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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现在，越来越多的生物制药公司开始使用 Orbitrap 类型的

质谱进行单抗药物的表征分析，包括完整分子质量、轻重链分

子质量、肽图、糖链、二硫键、宿主蛋白残留等等。基于分

子质量测定的方法更加快速和直接，尤其是通过单抗轻重链分

子质量测定的方法，不仅可以得到分子质量的信息，而且可以

获得和轻重链相关的二硫键信息、部分氨基酸后修饰位点的信

息，糖基化结合位置的信息、ADC 结合位置的信息等等，同

时，相对于完整分子质量的分析，单抗轻重链分子质量测定可

以帮助客户获得更加细化和准确的信息。在实际样品分析的过

程中，我们可以通过优化色谱分离条件、质谱分析条件来获得

最佳的轻重链分子质量谱图和相关信息。

目前，基于 Orbitrap 类型的 Q-Exactive 系列、LTQ-Orbitrap 

系列、Orbitrap-Fusion 系列的质谱仪器都可以进行各种类型的单

抗表征分析，在这里我们以 Q-Exactive plus 仪器为测试平台，

进行了单抗轻重链分子质量分析的色谱和质谱参数优化，相似

的参数可以直接应用到其它基于 Orbitrap 类型的质谱仪器上，

为生物制药客户的实际样品分析提供了参考依据。

2. 实验部分 

2.1 仪器和试剂

质谱仪器：Q-Exactive plus（赛默飞世尔科技，美国）；

色谱仪器：Dionex 3000 液相色谱系统（赛默飞世尔科技，

美国）；

色谱柱：Agilent Zorbax 300，SB-C8, 3 µm，2.1×50 mm；

试 剂 ： 二 次 去 离 子 水 ， 色 谱 级 乙 腈 ， 色 谱 级 甲

酸，DTT（Sigma-Aldrich）。

优化色谱质谱参数获得理想的单抗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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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样品前处理方法

1 mg/mL 的 Herceptin 及其脱糖形式的单抗溶液，在保证 

DTT 终浓度 20 mM 的条件下，37℃ 反应 2 小时，然后直接用

于后续色谱质谱分析。

2.3 色谱质谱分析方法

色谱分析条件：具体见表 1；

流动相 A：0.1% 甲酸水溶液；B：0.1% 甲酸乙腈溶液
流速 300 µL/min
柱温 75℃
色谱梯度 时间/min B相浓度/%

0 5
1（3） 5
1.5（3.5） 30
4.5（8） 50
5（8.5） 90
6（10） 90
6.5（12） 5
10（15） 5

表 1. 轻重链分子质量测定的色谱分析条件

（备注：该应用报告中，使用了 2 种不同的色谱梯度，10 分钟和 15 

分钟，括号中为 15 分钟色谱梯度的设置参数。）

质谱分析条件：具体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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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轻重链分子质量测定的质谱分析条件

图 1. Q-Exactive 质谱采集的单抗轻链原始质谱图（SID 代表源内碎裂

能量，右上角的数字代表峰强度）

图 2. Q-Exactive 质谱采集的单抗重链原始质谱图（SID 代表源内碎裂

能量，右上角的数字代表峰强度）

喷雾电压  4 kV
毛细管加热温度  275℃
S-lens  60 %
鞘气流速  25（arb）
辅助气流速  10（arb）
m/z 扫描范围  600–4000
源内碎裂能量（SID） 0/30/50/70/100（eV）
分辨率  15000（m/z 200）
Microscan  10

2.4 数据分析方法

采用 Protein Deconvolution 4.0 软件对原始质谱图进行去

卷积处理，几个重要的参数需要进行调节，1）Target Mass：

轻链为 23000 Da，重链为 46000 Da；2）Minimum Adjacent 

Charge：6 to 10；3）Mass Tolerance：20 ppm；4）Noise 

Rejection：99% confidence；5）m/z range：根据原始质谱图

中的信号分布进行调整；6）Output Mass Range：根据 target 

mass 进行调整，最后得到单抗轻重链去卷积后的分子质量信

息。

3. 结果与讨论

3.1 源内碎裂（SID）质谱参数对单抗轻重链分子质量测定的影响

影响蛋白分子量测定的因素有很多，包括：流动相、溶液

体系（不挥发性盐）、杂质成分、样品浓度、pH 值、样品在

源内分解或碎裂、质谱分辨率等情况。在单抗轻重链测定的过

程中，我们也会考虑到这些因素，一般我们选用 0.1% 甲酸的

水溶液和 0.1% 甲酸的乙腈溶液作为流动相；如果单抗原溶液

中含有不挥发性盐，我们建议进行脱盐处理，比如说使用超滤

管脱盐，同时如果含有 SDS、Tween 等表面活性剂或者去垢

剂最好也进行超滤或者使用其它表面活性剂和去垢剂去除试剂

盒进行去除；如果含有杂质成分，也需要根据杂质的组成和性

质进行杂质去除；样品的浓度不能太低，否则信噪比低，造成

质量误差增大。以上这些参数主要同样品前处理相关，需要作

样人员在质谱分析前进行前处理制备。而对于在质谱分析中，

可以调节的参数主要是源内碎裂能量（SID），在这里我们就

一起探讨一下该参数对轻重链分子质量的影响。

详细质谱参数如表 2 所示，源内碎裂能量（SID）使用 

0/30/50/70 和 100 eV 五个不同的电压参数进行数据的采集，

轻链的原始质谱图如图 1 所示，重链的原始质谱图如图 2 所

示，从图 1 和图 2 中，我们可以看到，随着 SID 能量的增加，

轻重链的质荷比分布向高质量端移动，并且在 70 eV 的时候发

生了显著的质荷比移动和信噪比的降低，这主要是由于施加的

电压增大，轻重链发生降解的可能性增多，以致质谱峰信噪比

降低，峰强度降低，而轻链相对分子量比较小，比较简单，因

此信号改变不是很明显，但对于重链，我们可以很明显的观察

到这个现象。因此在实际样品的测试中，考虑到信噪比和强度

这两个重要的因素，我们可以在 0–50 eV 的电压值下进行优化

（当然也不排除样品特殊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提高 SID 值进

行优化），在 Herceptin 样品的测试中，我们选择 30 eV 进行

后续的样品采集和进一步的色谱条件优化。

3.2 液相色谱梯度的优化

  在样品初步测试的过程中，我们使用 10 分钟的色谱梯度

进行样品测试，得到的 LC-MS 色谱质谱图如图 3 所示，可以

看到轻重链在同一个色谱峰中出峰，没有实现完全的分离，不

过从质谱图中可以看到，色谱峰的前半部分为轻链，后半部

分为重链，可以实现轻重链的分子质量测定。在不考虑时间

限制的情况下，可以适当的延长色谱梯度，实现轻重链的完

全分离，如图 4 所示，轻重链的色谱洗脱梯度主要在乙腈相 

20%–50%，延长该段时间到 5 分钟，延长总色谱梯度时间到 

15 分钟，就可以实现轻重链的完全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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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Q-Exactive 质谱采集的 10 分钟色谱梯度的单抗轻重链色谱质谱图

图4  Q-Exactive质谱采集的15分钟色谱梯度的单抗轻重链色谱质谱图

3.3 完整和脱糖 Herceptin 的轻重链分子量测定

  基于以上的色谱和质谱条件优化，以 SID 为 30 eV 和色谱时

间为 15 min，完整和脱糖 Herceptin 的轻链 LC-MS 以及原始

质谱图如图 5 所示，相应的去卷积质谱镜像图如图 6 所示，可

以看到轻链的平均分子质量为 23438 Da；相应的重链 LC-MS 

以及原始质谱图如图 7 所示，相应的去卷积质谱镜像图如图 8 

所示，可以看到脱糖重链的平均分子质量为 49149 Da，完整 

Herceptin 的糖型主要存在形式为 2G0F 和 G0F+G1F。

图 5. Q-Exactive 质谱采集的 15 分钟色谱梯度的完整和脱糖 Herceptin 

的轻链色谱质谱图

图 6. Q-Exactive 质谱采集的 15 分钟色谱梯度的完整和脱糖 Herceptin 

的轻链去卷积分子质量镜像图

图 7. Q-Exactive 质谱采集的 15 分钟色谱梯度的完整和脱糖 Herceptin 

的重链色谱质谱图

图 8. Q-Exactive 质谱采集的 15 分钟色谱梯度的完整和脱糖 Herceptin 

的重链去卷积分子质量镜像图

4. 结论

本文基于 Q-Exactive plus 质谱平台，主要优化了源内碎裂能

量（SID）这一质谱参数和色谱洗脱梯度，从而实现了单抗轻

重链有效的色谱分离和高信噪比的质谱测定，为药物开发、生

产和质检过程中的单抗轻重链分析提供了直接的实验方法，同

时相似的质谱参数也可以应用到其它基于 Orbitrap 类型的质谱

仪器上，为广大的生物制药客户提供了单抗样品轻重链快速分

析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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