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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子阱 LC/MSn

卓越非凡的性能价值



为每个实验室提供最快速可靠的一流检测
——和液相色谱相匹配的高效率LCQ Fleet质谱仪

与 AccelaTM 超高速液相色谱相配套，

LCQ Fleet是高通量分析的最理想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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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今天快节奏的分析实验室，分析仪器要求操作简单，能以最少的样品和时间消耗获得最大量的信

息。基于这些考虑，作为离子阱质谱技术的先导者，Thermo Fisher Scientific公司开发了LCQ FleetTM

离子阱质谱仪，这是其享有盛誉的离子阱质谱系列产品中的最新一款。

LCQ Fleet继承了LCQTM系列离子阱灵敏的多级质谱能力、高稳定性和可靠性。作为LCQ系列的最新

产品，这款经济实用的离子阱质谱仪可以对复杂样品进行高通量常规分析，提供高质量的结构信息。

LCQ Fleet的设计直面分析挑战，延续了离子阱的最优性能标准，可满足不同的分析要求，无论是常

规分析化学、毒物筛选、药物开发还是蛋白质组学。这款可靠的、操作简便的离子阱质谱仪以其卓越

的分析能力保证了样品分析的可靠性。



智能化分析功能
稳定、易于操作的XcaliburTM软件，为

复杂样品分析提供自动化的LC-MS/MS

系统控制和自动化数据采集。 

● 数据依赖采集技术TM ——只有在目

标化合物被检测到时，才会启动多级

质谱数据的采集  

● 动态排除技术TM ——允许对离子强

度较低的离子进行多级质谱数据采集

● 自动增益控制技术TM(AGC) ——对

各种类型的扫描都能够保证离子阱中

存有最适宜的离子数量

● 宽带激发技术TM ——碎裂二级质谱

中的水丢失离子，生成更具有结构信

息特征的谱图

● 规一化碰撞能技术NCETM ——消除

离子阱二级质谱中的质量歧视，保证

不同仪器之间数据的重复性

● 脉冲Q点裂解技术(PQD)TM ——能

够捕获低质量碎片离子

功能自动化能够让所有用户，无论是初学者

还是专家，都能分析和解释分析样品的数

据。针对不同应用领域可选配专用软件进行

数据处理和化合物鉴定。 

● Mass FrontierTM 软件 ——谱图解析和

分类软件用来鉴定未知化合物

● MetWorksTM 软件 ——使用谱图解析树

自动鉴定代谢物

● BioWorksTM ——以SEQUESTTM为核心

的蛋白质鉴定和定量 

● ToxID ——通用未知物筛选（GUS）的

数据处理

● SIEVETM ——蛋白质组学和代谢组学数

据的自动化无标记差异分析

您可以信赖的技术 
作为小型液质联用离子阱技术的发明

者，Thermo Scientific的离子阱技术

在过去的25年里不断取得突破。LCQ 

Fleet是其业界领先的离子阱质谱仪中

的最新一款。



为化合物筛查和鉴定提供解决方案
最大量的获得LC/MS信息以实现快速、可靠的化合物检测和结构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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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床和法医毒理学的研究中，

LC-MS技术越来越多的被用于通

用未知物筛选（GUS）和系统性毒

理分析（STA）中未知异生物质的

检测和鉴定。离子阱质谱仪特有的

通过多级质谱数据提供结构信息的

功能使其成为能准确可靠的鉴别未

知化合物的最佳仪器。 

LCQ Fleet是进行广泛、可靠的高

通量GUS分析的理想工具。LCQ 

Fleet在此类应用中的优点：

● 高灵敏度和高特异性。与传统方

法相比，即使在很低的检测水平

也能够获得准确的分析结果

● 快速正/负离子切换，在时间短

样品少的情况下，完成更多种类

化合物的分析

● 标准的规一化碰撞能量技术生成

重现性谱图以进行谱库检索

● 可靠、便于操作的LC-MSn

可靠的通用未知物筛查
LCQ Fleet的智能化数据相关采集特性能够快速筛选化合物以获得最大

量的结构信息。LCQ Fleet具有分析周期短，灵敏度高的特点，能够在

一次样品分析中获得足够多的信息以确认未知物。对每一个碎裂谱图

自动进行谱库检索和保留时间的确认，对每一个鉴定的化合物生成单

页报告。下面实验通过对血浆中一组药物的鉴定说明了该功能特征，

实验应用了一个包含9个扫描事件的通用采集方法，并能够在正负模

式间进行快速切换。LCQ 

Fleet可以在几分钟内通过谱

库检索完成几组GUS化合物

的鉴定。



天然化合物的鉴定
快速自动分析提供可靠的结构信息

众所周知，传统方法分析天然化合

物费时费力。LCQ Fleet 在保证高质

量分析结果的同时能够大大减少冗

长的预净化过程。这尤为适合复杂

天然产物的常规鉴定。其优点：

● 快速分析复杂样品的能力减少或

避免了费时的预净化步骤

● LCQ F lee t的快速分析能力和

Accela 超高速液相色谱的分离相

匹配，能够快速完成大量样品的

分析

● 卓越的多级质谱分析功能保证了

结构表征的可靠性和化合物鉴定

的准确性

● 功能强大的Ion MaxTM 离子源可满

足各种苛刻的分析需求 

● 多样的离子化方式，包括ESI、

APCI、APPI等，为获得最全面的

样品信息提供了多种灵活选择

● MassFrontierTM 软件可以对原始

数据直接分析，进行化合物鉴定

并生成报告

下面的例子使用快速色谱LC-MSn分

析技术研究肉桂提取物。在正离子

和负离子切换模式下采集了多级质

谱图（达到5级），获得了更加全面

的目标化合物的结构信息。

应用Mass Frontier软件分析了碎片

质谱图，并自动的标注了所有主要

质谱峰所对应的碎片结构，如图所

示。 



复杂蛋白质组学分析
可靠的多肽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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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质组学的发展对实验的准确性

和通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LCQ 

Fleet对复杂的蛋白质组学研究可以

给出很好的结果。LCQ Fleet的技术

特点使之非常适合以下这些应用：

● 快速扫描解决了实时在线分析中

复杂蛋白质酶解物肽段共流出物

的分析

● 高灵敏度，能够检测出复杂混合

物中的痕量肽段

● 高质量的多级质谱图使多肽鉴定

更可靠 

● 脉冲Q解离(PQD)可检测iTRAQTM 

定量分析中的低质量碎片

● 快速的增强分辨率扫描和区域扫

描可确定肽段离子的电荷价态

● 高分辨分离(HRI)使多级质谱分析

不受同位素离子的干扰

应用LCQ Fleet离子阱质谱仪分析了

一组蛋白质酶解混合物，所有蛋白

质都通过Bioworks软件检索得到了

高覆盖率鉴定。

蛋白质名称 ％覆盖率

Apomyoglobin 36

Lysozyme 48

α-Lactalbumin 33

Cytochrome C 50

Ovalbumin 15

Bovine serum albumin 34

Carbonic anhydrase 18



硬件特点

Ion Max-S API离子源
● 更好的灵敏度和稳定性  
● 吹扫气技术减少化学噪声  
● 60°喷射角可互换离子探针
● 可拆卸传输毛细管免卸真空维护 

选项
● ESI 流速范围：1 μL/min到1 mL/min，

不分流
● APCI 流速范围：50 μL/min到2 mL/

min，不分流
● APCI/APPI流速范围：50 μL/min到 2 

mL/min，不分流 
● 适和高、低流速分析的金属喷针选项
● HESI 流速范围：1 μL/min到1 mL/

min，不分流
● Nanospray II离子源支持静态和动态

纳喷实验，流速范围从50 nL/min*到2 

μL/min
* 最低流速由喷雾针的规格决定

离子传输透镜
● 先进的多极杆离子传输
● 离子传输具有高稳定性和高效率

  

真空系统
● 差分泵真空系统可以达到10-5Torr的真

空度
● 分流分子涡轮泵控制三个区域的真空
● 高真空铝制质量分析器室

检测系统
● 专利设计转换打拿检测器 
● 离轴连续打拿电子倍增器扩展动力学

范围 
● 数字式电子降噪
● 高效径向离子弹射

集成的转换阀
● 全自动数据系统控制使用户可以将液

相色谱分析时的前端和尾端溶剂以及

任何部分切换至废液
● 用户自定义阀默认位置，“到废液”

或者“到离子源”

集成的注射泵
● 数据控制系统可控制注射泵

软件特点

数据系统
● Xcalibur 数据处理和仪器控制软件
● LCQUANTM 定量软件包
● Microsoft® Office XP 软件包
● Microsoft Windows® XP操作系统
● 具有Intel® Pentium®微处理器的高效 

PC机
● 高分辨LCD彩色监视器

扫描功能
● 全扫描：可进行灵敏的全扫描分析，

快速筛查未知物
● 选择离子监测SIM监测所选择的离子

来分析目标化合物
● MS/MS二级质谱全扫描能够生成子离

子的全扫描谱图，比任何其他离子阱

质谱仪具有更高的灵敏度
● 选择反应监测（SRM）扫描用于传统

的LC/MS/MS定量分析实验
● 多级质谱扫描实现多个层次的MS实验

来研究离子结构特征
● ZoomScanTM 扫描具有高分辨率和全

质量范围扫描功能，分辨离子的同位

素分布，该功能通常用于多肽和有机

金属离子的电荷价态测定 
● TurboScanTM 扫描是一种超速扫描方

式，可以改善信噪比和采集速率

独家专有技术
● 独一无二的，已获专利的自动增益控

制（AGC）保证任何扫描方式下离子

阱都充满最佳的离子数量
● 动态排除技术Dynamic ExclusionTM保

证离子强度较低的各类离子的二级质

谱和多级质谱数据采集
● 宽带激发技术 WideBand ActivationTM 

能够生成更多的结构信息数据
● 规一化碰撞能技术 NCETM 消除离子阱

质谱仪二级质谱实验中的质量歧视效

应，使不同仪器产生数据具有重现性
● 脉冲Q裂解技术(PQD)TM 保证对低质量

端离子的捕获能力

安装要求

电源
● 230伏交流电压±10.0%, 15 安培, 

50/60 赫兹，单相，仪器接地线
● 120或230交流单相，数据系统接地线

气体
● 高纯氮气（99％，流速15L/min）用于

API离子源
● 超纯氦气（99.998％），其中水、氧

气和总有机碳的含量小于1ppm，用于

质量分析器

操作环境
● 包括空调需求，系统平均输出2300 W 

(8000Btu/h)
● 操作环境温度 15-27℃，湿度 40-80％ 

无冷凝
● 最佳操作温度：18-21℃ (65-70 °F)

外形尺寸和重量
● 质谱仪（高×宽×深）

 MS: 56cm×79cm×59 cm (h×w×d)
● 质谱仪重量: ~120 kg
● 前级泵: 38.6 kg

性能特点

质量范围
● m/z 15-200
● m/z 50-2000
● m/z 100-4000

分辨率
● Zoom Scan 最低达到 0.3 FWHM 

 

扫描能力
● 多级质谱扫描，MSn n=1-10 
● 外部触发
● Start In/Out
● Start Out可以程序设定

模拟输入
● 电压范围 (0-1 V) 
● 电压范围 (0-10 V) 

产品规格



来自全球范围的服务与支持为您提供实验室解决方案

在您的仪器使用周期内出现问题，请与我们的专家联系。我们的服务体系通过在世界范围

的培训出资深和具有认可资格工程师所形成的网络体系来延伸扩展它的服务支持范围和

能力，这些工程师是在实验室技术和应用领域的专家。我们的专家团队在以下领域为您服

务：从系统安装，培训和技术支持，到完成资产管理和调整咨询执行。通过我们的生产支

持服务来提高您的生产力、降低仪器使用成本。最大化的延长仪器运行工作时间同时减少

那些意料之外的维修和维护的不可控成本。当您需要升级增强您的系统，我们会提供给您

有资质认可质量的零件、一系列附件和消耗品来满足您的需求。如果要了解我们更多的产

品和更详细的服务支持，请浏览我们的网站：www.thermo.com 

In addition to these offices,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maintains a network
of representative organizations
throughout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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