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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测定牛乳中 
3 种糖肽类抗生素残留

范素芳，王丽明，李 强，张冬生，孙文毅，张 岩*
（河北省食品检验研究院，河北省食品安全重点实验室，河北 石家庄 050091）

摘  要：建立牛乳中万古霉素、去甲万古霉素和替考拉宁的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测定方法。采用多反应监测模

式，外标法定量。通过对不同提取溶剂的考察，选择0.1%甲酸水溶液-乙腈溶液（85∶15，V/V）作为提取溶剂；牛

乳样品经超声辅助提取后，选用阳离子交换柱对万古霉素和去甲万古霉素进行净化，采用C18固相萃取柱对替考拉

宁进行净化；流动相选择乙腈-0.1%甲酸水溶液体系，并采用梯度洗脱模式；分析物经反相C18色谱柱分离后，用

质谱进行测定。结果表明：万古霉素、去甲万古霉素和替考拉宁的检出限分别为2、1、2 μg/kg，定量限（limit of 

quantitation，LOQ）分别为4、2、4 μg/kg；在LOQ、5 倍LOQ和10 倍LOQ 3 个添加水平下，3 种分析物的方法回收

率为77.3%～84.5%，相对标准偏差为4.7%～7.2%。该方法可用于市售牛乳样品中糖肽类抗生素万古霉素、去甲万

古霉素和替考拉宁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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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tandem mass spectrometry (HPLC-MS/MS) method was developed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vancomycin, norvancomycin and teicoplanin in milk samples. Selective reaction monitoring was 
performed and the external standard method was used for quantification. Among various solvents tested, 0.1% formic acid-
acetonitrile (85:15, V/V) was selected. Samples were ultrasonically extracted and vancomycin and norvancomycin were 
cleaned up by cation exchange column chromatography, while teicoplanin was purified using a C18 solid-phase extraction 
(SPE) cartridge. Acetonitrile-0.1% formic acid solution was chosen as mobile phase for gradient elution. The analytes were 
separated on a reversed-phase C18 column before being analyzed by mass spectrometry. The limits of detection (LOD) for 
vancomycin, norvancomycin and teicoplanin were 2, 1 and 2 μg/kg, and the limits of quantitation (LOQ) were 4, 2 and  

4 μg/kg, respectively. The recoveries of the method ranged from 77.3% to 84.5% at spiked levels equal to LOQ, 5 × LOQ 
and 10 × LOQ, with relative standard deviations (RSD) of 4.7%–7.2%. The method could be used in the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detection of vancomycin,  norvancomycin and teicoplanin in milk s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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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古霉素、去甲万古霉素和替考拉宁均属于糖肽类

抗生素[1-3]，对革兰氏阳性菌具有很强的抗菌作用，可用

于治疗由严重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和耐甲氧西林

表皮葡萄球菌引起的感染[4-5]，但由于其抗菌作用较强，

因此已经很少用于临床治疗[6]。目前，糖肽类抗生素作为

添加剂普遍用于家禽、猪、牛饲料和兽药中，对人类安

全造成威胁[7]。为保障消费安全，许多国家/地区对糖肽

类抗生素的限量作了规定，日本规定牛乳中万古霉素的

限量为10 μg/kg[1]，美国则禁止在进口动物源性食品中使

用糖肽类抗生素，我国农业部公告第560号中将万古霉素

列为禁用兽药[2]。

目前，万古霉素、去甲万古霉素和替考拉宁的检

测方法主要有高效液相色谱（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HPLC）法 [8-14]、HPLC-串联质谱

（HPLC-tandem mass spectrometry，HPLC-MS/MS） 

法[1-2,5-7,15-21]、化学发光免疫法[22-23]和荧光偏振免疫法[4]

等，但测定基质多为血浆等生物样本。糖肽类抗生素在

水中的溶解度较好，在甲醇、乙腈等有机溶剂中的溶解

度较差，因此万古霉素、去甲万古霉素和替考拉宁的提

取多采用高比例水相作为提取溶剂，但提取液中干扰物

质较多，需要相应的净化步骤。

本研究旨在建立基于快速前处理的牛乳中万古霉素、

去甲万古霉素和替考拉宁的HPLC-MS/MS测定方法。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试剂

牛乳样品（15 份） 市售。

乙腈（色谱纯） 美国Fisher Scientific公司；正己

烷（分析纯） 北京化学试剂公司；去离子水 屈臣

氏集团（香港）有限公司；万古霉素、去甲万古霉素和

替考拉宁（A2-2）标准品（纯度≥98%） 中国药品生

物制品检定所；甲酸（色谱纯） 美国Supelco公司。

1.2 仪器与设备

配有H - E S I电离源的液相色谱 -串联质谱仪（液

相系统为UltimateTM 3000，质谱仪型号为Quantiva）  

美国Fisher Scientific公司；3K13离心机 德国Sigma 
公司；IKA涡旋混匀器；KQ-500DB超声波清洗器 昆

山市超声仪器公司；ACQUITY UPLC BEH Shield C18色

谱柱（2.1 mm×100 mm，1.7 μm）、阳离子固相萃取

柱（3 cc，60 mg） 美国Waters公司；C18固相萃取柱

（3 mL，100 mg） 安捷伦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1.3 方法

1.3.1 标准溶液的配制

标准储备溶液（1 mg/mL）的配制：分别准确称取

万古霉素、去甲万古霉素和替考拉宁标准品10.20 mg于

10 mL容量瓶中，用0.1%甲酸水溶液溶解并定容，配制成

质量浓度均为1 mg/mL的单标储备溶液，4 ℃贮存，可使

用1 个月。

混合标准工作溶液（100 μg/mL）的配制：分别称

取上述万古霉素、去甲万古霉素和替考拉宁的标准储备

溶液1 mL于同一10 mL容量瓶中，用0.1%甲酸水溶液定

容，4 ℃贮存，可使用1 周。

1.3.2 样品前处理

提取：称取2.0 g牛乳样品，加入20 mL提取溶剂，

涡旋混匀后超声提取10 min；于4 ℃、9 500 r/min条件下

离心5 min，取上清液10 mL，待净化。其中，分别考察

0.1%甲酸水溶液、0.1%甲酸水溶液-乙腈溶液（90∶10，
V/V）、0.1%甲酸水溶液-乙腈溶液（85∶15，V/V）和

0.1%甲酸水溶液-乙腈溶液（70∶30，V/V）作为提取溶剂

的提取效果，选择合适的提取溶剂。

万古霉素和去甲万古霉素的净化：用阳离子固相萃

取柱净化。分别用3 mL甲醇和3 mL 0.1 mol/L盐酸活化固

相萃取柱；10 mL待净化液上样后用3 mL甲醇淋洗，最

后用3 mL 5%氨水甲醇洗脱；收集洗脱液，于40 ℃氮吹

至干；浓缩物经1 mL 0.1%甲酸水溶液复溶，0.22 μm滤膜

过滤后待测。

替考拉宁的净化：用C18固相萃取柱净化。分别用

3 mL甲醇和3 mL水活化固相萃取柱，然后用3 mL 0.1%

甲酸水溶液-乙腈溶液（90∶10，V/V）平衡固相萃取柱；

10 mL待净化液上样后，依次用2 mL 0.1%甲酸水溶液-
乙腈溶液（90∶10，V/V）和1 mL 50%甲醇溶液淋洗，

最后用8 mL甲醇洗脱；收集洗脱液，并于40 ℃氮吹至

干；浓缩物经1 mL 0.1%甲酸水溶液复溶后，过0.22 μm
滤膜后待测。

1.3.3 仪器条件

1.3.3.1 HPLC条件

为实现3 种目标化合物的基线分离，采用梯度洗

脱，具体的梯度洗脱程序如表1所示。选用C18色谱柱，流

速0.3 mL/min，进样体积2 μL。
比较甲醇-水、乙腈-水、甲醇-0.1%甲酸水溶液和乙

腈-0.1%甲酸水溶液4 种不同的流动相体系对离子响应强

度及峰型的影响，选择合适的流动相体系。

表 1 梯度洗脱程序

Table 1 Gradient elution conditions

时间/min 乙腈体积分数/% 0.1%甲酸水溶液体积分数/%

1.00 10 90

4.00 40 60

7.00 70 30

10.00 70 30

10.01 10 90

13.00 10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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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2 MS条件

采用电喷雾电离源，正离子模式扫描，选择反应监

测（selected reaction monitoring，SRM）模式，喷雾电

压3 500 V，离子传输管温度333 ℃，鞘气流速40 L/h，
辅助气流速12 L/h，雾化器温度317 ℃。具体MS参数如

表2所示。

表 2 监测离子对及MS参数

Table 2 Monitoring ion pairs and mass spectrometric parameters

目标化合物名称 相对分子质量 透镜电压/V 母离子 子离子 碰撞能量/V

万古霉素 1 448 109 724.9
144.2* 16
100.2 29

去甲万古霉素 1 435 94 717.9
144.0* 23
100.2 24

替考拉宁 1 878 115 940.4
316.2* 24
144.0 34

注：*. 定量离子。

1.3.4 基质效应（matrix effect，ME）评价

万古霉素、去甲万古霉素和替考拉宁的ME按照下

式计算。ME＞100%时表示存在离子化增强效应，ME＜ 

100%时表示存在离子化抑制效应。

ME/%＝
Slopematrix

Slopeslovent
100

式中：Slopematrix为用基质提取液（阴性样品按照本

研究的前处理方法得到的待测液）配制的标准溶液所得

标准曲线的斜率；Slopeslovent为用纯溶剂（0.1%甲酸水溶

液）配制的标准溶液所得标准曲线的斜率。

2 结果与分析

2.1 实验条件的优化

2.1.1 前处理方法的优化

万古霉素、去甲万古霉素和替考拉宁均易溶于水，

但在甲醇、乙腈等有机溶剂中的溶解度较低。另外，牛

乳中蛋白质含量较高，乙腈沉淀蛋白质的能力较强，提

取液中含有乙腈时有助于蛋白质沉淀。本研究结果表

明：以0.1%甲酸水溶液作为提取溶剂时，提取液比较

浑浊，分析物的出峰拖尾严重；向提取溶剂中加入乙腈

后，提取液的浑浊现象明显改善，随着乙腈相比例的提

高，分析物峰型逐渐变好，但乙腈所占比例高于20%时

替考拉宁的回收率明显降低。因此后续实验采用0.1%甲

酸水溶液-乙腈溶液（85∶15，V/V）作为提取溶剂。

在已有文献报道中，提取液的净化大都采用固相萃

取柱净化，固相萃取柱主要为阳离子交换柱、HLB柱和

C18柱。为考察不同类型固相萃取柱的净化效果，本研

究将3 种分析物质量浓度均为100 ng/mL的混合标准溶液

作为待净化液直接过柱净化，并以过柱后的回收率为指

标，衡量不同固相萃取柱的净化效果。结果表明：用阳

离子交换柱（3 cc，60 mg）和HLB柱（6 cc，500 mg）
进行净化时，万古霉素和去甲万古霉素的回收率均在

75%左右，而替考拉宁的回收率较低，只有20%左右；用

C18固相萃取柱（3 mL，100 mg）进行净化时，替考拉宁

的回收率有所改善，约为80%左右，但万古霉素和去甲

万古霉素的回收率均降至10%以下。因此，后续实验中

万古霉素和去甲万古霉素的净化采用阳离子交换柱，替

考拉宁的净化采用C18固相萃取柱。

2.1.2 HPLC条件的优化

本研究结果表明：流动相体系中加入甲酸能显著提

高离子化效率，这主要是由于甲酸可以提供质子来源，

从而促进阳离子的形成；当流动相体系中加入甲醇时，

峰展宽导致峰型变差，因此采用乙腈-0.1%甲酸水溶液系

统作为流动相。

万古霉素和去甲万古霉素结构仅差1 个甲基，结构

十分相似，采用等度洗脱时二者不能完全分离，因此采

用梯度洗脱。采用反相C18色谱柱时，万古霉素和去甲万

古霉素出峰较快。在优化好的梯度洗脱条件（表1）下，

3 种分析物的总离子流色谱图和选择离子色谱图如图1所
示，万古霉素、去甲万古霉素和替考拉宁的保留时间分

别为1.68、1.48、5.08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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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3 种分析物的混合标准溶液；b. 替考拉宁；c. 万古霉素；d. 去甲万古霉素。

图 1 3 种分析物的总离子流色谱图和选择离子色谱图

Fig. 1 Total ion current chromatograms and selected ion 

chromatograms of three analytes

2.1.3 MS条件的优化

将3 种分析物的标准溶液（质量浓度10.0 mg/L）分

别注入针泵，通过全扫描模式寻找母离子，选择响应值

较高的离子作为母离子。万古霉素、去甲万古霉素和替

考拉宁均属于糖肽类物质，进入一级MS后容易与多个 

H＋结合，产生多电荷离子。万古霉素、去甲万古霉素和

替考拉宁的分子质量均超过1 000，在一级MS中能产生

双电荷离子和三电荷离子。本研究选择响应丰度较高的

[M＋2H]2＋双电荷离子作为母离子，万古霉素、去甲万

古霉素和替考拉宁的母离子分别为724.9、717.9和940.4 
（m/z）。确定好母离子后，优化毛细管出口电压，使母

离子响应值最高；通过二级扫描找到子离子，选择响应

最强的2 个子离子，优化碰撞能量，使离子对响应强度最

高。喷雾电压、鞘气流速、辅助气流速和雾化器温度均

采用仪器推荐值。

2.2 方法验证

2.2.1 线性范围、检出限和定量限

采用外标法定量，通过绘制标准曲线进行定量分

析。以分析物质量浓度（μg/L）为横坐标（x），分析

物的质谱响应为纵坐标（y）绘制标准曲线，万古霉

素、去甲万古霉素和替考拉宁的标准曲线方程分别为

y=1.31×104x－192.10（R2=0.999 5）、y=8.32×103x－
53 .70（R 2=0 .999  3）和y=2 .12×10 4x＋9 .35×10 3

（R2=0.999 1）。万古霉素和去甲万古霉素的线性范围为

10～100 μg/L，替考拉宁为20～100 μg/L。
以目标化合物仪器响应信号与仪器噪声比（RS/N）

约为3时的目标化合物添加量为方法的检出限（limit of 

detection，LOD），以RS/N约为10时的目标化合物添加

量为方法的定量限（limit of quantitation，LOQ）。结果

表明，本方法中万古霉素、去甲万古霉素和替考拉宁的

LOD分别为2、1、2 μg/kg，LOQ分别为4、2、4 μg/kg。
2.2.2 准确度和精密度

分别作LOQ、5 倍LOQ和10 倍LOQ 3 个水平的添加

回收率实验，每个水平5 个重复。方法的精密度用每个

添加水平回收率结果的相对标准偏差（relative standard 

deviation，RSD）表示。

表 3 方法的回收率与RSD（n=5）

Table 3 Recovery and RSD of the method (n = 5)

目标化合物名称 添加水平/（mg/kg） 平均回收率/% RSD/%

万古霉素

4 78.2 5.3
20 79.1 4.7
40 83.1 5.1

去甲万古霉素

2 77.3 6.8
10 78.4 5.3
20 82.3 4.9

替考拉宁

4 82.3 7.2
20 83.1 6.4
40 84.5 5.9

由表3可知，方法的回收率为77.3%～84.5%，RSD为

4.7%～7.2%，表明方法的准确度和精密度较好。

2.3 基质效应评价结果

质谱测定过程中，分析物的离子化过程会受到样品

基质（目标分析物之外的组分）的影响，导致目标分析物

离子化程度的增强或抑制，这就是所谓的基质效应[24-25]。 

基质效应最初由Paul等[26]提出，后经证实基质效应在质谱

检测中普遍存在。

本研究结果表明：万古霉素、去甲万古霉素和替考

拉宁的ME分别为80.2%、81.3%和91.5%，表明3 种分析

物均存在离子化抑制效应，且万古霉素和去甲万古霉素

的ME相对比较严重。

2.4 实际样品测定

从当地市场购买的15 份牛乳样品中均未检测到万古

霉素、去甲万古霉素和替考拉宁。

3 结 论

本研究建立了牛乳中万古霉素、去甲万古霉素和

替考拉宁的HPLC-MS/MS测定方法，分析物经多反应

监测模式测定，外标法定量。取2.0 g牛乳样品，加入

20 mL 0.1%甲酸水溶液-乙腈溶液（85∶15，V/V），

经涡旋混匀、超声提取、离心后，万古霉素和去甲万

古霉素经阳离子交换柱净化、替考拉宁经C18固相萃取

柱净化，采用HPLC-MS/MS仪测定。结果表明：万古

霉素、去甲万古霉素和替考拉宁的LOD分别为2、1、
2 μg /kg，LOQ分别为4、2、4 μg /kg；在LOQ、5 倍
LOQ和10 倍LOQ 3 个添加水平下，3 种分析物的方法

回收率为77.3%～84.5%，RSD为4.7%～7.2%。该方法

可用于市售牛乳样品中糖肽类抗生素万古霉素、去甲万

古霉素和替考拉宁的检测，本研究结果能够为保障消费

安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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