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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吲哚胺2，3-二氧化酶（IDO）代谢通路及色氨酸的下游代谢产物。

应，影响肿瘤治疗的有效性。在色氨酸代谢途径

T_]^ST`abcdUVe4fgUV
I4JKLM12GNOPQ!RSTUV
r4wx,/yz
{|}qRSTUVeG~Ä
êd3ëíäãìo8$
中，IDO 将色氨酸分解成犬尿氨酸。色氨酸、犬
ehijk
,-./( )*123
@AB lPGm
尿氨酸和其他下游代谢物，
这些代谢物可以作为
WX34@AB
YRSTZ[\]^STQRS
NvrÅÇ4ÉÑÖÜáàâäãGåm=
! "#$% &'())*++ ,-./012345678
CAR-T
细胞治疗中 IDO 活性的生物标志物。
enoeQpqrstRSTUVeuPv

T_]^ST`abcdUVe4fgUV
çé4ièêa!
x, RëíìGîïQw
由于大多数色氨酸代谢物极性很大， LC-MS

9:;<=>?@A/03B,C D$EEF=>

r4wx,/yz {|}qRSTUVeG~Ä GH0IC JK$µEF&)+ L/M.MNC "$OP
图2. 对 EMASS-II 离子源接口参数的优化结果。最终确定喷针到质谱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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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对分离缓冲液和分离毛细管柱的优化结果。以 100µM乙酸为分离缓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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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可获得最高的灵敏度。在毛细管柱筛选时可以发现，分析物容易被裸管
吸附，而阳离子涂层毛细管可以获得有更高的灵敏度和更快的分离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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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9种代谢物的提取离子电泳图（10
µ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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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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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试剂：
CMP Scientific ECE-001 型毛细管电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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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kV 时质谱响应即灵敏度最佳。图3 显示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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裸管吸附，而使用 CC1 型阳离子涂层毛细管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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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获得更高的灵敏度和更快的分离效率。
图4 是

9:5 对 9 种 IDO 潜在的生物标志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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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的电泳图谱，这些标志物包括色氨酸、犬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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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酸。如 图4 所示，IDO 的 9 种代谢物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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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6 分钟内实现快速高效的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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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采集参数设置为质谱仪的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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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验通过 ECE-001 型毛细管电泳仪、

电渗流泵驱动的同轴鞘流液 EMASS-II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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