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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前言

　

　　药明康德集团是国际领先的开放式能力与技术平台公司，为全球制药、生物技术以及医疗器械等领域

提供从药物发现、开发到市场化的全方位一体化的实验室研发和生产服务。本着以研究为首任，以客户为

中心的宗旨，药明康德通过高性价比、高效率的服务平台帮助全球客户缩短药物及医疗器械研发周期、降低

研发成本。药明康德平台涵括小分子药物研发及生产、生物制剂研发及生产、细胞疗法与基因疗法研发生

产、医疗器械测试平台以及分子检测与基因组学，正承载着来自全球３０多个国家的３０００多家创新合作伙

伴的数千个研发创新项目，致力于将最新和最好的医药和健康产品带给全球病患，实现“让天下没有难做的

药，难治的病”的梦想。

人才全球化及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公司保持强劲增长及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素，公司员工总数１６０００多

人，其中１３０００多人为科研人员，公司的研发团队中不仅包括资深海归科学家，还有众多在全国范围内吸纳

的科技精英，是中国医药研发服务业拥有员工和科学家数量最多的企业之一。公司为研发团队提供了广阔

的科研舞台及一流的专业环境。在创造“飞速发展的药明康德”奇迹的同时，公司长期重视并积极践行社会

责任，为国家新药创制培养和储备了大量人才，并扶植他们成为顶尖的药物研发专家，被行业誉为中国新药

研发的“黄埔军校”。我们一直以来都力求在公司和所处社会间构建“和谐 健康 稳定 可持续发展”的人才

生态系统。唯如此，才能谋求长效发展，建百年业。本书的翻译工作，即是我们不忘社会责任，积极回报社

会的一个具体行动。

不仅我个人，公司的许多海归专家，在国外求学及工作期间，都曾经深入地学习和使用过这本书的英文

版本，此书也是国外许多工业界人士手头必备的参考书之一。本书的原理介绍简明扼要，对波谱解析和结

构鉴定过程详细、系统且实用。我也很高兴在十多年前就参与了由药明康德前分析部副总裁赵宁博士主导

的此书国内首版的中文翻译工作。此书的中文第一版不仅得到了良好的反馈，还借由此书为国内化学、药

学及相关专业的科研人员和各大专院校师生的解谱技能的学习和提高提供了我们力所能及的帮助。同时，

上一版的积累也为此次原著第八版的翻译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作为当时的参与者之一，至今想来仍与

有荣焉。

此书的第八版翻译工作，由药明康德分析部门完成。具体章节的翻译及校对工作则主要由：单玉培

女士、游景艳博士负责第１章质谱部分；张铁英先生负责第２章红外部分；石建辉先生、张静女士负责第３

章到第６章核磁部分；涂继辉先生和杜占权博士负责第７章和第８章例题解答和习题部分。在此期间，

游景艳博士积极参与了后期校对并协调统筹整个翻译工作。此书还得到了药明康德运营高级副总裁、全

球人力资源负责人赵宁博士和药明康德高级副总裁、测试事业部首席运营官刘釜均博士的大力支持。同

时也感谢所有参与上一版翻译工作的同事的付出。希望新版的《有机化合物的波谱解析》能够继续为广

大读者提供良好的启示及参考。

书中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广大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龚佑祥博士

药明康德副总裁

测试事业部技术运营平台和分析服务部负责人

２０１７年９月于上海





第八版序

　

　　对许多代的读者而言，这本问题解决式的教科书就是享有盛誉的“西尔弗斯坦”。在过去的五十年里，

对广大师生来说，该书非常实用并且广受欢迎。本书以统一的方式表述了有机化合物的结构测定，这些测

定主要是基于质谱、红外光谱、多种核及多维的核磁共振谱。我们非常高兴能够出版第八版。在这一版中，

书稿亮点被保留并且部分内容进行了更新。这些亮点包括，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的、务实的方法，以表格的

形式呈现的、大量有用的核磁共振及质谱数据。以下部分简要总结了一些最为重要的修改。

为了能够更好地保持全书的一致性，并且更能反映现代的用法，全书在用词上进行了更新。在英文中，

一些较为陈旧的术语，如与核磁及红外相关的“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光谱测定法）及“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ｉｃ”（光谱测定法

的）被替换为使用更为广泛的“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光谱学）和“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ｉｃ”（光谱学的），尽管我们也清楚一些

要求保留旧有用法的论据是成立的。原本大家熟悉的本书标题仍被保留。在第２章的红外光谱部分加入了

聚合物及磷官能团的信息。对第３章质子核磁共振谱进行了全面修正，其中一些部分进行了彻底的修改，并

强调了尖端核磁信号增强方法的最新技术。我们力求在理论和实践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化学及磁等价

的一些概念对于理解核磁共振谱至关重要，在这里我们给予了更为清晰的解释。第４章和第５章是关于１３Ｃ

和二维核磁共振谱的章节，其特点是那些更清晰的解释和所修改的部分更准确地表达了实验是如何起作用

的。第５章中强调了梯度和更为先进的数据采集方法在现代核磁研究中的重要角色，并给予了简单的介绍。

第６章是关于多种核的核磁共振，同时还包括了一些化学家们感兴趣的同位素的细节和几个关于化学位移

和偶合常数的表格，希望能够促进读者去研究那些存在于他们感兴趣的分子式中的１Ｈ和１３Ｃ之外的同位

素。第７章和第８章是例题解答和习题。这两个章节进行了一定的修改，但是基于上一版的构成，这些题目

的核心内容仍然被保留了下来。审阅者一直以来都有注意到这两章中的例题及习题本身对学生的价值。

作者非常感谢ＹｕａｎＹｏｕｘｉｎ和ＩｓｒａｅｌＣａｂａｓｏ博士对第２章的重大贡献。他们在聚合物及有机磷化合

物红外光谱上的经验极大地拓展了第２章的范围。此外，他们对红外相关的仪器尤其是涉及反射光方法相

关更新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我们感谢ＪｏｈｎＷｉｌｅｙ公司，包括ＪｅｎｎｉｆｅｒＹｅｅ，ＥｌｌｅｎＫｅｏｈａｎｅ和ＭａｒｙＯＳｕｌｌｉｖａｎ在内的员工对这一项

目的尽心尽力。我们也非常感谢下列审阅者的宝贵建议，这些建议极大地提高了手稿的质量：杨伯翰大学

（ＢｒｉｇｈａｍＹｏｕ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的ＳｃｏｔｔＢｕｒｔ，贝勒大学（Ｂａｙｌｏ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的ＣｈａｒｌｅｓＧａｒｎｅｒ，肯尼索州立大

学的ＫｅｖｉｎＧｗａｌｔｎｅｙ，威斯康星大学帕克赛德分校的ＶｅｒａＫｏｌｂ，加利福尼亚大学的ＪａｍｅｓＮｏｗｉｃｋ，奥格斯

堡学院的ＭｉｃｈａｅｌＷｅｎｔｚｅｌ。

ＤａｖｉｄＬ．Ｂｒｙｃｅ于Ｏｔｔａｗａ，Ｏｎｔａｒｉｏ

ＦｒａｎｃｉｓＸ．Ｗｅｂｓｔｅｒ于Ｓｙｒａｃｕｓｅ，ＮｅｗＹｏｒｋ

ＤａｖｉｄＪ．Ｋｉｅｍｌｅ于Ｓｙｒａｃｕｓｅ，ＮｅｗＹｏｒｋ





第一版序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从复杂的体系中分离出少量的有机化合物并对此作了光谱鉴定。

在ＳａｎＪｏｓｅ州立学院的Ａ．Ｊ．Ｃａｓｔｒｏ博士的建议下，我们在１９６２年春季学期开设了一门课程“有机化

合物的波谱解析”，主要面对研究生和工业界的化学家。这本书的大部分素材来自该课程，而且和课程用了

同一个名称。

首先我们要感谢为我们提供研究基金的ＰｅｒｋｉｎＥｌｍｅｒ公司和Ｓｔａｎｆｏｒｄ研究院。

我们非常感谢Ｓｔａｎｆｏｒｄ研究院的同事们。我们感谢他们的大力支持，在此不一一列举。我们要特别感

谢Ｓ．Ａ．Ｆｕｑｕａ博士在核磁共振方面的有益讨论。我们要感谢管理层的支持，感谢有机化学研究部主任

Ｃ．Ｍ．Ｈｉｍｅｌ博士和分析化学研究部主任Ｄ．Ｍ．Ｃｏｕｌｓｏｎ博士。

Ｖａｒｉａｎ公司核磁共振实验室的研究人员也贡献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我们要感谢Ｎ．Ｓ．Ｂｈａｃｃａ先生、

Ｌ．Ｆ．Ｊｏｈｎｓｏｎ先生和Ｊ．Ｎ．Ｓｈｏｏｌｅｒｙ博士为本书提供了核磁共振谱图和对我们的大力帮助。

到ＳａｎＪｏｓｅ州立学院任教是受化学系系主任ＢｅｒｔＭ．Ｍｏｒｒｉｓ博士的邀请，感谢 Ｍｏｒｒｉｓ博士的细心

安排。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大学的Ｒ．Ｈ．Ｅａｓｔｍａｎ博士通读了本书的原稿，给了许多有益的建议，在此感谢。

最后，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妻子。处在写作阵痛中的作者是对妻子忍耐力的最佳测试。我们的妻子坚持

住了。她们鼓励我们，帮助我们，带给我们灵感！

Ｒ．Ｍ．Ｓｉｌｖｅｒｓｔｅｉｎ

Ｇ．Ｃ．Ｂａｓｓｌｅｒ

于ＭｅｎｌｏＰａｒｋ，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１９６３年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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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章

质　谱

１．１　引言

质谱的概念相对比较简单：化合物电离后（电

离方法），离子按照质量数与所带电荷数之比被仪器

分离（离子分离方法），并按照质荷比以图谱的形式

记录下来。如图１．２节所示，有很多方法可以用来

进行电离以及分离产生的离子。例如，在常用的电

子轰击（ＥＩ）模式下，汽化的分子被高能电子束轰击，

变为带正电离子，然后在质谱仪器中以不同的质荷

１比（犿／狕）①被分离、检测和记录下来。

如图１．１所示为苯甲酰胺的电子电离质谱图，

纵坐标表示质荷比丰度（指相对于基峰的百分比，基

峰即质谱中的最强峰），横坐标表示质荷比。质荷比

为１２１的正离子峰表示少了一个电子的分子峰，而

该电子正是由于电子束的轰击丢失的，这个正离子

　　　　　　

被称作分子离子，即Ｍ
·＋。高能分子离子裂解后将

产生一系列碎片离子，图１．１解释了其中部分碎片

离子的形成途径。

日常使用中，质谱仪往往和色谱仪，如气相色谱

仪或液相色谱仪联用。无论是在已知化合物还是未

知化合物的分析中，质谱都有广泛的应用。对于已知

质谱的化合物分析，计算机的搜索是通过对待测化合

物的质谱图与数据库中质谱图的对比来实现的。在

这种情况下，电子轰击质谱非常有帮助，因为其可以

提供相当多的碎片信息。比较结果的一致性可以作

为化合物鉴定的依据，甚至在法庭上也经常得到认

２可。对于未知化合物，根据其分子离子峰及碎片形

式，结合其他如红外、核磁图谱能够推断化合物的结

构信息；本章主要讨论这方面的应用技巧，尤其是ＥＩ

模式。对于其他的应用和细节，相关质谱教科书和谱

图汇编参见ｗｗｗ．ｗｉｌｅｙ．ｃｏｍ／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ｉｌｖｅｒｓｔｅｉｎ。

图１．１　苯甲酰胺的犈犐质谱图

（谱图上方为苯甲酰胺的碎裂过程，可解释某些重要离子）

!

① 质量单位为Ｄａｌｔｏｎ（Ｄａ），定义为同位素１２Ｃ原子质量的１／１２，１２Ｃ原子质量被人为地定义为１２．００００…质量单元。



１．２　仪器

和其他现代化的分析仪器一样，质谱仪近年来

有了飞速的发展和变化。本章的讨论不着力于单

个的仪器，而是主要按照电离方法和离子分离方

法对仪器进行讨论。通常，这两部分互不依赖，虽

然也有例外。某些电离方法依赖其前端联用的色

谱条件（例如ＬＣ ＭＳ），另外一些情况下则不能由

色谱导入样品（如ＦＡＢ和 ＭＡＬＤＩ）。在进一步研

究质谱仪之前，我们将先探讨两类质谱仪在分辨

率上的差别。

有机化学家的最低要求是能够记录被测试化合

物的最接近的整数相对分子质量。比如说，谱图中

出现犿／狕为４００的峰时，应该能很清楚地与犿／狕

为３９９或４０１的峰区分开。在用同位素峰来辨识可

能的目标分子式时（见１．５．２．１节），邻近的谱峰应该

能被清楚地区分开。人为规定为：两峰之间峰谷的

高度应不超过较高峰峰高的１０％。上述的分辨率

被定义为“单位”分辨率，一般拥有“单位”分辨率的

仪器可测定相对分子质量达３０００（Ｄａ，道尔顿）的

分子。

用近似相等强度的两个相邻峰来测定仪器的分

辨率①。要求这两个峰之间的峰谷高度小于其强度

的１０％。分辨率（犚）为犚＝犕狀／（犕狀－犕犿
），其中

犕狀为两峰中较大的质量数，犕犿为较小的质量数。

质谱仪主要分为低分辨率（或“单位”分辨率）质

谱仪和高分辨率质谱仪两大类。人为规定的低

分辨率质谱仪可分离犿／狕高达３０００的仪器

［犚＝３０００／（３０００－２９９９）＝３０００］。 而一台

分辨率达到２００００的质谱仪可以区分Ｃ１６Ｈ１６Ｏ２和

Ｃ１５Ｈ２４ＮＯ２［犚＝２５０．１９３３／（２５０．１９３３－２５０．１８０７）＝

１９８５７］。作为质谱仪中的重要类别，高分辨率质谱

仪的分辨率可达１０００００，它能足够精确地测定离子

质量，从而进一步确定其原子组成，即分子式。在实

际应用中，高分辨率质谱的概念将可用于质量的测

定。元素组成的测定精度需求与离子质量有关。例

如，对于质量在５００Ｄａ以内的离子，０．００２５Ｄａ的精

确度即可满足测量需求。

所有质谱仪都有一些共性（图１．２）。样品的引

入方法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而这主要取决于我

们后面要讨论的离子化方式。所有质谱仪也都有相

应的电离方法和基于质荷比的离子分离方法，下面

我们将详细讨论这些方法。各离子分离后，将被检

测和定量，典型的离子收集器由一套准直狭缝组成，

每次只允许一定质荷比的离子通过，然后由电子放

大装置将收集到的离子信号放大。离子检测器需要

在灵敏度、准确度和响应时间之间取得平衡。一般

来讲，快速的响应时间和高准确度很难兼顾。离子

的检测方法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离子的分离方法。

３当今，几乎所有的质谱仪都和计算机相连，由

计算机控制仪器操作过程，包括任一色谱分离、数据

采集和存储，输出图谱（如棒状图）或数据列表。

１．３　电离方法

电离方法很多，其中有些是非常特殊的方法，不

作一一细述。下面就气相电离、解吸电离和蒸发电

离这三种常用的电离方法中最普通的情况进行简单

介绍。

图１．２　典型质谱仪的模块示意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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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一公式是最常用的计算分辨率的方法，但却不是唯一的。



１．３．１　气相电离法

质谱仪中气相电离法（Ｇａｓ ＰｈａｓｅＩ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是应用最早和使用最广泛的方法，适合于在化合物

稳定的温度下最小蒸气压为１０
－６
Ｔｏｒｒ①的化合物。

可用于分析大量相对分子质量小于１０００Ｄａ的非

离子型有机分子。

１．３．１．１　电子轰击电离

电子轰击电离（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ｍｐａｃｔＩ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是

质谱中用途最广泛的离子产生法。它也是本章中解

释结构测定质谱相关内容的主要关注点。汽化的样

品分子被高能电子束轰击（电离能通常在７０ｅＶ左

右），使得样品分子获得能量，释放出一个电子而变

为正离子自由基，即为分子离子。由于有机化合物

的电离能一般小于１５ｅＶ，而电子束轰击分子时传递给

正离子的额外５０ｅＶ的能量使得分子离子（正离子自由

基）中共价键断裂，共价键断裂时一般消耗３～１０ｅＶ

能量。

化合物共价键断裂通常很广泛而又至关重要，

具有高度的可重复性并且具有化合物的特征性。而

且，某些碎片断裂过程是可“预测”的，并且成为用质

谱解释化合物结构的有力依据。通常情况下，如果

分子离子接收到的额外能量太高，会导致质谱图中

没有可辨别的分子离子峰。一般采用降低电离电压

的方法来获得分子离子峰；这种方法往往是有效的，

因为可以大大减少碎裂；但不足之处在于得到的谱

图变化了，且不能与标准文献质谱图进行比较。

对于很多化学家来说，质谱与电子轰击（ＥＩ）质

谱是同义的。这种观点也是可以理解的，主要基于

以下两个原因。首先，电子轰击电离在其他电离方

法出现前就有了广泛的应用，很多早期的质谱图都

是用电子轰击电离产生的。其次，那些馆藏的和被

大量引用并参考的质谱数据库主要是电子电离图

谱。一些容易获取的数据库拥有超过３９００００个化

合物的电子轰击质谱，并可以方便地通过计算机程

序进行检索。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对于某个有机化

合物，甚至其立体异构体，都具有唯一的电子轰击电

离质谱。这种唯一性和方法本身的高度灵敏度使得

气相色谱 质谱联用成为强有力的和非常普及的分

析工具。我们会在１．５节讨论电子轰击质谱。

１．３．１．２　化学电离

电子轰击电离常导致大量的碎片离子峰，而看

不到分子离子峰。一种解决的方法是使用间接离子

化方法，其中最主要的是化学电离方法（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Ｉ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简称ＣＩ）。ＣＩ已经被广泛用于许多仪器

中。在ＣＩ中，气相中的样品分子不被高能电子轰

击；而是将某一反应气体（通常是甲烷、异丁烷、氨

等，也有其他气体）引入电离源并使其离子化。样品

分子在ＣＩ源中相对较高的压力下与已离子化的气

态溶剂分子（ＣＨ＋５，Ｃ４Ｈ
＋
９
，等等）相撞击，并进行二

次电离（如化学电离），通过质子传递（较少见）发生

电离，生成［Ｍ＋１］＋离子；或通过亲电加成产生

［Ｍ＋１５］＋，［Ｍ＋２９］＋，［Ｍ＋４１］＋或［Ｍ＋１８］＋（与

ＮＨ
＋
４
）离子；或通过电荷交换（较少）生成［Ｍ］＋离

子。ＣＩ谱有时会因为脱氢作用出现较强的［Ｍ－

１］＋离子峰。由此产生的离子甚至可能是一系列电

子。ＣＩ电离过程中传递的额外能量较少，一般少于

５ｅＶ，所以可以大量减少碎片峰。这一离子化方式

产生了几个重要的影响：最有价值的是产生了大量

的准分子离子峰，并且，由于离子电流聚集于较少的

几种离子上，其灵敏度也相对提高；但是谱图提供的

离子结构信息也相应地减少；准分子离子峰一般较

稳定并且易于检测；通常情况下只生成一到两种碎

片离子，有时几乎没有。

例如，在ＥＩ谱中３，４ 二甲氧基苯乙酮（图

１．３），除分子离子峰犿／狕１８０外，出现大量犿／狕为

１５～１６７的碎片峰，其中包括犿／狕１６５的基峰和显

著的犿／狕１３７和犿／狕７７的碎片峰。而在ＣＩ中

（ＣＨ４ 为反应气），准分子离子峰（［Ｍ＋１］
＋，犿／狕

１８１）为基峰（相对强度近１００％），基本没有碎片峰，

仅出现几个强度很小的分子离子峰分别为犿／狕

１８０，犿／狕２０９（［Ｍ＋２９］＋或 Ｍ＋＋Ｃ２Ｈ
＋
５
）和犿／狕

２２１（［Ｍ＋４１］＋或 Ｍ＋Ｃ３Ｈ
＋
５
）。后两个峰是由于碳

正离子的亲电加成所致，对于鉴定分子离子峰是很

有用的。过剩的甲烷载气由电子轰击生成Ｃ２Ｈ
＋
５

和ＣＨ
＋
３
，这些离子与甲烷继续反应生成二级离子。

ＣＨ
＋
３＋ＣＨ →４ Ｃ２Ｈ

＋
５＋Ｈ２

ＣＨ４＋Ｃ２Ｈ
＋
→５ Ｃ３Ｈ

＋
５＋２Ｈ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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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１Ｔｏｒｒ＝１３３．３２２Ｐａ。



图１．３　３，４ 二甲氧基苯乙酮的犈犐和犆犐质谱图

４　　使用不同的反应气生成的二级离子（分别从甲

烷、异丁烷和氨而来）的能量次序为Ｃ３Ｈ
＋
５ ＞狋

Ｃ４Ｈ
＋
９ ＞ＮＨ

＋
４
。因此，通过选择不同的反应气，能

够控制从ＣＩ中生成的［Ｍ＋１］＋离子和碎片离子的

强度。例如，当用甲烷作为反应气时，酞酸二辛酯的

［Ｍ＋１］＋犿／狕３９１为基峰，但是有些碎片峰（如

犿／狕１１３和犿／狕１４９）的强度达到了基峰的３０％～

６０％。如果用异丁烷作为反应气，［Ｍ＋１］＋的强度

依旧很强，但碎片峰的强度却大约只有基峰的５％。

化学电离质谱不能用作峰的匹配性比较（无论

用计算机还是用人工），也不适用于结构确认，它的

主要用途是检测分子离子从而确定相对分子质量。

１．３．２　解吸电离法

解吸电离法（Ｄｅ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Ｉ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中，样品分

子从凝聚相直接发射为气相离子。其主要用于大分

子，非挥发性或离子化合物。它有很大的不足，解吸

方法往往不能有效地利用可用的样品；其谱图提供

的信息有时很有限。对于未知化合物，这种方法主

要用于获取相对分子质量，有时用来获得精确质量。

但是，即使是用作这一用途，在使用时也应加倍小

心，因为有时分子离子和准分子离子并不那么明显，

其谱图往往因存在大量基质离子而非常复杂。

１．３．２．１　场解吸电离

在场解吸电离（ＦｉｅｌｄＤｅｓｏｒｐｔｉｏｎ，简称ＦＤ）中，

样品被放在拥有碳质微探针的金属发射体表面。微

探针活化金属表面，金属表面作为阳极并存在加速

电压，针尖上非常大的电压梯度可以移走样品分子

的一个电子，所得的正离子被推出金属表面。这些

离子几乎没有获得额外的能量，所以碎片的产生量

非常少，也就是说，分子离子往往是能看到的唯一有

效离子。例如，对于胆甾 ５ 烯 ３，１６，２２，２６ 四

醇，ＥＩ和ＣＩ方法都无法得到分子离子峰，但是使用

ＦＤ却可以得到明显的分子离子峰（图１．４），并且无

碎片峰。

１．３．２．２　快原子轰击电离

快原子轰击（ＦａｓｔＡｔｏｍＢｏａｍｂａｒｄｍｅｎｔ，ＦＡＢ）

使用高能氙或氩原子（６～１０ｋｅＶ）轰击溶解于低蒸

气压液体（如甘油）中的样品，基质用来保护样品免

受过多的辐射破坏。液体二次电离质谱（Ｌｉｑｕｉｄ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Ｉ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ａｓｓ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简 称

ＬＳＩＭＳ）与ＦＡＢ相似，只是ＬＳＩＭＳ使用能量更高的

铯离子（１０～３０ｋｅＶ）轰击。

在以上两种方法中，都形成正离子（通过正离子

加合，如［Ｍ＋１］＋或［Ｍ＋２３，Ｎａ］＋）和负离子（通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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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４　胆甾 ５ 烯 ３，１６，２２，２６ 四醇的电子轰击（犈犐）、化学电离（犆犐）及场解吸电离（犉犇）质谱图

脱质子作用，［Ｍ－１］－），这两种离子一般都是单电

５荷的，根据仪器的不同，ＦＡＢ可以用为高分辨模式。

ＦＡＢ通常主要用作高相对分子质量非挥发性分子，

特别适用于测定相对分子质量。对于多数化合物，

谱图的其他部分很少有用，某些程度上是因为低质

量范围可能会由基质产生的离子组成。但是，对于

特定类型模块式（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Ｂｌｏｃｋｓ）化合物，例如多

聚糖和多肽，因为断裂往往发生在糖苷键和肽键上，

从谱图上还是可以得到一些结构信息的，这往往用

于此类化合物的测序。

ＦＡＢ（和ＬＳＩＭＳ）电离的质量上限可到１０～

２０ｋＤａ，而ＦＡＢ真正最有用的相对分子质量范围在

６ｋＤａ以下。虽然ＦＡＢ经常被用于双聚焦扇形磁

场式质谱仪，该质谱仪在全部质量范围都有

０．３犿／狕左右的分辨率，但它可以被用在大多数质

谱分析中。使用ＦＡＢ的最大缺点是谱图中总是存

在大量基质离子，这限制了该方法的灵敏度，同时还

可能淹没重要的碎片离子。

１．３．２．３　等离子体解吸电离

等离 子 体 解 吸 电 离 （Ｐｌａｓｍａ Ｄｅ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Ｉ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是一种非常专业的技术，它几乎只和飞

行时间质谱仪联用（见１．４．４节）。由锎２５２（２５２Ｃｆ）

裂变产生的８０～１００ＭｅＶ的产物被用来轰击和电

离样品。当锎２５２裂变时，会产生两个向相反方向

６运动的粒子。其中一个粒子轰击触发检测器产生

开始信号，另一个粒子轰击样品基质，并激发出一些

样品离子进入飞行时间质谱（ＴＯＦ ＭＳ）。样品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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