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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亲和柱净化-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 
检测鱼虾中3-甲基-喹噁啉-2-羧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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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将特异性强的免疫亲和柱应用到3-甲基-喹噁啉-2-羧酸（methyl-3-quinoxaline-2-carboxylic acid，MQCA）

的净化中，建立鱼虾中MQCA的免疫亲和柱净化-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的快速分析方法。匀质好的样品经

2 mol/L盐酸溶液酸解后，将提取液pH值调节至7～8，经过免疫亲和柱富集和净化后，采用超高效液相色谱-

串联质谱测定，外标法定量。以甲醇-0.1%甲酸溶液为流动相，梯度洗脱分离，电喷雾正离子多反应监测模式

监测。结果显示，水产品中MQCA在1.0～50.0 ng/mL范围内呈良好线性，线性相关系数大于0.995，定量限为 

1.0 μg/kg。MQCA在1.0、5.0 μg/kg和20.0 μg/kg 3 种添加水平条件下的加标回收率为74.2%～86.5%，相对标准偏差

小于10%。结果表明本方法重复性好、灵敏度高，适合水产品中MQCA的实际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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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new approach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methyl-3-quinoxaline-2-carboxylic acid (MQCA) residue in fish 

and shrimp samples by ultra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tandem mass spectrometry (UPLC-MS/MS) based on 

immunoaffinity column (IAC) purification was developed. MQCA was extracted from samples with 2 mol/L hydrochloric 

acid and adjusted with water to pH 7–8. After being cleaned up and concentrated by immunoaffinity column, the analyte 

was analyzed by UPLC-MS/MS with electrospray ionization in positive ion mode (ESI+) using multiple reaction monitoring 

(MRM) and quantitatively determined by an external standard method. The separation was performed on an ACQUITY 

UPLC BEH C18 column with a gradient system consisting of 0.1% formic acid (V/V) and methanol as the mobile phase. 

Good linearity in response was obtained in the concentration range of 1.0–50.0 ng/mL with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larger 

than 0.995. The limit of quantification (LOQ) was 1.0 μg/kg. The average recoveries of MQCA at spiked concentrations of 

1.0, 5.0, and 20.0 μg/kg ranged from 74.2% to 86.5% with relative standard deviations (n = 5) less than 10%. The method is 

simple, fast, sensitive and reliable, and suitable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MQCA residue in fish and shrimp s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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喹噁林类药物喹乙醇具有广谱抗菌、促进动物生长的

作用，曾被广泛用于畜禽和水产养殖业。研究表明喹乙醇

对大多数动物有明显的致畸作用，对人也有潜在致畸形、

致突变、致癌作用[1]。欧盟于1998年就已经禁止使用喹乙

醇[2]，中国农业部168号公告中禁止喹乙醇用于家禽及水产

养殖[3]。然而由于喹乙醇价廉和使用方便，目前仍有违法

添加的现象。喹乙醇本身不稳定，在体内代谢迅速，3-甲

基-喹噁啉-2-羧酸（methyl-3-quinoxaline-2-carboxylic acid，

MQCA）是其主要代谢产物，在体内滞留时间长，含量与

总残留关系稳定，被规定为喹乙醇的残留标识物[4]。实验

证明MQCA同时也是喹烯酮、乙酰甲喹的代谢产物[5-6]，

因此对于MQCA的定量测定对于监控喹乙醇、喹烯酮和

乙酰甲喹等喹噁林类药物的使用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水产品中MQCA的检测主要采用高效液相色

谱法[7-12]和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13-19]。液相色谱-串

联质谱技术因其定性准确、灵敏度高等优势而被广泛采

用。鱼虾中干扰物质较多，样品前处理中提取后的样品

需要经过净化浓缩步骤以尽量降低基质效应影响，固相

萃取是MQCA最常用的净化方式[13-17,19]。根据MQCA的化

学结构和性质，常采用HLB柱[13]和阴离子交换柱（MAX

柱）[14]净化样品。HLB为通用性柱子，针对性不强，样

品净化效果不理想；MAX柱淋洗液组成略复杂，且至少

需要10 mL洗脱液才能将MQCA充分洗脱[10]；免疫亲和柱

是一种基于抗原抗体反应的新型层析柱，利用生物大分子

具有对一类生物大分子特异识别和可逆结合的特性制作

而成，具有特异性强、富集率高和净化效能好的优势，

对目标物质的吸附和净化具有独特的专一性。已成功应

用于黄曲霉毒素[20-21]、玉米赤霉醇类化合物[22-23]、河豚毒

素[24-25]等物质的净化和富集中，而目前鲜见采用免疫亲

和柱作为净化手段检测水产品中MQCA的文献报道。本

研究成功建立免疫亲和柱净化、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

谱（ultra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tandem mass 

spectrometry，UPLC-MS/MS）检测鱼和虾肉中MQCA残

留量的方法。方法基质干扰低、特异性强、重复性、回

收率均较好，操作简便，适合于实际样品的检测。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试剂

实验所用的水产品为草鱼（Ctenopharyngodon 
ide l lus）、大黄鱼（Larimichthys  crocea）和对虾

（Penaeus orientalis），均购自浙江省舟山市东河市场。

按照SC/T 3016—2004《水产品抽样方法》的规定处理后

作为检测样品。实验中所有阴性样本均通过农业部1077
号公告-5-2008《水产品中喹乙醇代谢物残留量的测定高

效液相色谱法》验证不含MQCA。

M Q C A 标准品（纯度≥ 9 8 . 0 % ）  德国 D r . 
Ehrenstorfer公司；甲醇、乙腈（均为色谱纯） 德国

Merck公司；甲酸（分析纯） 美国Sigma公司；乙酸、

盐酸、Na2HPO4•12H2O、NaH2PO4•2H2O、NaCl、NaOH
（均为分析纯） 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实验用

水为Milli-Q制备超纯水（电阻率≥18.2 MΩ·cm）。

1.2 仪器与设备

AcquityTM UPLC仪、Quattro Premier XE串联四极杆

质谱仪、HLB固相萃取柱（60 mg/3 mL）、MAX混合

型阴离子交换柱（60 mg/3 mL） 美国Waters公司； 

MS2旋涡混合器  德国IK公司；Centrifuge 5810高
速离心机 德国Eppendorf公司；N-EVAP112氮吹仪  
美国Organomation公司；12通道固相萃取装置 美国

Supelco公司；FG2型pH计 梅特勒-托利多国际贸易

（上海）有限公司；MQCA免疫亲和柱（柱容量1 mL） 
北京华安麦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1.3 方法

1.3.1 溶液的配制

MQCA标准溶液：准确称取5.00 mg MQCA标准品，

用甲醇溶解并定容至50 mL，溶液质量浓度为100 μg/mL， 

－20 ℃避光保存。中间液和使用液用0.1%甲酸-乙腈

（9∶1，V /V）溶液逐级稀释至所需质量浓度。磷酸

盐缓冲液（phosphate buffered saline，PBS）：分别

称取Na2HPO4•12H2O 6.45 g、NaH2PO4•2H2O 1.09 g、
NaCl 4.25 g，用水溶解并定容至500 mL。
1.3.2 样品提取

从市场上采集的样品按照SC/T 3016—2004《水产

品抽样方法》的规定处理后于－18 ℃密封保存。鱼肉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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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虾去壳，切成不大于0.5 cm×0.5 cm×0.5 cm的小块

后混匀，充分匀浆，使用前先解冻。

称取已充分匀质的样品5.00 g置于50 mL具塞离心管

中，加入10 mL 2 mol/L盐酸溶液，涡旋振荡2 min后置

于气浴恒温振荡器中60 ℃条件下恒温酸解30 min，冷却

至室温后，8 000 r/min离心5 min，移取上清液至另一个

50 mL离心管中，残渣中加入10 mL 2 mol/L盐酸溶液重

复提取一次，合并提取液并用超纯水定容至25 mL，混

匀后用定量滤纸过滤。准确移取过滤后的提取液5 mL用
4.0 mol/L NaOH溶液调pH值至7～8，待净化。

1.3.3 免疫亲和柱净化 

取出免疫亲和柱，待回至室温后去掉亲和柱堵头，

放出柱内保存液，将1.3.2节中得到的5 mL提取液上柱。

以1 滴/2 s的速率过免疫亲和柱。上样结束后，先后用

4 mL PBS和4 mL水淋洗亲和柱，挤干柱内残留液，弃

去以上全部流出液，用4 mL 2%乙酸-甲醇溶液洗脱目标

物。洗脱液于50 ℃水浴中氮气吹干，加入1 mL初始流

动相溶解残渣，经0.22 μm滤膜过滤后进UPLC-MS/MS
检测。

1.3.4 UPLC条件

Waters Acquity UPLC BEH C18柱（50 mm×2.1 mm，

1.7 μm）；进样量10 μL；样品室温度10 ℃，柱温40 ℃；

流动相：A为0.1%甲酸溶液，B为甲醇，梯度洗脱程序如

下：0～3 min，90%～10% A；3～4 min，10%～90% A；

4～5 min，A保持90%不变；流速0.3 mL/min。
1.3.5 质谱条件

电喷雾离子源；正离子扫描模式；检测方式：多反

应监测；毛细管电压3.5 kV；离子源温度120 ℃；脱溶剂

气温度380 ℃；锥孔气为高纯氮气，流量50 L/h；脱溶剂

气为高纯氮气，流量600 L/h。MQCA的质谱多反应监测

条件如表1所示。

表 1 MQCA的多反应监测条件

Table 1 Conditions of multiple reaction monitoring for MQCA

分析物 母离子（m/z） 子离子（m/z） 锥孔电压/V 碰撞能量/eV
MQCA 188.9 142.9*、144.9 20 18、15

注：*.定量离子。

2 结果与分析

2.1 色谱条件优化

采用普通C18柱分析MQCA易形成拖尾现象，本研究

选用粒径只有1.7 μm的ACQUITY UPLC BEH C18柱分析目

标物，同时在正离子模式下加入一定的有机酸，可提高

分离度和离子化效率，在优化的色谱条件下MQCA峰形

尖锐，能够在6 min内完成目标物分离和色谱柱平衡。采

用5.0 μg/L的MQCA标准溶液，比较了甲醇、乙腈分别作

为有机相与0.1%甲酸溶液组合成流动相的效果。乙腈作

为流动相时，MQCA的灵敏度略高于用甲醇作流动相，

但MQCA出峰时间为1.4 min，在实际样品分析时可能会

受杂质的干扰。甲醇作为流动相时目标物的出峰时间比

乙腈延后0.5 min左右，峰强度增强，峰形尖锐，综合比

较选择甲醇-0.1%甲酸溶液作为流动相。

2.2 质谱条件优化

根据MQCA的化学结构，在正离子扫描模式下用蠕

动泵以5.0 μg/mL的MQCA标准溶液进行流动注射分析，

对质谱参数进行优化。通过一级质谱全扫描分析，确定

MQCA的分子离子，调试选择最佳锥孔电压和毛细管电

压，其中[M＋H]＋（m/z 188.9）丰度最高，因此选择离子

m/z 188.9作为母离子。继续对分析物离子进行二级质谱

分析，获取碎片离子信息，并对碰撞能量等质谱参数进

行优化，选择最强和次强的2 个离子分别作为定量离子和

定性离子。最终确定的质谱参数见表1。
2.3 提取方法选择

MQCA分子结构中含有羧基，为弱酸性物质，极性

相对较高，与蛋白结合紧密，因此提取前需要将蛋白水

解以释放MQCA。MQCA常用的水解方式包括酶解[19]、 

酸解[10,13-14,26-27]和碱解 [28]。酶解虽然条件温和，但需要

16 h，且酶解后还需要加入一定量的酸灭活蛋白酶，步骤

繁琐；强碱可有效水解蛋白质，大大降低提取液中的杂

质成分，提高后续净化效果[28]，但碱水解通常反应较为

剧烈，会造成少量MQCA 降解，且反应后需要调节pH值

至酸性[27]。研究表明采用2 mol/L盐酸溶液水解MQCA的

反应较碱水解温和，提取后过固相萃取柱净化的方法回

收率高、基质干扰少[10,13-14]。根据免疫亲和柱对上柱液的

要求和实验的简便性，采用2 mol/L盐酸溶液水解和提取

加入一定量MQCA后的样品。实验发现提取2 次时MQCA
的回收率比提取一次平均提高20%，因此选择重复提取

MQCA，可保证MQCA的提取效率，同时避免使用有机

试剂，缩短操作时间，简化实验步骤。

2.4 免疫亲和柱条件优化

2.4.1 洗脱液类型和洗脱体积的选择

实验中先用4 mL PBS淋洗除去内源性杂质，因PBS
为非挥发性盐，会损害质谱，因此再用4 mL水淋洗除去

PBS。比较了1%氨水-甲醇溶液、1%乙酸-甲醇溶液和2%

乙酸-甲醇溶液3 个不同pH值的洗脱液的洗脱效果。分别

向3 个装有等量PBS的离心管中添加20 ng的MQCA标准

品，经过免疫亲和柱上样、淋洗步骤后，分别持续加入

5.0 mL 3 种洗脱液进行洗脱，用离心管每1 mL收集1 管流

出液。收集完毕后氮吹、流动相定容并上机检测MQCA
含量。3 种洗脱液对MQCA的洗脱曲线见图1。结果表明

3 种洗脱液对MQCA的洗脱回收率相差无几，其中，2%

乙酸-甲醇溶液洗脱速率高于1%乙酸-甲醇溶液；4 mL 2%

乙酸-甲醇洗脱液中检测不到MQCA，1%乙酸-甲醇溶液

洗脱液则需要5 mL才能将MQCA完全洗脱；1%氨水-甲
醇溶液的洗脱速率和2%乙酸-甲醇溶液一致，但考虑到上

机流动相也为酸性，为保持MQCA溶解环境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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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2%乙酸-甲醇溶液洗脱目标物，同时为确保目标物收

集完全，洗脱液收集体积选择4 mL。

1 2 3 4 5
0
2
4
6
8

10
12
14
16

/mL

M
Q

C
A

/n
g

2% -
1% -

1% -

图 1 不同洗脱液和洗脱体积对MQCA的洗脱影响  

Fig. 1 Effect of different elution solvents and elution volumes on the 

elution efficiency of MQCA

2.4.2 不同固相萃取柱净化效果比较

水产品中MQCA提取液净化常用到的固相萃取柱为

HLB柱和MAX柱。实验比较了免疫亲和柱与其他2 种
固相萃取柱对大黄鱼样品的净化和MQCA的回收效果。

将阴性加标样品经盐酸溶液提取和酸解后分别根据3 种
柱子的不同性质进行下一步的净化实验，最后上机检

测。比较了经3 种柱子净化后MQCA的回收率和基质效

应。结果表明采用免疫亲和柱和HLB柱净化后MQCA的

回收率明显高于MAX柱。阴性大黄鱼加标样品经HLB
柱和免疫亲和柱净化后，采用免疫亲和柱净化MQCA
的回收率略高于HLB柱，分别对采用HLB柱和免疫亲和

柱净化后的样品进行基质效应评估。HLB柱总体的基质

效应为78%～125%，大于免疫亲和柱总体的基质效应

（95%～112%），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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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 ng/mL MQCA标准品（a）和20 μg/kg阴性大黄鱼加标样品 

经免疫亲和柱净化后（b）的多反应监测图

Fig. 2 MRM chromatograms of MQCA standard solution at 20 ng/mL and 

spiked large yellow croake sample at 20 μg/kg cleaned up by IAC

2.4.3 基质效应评估

参照Matuszewski等[29]建立的方法考察基质效应的影

响，选择脂肪含量低的草鱼、脂肪含量高的大黄鱼和色

素含量高的南美白对虾作为代表性的水产品，每种水产

品做3 个平行样，分别测定MQCA标准品溶液的色谱峰面

积（S1）和空白样品基质提取液添加标准溶液后的色谱

峰面积（S2），以比值S1/S2来评价绝对基质效应。实验结

果显示草鱼中MQCA的基质效应为95%～105%；大黄鱼

中MQCA的基质效应为98%～112%；南美白对虾中基质

效应为96%～107%。总体的基质效应为95%～112%，波

动范围在±15%以内，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表明免疫

亲和柱的净化效果好，基质效应小。本实验标准曲线采

用溶剂外标法定量，未采用基质匹配。

2.5 线性范围和检出限

经实验测试， M Q C A 免疫亲和柱的柱容量为

150 ng。用MQCA标准使用溶液配制质量浓度为1.0、
2.0、5.0、10.0、20.0、50.0 ng/mL的标准溶液。以定量离

子的峰面积对质量浓度进行线性回归。在1.0～50 ng/mL
质量浓度范围内回归方程为y=200.074x－14.352 3，线性

范围良好，相关系数均大于0.995。如图3所示，以3 倍信

噪比确定本方法的检出限为0.4 μg/kg，以10 倍信噪比确

定本方法的定量限为1.0 μg/kg。本方法中MQCA的定量

限低于大多数其他文献中用液相色谱-质谱法测定MQCA
的定量限，远低于我国农业部规定的肌肉中MQCA的最

大残留限量（4.0 μ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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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定量离子；b.定性离子。

图 3 阴性大黄鱼样品定量限加标多反应监测图

Fig. 3 MRM chromatograms of large yellow croaker sample spiked at 

a level equal to the LOQ

2.6 方法回收率和精密度

分别准确称取经验证不含M Q C A的草鱼、大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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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对虾肉（5±0.02）g，分别添加3 个不同质量浓度

的MQCA标准溶液，使得添加后的3 种样品中MQCA
含量分别为1.0、5.0、20.0 μg/kg，每个添加水平按照

本方法重复测定6  次，连续测定3  d，计算加标回收

率、日内精密度和日间精密度。如表2所示，MQCA在

1.0、5.0、20.0 μg/kg 3 个添加水平条件下和3 种样品基

质中的平均回收率为74.2%～86.5%，相对标准偏差为

3.14%～6.54%。

表 2 MQCA的加标回收率和精密度实验

Table 2 Recoveries and precision (RSDs) of MQCA from spiked fish 

and shrimp samples

水产品
种类

添加水平/
（μg/kg）

平均
回收率/%

日内相对标准
偏差/%（n=6）

日间相对标准
偏差/%（n=3）

草鱼

1.0 75.0 5.10 6.82
5.0 80.5 4.95 7.41

20.0 85.9 4.63 5.02

大黄鱼

1.0 74.2 6.54 8.54
5.0 81.6 5.23 6.45

20.0 86.5 4.56 7.15

对虾

1.0 76.5 4.14 8.23
5.0 78.9 3.89 7.05

20.0 82.6 3.14 4.15

2.7 实际样品分析

根据历年对水产品中MQCA的常规监测结果，淡水

鱼中MQCA的检出率较高。采用本方法对2015年农业部风

险监测项目中包括草鱼、鲤鱼、鲫鱼等不同种类共200 个
淡水鱼样品中MQCA的残留量进行检测。200 个样品中未

检出MQCA。同时抽取部分样品用农业部1077号公告-5-2008
《水产品中喹乙醇代谢物残留量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规

定的方法和文献报道的HLB柱或MAX柱净化-UPLC-MS/MS 
法进行检测，与使用本方法的检测结果一致。

3 结 论

本研究利用免疫亲和柱高特异性和净化效果好的优

点，通过研究与免疫亲和柱适宜的样品提取方法、上柱

液类型、淋洗液组成、洗脱液类型，UPLC-MS/MS的流

动相类型及组成等因素，建立了免疫亲和柱净化-UPLC-
MS/MS检测水产品中MQCA的方法。实验过程有机溶

剂耗用量低于以往其他方法，绿色、环保、经济，且

实验简便易操作，基质效应低，回收率高，结合UPLC-
MS/MS的高灵敏度和精密度，本方法的检出限可低至 

0.4 μg/kg，已成功应用于实际样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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