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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在线净化前处理HPLC-MS/MS测定香精
香料中的麦角甾醇和麦角甾酮
李

晶，倪朝敏，陈建华，米其利，孔维松，王晓辉，杨光宇，李雪梅，杨叶昆*
（云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云南 昆明

摘

650106）

要：建立一种新型的在线净化前处理装置结合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tandem with mass spectrometry，HPLC-MS/MS）法测定香精香料中的麦角甾醇和麦角甾酮。该前处
理装置结合基质分散萃取和柱层析对样品进行萃取和净化，之后对样品进行浓缩并利用HPLC-MS/MS分析测定。
HPLC-MS/MS方法以甲醇和水为流动相，0.4 mL/min流速条件下梯度洗脱，采用C18色谱柱进行液相色谱分离，大气
压正离子方式电离，多重反应监测模式检测，内标法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该方法前处理方便且稳定性强，溶
剂可回收，净化萃取浓缩为一体；目标物质麦角甾醇和麦角甾酮能在5 min内得到分离检测，在1.5～250 µg/mL范围
内具有较好的线性，各待测物的线性相关系数均大于0.999，检出限为0.32～0.35 µg/mL，在不同添加水平条件下，
平均回收率为86%～96%，相对标准偏差在3.1%～3.6%之间。本方法能较好地应用于香精香料实际样品中麦角甾醇
和麦角甾酮的测定。
关键词：麦角甾醇；麦角甾酮；在线净化前处理；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香精香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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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method using a new online purifying pretreatment system and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tandem
mass spectrometry (HPLC-MS/MS) was established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ergosterol and ergotsterone in food flavors
and spices. The pretreatment method in combination with matrix solid-phase dispersion and column chromatography was
used for sample extraction and puriﬁcation, followed by concentration and analysis by HPLC-MS/MS. The analysis was
performed on a C18 column with gradient elution with a mobile phase consisting of water and methanol at a ﬂow rate of
0.4 mL/min. The mass spectrometer with an atmospheric pressure chemical ionization (APCI) source in the positive ion
mode was operated using multiple reaction monitoring (MRM) and an internal standard method was used for quantiﬁca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retreatment method was simple and stable with solvent recycle, integrating extraction,
puriﬁcation and concentration. The two analytes could be separated in 5 min with good linearity in the concentration range of
1.5–250 µg/mL with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larger than 0.999. The limits of detection (LODs) were 0.32 µg/mL for
ergosterol and 0.35 µg/mL for ergotsterone. The mean recoveries of the target compounds at three different spiked levels
were 86%–96% with relative deviations (RSDs) of 3.1%–3.6%. This method is suitable for the analysis of ergosterol and
ergotsterone in food ﬂavors and sp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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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精香料是重要的添加剂，与食品安全休戚相关，

变样品为实验室自制样品，采用增加水分后在空气相对

因此对香精香料进行霉变监控与预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湿度80%，温度37 ℃条件下高温高湿培养加速霉变，直

[1-3]

义

。麦角甾醇和麦角甾酮是真菌细胞膜中的主要甾体
[4]

类化合物，主要存在于绝大多数的真菌细胞膜中 ，维系

至得到感官明显能感觉到霉变的样品。
1.2

着真菌细胞的正常代谢[5-8]，据报道麦角甾醇的量与真菌

仪器与设备
ACQUITY超高效液相色谱仪

的生物量存在着相关关系（麦角甾醇可作为评价粮食质

API4000QTRAP质谱仪

量安全的敏感指标之一）；因其在大部分植物中不含有

Milli-Q50超纯水仪

或含量很小，其良好的特异性和稳定性使其可作为霉菌

平（感量0.1 mg）

[9]

污染的标记物 ，作为质量安全指标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
广泛的研究与应用

[10-13]

目前，对麦角甾酮与麦角甾醇的定性与定量分析研
究已经很多，主要报道的方法有毛细管电泳法

[14]

波振荡器

、高效

1.3
1.3.1

美国应用生物系统公司；

美国Millipore公司；BT224S电子天

德国Sartorius公司；SK5200型超声
上海科导超声仪器有限公司；0.45 μm有机

针式过滤器

。

美国Waters公司；

上海安谱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方法
溶液配制

和气相色谱-质谱

标准溶液：分别准确称取5.0 mg（精确至0.1 mg）的

等。由于香精香料基质复杂，有些样品具有高水分

麦角甾醇和麦角甾酮于10 mL容量瓶中，用甲醇溶解并

高糖分的特点，单纯利用液相色谱紫外检测存在着定性

定容至刻度，配制成质量浓度均为0.5 mg/mL的标准储备

困难的问题，而利用气相色谱方法存在着前处理复杂的

液，使用时用甲醇稀释成所需质量浓度的标准工作液。

液相色谱法
法

[15-20]

、液相色谱-质谱法

[21-22]

[23-27]

问题，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high performance liquid

内标溶液：称取5.0 mg的胆甾烷醇酮-6-酮至10 mL棕

chromatography-tandem mass spectrometry，HPLC-MS/
MS）在定性和定量方面都具有其优点，目前香精香料中

色容量瓶中，用甲醇溶解并定容至刻度，配制成质量浓
度为0.5 mg/mL的内标储备液；使用时稀释成50 µg/mL的

麦角甾酮和麦角甾醇同时测定的方法还鲜见报道。

内标工作液。

基质固相分散前处理是近年来一种新的固相提取技
术

[28]

，可以将提取净化集于一体，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基

质复杂样品的前处理，可以有效避免HPLC-MS/MS由于

1.3.2

HPLC-MS/MS条件

色谱条件：色谱柱：ACQUITY UPLC TM BEH C 18
（2.1 mm×100 mm，1.7 μm）；流速0.4 mL/min；柱温

基体效应造成的信号影响[29]。本研究基于基质固相分散

40 ℃；进样量5 μL；流动相：A为水，B为HPLC级甲

处理的原理，设计开发出一种新型的在线净化前处理装

醇；流动相梯度洗脱程序：0.0～6.0 min，95% B递增至

置，用于基质复杂的香精香料的前处理净化，方法操作

100% B；6.0～7.5 min保持100% B；8.0 min还原为初始

简单，净化萃取浓缩为一体，经过提取净化后的样品利

状态95% B。
质谱条件：电离方式：大气压化学电离源；正离子

用HPLC-MS/MS进行测定，可以应用于香精香料中麦角

模式扫描；多反应监测模式；电喷雾电压5 500 V；离子

甾醇和麦角甾酮的监控分析。

源温度650 ℃；离子对的驻留监测时间100 ms；辅助气
1

Gas1压力60 psi；辅助气Gas2压力70 psi；各分析物的质

材料与方法

谱检测参数见表1。
1.1

材料与试剂

表1

麦角甾醇、麦角甾酮（纯度≥99%）
Chromadex公司；胆甾烷醇酮-6-酮（纯度＞99.0%）

加拿大

克公司；硫酸钠（分析纯）

德国默

西陇化工有限公司；

硫酸钠于200 ℃烘烤6 h后，冷却放入磨口塞玻璃瓶
内，置于干燥器内备用；所有实验用水均为去离子水
（18.2 MΩ•cm），由Milli-Q超纯水纯化系统制得。
香精香料样品为某香精香料生产企业提供，模拟霉

化合物质谱检测参数
MS parameters of the analytes

分析物

母离子
（m/z）

子离子
（m/z）

去簇
电压/V

碰撞
能量/V

碰撞池
电压/V

麦角甾醇
麦角甾酮
胆甾烷醇酮-6-酮

379.5
393.4
403.4

69.3*、159.2
268.2
367.4、385.3*

28
65
44

39
35
16

15
10
10

百灵

威科技有限公司；甲醇、乙腈、二氯甲烷（均为色谱纯）
美国Merk公司；球形硅胶（40～60 µm）

Table 1

注：*.定量离子。

1.3.3

样品前处理
本研究设计了一个基于固相分散萃取和硅胶柱层析的

新型在线净化装置，如图1所示。装置以索式提取装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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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进行了提取净化固相试剂的装填，以及方便进行溶

对抽出筒下端进行改装，加入了1 个三通阀进行溶剂的

剂回收的三通阀和用于定量浓缩的有刻度的尾管设计。

冷凝或者回收。样品利用硅胶进行基质分散，装填好
筛板、硅胶层、样品硅胶层和无水硫酸钠层，将三通

1

阀调整到提取管与圆底烧瓶相通的状态，启动水浴锅
加热，溶剂蒸发后再经冷凝管回流冷凝到填料管中；

2
15
14
13
12
11
9

10
8

溶剂把样品中的麦角甾醇和麦角甾酮洗脱下来，通过

3

硅胶层进行净化，部分极性杂质被净化；回流后的样
品溶液经无水硫酸钠层干燥，以便于溶剂回流和冷
4

凝，经过一段时间的回流提取，样品中的麦角甾醇和
麦角甾酮被完全提取并转移到圆底烧瓶内；然后转换

5
6

三通阀，让溶剂从溶剂回收出口流出，这样圆底烧瓶
中的溶液不断被浓缩，当溶剂浓缩到干后，换成反相

7

色谱分析常用溶剂乙腈进行残余样品的溶解，即可供

1.回流冷凝管；2.磨口；3.提取器；4.溶剂汽流管；5.磨口；

液相色谱分析用。

6.溶剂；7.尾管；8.烧瓶（250 mL）；9.溶剂回收口；10.三通

2.1.2

阀；11.筛板；12.硅胶；13.样品；14.无水硫酸钠；15.填料管。
图1
Fig. 1

样品前处理装置的结构图

Schematic of the sample preparation apparatus

前处理溶剂选择
本研究中样品前处理的关键步骤是硅胶固相萃取净

化，溶剂的选择非常重要，溶剂对硅胶柱的洗脱强度适
当才能让麦角甾醇和麦角甾酮从硅胶柱上洗脱，并让杂

处理步骤如下：1）准确称取香精或料液样品1.0 g，
加入质量浓度为50 µg/mL的内标工作液200 µL，然后加

质更多地保留在柱上，从而达到样品净化的目的。硅胶
为极性固定相，选择适当的溶剂洗脱可让麦角甾醇和麦

入2.0 g的硅胶和样品充分研磨均匀；2）在样品前处理装

角甾酮与样品中的共存组分分离而达到样品净化。由于

置中的填料管中加入一个筛板以防止硅胶滑落，先加入

麦角甾醇和麦角甾酮均为小极性化合物，用溶剂强度相

10 g硅胶，微微振动，使硅胶在筛板上形成一层，然后将

对弱的溶剂洗脱可把待测成分完全洗脱下来，而香精香

样品硅胶加入填料管，稍微振动，使之填充严实，形成

料中的糖类、有机酸、酯类、醇类、醛、酮等中大极性

样品硅胶层；之后再在样品硅胶层铺2.5 g无水硫酸钠，

的干扰成分大部分保留在硅胶柱，这样可达到样品净化的

同样振动，使之装填严实平整。3）将装填好的填料管连

效果。通过实验石油醚、环己烷、正己烷、二氯甲烷、三

接上索式提取器，在烧瓶中加入60 mL二氯甲烷，三通阀

氯甲烷对样品的净化效果，结果表明石油醚、环己烷、正

调整为填料管连接烧瓶状态，水浴60 ℃条件下加热回流

己烷溶剂洗脱强度较弱，麦角甾醇和麦角甾酮不能被完全

提取样品45 min。4）样品提取完后，三通阀调整为提取

洗脱，回收率低于50%；二氯甲烷和三氯甲烷具有较强的

管与溶剂回收口相通状态，使溶剂从回收口流出，回收

洗脱能力，麦角甾醇和麦角甾酮回收率均在90%以上；实

溶剂并浓缩样品直至烧瓶尾管中的样品溶液浓缩尽干；

验发现，如果换成极性更大的乙酸乙酯或丙酮作为洗脱溶

5）向尾管中加入1 mL乙腈溶解残余物，溶液用0.45 µm

剂，麦角甾醇和麦角甾酮也能被完全洗脱，但由于洗脱下

滤膜过滤后，按选定仪器条件测定麦角甾醇和麦角甾酮

来的杂质成分也相应增加，样品浓缩时容易出现沉淀或变

含量。

浑浊，影响样品的净化效果。考虑到二氯甲烷毒性比三氯
甲烷低，而且沸点低，容易实现回流，因此，本实验中选

2

结果与分析

择二氯甲烷作为前处理中的溶剂。
2.1.3

2.1
2.1.1

样品前处理条件
样品前处理装置

前处理溶剂体积优化
在提取实验中，需在提取装置中加入足够量的溶

剂，以保持溶剂在前处理过程中能回流循环；本实验中

对于麦角甾醇和麦角甾酮的测定，样品前处理一

采用体积为50 mL的提取管，实验表明，当提取装置中

般分为样品提取、固相萃取（或柱层析）净化、浓缩三

的溶剂量达40 mL时能保持正常回流循环，溶剂加入量

步；采用的方法多为样品用溶剂提取，然后用硅胶固相

在50～80 mL之间待测组分的回收率均稳定，均在90%以

萃取柱（或反相固相萃取）净化，再供仪器分析用。为

上，继续增加溶剂量对待测组分的回收率没有影响，但

简化操作，本研究设计了一个带柱层析功能的索氏提取

会导致样品前处理的溶剂消耗增加。考虑到在样品前处

装置（图1），装置由普通索式提取装置改装而来（球形

理过程中溶剂因蒸发而有少量损失，因此选择在提取器

烧瓶500 mL，抽出筒直径40 mm，抽出筒长190 mm），

中加入60 mL的二氯甲烷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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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69.3
4.0
3.5
3.0
2.5
379.6
2.0
159.2
1.5
145.1
1.0 57.2 83.2 109.1 147.2 157.1 199.2
253.4
143.2 161.1201.5 213.5 295.3 309.5
0.5
70.2 93.4 137.5 189.2 219.3241.2267.3 297.3 323.5 351.6
0.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m/z

前处理温度优化
6
ᕪᓖ／˄10 cps˅

本实验进行不同前处理温度回收率的优化实验发
现，二氯甲烷沸点仅为39.8 ℃，当水浴温度超过45 ℃
时，尾管烧瓶中的溶剂开始沸腾，随温度升高，溶剂蒸
发速度迅速加快，当温度达到55～65 ℃时溶剂蒸发速率
能达到5 mL/min左右（稍大于提取管内柱层析上的流下
速度）。如果温度低于55 ℃，溶剂蒸发慢，需延长样品
处理时间。由于洗脱流速受硅胶柱的控制，进一步升高

b
7
ᕪᓖ／˄10 cps˅

温度虽然会增加溶剂的蒸发速率，但过量的溶剂会从导
气管分流出，不能加快洗脱速率；而且温度过高会增加
提取过程中的溶剂损失，增加样品前处理过程中的溶剂
消耗并污染实验室环境；因此，实验优化选择水浴温度
为60 ℃。
2.1.5

前处理提取时间优化

图3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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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2.3

20
30
图2

40
50
ᨀਆᰦ䰤/min
提取时间对回收率的影响

2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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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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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21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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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 215.4
71.2
1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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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线性关系、检出限和定量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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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extraction time on the recovery

选取经硅胶基质分散的样品，在60 ℃的水浴中进
行回流提取，考察提取时间对麦角甾醇和麦角甾酮测定
40、45、50、60 min的测定结果，如图2所示。结果表
明：提取时间在40 min以后麦角甾醇和麦角甾酮萃取效

2

3

1 000
500
0

结果的影响。比较了提取时间分别为20、25、30、3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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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䰤/min
1.胆甾烷醇酮-6-酮（IS）；2.麦角甾醇；3.麦角甾酮。图5同。
图4

率达到一个稳定值，测定结果趋于稳定，进一步延长提

Fig. 4

标准溶液色谱图

MRM chromatograms of standards

取时间则会导致更多的杂质洗脱下来而影响样品的净化
效果；为节约时间并避免引入更多的干扰成分，本实验

以甲醇作为溶剂，配制一系列标准溶液，采用实验

选择45 min作为样品提取的最佳时间。

优化的方法进行分析检测，待测物质能在5 min内进行有

2.2

效分离，标准样品色谱图如图4所示。采用内标法得到的

HPLC-MS/MS分析条件优化
通过查阅文献，胆甾烷醇酮-6-酮可用作HPLC-MS/
[30]

麦角甾醇和麦角甾酮的线性关系，检出限和定量限见表

，由于它们的化学性质基本相

2。其中检出限和定量限分别取最低质量浓度标准溶液连

同，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因为样品损失造成的分析误

续10 次进样，计算测定结果的标准偏差，由3 倍和10 倍

差，提高结果的准确性；而且胆甾烷醇酮-6-酮不是香精

的标准偏差得到。

MS测定甾醇的内标物

香料中的固有成分，其保留时间和待测组分不重叠，故
本实验中选择胆甾烷醇酮-6-酮作为内标物质。
在固定其他条件不变，本研究中优化选用大气压化学
电离源为离子源，[M＋H]＋是信号比较强的离子碎片，其
子离子扫描图见图3。因此本实验选择正离子扫描模式。
由于在大气压化学电离模式下，乙酸铵、乙酸等电喷

表2
Table 2

麦角甾醇、麦角甾酮的线性关系、检出限和定量限
Linear regression equations, correlation coefﬁcients, limits of
detection and quantiﬁcation for the analytes

分析物

线性范围/
（μg/mL）

回归方程

相关系数
（R）

检出限/
（μg/mL）

定量限/
（μg/mL）

麦角甾醇
麦角甾酮

1.5～200
2.0～250

Y=2.292X－0.018 3
Y=1.923X－0.014 7

0.999 4
0.999 2

0.32
0.35

0.98
1.16

雾要求较低的挥发性缓冲盐会抑制麦角甾醇等甾体类化合
物的有效电离，使其响应信号降低，故优选甲醇-水体系
作为流动相，选择5 µL进样量，色谱柱温度为40 ℃。

以目标物质的色谱峰面积Y对其质量浓度
X（μg/mL）进行线性回归。从表2可以看出，目标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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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在1.5～250 μg/mL范围内线性关系良好，相关系数大
于0.999，麦角甾醇定量限为0.98 μg/mL，麦角甾酮定量

某模拟霉变香料样品的MRM色谱，分析结果见表3。其

限为1.16 μg/mL。

2.1节），并用文献[21]的方法对测定结果进行验证，结

2.3.2

果表明，本方法的分析结果和对照方法相符合，测定结

重复性考察结果
为考察方法的精密度，对5 种不同类型的模拟霉变

中1、2、7～9为人工加速霉变的模拟样品（处理方法如

果准确。

香精香料进行7 次日内重复测定，结果表明，麦角甾醇

结果表明，除5 种人工模拟加速霉变的样品外，其

的相对标准偏差在2.8%～3.2%之间，麦角甾酮的相对

他企业在用的香精香料样品中麦角甾醇和麦角甾酮含量

标准偏差在2.9%～3.4%之间，日内测定结果方法的日内

均低于检测限，说明企业在用香精香料中暂时没有发现

精密度较好。采用所建立的检测方法对5 种类型样品进

霉变风险，而本方法可以有效监控和检测到香精香料样

行了7 d的重复实验，结果表明，麦角甾醇的相对标准

品的霉变情况。

偏差在3.1%～3.6%之间，麦角甾酮的相对标准偏差在
3

3.3%～3.5%之间，方法的日间精密度较好。
2.3.3

结

论

方法的回收率结果
本实验以麦角甾醇和麦角甾酮为霉变标志物，建立

选取了5 种不同类型的模拟霉变香精香料，分别进
行了高（20 µg）、中（10 µg）、低（5 µg）3 个水平的

了一种新型在线净化前处理HPLC-MS/MS测定香精香料

加标回收率实验，麦角甾醇的回收率在91%～96%之间，

中的麦角甾醇和麦角甾酮的方法，用于香精香料样品霉

麦角甾酮的回收率在86%～93%之间，方法回收率较为理

变情况监控的筛查。方法结合基质分散萃取，柱层析以

想，可以应用于实际样品的分析测定。

及索式提取创新性的开发设计了一个在线净化前处理装

2.4

置，集萃取、净化和浓缩为一体，具有前处理简便易操

实际样品分析

作，稳定性强，溶剂可回收等优点，方法优化了液相色
૽ᓄᕪᓖ

1 500

1

谱和质谱的各个参数，采用内标法可以快速、有效地对

1 000

香精香料中的麦角甾醇和麦角甾酮进行测定，该方法已

2

经应用于实际样品的测定，可以对香精香料的安全风险

3

500

进行有效防控，具有重要应用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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