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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对小鼠血清中完整单克隆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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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药物的在线定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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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SS-II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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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疾病治疗和诊断
FhGij6klMmRZ[786:n<op
êm:në678kâ\]Bef:í<TáUVW
中已得到广泛的应用。近年来基于 LC-MS 技
6783/090:;<=>?@ABCDEF
qrsXYtuvw
STUVW xy<z{i|yu
qrsXYtuvw
STUVW（检测、
xy<z{i|yu
术的单克隆抗体的完整表征
识别、监测
XYì=Z[78îïñmóòE67890
GHIJ6KLMNOPQR
STUVW xy<àL
XY6!"
}6~MÄÅ<ÇÉÑÖÜ
TáUVW
和定量）已取得有效的进展。对于完整蛋白的分
}6~MÄÅ<ÇÉÑÖÜ
TáUVW xy<àL
kâ:í<ôöõúäa:njùúûM!
离，毛细管电泳技术相比传统 ãåçLä:éè
LC-MS 方法，仍
#$%6Z[\]^_`abcad`Befg
Tá
mZ[78kâäj:n<
Tá mZ[78kâäj:n<
ãåçLä:éè

$
! "#$%&'() *+,-./ 0 1 2 3 4 5 6

©™´6ã¨≠®Æ
áV(WWUØØ ° TáUVW
∞Ln;
采用 CC1 型阳离子涂层毛细管，
通过电渗

具有无法比拟的优势。为此，我们开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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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LC-MS
分析得到的小鼠血清中非糖基化单抗在
35-50,000 ng/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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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的校正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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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CE-MS 得到的小鼠血清中非糖基化单抗在 50-50,000 ng/mL 范围
内的校正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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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征和定量分析，CE-MS 技术可在完整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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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各种完整单抗分子的定量分析结果的总结。在采用相同的数据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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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提下，与 LC-MS 方法相比，CE-MS 具有更高的灵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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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小鼠血清中完整 单抗药物 mAb 的总离子图和原始质谱图。在数据处
理过程中，选取质谱峰时采用响应最高的5个电荷态的离子（蓝色框内），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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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11 个电荷异质体。对电荷异质体深度的鉴定分析发 总结
现，cetuximab 电荷异质性产生的主要原因是，1）Fc 亚 本研究通过对 cetuximab 复杂的电
应用简报
基 C 末端的赖氨酸（每个单链 Fc 上至多一个）
，2）Fd’ 荷异质体的研究验证了 middle-up
亚基上的 N-羟乙酰基神经氨酸（每个
Fd’亚基至多两
解决方案
总结CIEF-M 方法的显著能力。这种新
个），3）Fd’亚基上的脱乙酰氨修饰。
型工作流程对带有复杂电荷异质性
在本方法中，
通过 ECE-001 型毛细管电
仪器试剂：
蛋白的检测和解析具有巨大潜能。
CMP Scientific ECE-001 型毛细管电泳
仪。EMASS-II 型 CE-MS 联用离子源
(CMP Scientific，P/N: EM3001-A）。70cm
CC1 阳离子涂层毛细管（CMP Scientific，P/
N：E‐SC‐CC1‐360/150‐50‐70‐B1）。BGE
为 30% 醋酸。SL 为 5% 甲酸和 10% 甲醇。

泳仪与 EMASS-II 型 CE-MS 联用离子源成

功实现 CE 与 MS 联用，完成对小鼠血清中完
整单抗的在线分析。本实验结果表明，在对蛋白
药物进行定量分析时，CE-MS 不仅具有与LCMS 比拟的线性范围，还展现出传统方法无法达
到的更高灵敏度，CE-MS 在对生物药表征分析
中必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实验方法：
将不同数量的单抗药物 mAbs 加入小鼠血
清中，使其浓度范围从 35 ng/mL 到
50,000 ng/mL。

质谱参数：
扫描范围为 300–8,000 m/z。

结果
2. 完整的和裂解的
质谱图。
（a）完整 cetuximab，
图1 和cetuximab
图2 是 LC-MS
方法对小鼠血清

中非糖基化的完整单抗定量分析的结果，
图3，
是d）IdeS
b）IdeS 酶解后的
F(ab’)2，
（c）IdeS 酶解后的 scFc
（

本方法使用
对小鼠血清中非糖基化
解加 DTT 还原后的
LCCE-MS
和 Fd’。

的完整单抗定量分析的结果。在本方法中使用
LC-MS 和 CE-MS 两种方法对血清中完整单

解决方案 抗进行了定量分析。表1

为两种方法所得结果的

电离电压由比较，
EMASS-II
离子源（CMP
Scientific Corp.,
从比较结果可以看出，
在线性范围在检出
限和定量限的两项重要定量指标中，
CE-MS 需 2kV。
rooklyn, NY）
附带外接高压电源提供，设定电压为
要的绝对上样量都远远低于 LC-MS，这表明
电喷雾喷针型号为外径
1.0mm，内径 0.75mm，尖端开
CE-MS 的灵敏度远超 LC-MS。CE-MS 的高
口 30μm（CMP Scientific Corp., Brooklyn, NY）
。中性涂
灵敏度主要得益于自于 EMASS-II 型离子源
层毛细管 PS1
型号为，长度 75cm，外径
360μm，内径
带来的最大化的离子化效率，
同时也跟毛细管电
扫一扫，关注永道致远微信
扫一扫，关注永道致远微信
0μm (CMP泳技术固有的高分离能力有关。
Scientific Corp., Brooklyn,
NY)。阴极电解
本方法中开发的
www.evergauge.cn
CE-MS
方法可以对血清中完整单抗进行在线
液为 0.2 N 氢氧化铵溶液，阳极电解液为 1%甲酸，二
www.cmpscientific.com
永道致远科学技术有限公司
分析，与传统方法相比，检测限更低，分离效率更
者都加入 15%甘油。鞘流液为
20%醋酸和 25%乙腈。
永
道致远科学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新公路3399弄26号楼218室
好，所需的样品量也更少。
上海：133**********
蛋白质样品
（0.5mg/mL）中加入 1.5% Pharmalyte 和 20%
合肥：132**********
甘油。阴极电解液 950 mbar 注入 10s，样品 950 m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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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131**********
进样 75s。cIEF 电泳分离条件为 250V/cm，同时施加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