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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高温下运行 bioZen TM 色
谱柱有何好处？

由于蛋白质分子量大，所以扩散速度非常慢，色谱峰展宽明显，甚至在经过充分优化的
色谱柱上也同样如此。提高温度之后，流动相中溶剂的扩散系数减小，从而可以加速蛋
白质分析物的质量传递，优化峰形。使用高温的更深一层好处是可以通过改变温度来控
制选择性，这在某些情况下有利于改善分离效果。

能使用 bioZen Intact 色
谱柱进行分析的最大蛋白
质分子量是多少？

我们已在 bioZen Intact C4 和 XB-C8 色谱柱上成功地对分子量达 450K 的蛋白质进行色
谱分离。对于更高分子量蛋白质分析的可能，需要通过实验验证。

在 SEC 中是否可以从非
变性条件转变为变性条
件，然后再转回非变性条
件？

SEC 常用的变性剂包括盐酸胍、尿素和 SDS。所有这些化合物均可从水相 SEC 色谱柱中
除去，但色谱柱或 HPLC 系统内可能会有残留。因此，重点在于彻底冲洗，然后用已知
蛋白质对系统进行性能测试，再继续采用非变性条件。

是否可以采用荧光检测法
来检测抗体片段？

可以。由于存在外露的色氨酸残基，所以 Fab 抗体可以进行荧光检测。荧光检测法通常
在 280 nm 下激发，在 360 nm 下发射。虽然可以在 280 nm 下进行紫外吸收，但荧光检
测的灵敏度更高。

在 SEC 中，获得良好峰
形的最佳盐浓度是多少？

根据相关化合物的性质，最佳盐浓度会有所不同。通常在 150-250 mM 范围内效果最
好，但还必须平衡化合物的电离性和疏水性。盐浓度越低，则能观察到更多的离子相互
作用。在较高的盐浓度下，由于蛋白质的盐析作用，所以会观察到更强的疏水性吸附效
果。我们通常建议用户将 50 mM 磷酸钾和 250 mM KCl (pH 6.2) 作为初始分析条件，以
获得极佳效果。钾离子是推荐的抗衡离子，因为它可以产生更好的峰形，并可削弱与颗
粒表面硅羟基的相互作用。

在 bioZen Peptide 色谱
柱上进行肽分离时，应选
用三氟乙酸还是甲酸？

对肽类和蛋白质进行反相分离时，通常优先选用三氟乙酸作为流动相添加剂。虽然一些
研究人员更喜欢采用甲酸进行 MS 检测，但三氟乙酸是一种弱离子对试剂，因此在流动
相中优先选用三氟乙酸。

如果色谱柱通常用于分析
蛋白质样品，应如何进行
清洗？

由于蛋白质样品的复杂性，所以可能需要充分的色谱柱清洗步骤才能完全清除蛋白质污
染物。在每一清洗步骤中，建议采用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的正常流动相流速，以防色谱
柱超压。如果怀疑蛋白质和固定相之间存在强烈的离子作用，可用 6 M 盐酸胍或 10%
DMSO 等变性剂进行清洗。如果蛋白质具有相当疏水性，先用 95-100% 的水排出缓冲
盐，然后利用 3-5 个色谱柱体积的乙腈水溶液，按照 95% 水/5% 乙腈 - 5% 水/95% 乙腈
的梯度清除疏水性蛋白质。如果出现异常高压且怀疑色谱柱筛板被污染，则可对色谱柱
进行反向冲洗。使用盐酸胍之后，应使用 40-50 个色谱柱体积的水或缓冲液，对色谱柱
进行充分冲洗。但这不能保证完全清除蛋白质残留。更多信息，请参见 bioZen 色谱柱注
意事项。

检测蛋白质最常用的紫外
波长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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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

检测蛋白质时，最常用的波长为 280 nm。在近紫外光条件下，蛋白质的紫外吸收主要取
决于此波长下的酪氨酸 (Tyr) 和色氨酸 (Trp) 含量，少部分取决于苯丙氨酸 (Phe) 和二硫
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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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bioZenTM Peptide 和 Intact
色谱柱的载样量？

bioZen 色谱柱的使用寿
命如何？

答案

bioZen Peptide 色谱柱载样量与反相 HPLC/UHPLC 色谱柱类似。在内径为 4.6 mm 的
色谱柱中，5-20 µg 酶解产物或肽混合物可以获得非常好的灵敏度，尤其是对于 LCMS 肽分离。在峰宽不会增大太多的情况下，酶解产物的载样量可高达 50 µg。对于内径
为 2.1 mm 的色谱柱，装载量应相应减小。
对于 bioZen Peptide 色谱柱，由于比表面积较小，过载会严重影响峰形。为获得最佳效
果，必须通过实验确定色谱柱载样量。对于内径为 4.6 mm 的色谱柱，5 µg 是比较合适
的初始条件。对于内径为 2.1 mm 的色谱柱，建议以 1 µg 作为起点。增大载样量可能会
造成显著的峰拖尾和展宽。
bioZen 色谱柱在 90 ºC 的温度下接受严格试验，进样 1,000 多次之后未出现性能下降。

是否可以帮我在 bioZen
色谱柱上转换当前的方法
或开发新的方法？

可以！您可以通过以下网址与我们的技术团队在线即时沟通：
www.phenomenex.com/technicalsupport

何时应选择 bioZen
Peptide PS-C18 和 XBC18 用于肽谱分析？

我们建议分析复杂肽混合物的色谱分析人员对两款色谱柱都进行考察。由于表面化学性
质差异，PS-C18 和 XB-C18 色谱柱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选择性，在肽谱的不同区域中，色
谱分析人员可以利用这种差异获得目标肽类之间更高的分离度。

我正在将肽谱分析法转至
LC-MS 法，但我的峰形不
好。是否可以使用三氟乙
酸？

通常不建议 LC-MS 法采用三氟乙酸，因为三氟乙酸会抑制肽的离子化。但在一些情况
下，可以使用 0.01% 的三氟乙酸即便灵敏度会有所下降。如上所述，如果色谱柱硅羟基
活性较低，在流动相中只需使用 0.1% 的甲酸，应该就可以保持较好的峰形。或者也可以
采用 10 mM 甲酸铵 (pH 3.2)，这在色谱分析中可能更为稳定可靠。

对于 SEC/GFC，需要考
虑哪些流动相问题？

SEC 最常见的应用是聚集体分析，这需要具有“非变性”条件（即生理条件）。这种条
件要求缓冲液的 pH 值大约等于 7，并含有适量盐。对于流动相来说，比较合适的起点是
100 mM 磷酸盐缓冲液 (pH 6.8)。但也存在优化流动相以改善色谱分析效果的情况。如果
怀疑蛋白质具有疏水性，可加入少量有机溶剂（例如乙醇、乙腈或异丙醇），具体含量
通常在 5-10% 之间。
如果怀疑蛋白质可能具有较强的离子性质（例如碱性蛋白质或高等电点蛋白质），可以
增大流动相离子强度，改善色谱分析效果。为避免次级相互作用，建议采用 2 倍的含盐
磷酸盐缓冲液（即 50 mM 磷酸盐，300 mM 氯化钠，pH 6.8）。注意，增大盐浓度的同
时也会增强疏水作用。此外，改变盐浓度可能改善某一关键分析物的分离效果，但会导
致另外的分离度降低。

是否可以利用叠氮化钠消
除微生物生长？

虽然往溶液中加入叠氮化钠防止微生物生长，但无法有效清除已经生长的微生物。

在受到微生物生长污染的系统中，更有效的方法是用 50:50 的乙腈/水溶液进行冲洗，从
系统中清除微生物。注意，用高浓度有机相清洗之前，应先用水对色谱柱进行冲洗，以
清除任何缓冲盐（例如磷酸盐）。
此外可能还需要清洗或更换保护柱和在线过滤器，因为这些元件也可能会被堵塞。

Phenomenex | 技术支持专线: 400-606-8099 | 电话: 022-2532-1032 | 传真: 022-2532-1033 | 邮箱: cninfo@phenomenex.com | 网址: www.phenomenex.com

3

问题

如何确定 bioZen TM SEC
色谱柱的载样量？

答案

对于 SEC，需要考虑两个因素⸺样品体积和样品浓度。

一般来说，载样量不得超过色谱柱容量的 5%。理论上规格为 300 x 4.6 mm 的色谱柱容
量大约为 5 mL，需要将进样量限制在 200 µL。但实际上，进样量为 10-30 µL 最常见。

另一个重要考虑因素是样品浓度。蛋白质浓度越高，样品粘度就越大。这种粘度差异可
能导致色谱峰变形。导致这种变形的原因是排阻效应或称为“粘性指进”的溶剂前沿。
比较合适的起始浓度是 1 mg/mL，但最佳浓度必须通过实验确定。

运行 bioZen SEC 色谱柱
的最大盐浓度是多少？

在 bioZen SEC 色谱柱流动相中，我们建议的最大盐浓度为 1 M。理论上，较高的盐浓度
应该是可接受的，且不会与色谱柱产生不相容的问题。但随着盐摩尔浓度增大，疏水作
用随之增强，蛋白质溶解性下降，色谱柱反压上升。

凝胶过滤色谱法中，离液
剂是什么，以及如何利用
离液剂确定蛋白质分子
量？

离液剂是一种破坏水溶液氢键的化合物，可以增大熵值（即混乱度）。通常这可以减弱
疏水效应，该效应对蛋白质和核酸等大分子的三维结构非常重要。

在凝胶过滤色谱法中，如
何防止蛋白质和固定相之
间产生次级相互作用？

如果怀疑产生次级相互作用，可以改变流动相，将这种作用降至最低。虽然一些缓冲盐
(20-100 mM) 有助于保持系统和色谱柱中的 pH 值，但也可以利用其他添加剂来改变次级
相互作用。例如，可以利用浓度为 0-0.3 M 的氯化钠对蛋白质和固定相之间的离子相互
作用进行调节。

常用离液剂包括盐酸胍和尿素，可以使大分子变性或展开。

用于凝胶过滤色谱法时，离液剂可以在流动相中用于确定变性蛋白质的分子量。

虽然较高的盐浓度会削弱蛋白质和固定相之间的离子相互作用，但也有可能增强疏水作
用。

是否可以自己配制低分子
量蛋白质标准品？

4

为了减弱疏水作用，可以减小盐浓度，然后在流动相中加入少量有机物（例如乙腈或异
丙醇）。或者可以调整流动相 pH，从而影响硅羟基相互作用（例如在酸性条件下产生的
相互作用）或根据蛋白质等电点 (pI) 影响蛋白质净电荷，从而降低这种相互作用。
可以。许多低分子量蛋白质和肽类标准品可溶于 0.1% 三氟乙酸/水中，用于 bioZen SEC
色谱柱分析。通常不建议进行加热，这可能会导致相关蛋白质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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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兼容的色谱柱/
系统保护

对于延长色谱柱性能和将昂贵的系统及检测器维护成本降至尽可能低来说，一条便捷
的途径是采用保护系统防止污染物和微粒进入并通过液相色谱柱。SecurityGuard 保护
柱系统就可以提供此种保护，并能使 HPLC 和 UHPLC 系统轻松获得这种保护作用。

采用钛金材料的 SecurityGuard ULTRA 保护柱系统
ULTRA
UHPLC Column Protection

全新的钛筛板

污染物被捕集

目标化合物
污染物和微粒
填料腔

柱芯
来自进样器

柱套

SecurityGuard™ ULTRA

UHPLC 色谱柱至检测器

*柱芯示意图未按比例绘制

对小体积样品来说净化效果好，灵敏度高

无需对样品进行氮吹和复溶，Strata-X Microelution SPE 96 孔板可以产生
一致的样品制备效果，具有以下两大好处：提高绝对回收率，节约时间。
www.phenomenex.com/microe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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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订购信息
bioZen™ 产品 - 采用生物兼容性硬件
bioZen 色谱柱 (mm)

bioZen 2.6μm Glycan

100 x 2.1
00D-4773-AN

150 x 2.1
00F-4773-AN

适用于 2.1 mm
AJ0-9800

bioZen 1.6μm Peptide PS-C18

50 x 2.1
00B-4770-AN

150 x 2.1
00F-4770-AN

bioZen 3μm Peptide PS-C18

50 x 4.6
00B-4771-E0

bioZen 1.7μm Peptide XB-C18

bioZen 2.6μm Peptide XB-C18
bioZen 3.6 μm Intact C4
bioZen 3.6 μm Intact XB-C8
bioZen 1.8μm SEC-2
bioZen 1.8μm SEC-3

生物兼容性保护柱芯
适用于 4.6 mm
–

柱套
AJ0-9000

适用于 2.1 mm
AJ0-9803

适用于 4.6 mm
–

柱套
AJ0-9000

150 x 4.6
00F-4771-E0

适用于 2.1 mm
–

适用于 4.6 mm
AJ0-7606

柱套
KJ0-4282

50 x 2.1
00B-4774-AN

150 x 2.1
00F-4774-AN

适用于 2.1 mm
AJ0-9806

适用于 4.6 mm
–

柱套
AJ0-9000

50 x 2.1
00B-4768-AN

150 x 2.1
00F-4768-AN

250 x 2.1
00G-4768-AN

50 x 4.6
00B-4768-E0

适用于 2.1 mm
AJ0-9806

适用于 4.6 mm
AJ0-9808

柱套
AJ0-9000

50 x 2.1
00B-4767-AN
00B-4766-AN

150 x 2.1
00F-4767-AN
00F-4766-AN

50 x 4.6
00B-4767-E0
00B-4766-E0

150 x 4.6
00F-4767-E0
00F-4766-E0

150 x 4.6
00F-4769-E0
00F-4772-E0

300 x 4.6
00H-4769-E0
00H-4772-E0

适用于 2.1 mm
–
–

适用于 4.6 mm
AJ0-9850
AJ0-9851

柱套
AJ0-9000
AJ0-9000

150 x 4.6
00F-4768-E0

适用于 2.1 mm
AJ0-9809
AJ0-9812

适用于 4.6 mm
AJ0-9811
AJ0-9814

柱套
AJ0-9000
AJ0-9000

如果本手册中的 bioZen 色谱柱不能提供与具有相同固定
相、粒径和规格的同类色谱柱至少相当的分离效果，请在
45 天内提交对比数据并退回产品，我们将为您全额退款。

借助生物兼容性配件确保蛋白质回收率！

Phenex 针头式过滤器
PES 滤膜流速快并具有超低的蛋白质
结合作用

Verex 样品瓶、瓶盖和配件
各种各样经认证的样品瓶和瓶
盖产品，确保结果准确性。

www.phenomenex.com/SFfinder

www.phenomenex.com/VialFinder

条款和条件
以 Phenomenex 标准条款和条件为准，详情可参见 www.phenomenex.com/TermsAndConditions。
商标
bioZen、Verex、Phenex 和 SecurityGuard 是 Phenomenex 的商标，Strata 是 Phenomenex 的注册
商标。
免责声明
仅用于研究目的。不可用于诊断程序。
© 2018 Phenomenex, Inc. 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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