那些分子中含有较多弱键的化合物来说,过高的剩余能量导致分子离子大部分甚至全部

碎裂,质谱图上将不出现分子离子峰,这就给测定化合物的相对分子质量带来困难。
轰击电子是由离子源中的钨丝或铼钨丝制成的阴极(亦称灯丝)在通电流加热到2000℃

时产生的,轰击电子的能量可通过阴极和栅极间的电位差调节(有关离子源的结构请参阅

1.2.3节)。降低轰击电子能量在一定程度上能提高分子离子峰的相对强度,当质谱图中分子

离子峰的强度太小或根本不出现时,可以采用这种方法。但轰击电子能量降低会使总电离效

率降低,进而导致检测灵敏度下降。
在EI电离法中还应注意的是,电子是与气态的样品分子相互作用的。如果被测样品是液

态或固态,则首先要汽化,然后再与轰击电子作用,发生电离和进一步碎裂。这一点大大限制

了EI的应用,使它不能用于难汽化和热不稳定的化合物的分析。

EI是质谱中常规的电离方法,它有以下特点。
● 方法成熟。EI是经典的有机物电离方法,无论是理论研究、仪器设备,还是资料积累都

比较完善。至今出版的质谱标准谱图集基本上是70eV的电子轰击质谱图。
● 谱图中有较多的碎片离子,能提供丰富的结构信息。
● 灵敏度高,能检测纳克(ng)级样品。
● 重复性好。相对于其他电离技术,EI的重复性最好。但质谱的重复性总体上不如红外

光谱、核磁共振波谱。
● 离子源的结构简单,操作方便,商品质谱计将电子轰击电离源作为基本配置。
但是正如上面所提到的,电子轰击电离法有两个缺点:第一,70eV的轰击电子能量较高,

使某些化合物的分子离子检测不到,造成相对分子质量测定的困难;第二,电子轰击法要求样

品汽化后才能电离,许多与生命科学有关的物质或者是受热易分解,或者是不能汽化,因此都

不适宜用电子轰击法电离。为了弥补电子轰击法的不足,几十年来质谱学家致力于开发研究

新的电离方法,以扩展质谱的应用领域。现在已有多种新的电离方法得到成功的应用,它们

是:化学电离法、场致电离法和场解吸电离法、快原子轰击法和二次离子质谱法、基质辅助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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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吸电离法、大气压电离法(包括大气压化学电离法和电喷雾电离法)。
这些电离技术的原理各不相同,但各种技术都围绕着同一目的,即试图解决电子轰击电离

法存在的问题,它们或是用温和的、低能量的方式使有机分子电离,以增加质谱图中分子离子

峰的强度;或者是使固体或液体样品不经汽化直接电离,扩展质谱的应用范围。这些电离技术

通常被统称为“软电离”技术。有关各种“软电离”技术的原理和应用将在1.8节介绍。

1.2.2　离子的分离

在离子源中生成各种不同的离子,必须用适当的方法将它们按m/z 大小分开,然后依次

送到检测器。离子按质荷比分离是在质量分析器中实现的。下面以磁偏转质量分析器为例,
讨论离子的分离。

如果在离子源的出口处设置一个加速电极(图1.5),它与离子源之间加有电位差V,因此

离子源中的离子处在电场中,具有势能zV,当它被加速电位加速离开离子源后,所有的势能都

转化为动能mv2/2,即

zV=mv2/2 (1 1)
式中,z为离子所带的电量(以一个电子所带的电量为单位);V 为离子加速电位;m 为离子质

量;v 为离子运动的线速度。

H

θ+φ
φ

θ

���
���

����

图1.5 单聚焦磁偏转质谱计示意图

从离子源到磁场之间是一个无场区,既无磁场,也无电场。离子在其间以速度v 做匀速

直线运动,直到进入磁场。磁场的方向与正离子运动方向垂直(在图1.5中是垂直于纸面指向

读者),磁场强度为 H。离子进入磁场后,受到磁场力(洛伦兹力)的作用。磁场力的大小等于

Hzv,方向可用左手定则确定,即伸开左手,让磁力线穿过掌心,四指并拢沿着正电荷运动的方

向,大拇指的指向就是洛伦兹力的方向。由于洛伦兹力的方向与正离子运动方向垂直,在其作

用下,正离子做圆周运动,此时正离子受到的离心力与磁场力平衡,即
Hzv=mv2/R (1 2)

式中,H 为磁场强度;R 为正离子做圆周运动的半径;其余同式(1 1)。
将式(1 1)和式(1 2)合并、整理后得到

m/z=H2R2/(2V) (1 3)
式(1 3)称为磁偏转质谱计的基本方程。从该方程可知:

● 当加速电位V 固定时,m/z∝R2,即不同m/z的离子在固定磁场H 中,因圆周运动轨

道的半径不同而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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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加速电位V 固定时,m/z∝H2,如果扫描磁场(依次改变磁场强度 H 的大小),可以

使不同m/z的离子顺序通过半径为R 的固定轨道而达到分离。
● 固定R、H,扫描加速电位,同样能达到离子按m/z分离的目的。
以上三种方式均能用于质谱检测,在有机质谱计中一般采用第二种方式,即扫描磁场来记

录质谱图。
磁场不但能使m/z不同的离子分离,而且还能使离开离子源时方向有一定发散的离子重

新会聚在检测器的狭缝处。这就是磁场的方向聚焦作用,单独用一个磁场作为质量分析器的

质谱计叫作单聚焦(Single Focusing)质谱计。

1.2.3　仪器简介(供自学)

1.质谱仪器的基本部件

1)离子源

离子源是质谱计最重要的部件之一。它的作用是使被分析物质电离成离子,并将离子会

聚成有一定能量和几何形状的离子束。有各种不同的离子源以适应被分析物质及分析要求的

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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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电离盒;2—推斥极;3—引出极;4—聚焦极;5—z向偏转极;6—总离子流检测器;

7—主狭缝;8—灯丝;9—电子收集极;10—电离盒加热器;11—热电偶;12—永久磁铁

图1.6 电子轰击离子源的结构示意图

有机质谱计中最常用的是电子轰击离子源。它有一个电离室和一套离子光学系统组成。
图1.6是电子轰击离子源的结构示意图。由钨丝或铼钨丝制成的阴极(也称作灯丝),在通电

流加热时发射电子,电子经栅极聚焦后射入电离盒与气态分子作用,使分子电离。生成的离子

立即被推斥极和引出极拉出电离盒,并且被聚焦极和z向偏转极聚焦成束,最后经过狭缝射入

质量分析器。该离子源在检测正离子时,电离盒上加正高压;做负离子检测时,电离盒加负高

压。推斥极的电位在数值上稍高于电离盒,以便将正离子或负离子引出电离盒。狭缝接地,电
离盒与狭缝之间的电位差即为离子加速电压V。电离盒与灯丝之间的电位差决定轰击电子的

能量,常规条件为70eV。电离室除了电离盒、灯丝、推斥极之外,还有一些辅助装置,如电离

盒加热器和热电偶,用于控制离子源温度等。有关电子轰击电离的原理请见1.2.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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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电子轰击离子源之外,还有一些特殊的离子源,如化学电离源、快原子轰击离子源等,
有关它们的原理和应用将在1.8节讨论。

2)质量分析器

这是质谱计另一个最重要的部件,其作用是将不同质荷比的离子分开。它的性能直接影

响质谱仪器的分辨率、质量范围、扫描速度等技术指标。通常以质量分析器的类型对质谱计进

行命名和分类,例如,双聚焦磁偏转质谱计、四极杆质谱计、飞行时间质谱计、离子回旋共振质

谱计等。下面简要介绍有机质谱计最常用的几种质量分析器的工作原理及特点。
● 双聚焦磁偏转质量分析器。在1.2.2节中,已经讨论了磁场对不同质荷比离子的分离作

用。但是仅用一个磁场来分离不同质荷比的离子,即单聚焦磁偏转质谱计的分辨率很低。这

是由于在离子源中的离子所具有的能量有微小差别,被相同的加速电位加速后运动速度不完

全相同。这种离子动能的发散影响质谱计的分辨率。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离子源和磁场之

间加一个静电场 (图1.7)。带电的离子进入静电场之后,受电场力的作用发生偏转,偏转产生

的离心力和电场力平衡,即

zE=mv2/R=(2/R)·(mv2/2) (1 4)
式中,E 为静电场强度;R 为离子做圆周运动的半径;其余同式(1 1)。

式(1 4)说明在静电场中,离子的运动轨道与其动能(mv2/2)有关。若在静电场之后设置

一个狭缝,即固定了轨道的半径R,那么通过狭缝进入磁场的离子几乎具有完全相同的动能,
从而大大提高了仪器的分辨率。静电场的这种作用称为能量聚焦。相对单聚焦质谱计而言,
将一个静电场和一个磁场结合在一起用作质量分析器的仪器叫作双聚焦(Double Focusing)
(电场的能量聚焦和磁场的方向聚集)质谱计。近代离子光学和电子技术的成就,使得双聚焦

质谱计的分辨率达到几万,测定离子m/z 的精度可达到amu的小数点之后第四位。双聚焦

质谱计中,静电场和磁场有许多种不同的配置方式,图1.7是其中一种常见的配置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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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双聚焦质谱计示意图

● 四极质量分析器(QuadrupoleMassAnalyzer)。又称四极滤质器(QuadrupoleMass
Filter)。它由四根平行的截面为双曲面或圆形的筒形电极组成,对角电极相连构成两组(图

1.8),在两组电极上施加直流电压U 和射频交流电压V。当具有一定能量的离子进入筒形电

极所包围的空间后,受到电极交、直流叠加电场的作用,以复杂的波动形式前进。在一定的直

流电压和交流电压比(U/V)以及场半径r固定的条件下,对于某一种射频频率,只有一种质荷

比的离子可以顺利通过电场区到达检测器,这些离子称为共振离子。其他离子在运动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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撞击在圆筒电极上而被“过滤”掉,这些离子称为非共振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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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四极滤质器示意图

将交流电压的频率固定,而连续改变直流电压和交流电压的大小(保持U/V 比值不变),
称为电压扫描;保持电压不变而连续改变交流电压的频率,称为频率扫描。用这两种方法都可

以使不同质荷比的离子依次到达检测器,记录质谱图。
用四极杆代替了笨重的电磁铁作为质量分析器,使这类质谱计具有体积小、质量轻、价格

低的突出优点,成为最为广泛使用的质谱计。另外,四极质量分析器通过扫描电场(电压或频

率)记录质谱,其扫描速度远快于磁偏转质量分析器中磁场的扫描速度,更适合与色谱联用。
● 飞行时间质谱计(TimeofFlight,TOF)。这种质量分析器的工作原理是:获得相同能

量的离子在无场的空间漂移,不同质量的离子速度不同,行经同一距离后到达检测器的时间不

同,从而得到分离。该仪器的构造见图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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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 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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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M2M3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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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 飞行时间质谱计的结构示意图

在栅极G1上加一个不大的负脉冲电压(如-270V),将离子源中生成的各种正离子同时

引出离子源。然后在加速极G2上施加直流负高压V(如-3kV),使离子加速而获得动能,以
速度v 飞过长度为L 的无场漂移空间(既无电场,又无磁场),最后到达离子检测器。离子从

G2获得的动能可由式(1 1)得到

mv2/2=zV
离子的飞行速度为

v=(2zV/m)1/2 (1 5)
离子飞经长度为L 的漂移空间所需的时间为

t=L/v=L m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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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式(1 6)可知,当L、V 等参数不变时,离子从离子源到检测器的飞行时间t与离子质荷比

(m/z)的平方根成正比。
飞行时间质谱计有不少突出的优点:质量分析器既不需要磁场,又不需要电场,只需直线

漂移的空间,因此仪器结构比较简单;扫描速度快,扫描一张质谱约需10-6~10-5s,故适合与

色谱联用;可测定的质量范围取决于飞行时间,因此实际测定离子质荷比没有上限,特别适合

生物大分子的测定;仪器中不存在聚焦狭缝,检测灵敏度很高。
近年来,新的离子光学系统的研究解决了一些技术关键,使飞行时间质谱计具有高分辨

率,得到广泛使用,成为质谱仪器发展的一个新的热点。
除了上述介绍的磁偏转、四极杆和飞行时间质量分析器之外,还有离子阱(IonTrap)、傅

里叶变换离子回旋共振(FourierTransformIonCyclotronResonance)等质量分析器用于商品

质谱计。

3)检测器

检测器用于检测各种质荷比离子的强度。质谱计所用的检测器应具有稳定性好、响应速

度快、增益高、检测的离子流宽、无质量歧视效应(即对不同质荷比离子有相同的响应)等特点。
有机质谱计中最常用的是二次电子倍增器。

用于质谱计的电子倍增器一般有10~20个二次电极可获得106~108增益。电子倍增器

的检测灵敏度非常高,可检测到10-19~10-18A的微弱电流(相当于几个离子),这是质谱计具

有高灵敏度的原因之一。微通道板检测器是近年来应用日益增多的一种检测器,它主要和飞

行时间质量分析器匹配,具有高灵敏度的特点。

4)真空系统

质谱仪器必须在高真空条件下工作,一般要求在10-6~10-4Pa。其中质量分析器对真空

的要求最为严格。因为无论哪一种类型的质量分析器都是利用不同质荷比的离子运动状态不

同而将它们分开的,所以离子在从离子源到检测器的整个运动过程中应避免与其他粒子(气体

分子)相互作用,以免引起离子运动轨道的偏离或能量、动量的变化而影响质荷比测量的准确

性。离子与别的粒子相互作用前所飞过的平均距离称为“离子平均自由程”,它与体系中的气

体压强成反比。仪器的尺寸越大,要求离子平均自由程越大,对真空的要求就越高。
质谱计的一些其他工作条件对高真空也有要求。例如,在电子轰击离子源中,灯丝通电流

发射电子时温度高达2000℃,离子源中的氧气分压达到10-4Pa就会严重影响灯丝的寿命;
离子源内高的气压可能引起具有高达数千伏加速电压的电离盒与狭缝及聚焦电极之间的高压

放电,造成仪器高压供电系统损坏。另外,高的气压会产生高的本底信号,会导致离子 分子反

应,从而改变质谱图形,干扰质谱解析。

5)进样系统

质谱仪器在高真空条件下工作,而被分析样品则处于常压环境下,如何将样品无分馏、快
速、方便送入离子源,同时又不破坏仪器的真空状态是进样系统的任务。有几种不同的进样装

置适应不同性质的样品和特殊的分析要求。
气体和低沸点液体样品的进样比较简单,只需用注射针穿过密封垫圈将样品注入加热的

真空储存器,液体样品进入后立即汽化,并维持一定的样品气压。样品储存器与离子源由一个

带有分子漏孔的管道相连。分子漏孔是一个极细的通道,只允许物质以分子流的形式通过,因
此它既能限制进入离子源的样品量,又能维持离子源的高真空。

固体和高沸点液体样品的进样采用直接进样系统。直接进样系统由直接进样探头、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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坩埚、预抽真空室和闸阀等组成。放有样品的坩埚置于直接进样探头的前端,进样探头可通过

预抽真空室和闸阀直接将样品坩埚送到电离盒的进样口,在那里样品被加热汽化进入电离盒。
预抽真空室和闸阀用于保障进样探头将样品坩埚送入或退出离子源时不破坏离子源的真空

状态。
混合物的质谱分析一般采用色谱进样。气相色谱 质谱(GC MS)和液相色谱 质谱

(LC MS)联用技术实际上是将气相色谱和液相色谱当作质谱的特殊进样器。这种进样器具

有成分分离功能。凡沸点较低、热稳定性较好的适合于气相色谱分离的样品均可用气相色谱

质谱联用;而难汽化的、热不稳定的化合物,只要能被液相色谱分离的就可采用液相色谱 质谱

联用。有关色谱 质谱联用的内容请参阅1.8节。

2.质谱仪器的主要性能指标

1)质量范围

质量范围(MassRange)是指质谱仪器所检测的离子质荷比范围。对于单电荷离子,离子

的质量等于其质荷比值;对于多电荷离子,实际检测的离子质量范围扩大了离子所带电荷数的

相应倍数。

2)分辨率

分辨率(Resolution)是指质谱仪器分开相邻两个质谱峰的能力,它是对不同质量离子分

离和对相同离子聚焦两种能力的综合表征。如果有两个相邻的强度近似相等的离子峰正好分

开,则质谱仪的分辨率R 可定义为

R=M/ΔM (1 7)
式中,M 为两个离子的平均质量;ΔM 为两个离子质量之差。

所谓正好分开,国际上通常采用10%谷的定义:若两峰重叠后形成的谷高为峰高的10%,
则认为两峰正好分开(图1.10)。在实际测量时,很难找到两个离子峰等高,并且重叠后的谷高

正好为峰高的10%,为此把式(1 7)转换为式(1 8)

R=(M/ΔM)·a/b (1 8)
式中,a 是两峰的中心距离;b为峰高5%处的峰宽;其余同式(1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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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0 两峰分开的标准(10%谷)
(a)10%的定义;(b)实际常见情况

例如,有质量数为200和201的两峰,使之正好分开,即满足10%谷的要求,此时仪器的

分辨率为

R=200/(201-20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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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求分开1000和1001两个离子,则所需的仪器分辨率应为

R=1000/(1001-1000)=1000
可见分离质量数越大的离子所需的分辨率越高。
分辨率是衡量仪器性能的一个重要指标。高的分辨率不仅可以保证高质量数离子以整数

质量分开,而且当分辨率足够高时可以精确检测离子的质量,然后借助于计算机获得离子元素

组成的信息(参见1.4.2节)。

3)灵敏度

灵敏度(Sensitivity)显示仪器对样品在量的方面的检测能力,灵敏度有各种不同的表示

法。总的来说,可分为绝对灵敏度和相对灵敏度两个大类,前者指在记录仪上得到可检测的质

谱信号所需的样品量(g);后者指可检测到的微量物质的最小浓度(如μg·mL-1)。灵敏度与

测试条件关系甚密,如离子化方式、仪器分辨率、信噪比的要求以及所用的标准样品不同,测得

的灵敏度有很大差别。只有在测试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所测得的灵敏度才有可比性。
质谱仪器还有一些其他的性能指标,如精密度、准确度、扫描速度等。

1.3 离子的主要类型

有机分子在质谱计离子源中发生的电离和碎裂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能生成各种各样的离

子,从质谱解析的角度对离子进行分类有分子离子、碎片离子、同位素离子、多电荷离子、负离

子、离子 分子反应生成的离子和亚稳离子等,下面一一进行介绍。

1.3.1　分子离子

分子失去一个价电子而生成的离子称为分子离子,通常用 M+· 表示。M 右上角的“+”
表示分子离子带一个电子电量的正电荷,“·”表示它有一个不成对电子,是个游离基。由于在

有机化合物中电子都是成对存在的,即有偶数个电子,分子电离失去一个电子后就有了一个不

成对电子。可见分子离子既是一个正离子,又是一个游离基,这样的离子称为奇电子离子。
分子离子是质谱中最重要的和最有价值的离子。首先,因为它的质荷比值等于相对分子

质量。一旦在质谱图中确定了分子离子峰,便可以得知该化合物的相对分子质量。用质谱法

测得的是物质准确的相对分子质量;其次,分子离子是质谱中所有碎片离子的先驱,它的质量

和元素组成限定了所有碎片离子。
必须注意的是,并不是每一个有机物的电子轰击质谱(EIMS)中都有分子离子峰。因为某

一些类型的有机物分子离子的稳定性很差,它们几乎全部断裂成碎片离子。

1.3.2　碎片离子

碎片离子是由分子离子在离子源中碎裂生成的。在EI源中,常规使用的轰击电子能量为

70eV,远远大于有机物的电离电位,故分子离子具有较大的剩余能量,处于激发态,会使某些

化学键断裂,生成质量较小的碎片,其中带正电荷的就是碎片离子。碎片中还有一些不带电荷

的游离基或小分子,由于它们不带电荷,不能被仪器检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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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离子的碎裂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如图1.3有机分子电离和碎裂过程所表示的,它是一

个多途径、多级的碎裂,生成许多碎片离子。有的碎片离子是通过一根化学键断裂直接生成

的,另外一些碎片离子则是通过多键断裂或同时伴随有原子或原子团的重排生成的,还有一些

碎片离子是经过二级或多级碎裂形成的。碎片离子的质荷比和相对强度与有机物的分子结构

密切相关,是我们关注的重点之一。有关碎片离子和分子结构的关系主要通过离子碎裂机理

来研究(详见1.5节)。

1.3.3　同位素离子

在组成有机化合物的常见元素中,许多元素有一个以上丰度不等的稳定同位素。例如,
12C和13C,它们的丰度比约为100∶1.1,1H和2H的丰度比约为100∶0.015等。表1.2列出了

有机化合物常见元素的同位素及丰度。我们通常说的纯物质仅指“化学纯”,不考虑其组成元

素的同位素,假如考虑同位素,则“化学纯”的物质变成了“混合物”。例如,纯甲烷CH4实际上

是由12C1H4、13C1H4、12C2H1H3、12C2H21H2等“同位素纯”的甲烷以一定比例组成的“混合物”。
由于质谱测定质荷比大小,因此能够区分各种同位素组成的离子。如组成为12C1H4的离子

m/z16,而组成为13C1H4的离子m/z17等。
在质谱中我们规定以元素最大丰度的同位素质量计算分子离子和碎片离子的质荷比。其

他同位素组成的离子称为同位素离子。在上述甲烷的例子中,12C1H4(m/z16)离子是分子离

子,13C1H4(m/z17)离子是同位素离子,12C2H1H3等其余离子也是同位素离子,但因它们的丰

度非常低,在质谱图上很难出现,故可忽略不计。从表1.2可以看到,在组成有机化合物的那

些常见元素中,最大丰度的同位素正好都是质量最小的,所以在质谱图中,同位素离子峰都出

现在分子离子或碎片离子峰的高质量一侧,比较容易辨认。同位素离子的丰度是与组成该离

子的元素种类及原子数目有关的。仍以甲烷为例,分子中只有一个C原子,由于13C的天然丰

度只有12C的1.1%,因此,m/z17的离子强度仅为m/z16的1.1%。所以可通过测定同位素

离子峰与分子离子峰的相对强度来推算分子离子的元素组成,具体方法在1.4.2节详细讨论。

表1.2 有机物中常见元素的同位素丰度

元 素 丰度/% 元 素 丰度/% 元 素 丰度/%
1H 100 2H 0.015
12C 100 13C 1.1
14N 100 15N 0.37
16O 100 17O 0.04 18O 0.2
28Si 100 29Si 5.1 30Si 3.4
32S 100 33S 0.8 34S 4.4
35Cl 100 37Cl 32.5
79Br 100 81Br 98
19F 100
31P 100
127I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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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多电荷离子

在EI源中生成的绝大部分离子只带一个电子电量,即为单电荷离子。例如,分子失去一

个电子成为分子离子,分子离子碎裂生成单电荷的碎片离子。但某些非常稳定的分子能够失

去两个甚至更多电子,生成双电荷离子(z=2)或多电荷离子。双电荷离子在质谱图中出现在

相同质量的单电荷离子质荷比的二分之一处。例如,苯的分子离子峰m/z78,苯分子的双电

荷离子出现在 m/z39的位置上。芳香族和含共轭体系的分子有离域π 电子系统,能使两个

或多个电荷稳定地处于同一离子中。但总的说来,双电荷离子的相对丰度较低。
某一些特殊的离子化方式,如电喷雾电离(ESI),因其电离机理不同,易产生多电荷离子,

所带电荷数高达十几至几十。具有相同质量m 的离子,由于z增大,m/z大大下降,这就有效

扩展了质谱计所能测定的相对分子质量范围。

1.3.5　负离子

质谱计中的负离子是通过电子捕获及电离时形成离子对等机理产生的。在EI源中生成

的负离子概率很小,约为正离子的10-4,因此没有利用价值,常规质谱均测定正离子。
在化学电离源(CI)的应用过程中,发现含F、Cl、O、N等电负性原子的化合物在化学电离

时生成产率很高的负离子,而不含电负性原子的化合物负离子产率很低。这使得负离子化学

电离成为一种高选择性的、有实际应用价值的质谱技术。例如,用它可以快速、方便地检测农

产品或土壤中残留的含氯农药的品种和含量。在电喷雾电离(ESI)和大气压化学电离(APCI)
过程中,某些化合物(如羧酸)也会形成负离子。

1.3.6　离子 分子反应生成的离子

由于质谱计在高真空条件下工作,离子、分子碰撞的机会很少,在正常的EI条件下,离
子 分子反应不会发生。当进样量大时,离子源局部区域可能出现样品“浓度”过大,发生离

子 分子碰撞,结果分子离子能从中性分子取得一个原子或原子基团,生成一个较重的离子,这
个离子就称为离子 分子反应生成的离子。例如,醚、酯、胺、腈类化合物的质谱中有时会出现

[M+H]+。在EI测定时,应尽量避免离子 分子反应生成的离子,因为这些离子会对谱图解

析产生干扰。

CI(化学电离)则与EI完全不同,CI就是利用离子 分子反应使样品分子电离。绝大部分

化合物在化学电离中不产生 M+·,而产生[M+H]+或[M-H]+。由于这些离子与分子离子

有简单的关系,它们被称为准分子离子。有关化学电离的原理请参见1.8节。

1.3.7　亚稳离子

亚稳离子是相对稳定离子和不稳定离子而言的。在离子源中形成,并在到达检测器时还

没有发生进一步碎裂的离子就是稳定离子;如果某个离子在离子源中就已经发生碎裂,那么它

就是不稳定离子。自然还有第三种情况,即某个离子在从离子源到检测器的运动过程中发生

了碎裂,这种离子称作亚稳离子。亚稳离子的平均寿命为5×10-6s,介于稳定离子和不稳定

离子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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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稳离子是研究质谱碎裂机理的重要手段,它能指示发生碎裂的离子(母离子)与产物离

子(子离子)之间的关联。亚稳离子必须用特殊的实验技术才能检测。
上面介绍了七种离子,但在常规的EI谱中最常见到的只有三种,即分子离子、碎片离子和

同位素离子。有许多化合物,如支化度高的烷烃、仲醇、叔醇、多元醇、缩醛等连分子离子都很

难出现。多电荷离子、离子 分子反应生成的离子只有在特定的化合物或特殊情况下才会出

现。而亚稳离子和负离子在正常的EI谱中不能出现,必须用特殊的实验技术才能检测。在

图1.1正戊烷的质谱图中,m/z72是正戊烷的分子离子,m/z57、43、42、41、29、27等都是碎

片离子,m/z73、58(丰度非常低)以及m/z44、30等则是对应分子离子和碎片离子的同位素

离子,它们主要是因13C而产生的。

1.4 相对分子质量和分子式的确定

1.4.1　相对分子质量的确定

1.分子离子峰的判别

在有机物结构分析的各种技术中,质谱最突出的作用就是测定物质的准确相对分子质量。
相对分子质量的准确数值对测定物质结构和正确解释质谱都非常重要。分子离子峰的质荷比

在数值上等于相对分子质量,因此只要在质谱图上确定了分子离子峰,就可获得被测物的相对

分子质量。这种方法的关键是分子离子峰的判别。
对一个纯化合物来说,分子离子峰应该是EI质谱图中最高质量的离子,这一点是显而易

见的。但仍须说明两点:一是所谓最高质量的离子是不考虑同位素离子和可能发生离子 分子

反应所生成的离子;二是“分子离子应该是谱图中最高质量的离子”是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充

分条件,因为有一部分化合物的分子离子在EI电离时全部碎裂,这时谱图中最高质量的离子

是碎片离子。例如,2,2 二甲基丙烷(相对分子质量为72)的质谱中(图1.11),质荷比最大的

离子是m/z57,它是分子离子失去甲基游离基生成的碎片离子([M-C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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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 2,2 二甲基丙烷的EIMS

解析时一般把谱图中最高质荷比的离子假设为分子离子,然后用分子离子的判别标准一

一衡量,如果被检查的离子不符合其中任何一条标准,则它不是分子离子;如果被检查的离子

符合所有条件,则它可能是分子离子,但也可能仍不是分子离子。分子离子的判别标准如下。

1)分子离子必须是一个奇电子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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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有机分子都是偶电子,因此失去一个电子生成的分子离子必定是奇电子离子。由于

质谱是按离子质荷比大小排列而成的谱图,在谱图上并不指示离子所带电子的奇偶性,所以这

一判别条件不能直接使用。如果确定了离子的元素组成(见1.4.2节),则可以通过不饱和度f
来判断离子所含电子的奇偶性。不饱和度是指一个化合物或离子中所有的双键数目(一个三

键相当于两个双键)和环数目之和,所以也称作环加双键数。例如,乙烯和环己烷的不饱和度

均为1,乙炔为2,苯为4等。不饱和度可用公式(1 9)计算:
不饱和度f=1+n4+1/2(n3-n1) (1 9)

式中,n1、n3、n4分别为分子中一价、三价和四价原子的数目。若环加双键的计算值为整数,则
该离子一定是奇电子离子,若环加双键值为半整数,则该离子为偶电子离子。例如,化学式为

C10H22、C7H6O的离子,按式(1 9)计算得f 分别为0和5,所以是奇电子离子;而化学式为

C10H21、C7H5O的离子,f 分别为
1
2

和5
1
2
,所以是偶电子离子。

2)分子离子的质量奇偶性必须符合氮规则

对于组成有机化合物的常见元素来说,它们最大丰度的同位素质量和化合价之间有一个

巧合,即除了氮之外,两者或均为偶数,或均为奇数。由此而产生的氮规则可陈述如下:
假如一个化合物中不含氮或含有偶数个氮原子,则其分子离子的质量(即相对分子质量)

一定是偶数;如果分子中含有奇数个氮原子,则其分子离子的质量必定是奇数。
例如,甲烷(CH4)、甲醇(CH3OH)、乙二胺(NH2CH2CH2NH2)、苯(C6H6)分子离子质量

分别为16、32、60、78;甲胺(CH3NH2)、吡啶(C5H5N)的分子离子质量分别为31、79等。

3)合理的中性丢失

在分子离子的碎裂过程中,通常只有少数几种低质量的中性碎片被丢失,它们有着特殊的

质量数。例如,丢失一个甲基(CH3),就丢掉了15amu;失去一个羟基(OH),就丢掉了17;丢
失一个氢原子(H),就丢掉1等。所以分子离子与最靠近它的一些碎片离子之间应有一个合

理的质量差,如果这个质量差落在4~14和21~25就是不合理的。凡是与最高质量离子相差

一个异常质量的地方出现重要离子时,表明前者不可能是分子离子。因为你无法拼出一个由

合理元素组成的基团符合这些质量数并能从分子离子中丢失。例如,质量差为5,只可能解释

为丢失5个氢原子(也可能是2个氢分子和一个氢原子),但同时连续失去5个 H的反应是不

可能发生的;又如质量差14,虽然很容易想到它具有CH2的组成,但它在烷基中处于链段中

间,必须断两个键才能被丢失,这种情况不会首先发生。CH2假如在烯烃中,它虽处于端基,但
以双键与另一个碳原子相连,也不容易因双键首先断裂而丢失。因此质量差为14也属于不

合理的。
下面举例说明分子离子的判别方法。

例1 1  试判别图1.12三张质谱图中质荷比最大的离子是否为分子离子,已知三个化

合物均不含氮原子。

① 图1.12(a) 可以看到,谱图中质荷比最大的离子是m/z114,为偶数,符合氮规则;但

与m/z114最靠近的离子m/z101,它们的差值为13,落在不合理范围内,所以m/z114肯定

不是分子离子。

② 图1.12(b) 可以看到,在谱图的分子离子区域有两个丰度相近的离子峰m/z120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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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2 例1 1的质谱图

122。注意,应该将m/z120假设为分子离子峰,m/z122是同位素离子峰。这种相隔2个质

荷比,丰度几乎相等的同位素峰是由79Br和81Br造成的(表1.2)。m/z120是偶数,符合氮规

则;高质量的碎片离子有m/z105和107,93和95,79和81(它们也都含有溴原子),它们分别

与m/z120和122相差15、27和41,这些数值均落在合理的中性丢失范围内,所以m/z120
可能是分子离子峰。如果进一步考察碎裂情况,可以发现m/z41乃是[M-Br]+,是一个烯

丙基离子,所以该化合物是溴代丙烯。从溴代丙烯的丙烯基丢失15(CH3·)、27(C2H3·)都是

合理的。因此,m/z120确实是分子离子。

③ 图1.12(c) 可以看到,谱图中质荷比最大的离子是m/z84,符合氮规则;最靠近它的

是m/z69离子,它们的质量差为15,也符合分子离子的判别标准,但实际上m/z84不是分子

离子。图1.12(c)是己醇(相对分子质量为102)的质谱图,其中m/z84是分子离子失去一个

水分子生成的奇电子碎片离子([M-H2O]+· )。

从上述三个例子可以看到,当我们得出某一个离子不是分子离子峰时,结论是肯定的,但
是,当我们判断某一离子是分子离子峰时,却在前面加上“可能”两个字。这说明上述三个判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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