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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a）溶解分析物测量的连续信号；b）60 nm银纳米颗粒测量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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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纳米技术是一个快速发展的新兴领域，其发展和前景也

给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带来了许多巨大的挑战。纳米颗粒

正在被应用于众多材料和产品之中，如涂料（用于塑料、

玻璃和布料等）、遮光剂、抗菌绷带和服装、MRI造影剂、
生物医学元素标签和燃料添加剂等等。然而，纳米颗粒

的元素组成、颗粒数量、粒径和粒径分布的同步快速表

征同样也是难题。对于无机纳米颗粒，最为满足上述特

点的技术就是在单颗粒模式下应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

谱分析法（ICP-MS）。使用 ICP-MS 分析单纳米颗粒时，
需要采用有别于溶解元素测量的另一种不同方式。本文

介绍了单颗粒 ICP-MS 测量背后的理论，并通过溶解态
元素的分析进行比较，提出差异。

了解单颗粒 ICP-MS分析

如需通过 ICP-MS 有效地检测和测量单纳米颗粒，则需
以不同于溶解样品分析时的方式操作仪器。溶解样品和

单纳米颗粒分析的响应信号如图 1 所示。在图 1a 中，
稳态信号来自于溶解元素的测量；检测单颗粒时的信号

呈现脉冲状，如图 1b 中 60 nm 银颗粒检测信号所示。

在图 1b 中，每个峰代表一个颗粒。数据采集方式的差
异是理解单颗粒分析的关键，要理解这部分内容，最为

简单的方法就是分析与比较溶解态元素和颗粒测量时所

涉及的流程。

使用 ICP-MS进行溶解态分析

在测量溶解态元素时，气溶胶进入等离子体，液滴得到

去溶剂化与电离化。产生的离子进入四极杆，通过其质

荷比（m/z）进行分辨。四极杆在各质荷比（m/z）停
留一段时间，然后移动到下一质荷比（m/z）；各质荷
比（m/z）的分析时间被称作“驻留时间”。在各驻留
时间的测量完成之后，执行下一次测量之前，通过一定

时间进行电子器件的稳定。该时间段被称作“稳定时间”，

即暂停和处理时间。在分析溶解态元素时，产生的信号

基本上属于稳态信号，如图 2a 所示。然而，考虑到驻
留时间和稳定时间，由于存在电子器件的稳定时间，因

此检测信号其实是不连续的，而这是纳米颗粒分析时的

一个关键点（图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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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a）溶解态元素测量的连续信号；b）连续信号，其驻留时间和
稳定时间重叠，仅在停留时间内收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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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溶解态离子，因为元素溶解并产生连续信号，所以

错过的部分信号并不重要。

使用 ICP-MS进行单颗粒分析

以相同于溶解态溶液的方式，将水溶液中的颗粒引入等

离子体。当液滴在等离子体中去溶剂化时，产生的颗粒

经过电离化产生大量离子（每个颗粒形成一个离子云）。

随后，离子进入四极杆。然而，使用传统的 ICP-MS 数
据收集方式，且在驻留时间和稳定时间之间交替时，无

法始终检测到离子云。例如，如果离子云恰好落在驻留

时间窗口内，则可以被检测到。否则，如果离子云在稳

定时间内进入四极杆或到达检测器，则无法被检测到，

从而导致计数不准确。如图 3a所示，如果单颗粒（“信号”
峰）的离子云落在驻留时间窗口之外，则可能无法被检

测到。如图 3b 所示，当单颗粒的离子云落入驻留时间
窗口内时，可以检测到该离子云。当快速连续检测到多

个颗粒时，所得到的信号是一系列峰，各个峰都来自于

某一颗粒，具体如图 3c所示。

单颗粒 ICP-MS的时间参数

图 4 显示的是 ICP-MS 分析中涉及的时间参数。三个坐
标轴分别代表信号强度、质荷比（m/z）和时间。对于
常规 / 溶解态分析，质荷比轴和信号强度轴的重要性最
高：所得出的谱图是 m/z 与信号强度的图表。在考虑四
极杆从质荷比到质荷比的移动速度时，时间轴具有重要

意义，而此参数被称为“四极杆扫描速度”。在测量瞬态

信号的多个元素（如激光烧蚀和多元素形态分析）时，

四极杆扫描速度具有重要作用。

图 3. a）单纳米颗粒的信号落在驻留时间 / 测量窗口之外，因此未被
检测到；b）单纳米颗粒的信号落入驻留时间 /测量窗口内，因此被检
测到；c）多个纳米颗粒的信号落入驻留时间 /测量窗口内并被检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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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ICP-MS分析的时间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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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测量单个 m/z 的瞬态信号时，时间轴具有较高的重要
性，因为必须获取足够的数据点以形成一个数据峰。例如，

使用 HPLC/ICP-MS时，通常 4-10点 /秒足以形成一个峰。
HPLC 峰与单颗粒信号之间的对比显示，各颗粒离子团
的峰宽度通常是 HPLC 产生的峰宽的千分之一。因此，
单颗粒分析获取数据的速度必须非常快。时间轴变为“瞬

态数据采集速度”，其中涉及驻留时间和稳定时间。瞬态

数据采集速度越快，系统就越适用于单颗粒分析。

在单颗粒 ICP-MS 中，瞬态数据的采集速度由两个参数
组成：驻留时间（读取时间）和稳定时间（暂停和处理

时间）。十分重要的是，ICP-MS 采集信号所需的驻留时
间少于颗粒瞬态时间，从而避免因部分颗粒合并、颗粒

重合和团聚 / 聚集产生的错误信号。稳定时间越短，颗
粒遗漏的可能性就越小。图 5 展示了驻留时间（100 μs）
和时间窗口恒定的条件下，缩短稳定时间的重要性。如

图 5a 所示，仅有两个 100 μs 的窗口用以检测颗粒；其
余时间暂停采集信号，无法获取数据。在这种情况下，

一秒钟内仅进行约 100 次测量。因此，大部分时间都被
浪费了。图 5b 采用相同的驻留时间窗口，但稳定时间
为100 μs。因此，测量和寻找纳米颗粒所花费的时间更长，
即一秒钟内进行约 5,000 次测量。但是，仍然有一半的
时间被浪费了。图 5c显示的是不存在稳定时间的理想情
况。一秒钟内可进行 10,000 次测量，不存在时间浪费的
情况，所有时间皆用于寻找纳米颗粒，这是单颗粒

ICP-MS的理想情况。

单颗粒多次测量：理想情况

参见图 6 了解快速数据采集在单颗粒测量过程中的重要
性。在该图中，上部表示单颗粒脉冲，其与驻留时间和

稳定时间相关，而下部则表示相应的质谱仪响应（强度

对时间）。如图 6a 所示，在单一驻留时间窗口中检测到
两个颗粒，导致响应强度相当于检测到一个颗粒时的两

倍，此时并非理想情况。如果仪器驻留时间超过纳米颗

图 5.稳定时间和驻留时间对 ICP-MS测量的影响：a）沉稳定时间比驻
留时间长得多；b）稳定时间等于驻留时间；c）不存在稳定时间。

图 6. 驻留时间和稳定时间对单纳米颗粒测量的影响：a）检测到两个
颗粒；b）检测到一个颗粒；c）检测到一个颗粒的前半部分；d）检
测到一个颗粒的后半部分；e）未检测到颗粒。

粒的瞬态脉冲，则很容易遇到这种情况。如图 6b 所示，
在驻留时间窗口中检测到单个颗粒，产生的信号是图 6a
的一半大小，得到准确的数据。图 6c 和图 6d 显示的是
不理想的情况，其中仅检测到颗粒的部分离子脉冲，信

号强度因此较小，无法精准确定颗粒的尺寸。图 6e显示
的是最不理想的情况，其中的颗粒落在驻留时间窗口之

外，并未被检测到。这些例子证明了快速连续数据采集

功能的重要性。在该功能中，数据的连续采集不受到稳

定时间的影响，保证了颗粒计数的准确性，使每个进入

等离子体的颗粒都被纳入计数。

快速连续数据采集的另一个好处是可以从单个颗粒获得

多个数据点，从而消除颗粒遗漏，或仅检测到颗粒部分

离子云的情况。图 7 显示了具体的测量方法。如图 7a
所示，来自单个颗粒的信号经过多次测量。将各时间片

段的信号绘制成图，构成一个峰。当检测到多个颗粒时，

产生的峰是一系列时间片段，具体如图 7b所示。

图 8a 和 8b 显示了数据点如何绘制为单颗粒的信号峰。
如图 8a所示，以快速连续模式（无稳定时间）收集数据时，
驻留时间为 100 µs。在前 1.6 秒，可以看出峰由 6 个点

确定。如图 8b 所示，驻留时间减少至 50 µs，可使获取
的数据点达到两倍之多。因此，峰形由 12 个点确定，
峰形更加明确。这一示例证明了尽可能多采集数据点的

好处。

总结

如上文所述，相较于溶解态元素的测量，使用 ICP-MS
测量单颗粒有着很大不同。在测量单颗粒时，最重要的

因素是获取数据的速度：由于颗粒电离时间大约为微秒

级，因此关键的是保证快速数据采集，以及在多次测量

之间消除稳定时间。连续测量功能支持单颗粒电离后被

多次读数，这有助于更为准确地确定颗粒尺寸。对于单

颗粒 ICP-MS 分析，在小于或等于 100 µs 的驻留时间内
进行连续数据采集是纳米颗粒精确计数和粒度确定的最

重要仪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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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取得各颗粒多个测量值的能力：a）各颗粒的 6个数据点；b）各颗粒的 12个数据点。

图 7.各颗粒多个测量值的测量对以下方面的影响：a）单颗粒；及 b）顺序检测的多颗粒。 ies.

a b

IC
P-

M
S 

C
o

u
n

ts

驻留时间：100 µs

驻留时间：50 µsb

a

单颗粒多次测量：理想情况

参见图 6 了解快速数据采集在单颗粒测量过程中的重要
性。在该图中，上部表示单颗粒脉冲，其与驻留时间和

稳定时间相关，而下部则表示相应的质谱仪响应（强度

对时间）。如图 6a 所示，在单一驻留时间窗口中检测到
两个颗粒，导致响应强度相当于检测到一个颗粒时的两

倍，此时并非理想情况。如果仪器驻留时间超过纳米颗

粒的瞬态脉冲，则很容易遇到这种情况。如图 6b 所示，
在驻留时间窗口中检测到单个颗粒，产生的信号是图 6a
的一半大小，得到准确的数据。图 6c 和图 6d 显示的是
不理想的情况，其中仅检测到颗粒的部分离子脉冲，信

号强度因此较小，无法精准确定颗粒的尺寸。图 6e显示
的是最不理想的情况，其中的颗粒落在驻留时间窗口之

外，并未被检测到。这些例子证明了快速连续数据采集

功能的重要性。在该功能中，数据的连续采集不受到稳

定时间的影响，保证了颗粒计数的准确性，使每个进入

等离子体的颗粒都被纳入计数。

快速连续数据采集的另一个好处是可以从单个颗粒获得

多个数据点，从而消除颗粒遗漏，或仅检测到颗粒部分

离子云的情况。图 7 显示了具体的测量方法。如图 7a
所示，来自单个颗粒的信号经过多次测量。将各时间片

段的信号绘制成图，构成一个峰。当检测到多个颗粒时，

产生的峰是一系列时间片段，具体如图 7b所示。

图 8a 和 8b 显示了数据点如何绘制为单颗粒的信号峰。
如图 8a所示，以快速连续模式（无稳定时间）收集数据时，
驻留时间为 100 µs。在前 1.6 秒，可以看出峰由 6 个点

确定。如图 8b 所示，驻留时间减少至 50 µs，可使获取
的数据点达到两倍之多。因此，峰形由 12 个点确定，
峰形更加明确。这一示例证明了尽可能多采集数据点的

好处。

总结

如上文所述，相较于溶解态元素的测量，使用 ICP-MS
测量单颗粒有着很大不同。在测量单颗粒时，最重要的

因素是获取数据的速度：由于颗粒电离时间大约为微秒

级，因此关键的是保证快速数据采集，以及在多次测量

之间消除稳定时间。连续测量功能支持单颗粒电离后被

多次读数，这有助于更为准确地确定颗粒尺寸。对于单

颗粒 ICP-MS 分析，在小于或等于 100 µs 的驻留时间内
进行连续数据采集是纳米颗粒精确计数和粒度确定的最

重要仪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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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颗粒，导致响应强度相当于检测到一个颗粒时的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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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的瞬态脉冲，则很容易遇到这种情况。如图 6b 所示，
在驻留时间窗口中检测到单个颗粒，产生的信号是图 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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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并未被检测到。这些例子证明了快速连续数据采集

功能的重要性。在该功能中，数据的连续采集不受到稳

定时间的影响，保证了颗粒计数的准确性，使每个进入

等离子体的颗粒都被纳入计数。

快速连续数据采集的另一个好处是可以从单个颗粒获得

多个数据点，从而消除颗粒遗漏，或仅检测到颗粒部分

离子云的情况。图 7 显示了具体的测量方法。如图 7a
所示，来自单个颗粒的信号经过多次测量。将各时间片

段的信号绘制成图，构成一个峰。当检测到多个颗粒时，

产生的峰是一系列时间片段，具体如图 7b所示。

图 8a 和 8b 显示了数据点如何绘制为单颗粒的信号峰。
如图 8a所示，以快速连续模式（无稳定时间）收集数据时，
驻留时间为 100 µs。在前 1.6 秒，可以看出峰由 6 个点

确定。如图 8b 所示，驻留时间减少至 50 µs，可使获取
的数据点达到两倍之多。因此，峰形由 12 个点确定，
峰形更加明确。这一示例证明了尽可能多采集数据点的

好处。

总结

如上文所述，相较于溶解态元素的测量，使用 ICP-MS
测量单颗粒有着很大不同。在测量单颗粒时，最重要的

因素是获取数据的速度：由于颗粒电离时间大约为微秒

级，因此关键的是保证快速数据采集，以及在多次测量

之间消除稳定时间。连续测量功能支持单颗粒电离后被

多次读数，这有助于更为准确地确定颗粒尺寸。对于单

颗粒 ICP-MS 分析，在小于或等于 100 µs 的驻留时间内
进行连续数据采集是纳米颗粒精确计数和粒度确定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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