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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图7 西罗莫司的二级谱图
图7. 西罗莫司的二级谱图。

本文建立的基于阀切换的2D-LC技术与QTRAP® 质谱技
术的联用方法，可有效解决前端液相色谱分离必须使用非
挥发盐流动相系统与后端采用质谱检测器的兼容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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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省了工作人员在杂质检测和分析中重新方法开发液相方

法的时间，同时Qtrap四极杆- 线性离子阱复合质谱系统具有

总结
本文建立的基于阀切换的2D-LC技术与QTRAP® 质谱技术的联
用方法，可有效解决前端液相色谱分离必须使用非挥发盐流动相
系统与后端采用质谱检测器的兼容性问题，节省了工作人员在杂
质检测和分析中重新方法开发液相方法的时间，同时Qtrap四极杆线性离子阱复合质谱系统具有特有的信息相关采集模式（IDA）
和智能化的DBS功能触发EPI 图谱采集的方式，实现了一次进样
分析，同时获得杂质的一级质谱和高质量的二级质谱信息，避免
了二次采集，减少了分析时间，使得药物杂质鉴定变的简单、方
便、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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