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捷伦毛细管电泳和 CE/MS 解决方案

卓越的灵活性和可靠性
拓展您的发现

安捷伦毛细管电泳和 CE/MS 解决方案概览

毛细管电泳解决方案
安捷伦科技公司二十多年来不断致力于开发毛细管电泳仪器和解决方案。我们在该技术领域的丰富经验带来了
对仪器的持续技术改进，并促进了高性能消耗品和试剂盒的开发。
Agilent 7100 毛细管电泳系统 — 应对分析挑战的灵活而可靠的平台
Agilent 7100 毛细管电泳系统代表了最高水平的工业设计、体现了成千上万用户对复杂分离和
稳定的常规分析的期待和需求。在该仪器的整个开发过程中，始终贯彻了实用、简单的方法
开发和维护，以及可进行任何类型毛细管电泳实验的灵活性的设计理念。覆盖各类应用的用
户支持主导了每个设计决策，确保能提供高质量的消耗品、试剂盒和方法，以及包括基础入
门读本和特定应用简报在内的大量文献。

针对毛细管电泳和 CE/MS 分析，安捷伦提供了完整的、真正集成化的单一供应商解决方案：
• 值得信赖且成熟的安捷伦仪器和附件
• 用于控制系统中所有仪器的单一标准软件包
• 大量应用、试剂盒和消耗品产品组合
• 行业领先的服务和支持
Agilent 7100 毛细管电泳系统完全集成到了安捷伦主软件包中，从而免除了软件方面的额外
支出和培训，让您在毛细管电泳和 CE/MS 方面快人一步。广泛使用的 Agilent OpenLAB CDS
（ChemStation 版）已为安捷伦气相色谱和 HPLC 系统用户所熟悉，而 Agilent MassHunter 则是
所有精密安捷伦质谱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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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ILENT 7100 毛细管电泳系统

应对最具挑战性的分离
Agilent 7100 毛细管电泳系统提供了一流的分析性能以及可供选择的各种检测器，并且与 Agilent
6000 系列质谱仪完全集成在一套完整的解决方案中。7100 毛细管电泳系统集享有盛誉的安
捷伦可靠性、熟悉的安捷伦软件系统和可信赖的单一供应商解决方案等众多优势于一身，是
您实验室下一台（或第一台）毛细管电泳或 CE/MS 系统的不二之选。
业内领先的分析能力

Agilent 7100 毛细管电泳系统的特点：

7100 毛细管电泳系统可与各种可靠的安捷伦分析工具无

• 最高灵敏度的 UV 分析 — 包含 1200 Infinity 型二极管阵
列检测器

缝匹配。成熟的 Agilent 1200 Infinity 系列液相色谱技术
包括快速电子器件、高灵敏度二极管阵列检测器和标准
的安捷伦软件套件，如 OpenLAB CDS（ChemStation 版）
和 MassHunter，可轻松扩展实验室分析能力。

• 扩展的 UV 灵敏度 — 安捷伦扩展光程（“鼓泡”检测池）
毛细管和高灵敏度和高灵敏度检测池选件
• 方便、快速地更换毛细管 — 空气冷却，免除了液体和
密封
• 灵活的外接检测器 — 模拟输入/输出，A/D 转换器将信
号导入软件
• 单一供应商 CE/MS 解决方案 — 毛细管电泳系统、接口、
质谱和单一软件套件集成化
• 安捷伦缓冲液更新系统 — 高通量和无人值守自动化操
作，实现最高重现性
• 降低了运行成本 — 长寿命部件和消耗品，可快速进行
维护

了解更多：www.agilent.com/chem/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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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ILENT 7100 毛细管电泳系统

针对高性能和易用性而设计
采用卓越的工程技术和严苛的工业设计原则，加上丰富的科学专业知识，造就了极致的毛细管
电泳性能，并使其在常规检测和复杂分析实验中都具有最大的实用性。
让您的投资得到最大回报

用于 UV-DAD 的带准直接口的毛细管卡套

带样品瓶感应器和入口/出口升降装置的自动进样
器转盘

高灵敏度检测池提供最长检测光程

快速而安全的毛细管操作

无缝衔接的自动化访问

提高 UV 灵敏度

利用滑动机制，可在几分钟内更换方便卡

即使在运行过程中也能进行操作的自动进

增加光程而又不降低分离度是提高毛细管

套中各种长度的熔融石英毛细管。由于无

样器设计。保持和更换样品瓶或样品，用

电泳灵敏度的关键，安捷伦独特的鼓泡检

需液体冷却，可以方便地更换毛细管，轻

安捷伦缓冲液更新系统以无人值守模式排

测池将灵敏度提高了 3 到 5 倍。还可以选

松免除了任何密封问题。自动将检测器窗

空和再注满缓冲液。

择 1.2 mm 光程高灵敏度检测器进一步提高

口对准正确的光学狭缝，用任何毛细管都

灵敏度。

可以得到可重现的数据。

FPO

便于进行维护

外接检测器的直接连接口

轻松维护

连接性

模块式设计可以让主要部件滑出，便于维

通过模拟输入/输出连接器与快速电子器件

护及维修。

连接外接检测器，并具有将外部数据导入
OpenLAB 软件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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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ILENT CE/MS 解决方案

唯一的全面集成 CE/MS 单一供应商解决方案
安捷伦为 CE/MS 的每个方面都提供了重要技术，从高灵敏度检测到简化系统间连接的接口。Agilent
7100 毛细管电泳系统可以与任何 Agilent 6000 系列质谱系统直接连接，只用一台计算机就能对毛细
管电泳系统和质谱进行全面控制。
利用正交的高分离能力和可靠的质谱信息，拓展
您的发现…
Agilent CE/MS 接口采用三重套管鞘流技术，能提供稳定的电
喷雾和精确控制的流速，甚至可以实现无人值守序列操作。
这项技术也降低了理想毛细管电泳分离所需的化学成分与离
子化试剂的结合，从而提高目标化合物的质谱离子化效率。
该接口已为全球各地的科学家们提供了数年稳定的服务。

Agilent CE/MS 解决方案特点：
• 拥有完整的 Agilent 6000 MS 系列产品可供选择 — 单四极杆、
三重串联四极杆、TOF 和 QTOF
• 采用三重套管接口来优化分离和质谱离子化，不牺牲性能
• 可以选择的离子源范围 — 标准 ESI 和安捷伦喷射流热梯度聚
焦技术，还可以根据需要选择 APPI 和 APCI 源
• 灵活地添加检测器 — UV-DAD、LIF 和 CCD 可以与 MS 平行
使用
• 小分子灵敏度低至 ppt 级别 — 使用配置了 iFunnel 的仪器
• 采用标准 Agilent MassHunter 软件控制整个系统 —一套软件，
一个工作站
• 单一供应商解决方案 — 集成化系统和单一来源技术支持

了解更多：www.agilent.com/chem/c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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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细管电泳的原理

用于带电荷化合物分析的最佳工具
毛细管电泳 (CE) 为从无机离子到大分子聚合物或蛋白质等带电荷物质提供了独特的高效和高分
离度快速分离。可以轻松实现用液相色谱通常很难完成的分离，同时还能采用不同的分离机理
提供基于化合物在电场中淌度（质量/电荷）的额外正交数据。毛细管电泳还适用于样品量非
常有限的分离应用，其所需要的溶剂要比液相色谱或离子色谱要少得多。
毛细管电泳的特点：
通常在高电场下（高达 30 kV）的 25 - 100 µm 内径狭窄熔融石英毛细管内进行，毛细管电泳可以
实现高效分离，同时降低了焦耳热。
• 带电荷或极性分子的高分离度分离 — 柱效最高可达 N > 105 到 106
• 各种电泳技术 — 基于淌度、pI 值、分子大小或疏水性进行分离
• 最小的样品体积 — 总共只需要几 µL，进样体积为 nL 级
• 只需最少的样品前处理 — 没有固定相意味着吸附风险更小
• 低样品和缓冲液消耗 — 只用几 mL 水性缓冲液（一般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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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离子分析物
阴离子分析物

带正电荷的分析物在管内液流

带负电荷的分析物沿管内液流逆向

前方迁移。分子越小，或带电

迁移。如果 EOF 的速度大于其本身

荷越多，其迁移速度越快。

的迁移速度，将经过检测器到达阴
极。否则将不会抵达检测器，从而
不被记录。

中性分析物
在所选缓冲液 pH 下呈中性的
化合物，在 CZE 模式下不会
被电场分离，而是随 EOF 被

内壁负电荷

动迁移。

熔融石英毛细管共价键合的负电荷

电渗流

形成带负电荷的内壁。带电荷状态

EOF 是毛细管的电渗液流。

与特定缓冲液的 pH 值密切相关。

它是因熔融石英毛细管表面
离子化和/或表面离子形态的
吸附而形成。在溶液中的反
离子沿管壁形成反离子层，

电场中带电荷化合物基于淌度进行分离。熔融石英毛细管内的叠加电渗流也推动中性化合物到达阴极和检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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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施加电压后，会带动管内
液流向阴极迁移。

毛细管电泳的分离模式

一台仪器具有多种用途
毛细管电泳的分离多样性源自其独特的基本原理和多样的操作模式。Agilent 7100 毛细管电泳系
统构建了一个分析平台，可轻松实现所有可能的毛细管电泳模式和应用。
毛细管电泳的分离多样性 — 从无机离子到蛋白质分析
CGE
t=0
t>0
ࢇएዊ

毛细管凝胶电泳 (CGE)

毛细管区带电泳 (CZE)
CZE 是最简单的毛细管电泳形式。在 CZE 中，毛细管内充满电解质（运行缓
冲液），样品会于进样口引入，并施加电场。

CGE 尤其适用于对蛋白质和核酸等大分子进行基于分子大小的分离。当带电
荷的分析物在聚合物网状结构中迁移时，将受到阻滞，较大分子受到的阻滞比
较小分子更大。如果没有凝胶，DNA 和 SDS 结合蛋白将不能分离，因为其质
荷比没有区别。

CIEF

றဦ࠶ా؊ᄣࢅଇႠۉዊं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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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 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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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0

胶束电动色谱 (MEKC)
MEKC 为电泳和色谱的混合模式，是生物制药分析中广泛使用的毛细管电泳
模式，同时，也可用于小分子分析。它是唯一一种可以用于分离中性分析物，
以及带电荷分析物的电泳技术。

毛细管等电聚焦 (CIEF)
CIEF 是一项“高分离度”电泳技术，用于基于等电点 (pI) 的多肽和蛋白质分
离。CIEF 可用于分离等电点相差约 0.005 pI 单位的蛋白质。

CI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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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OF

毛细管电色谱 (CEC)
CEC 是一种微型化的液相色谱形式，使用电场将液体通过 EOF 泵入填充色谱

t=0
T

L

t>0

毛细管等速电泳 (CITP)
CITP 是一种“移动边界”电泳技术，该技术中采用两种缓冲液系统组合，以使
分析物以相同速度按照相互分离但又相互连接的条带进行移动。该区带夹在先
导和后继电解质之间。在一个 CITP 实验中，既可以分析阳离子，又可以分析
阴离子。还可以利用 ITP 的堆积效应提高灵敏度。

柱中，具有极高的塔板数。

下载毛细管电泳基础导论：
www.agilent.com/chem/library
搜索出版号 5990-3777EN

了解更多：www.agilent.com/chem/c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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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捷伦毛细管电泳和 CE/MS 应用实例

丰富的应用选项
灵活设置仪器参数可以让用户轻松复制任何应用，或根据需要优化自己的方法。开放式平台方法
可以灵活地集成安捷伦质谱或第三方检测器，扩展其实用性，从而提高灵敏度和特异性。
毛细管电泳可分离广泛的化学成分 — Agilent 7100 毛细管电泳系统均可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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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导体级 H2O2 中痕量阴离子的测定

使用 CE/MS 测量 APTS 标记的、由 mAb 释放出来的
N- 糖链

下载应用简报：

下载应用简报：

www.agilent.com/chem/library
搜索出版号 5990-3392EN

www.agilent.com/chem/library
搜索出版号 5991-1020C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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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G 样品中低含量杂质的检测

单克隆抗体异构体定量分析

下载应用简报：

下载应用简报：

www.agilent.com/chem/library
搜索出版号 5990-7976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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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捷伦毛细管电泳和 CE/MS 软件

现代化的构架、直观的控制、可信的数据
成熟的安捷伦软件套件，包括 MassHunter、OpenLAB CDS 和在线实验室顾问软件均支持毛
细管电泳和 CE/MS。这些行业领先的工具实现了对安捷伦仪器的全面控制，提供了无可比
拟的强大功能和灵活性，同时还具有前瞻性设计。
标准的软件套件使毛细管电泳系统与您的实验室融为
一体

OpenLAB CDS（ChemStation 版）

Agilent OpenLAB CDS（ChemStation 版）是成千上万液相色谱、气
相色谱和毛细管电泳实验室都熟悉的标准软件。无论您使用的是
带 UV-DAD 检测的毛细管电泳系统，还是与安捷伦单四极杆质谱
系统联用的毛细管电泳系统，软件都能为定性和定量工作提供方
便完整的套件。
安捷伦在线实验室顾问软件是对这款软件的扩展，带有重要的诊
断工具，能对性能和数据质量进行检验和保障。
Agilent MassHunter 软件支持所有 Agilent 6000 系列 TOF、QTOF 和
QQQ MS 仪器，是这些仪器与毛细管电泳系统集成的必备软件。
因为 MassHunter 覆盖了液相色谱和毛细管电泳，这两种应用都可
以用同一个工作站和软件进行控制，所以可以在 LC/MS 与 CE/MS
之间进行轻松切换。

标准的 7100 毛细管电泳系统仪器控制和数据分析软件可以扩展到对
Agilent 6000 系列单四极杆质谱系统进行控制

在线实验室顾问软件

MassHunter 数据采集软件

7100 毛细管电泳系统的仪器诊断套件，在基础诊断工具包的基础上提

Version B.05.01 及以上版本，除了能对标准的 1200 Infinity 系列

供额外的特性和工具

HPLC 进行控制以外，还包含了对 7100 毛细管电泳系统仪器的控制，
适用于所有 Agilent 6000 系列 TOF、QTOF 和 QQQ MS 仪器

了解更多：www.agilent.com/chem/c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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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捷伦试剂盒和消耗品

快速启动获取可靠数据
安捷伦为毛细管电泳提供了范围广泛的高质量消耗品。该方法对纯度和精密度有严格的要
求，需要关注的影响因素包括缓冲液的浓度和 pH 等，同时纳升进样体积需要精确切割的
毛细管，而高灵敏度的 UV 检测则取决于可重现的鼓泡检测池毛细管。安捷伦全面的毛细
管电泳消耗品系列提供上述所有以及更多的产品。

毛细管电泳溶液试剂盒是包含可立即使用的方法和试剂的完整
套件。这些试剂盒为使用毛细管电泳技术提供了完美开端，确
保无需进行方法开发即可成功完成特定应用实验。采用以下安
捷伦试剂盒溶液，可以实现高重现性、快速和高可信度的常规离

֑ᆩઁආ 1:100 ဏ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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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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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捷伦成熟的试剂盒包括专为成功进行实验而优化
的试剂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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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分析：
• 阳离子溶液试剂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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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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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采用预定义的试剂盒可简单而快速地进行无机阳离子
毛细管电泳分析

• 无机阴离子溶液试剂盒
• 法医阴离子溶液试剂盒
• 有机酸溶液试剂盒

下载消耗品目录：
www.agilent.com/chem/library
搜索出版号 5990-3822C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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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捷伦服务与支持

让您获得最大的投资回报
为了确保实验室正常运行并使您的投资价值最大化，安捷伦提供了完备的服务计划。我们的
服务协议涵盖安捷伦仪器以及非安捷伦仪器，可帮助您控制成本，提高工作效率，并从我们
全球化的专业服务人员网络中获益，最终实现您的战略目标。

选择适合您的计划
Ҿযᆫޜခऺࣄ
ূಈޜခ

ᆀಈޜခ

ཟಈޜခ

ᆶᆫޜခၹᅱዐࡥ߃ޜڦခ
Ҿযޜခԍኤ
၎ܔӀႴྼႪޜْڇခࢇڦཞप՚ᆫံၚᆌ
ᆘॲࣆۉኧ
ॲࣆۉኧ

ྼႪ
ޜခ

安捷伦金牌优势服务
ᆫံ

Քጚ

Քጚ

如果您的实验室无法承受停机风险。
优先响应服务适用于需要保证关键任务系统持续不断
运行的高通量实验室。

၄ྼׇႪޜခ
փ၌ْ၄ྼׇႪॠֱǄԈઔֶ୫ࢅݯહခݯǅ
ྼႪ้Ⴔڦևॲ
ྼႪႴڦၩࡼ/ದॲ*Ԉઔ࠶תĂހංĂ
࠶ୟĂፇॲĂࢅڨԠሺഗ

安捷伦银牌优势服务

ྼࢺޜခ

特别适合不需要金牌服务的优先响应，但需要完整的年

܈၄ׇᇨݞႠྼࢺ

度服务以使系统和实验室保持最高水平的工作状态。

如果优化实验室效率对您至关重要。

ံڦኑࢅԒߢ
Ҿযᇺࠥײ࿚-ၹዺ**
Ҿযᇺࠥײ࿚-Ԓߢ**†
Ҿযᇺࠥײ࿚-ᇨয়**
ߛᆩႠޜခ
ܔჽޜڦခ้क़༵ࠃᆫࣳ
ࢇࡀޜခǄǅ

†

安捷伦铜牌优势服务
用于严格控制经费。
让您的预算不受突发性维修支出影响的简单方法，包
括不限次数的电话和现场支持，加上使系统恢复正常
运行所需要的所有部件和消耗品。

ӿ֡ፕණኤ (OQ) ้ၛች੩
ԍኤཚࡗ֡ፕණኤ
ӿምණኤ (RQ) ้ၛች੩
* ᅜںړଭևॲ߸࣑አ֧ྺጚă
** සᆶ༵ࠃăႴᄲҾጎăසࡕኻႴথፌگຕଉڦဣཥǈሶ௨Ҿጎݯă
† ༬ۨԒߢᆩă

了解更多：www.agilent.com/chem/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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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
www.agilent.com/chem/ce:cn
www.agilent.com/chem/cems
在线购买：
www.agilent.com/chem/store
查找当地的安捷伦客户中心：
www.agilent.com/chem/contactus:cn
安捷伦客户服务中心：
免费专线：800-820-3278
400-820-3278（手机用户）
联系我们：
customer-cn@agilent.com
在线询价：
www.agilent.com/chem/quote:cn

本文中的信息、说明和指标如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 安捷伦科技公司，2013
2013 年 2 月 1 日，中国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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