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gilent 6210 飞行时间质谱

从样品到答案



行业领先的操作性能

Agilent 6210 飞行时间质谱具有您所需要的

优良性能：

• 2 ppm 的质量精度保证了更高的分析可

信度

• 分析复杂的混合物，将目标化合物从干

扰物中区分出来

• 更宽的动态范围，可以实现高丰度和低

丰度化合物的鉴定

• 即使在很窄的色谱峰条件下，利用其超

快的数据采集速度分析未分离的色谱峰

组分

• 优异的灵敏度可以检测低浓度的组分

• 在配合组合离子源的条件下，利用正/负

极性切换模式可以获得更多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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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容易地获得结果

Agilent 6210 飞行时间质谱的质量精度和其

它性能完全统一，操作非常简单。全自动

调谐和全自动的参比离子导入保证了最高

的操作性能。专业的应用软件用于分析结

果的优化和提高分析效率，适合于大分子

和小分子的应用。具有 walk-up 和远程数

据浏览功能的软件进一步简化了操作。

优异的质量精度和分辨率提高了可信度

6210 飞行时间质谱是高质量精度，高分辨

率，宽动态范围和高采集速率的组合。

对于小分子化合物，Agilent 6210 飞行时

间质谱 2 ppm 的精度可以准确获得分子式

组成及鉴定化合物。对于大分子化合物的

分析，2 ppm 的精度可以大大降低可能分

子式的数量，您可以根据精确质量数得到

正确的结果。

6210 飞行时间质谱优异的分辨率大大提高

了目标化合物与样品中可能的共流出峰或

者是基质干扰峰的分离度。6210 可以区分

很多具有表面质量相同的化合物，而且可

以鉴定蛋白质后修饰的基团或者是修饰位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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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样品到答案

无论您是分析潜在药物化合物或是环境样品、蛋白质、合成肽，Agilent 6210 飞行时间质谱以其优良的性能，强

大的应用软件帮助您实现快速地从样品获得答案。

标样浓度：0.1 - 5 ng/ml

6210 飞行时间质谱可以实现 1-2 ppm 的常规检测精
度，下图显示了 β2-激动剂标样和尿液添加样品的 18
小时分析结果

尿液添加浓度：
2 ng/ml - 250 ng/ml

马布特罗

克仑特罗

雷托帕明

班布特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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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动态范围有助于鉴定微量组分以及简

化操作

Agilent 6210飞行时间具有 3 个数量以上

的质谱— 质谱扫描间的动态范围，而无需

人为地进行信号衰减导致灵敏度降低。宽

动态范围可以有效地分析高浓度样品中的

低丰度组分。由于不需要准确匹配样品的

浓度，因此 6210 飞行时间质谱可以实现自

动操作。

快速数据采集功能与快速液相色谱完全

匹配

在 40 谱图/秒的速度下，即使您使用最快

的色谱分离，6210 飞行时间质谱也可以获

得可靠的定性和定量结果。即使在 1-2 秒

峰宽的条件下，您也可以检测到未分离或

分离不好的峰。快速谱图采集保证了更准

确的峰面积测量，从而保证了更准确的定

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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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0飞行时间的高分辨率保证了
所有组分的最佳分离

Agilent 6210 飞行时间质谱

宽动态范围可以保证主成分和低浓度成分被准确地检测出来，而且可以使用内标校正

安捷伦调谐标样混合溶液的质量数

参考质量数
m/z 922.010

样品
m/z 582.319

1.6 ppm
质量偏差



1.0 2.0 3.0
Time, min

0.390.39 1.141.14 2.64

0.97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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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盖各种离子源

6210 飞行时间具有最广泛的离子源选择，

包括双喷雾器。双喷雾器通过自动导入内

标参比标样可以得到最高的质量精度。它

还具有全自动调谐的功能。

• 双喷雾器电喷雾离子源

• 双喷雾器纳流电喷雾离子源

• 大气压化学离子源，用于电喷雾不易离

子化的弱极性化合物

• 大气压光电离源用于电喷雾和大气压化

学电离的补充离子源

• 毛细管电泳-质谱接口

• 动态脉冲聚焦-大气压基质辅助激光解析

质谱用于蛋白质组学的高通量分析

• 组合源可以同时采集电喷雾和大气压化

学电离的质谱信号，大大提高分析效率

• 液相色谱-芯片和液相色谱芯片-质谱接口

可以得到极高的分离度和检测灵敏度

* PDF-MALDI 离子源是一级激光产品

涵盖最广的应用领域

配备合适的液相色谱，离子源和软件，Agilent 6210 飞行时间质谱可以应对

各种分析挑战：从合成化学中的化合物的确认到复杂蛋白质表达谱的研究。

在一次分析中，6210飞行时间的快速极性切换和组合离子源可以一次检测需要不同极性和需要不同离子
化模式的化合物

组合源可以同时采集电喷雾和大气

压化学电离的质谱信号，大大提高

分析效率

双喷雾器电喷雾离子源可以

方便地获得精确质量数

液相色谱芯片-质谱接口可以得
到极高的分离度和检测灵敏度

己磺酸
负离子模式 ESI
质量偏差 = -4.26 ppm

咔唑
正离子模式 APCI 

质量偏差
= 0.13 ppm

菲酚
负离子模式 APCI
质量偏差 = 0.20 ppm

结晶紫
正离子模式 ESI

质量偏差 = -2.57 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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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分子化合物的分析更加简单

如果您要进行高通量分析，杂质分析，环

境样品或是法医分析，6210飞行时间质谱

可以提供：

• 实验分子式确认软件用于目标化合物的

确认

• 实验分子式生成软件用于检测杂质和未

知化合物的分析

• 特征离子提取和相关性计算提高了实验

分子式确认和数据库检索的准确度

生物大分子的分析

如果您要分析蛋白质和多肽，天然

产物或合成产物，6210 飞行时

间可以：

• MassHunter 生化分析

软件用于蛋白质和多肽

杂质的分析，以及鉴定

未预见的变性成分和未

知成分

• MassHunter 表达软件可

以分析化合物的位点和数据

的图形化，用于差异表达研究

和生物标识物的发现研究

提高了分析效率和操作简单化

还有其它的应用软件可以使更多的用户使

用飞行时间质谱以及进行数据的浏览

• MassHunter Easy Access 软件具有简

单，易用的特点，是共享仪器。多用户

使用的理想软件

• 数据浏览软件可以实现在没有飞行时间

质谱软件下，也可以浏览数据

以上软件与大分子，小分子和其它应用软

件完全兼容

Agilent 6210 飞行时间质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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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确认化合物的特性

实验分子式确认软件可以使您快速而方便

地确认目标化合物存在与否。从实验分子

式开始，它核对预计的图谱，寻找目标质

量数。它会计算中性分子丢失，附加离子

和其它常见的改性。程序会自动生成对于

每一个化合物的单页格式的报告。

用实验分子式生成软件鉴定未知化合物

从质量数列表中，您可以对于每一个未知

化合物生成最可能的分子式，可以使用一

系列的参数：

• 质量误差容限

• 可能包含元素的列表

• 每个元素的最小和最大的数量

• 电子状态（奇数或是偶数电子）

• 价态

• 最大误差范围

• 最大可能分子式的列表

结果可以方便地根据质量误差或同位素匹

配率的顺序排列。

小分子化合物确定以及分析未知化合物更加容易

6210飞行时间质谱 2 ppm的质量精度保证了化合物的确认和杂质的鉴定分析。在许多情况下，只要有精确质量

数的数据足以。在其它情况下，它可以降低可能的分子式的数量，以保证确认和鉴定分析更加容易。

Empirical Formula: C10H9ClN4O2S †Exact Mass: 284.01347 †Sample Name: 10 ng sulfa †Sample ID:  
Data File Name: p:\Projects\sulfa 2\Data\10ng_sulfa.wiff †Acq Time:  May 08 2005, 12:05:38 PM

Species Abundance (counts) Target Mass (amu) Measured Mass (amu) Mass Error (m/z) Mass Error (ppm) 

[M+H]+ 59329.42 285.02075 285.02019 –.00056 –1.97

[M+Na]+ 2799.10 307.00270 307.00248 –.00021 –.70

Page  of 1Empirical Formula Confirmation Report

Thursday, May 8, 2005Page 1 of 1

XIC of +TOF MS: 284.9 to 307.1 amu from 10ng_sulfa.wiff Max. 7.0e5 c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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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F MS: 3.773 to 4.124 min from 10ng_sulfa.wiff Agilent Max. 5.9e4 cou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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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F MS: 3.773 to 4.124 min from 10ng_sulfa.wiff Agilent Max. 5.9e4 cou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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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rget mass region expanded

1

实验分子式报告显示了每一个目标化合物的必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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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原始数据变成有价值的数据结果

全新而功能强大的分子特征提取和相

关性计算软件可以增强肽和小分子化

合物等复杂样品的定性分析的准确度。

通过从原始数据鉴别相应的信息，它

增强了分子式确认或数据检索的准确

性。

分子特征提取和相关性计算可以在总

离子流图中确定有共同变量的那些组。

每一组都代表了其独特的特征。结果，

计算鉴别出总离子流中的所有组分，

而不只是色谱峰，因为色谱峰的下面

还有许多化合物信息。这种功能可以

有效地去除化学背景。

在鉴别出特征组分以及去除背景之后，

会自动鉴别出价态。另外，它还可以

鉴别出附加离子的状态，然后将同一

化合物归为一。还有，软件还可以分

析同位素，然后只报告出单一同位素

的质量数，最后计算出准确的分子式，

最后进行数据库检索。

Agilent 6210 飞行时间质谱

实验分子式生成程序根据精确质量数和您对样品的了解列出最可能的结果

利用分子特征提取和相关性计算软件对牛血清蛋白质添加肌红蛋白样品的原始数据进行处理，可以从 1.7亿个数据点中鉴别出大约 1600个化合物。总离子流图的局部
放大图

可能的
分子式

集成紫外检测

相应的质谱图

~1600 个化合物~1.7 亿个数据点

分子特征提取和

相关性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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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Bioconfrimation 软件来确认蛋白

质和鉴别修饰组分

如果您的研究涉及重组蛋白质或多肽的研

究，Agilent MassHunter Bioconfiramtion

软件会帮助您在进行昂贵的测试之前确认

蛋白质的特性和鉴定修饰性质。

优化的解卷积功能得到更准确的结果

用解卷积来分析蛋白质和多肽的谱图。与

其它竞争对手的软件不同，Agilent的生化

分析软件包含独立的用于蛋白质分析和多

肽分析的解卷积计算功能。

功能更强大的分子特征提取加强了多肽的

鉴别准确性和覆盖率

MassHunter Bioconfirmation 软件具有分

子特征提取和相关性计算功能可以准确确

定复杂样品中所有的化合物，而不止只是

峰。您可以将质量列表倒入数据库检索程

序，如 Agilent 的 SpectrumMill 程序，进

行肽质量谱的快速鉴定。

快速，高效地确认重组蛋白质…

Bioconfirmation 软件帮助您快速而有效地

确认全蛋白质和重组蛋白质。对于每一个

样品，它都可以生成蛋白质确认报告，将

分子量列表以及未预见的修饰或变性基团

或杂质。

从蛋白质组学数据到答案

6210 飞行时间质谱出色的质量精度，分辨率，和重现性使它成为蛋白质分析的理想平台。专门用于蛋白质确认和

表达谱分析的软件将更加快速而准确地从蛋白质数据中获取有用的信息。

MassHunter Bioconfirmation 软件可以识别蛋白质修饰基团，如图中解卷积结果所示

β-球蛋白样品的蛋白质确认报告，表中列出了目标蛋白质（A 和 B 的变性），其质量误差在几个 ppm 内

硝化

天然

氧化

其他，
发现的
非目标
蛋白质

A 与 B 
的变性



www.agilent.com/chem/tof 9

…及未预见变量的鉴别

当鉴定报告发现位预见的变性时，再进行酶

解蛋白质和再分析，然后用 Bioconfirmation

软件进行肽质量图分析，最后发现与预见

序列一致和不一致的部分，最后确定变性

基团的位点和性质。

表达谱软件用于快速准确地发现生物标

识物

配合合适的液相色谱，离子源，6210 飞行

时间质谱是一个理想的用于快速而准确地

表达谱研究的平台。Agilent MassHunter

Bioconfiramtion 软件可以用于化合物的定

位和数据结果的图形化显示。另外一个功

能是通过自由的糖基团的表达谱的分析用

于糖蛋白的质量控制。

出色的化合物定位

MassHunter Profiling 软件利用分子识别

提取和相关性计算功能可以确定在每一个

复杂多肽混合物中的所有组分。

功能强大的数据统计计较和绘图的软件

MassHunter Profiling 软件可以利用统计

学对两个样品的分析结果进行比较，它可

以显示多个变量，如质量数，保留时间和

丰度，所有的结果可以以表格或是图形表

示。

Agilent 6210 飞行时间质谱

牛血清蛋白质添加两个不同水平的肌红蛋白的样品，模拟差异表达蛋白样品的分析。MassHunter Profiling 软
件可以准确地鉴别出在不同“表达水平”的肌红蛋白离子。可以将每一个特征离子的信息以表格列出，还可以

单一 pop-up格式显示

当重组蛋白质分析结果显示了出现了变异性蛋白质时，交互式序列编辑器/匹配器帮助您将变性基团的位置定位

实测值与理论值的比较

酶解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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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方便地方法设定和数据采集

无论您是液质方面的专家或是新手，

MassHunter 工作站极大地简化了液质的

操作。

• 全自动调谐 — 已经被证明的可靠的自动

调谐程序保证性能的最优化。

• 在分析方法设定上更节约时间 — 可以直

接从 Excel 表中倒入序列。

• 从单一界面上运行方法 — 单一界面用于

液相色谱和质谱的配置，显示您所需要

的所有信息。

强大的数据分析软件

数据分析软件可以数据的定量和定性分析。

它还可以配合特殊的应用软件以增强功能，

用于小分子确认和鉴别，或是蛋白质的确

认和表达谱的研究。

Microsoft是微软公司的美国注册商标

应用软件将分析效率最大化

6210 飞行时间使用 Agilent MassHunter 工作站进行数据采集，它大大简化了方法设定和运行，最终大大提高了

分析效率。其它的功能增强软件具有共享，多用户登录，适合多个用户以及远程数据的浏览。

数据分析软件包括各种功能，

而这些功能可以高效地

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

使用简单，一个界面就可以进行仪器的控制和数据的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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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地实现 2 ppm 质量精度的分析

Agilent MassHunter Easy Access 软件可

以使您快速方便地操作您的飞行时间质谱，

输入基本样品信息，以及从列表中选择分

析方法。软件甚至可以显示样品放在哪个

位置。分析结果可以用电子邮件发出，而

且还可以编辑成只含有你需要信息的格式。

数据浏览器软件 (Data Browser) 可以

实现远程的数据浏览

Agilent Data Browser 软件可以使您在没有

质谱软件的条件下浏览所有的数据结果。

它是 Easy Access 软件的很好补充。Easy

Access 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将数据发到您办

公室的电脑中，而您可以使用 Data Browser

软件快速浏览数据。

对于高通量确认，数据浏览器软件可以在

一个界面上显示整个的多孔板的信息。颜

色编码可以使您直观地发现合成是否成功。

它还可以显示质量的误差和样品的纯度。

对于未知化合物的分析，数据浏览器软件

可以生成分子式或者数据库检索结果。

Plate results displayed
at a glance

Agilent 6210 飞行时间质谱

通过 Data Browser软件可以远程浏览飞行时间质朴谱的数据

Easy Access 软件显示了一个简化的界面，方便任何用户的操作，不管是专家还是新手。它常常被用于合成化
合物的确认或者鉴别未知化合物



欲了解更多的信息，请浏览下面的网站：

www.agilent.com/chem/tof

在线购买：

www.agilent.com/chem/store

联系您所在地区的客户服务代表：

www.agilent.com/chem/contactus

更多的信息

性能指标

质量范围

m/z 50-12000

质量精度

< 2 ppm, RMS, 在内标校正的条件下，用利

血平测试, (M + H)+ (m/z 609.2807)

分辨率

> 13000 对于 m/z 2722

质谱的采集速度

从m/z 100－到m/z 3000，采集速度是 20

谱图／秒

从m/z 100－到m/z 1000，采集速度是 40

谱图／秒

灵敏度

信噪比 > 10:1 (峰-峰)，10 pg 的利血平，离

子为 (M + H)+, m/z 609.2807

测试条件

色谱柱— ZORBAX 快速分离柱

SB-C18 2.1 x 30 mm, 3.5 µm

流动相— 25% 的水+75% 的甲醇及 5 mM

的醋酸胺

流速：400 µL/min

极性切换

每秒钟可以采集 1 个全正离子模式的谱图

及 1 个全负离子模式的谱图

全球统一的服务和技术支持

Agilent 在生命科学和化学分析领域以最细

致周到的服务和技术支持而著称。我们的

高效的网络和结构使得我们在世界 40 多个

国家提供服务和技术支持；所以无论您在

哪里，我们都可以提供您所需要的服务。

而且，我们的目标不只是停留在被动响应

上，而是主动为客户提供及时周到的技术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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