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欢迎辞 

尊敬的分析化学同仁： 

欢迎您参加第二十一届全国有机分析及生物分析学术研讨会！ 

为了展示近年来我国有机分析及生物分析的新成就和新进展，

进一步促进和活跃我国有机分析与生物分析及相关交叉领域的发

展，在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下，中国化学会第二

十一届全国有机分析及生物分析学术研讨会于 2021 年 10 月 16 日—

19 日在湖南长沙举行。 

此次会议由中国化学会有机分析专业委员会和湖南师范大学主

办。由杨秀荣院士、江桂斌院士和谭蔚泓院士共同担任会议主席，

由潘远江教授和杨荣华教授共同担任会议执行主席。会议邀请了国

内分析化学领域著名专家和学者，就有机分析及生物分析的科学前

沿、新成就和新进展进行学术交流和研讨。 

长沙是我国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首座入选世界“媒体艺术之

都”的城市，有“屈贾之乡” “楚汉名城” “潇湘洙泗” “山水洲城”之

称。金秋十月，我们真诚期待您的光临，让我们相会于美丽的星城

长沙！ 

        

第二十一届全国有机分析及生物分析学术研讨会组委会 

                                 二零二一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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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组织机构 

学术委员会 

名誉主任：姚守拙   江桂斌   杨秀荣   谭蔚泓   赵宇亮   樊春海   李景虹 

主  任：潘远江 

副主任：陈  义   鞠熀先   汪海林   郭寅龙 

秘  书：李向军 

委  员（以汉语拼音排序）： 

白  玉   蔡宗苇   曹春阳   曹小吉   陈光英   陈焕文   陈  义 崔  勐   

邓安平   丁传凡   樊春海   冯钰锜   傅英姿   高  波   关亚风   郭寅龙   

国新华   胡凯锋   江桂斌   姜  玮   姜子涛   鞠熀先   孔祥蕾   李景虹   

李向军   刘  倩   龙亿涛   马会民   聂宗秀   欧阳证   潘远江   邵学广   

宋世平   谭蔚泓   汪海林   汪夏燕   王  献   王昊阳   王奎武   王亚韡   

韦万兴   魏  芸   吴永宁   杨黄浩   杨荣华   杨秀荣   姚守拙   姚钟平   

张  峰   张  君   张丽华   张书胜   张晓兵   赵起越   赵书林   赵先恩   

赵宇亮   周  江   周  燕 

大会组织委员会 

会议主席：杨秀荣   江桂斌   谭蔚泓 

会议执行主席：潘远江   杨荣华  

委  员（以汉语拼音排序）： 

陈  波   韩  跃   李阳芷   李  佳   罗  艳   罗  玮   马  铭   马元鸿  

屈杜炜   宋春红   宋建新   谭东波   谭  亮   谭  蓉   王勇民   谢青季      

许华岚   杨  盛   张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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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务联系方式 

相关事宜 联系人 电  话 

总联系人 

罗  玮 158 7495 5833 

宋春红 139 7480 3536 

杨荣华 150 8492 9232 

马  铭 137 8710 6678 

谭东波 137 8710 7879 

注  册 许华岚 137 8721 7889 

财  务 李  佳 139 7519 3479 

食  宿 罗  玮 158 7495 5833 

墙  报 张  伟 153 6785 0957 

交  通 

马元鸿 158 0267 5379 

杨  盛 135 4964 8756 

赞  助 宋春红 139 7480 3536 

疫情防控 宋春红 139 7480 3536 

会务办公室：主楼 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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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须知 

一、会议时间 

2021 年 10 月 16 日—19 日（16 日报到、19 日离会） 

二、会议地点及交通 

本次会议地点为湖南佳兴世尊酒店（湖南省长沙市金星中路

247 号） 

本次会议不为参会代表提供接送，请参会代表自行选择交通方

式至会议地点： 

1．黄花国际机场（飞机）— 湖南佳兴世尊酒店 

地铁：乘坐机场磁悬浮至长沙南站，转乘地铁 2 号线至金星路站下，从 3

号出口出站，向北步行 500 米至湖南佳兴世尊酒店； 

出租车：黄花国际机场距离酒店约 40 公里，费用约 120 元（约 1 小时）。 

2．长沙南站（高铁）— 湖南佳兴世尊酒店 

地铁：乘坐地铁 2 号线至金星路站下，从 3 号出口出站，向北步行 500 米

至湖南佳兴世尊酒店； 

出租车：长沙南站距离宾馆约 30 公里，费用约 60 元（约 40 分钟）。 

3．长沙火车站（火车）— 湖南佳兴世尊酒店 

地铁：乘坐地铁 2 号线至金星路站下，从 3 号出口出站，向北步行 500 米

至湖南佳兴世尊酒店； 

公交: 乘坐 317 路公交车至咸嘉湖西路金星大道口站下车，步行 100 米至

湖南佳兴世尊酒店； 

出租车：火车站距离宾馆约 10 公里，费用约 30 元（约 25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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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会议报到及住宿 

1．报到时间：2021年10月16日 9 : 00—22 : 30 

2．报到地点：湖南佳兴世尊酒店 一楼大厅 

3. 住宿酒店：湖南佳兴世尊酒店 

四、会议报告与墙报 

1．请参会代表提前 15 分钟进入会场。会议过程中，请关闭移

动电话或将其设置为静音。 

2. 请会议报告人提前将 ppt 讲稿拷贝在会议指定电脑，并确认

显示正常。如报告人自备电脑，请报告前确认设备连接无问题，以

免临场出现问题。 

3．请主持人和报告人注意报告时间，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报告和

讨论环节。 

4. 非会议指定摄影人员，在没有得到报告人许可情况下，参会

人员不得索要或拍摄报告人 ppt 讲稿。 

5．组委会为墙报论文安排了展位，展位编号与论文编号一致，

可在会议手册中查询。请相关代表在规定时间内将墙报粘贴在指定

展位，并在规定时间内现场讲解和交流。本次会议将评选优秀墙报

若干。 

墙报张贴地点：佳兴世尊酒店四楼湖南厅 场外走道 

张贴时间：10 月 17 日 12 : 00—14 : 30 

取下时间：10 月 18 日 12 : 00—14 :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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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疫情防控 

根据《湖南省聚集性活动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指引（湘肺

炎机制发[2021]186 号）》文件相关要求，为做好本次会议疫情防控

工作，请参会代表遵守以下防控要求： 

1．参会代表出行前应备齐防护用品，做好个人防护。报到时须

提供健康码、行程码及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2．会议期间，参会代表积极配合工作人员进行体温检测及健康

码和行程码等查验。 

3．会议期间，参会代表需每天采取自查方式进行健康监测。如

出现发热、乏力、咳嗽等疑似症状，应立即向会务组报告。 

4．如参会代表返程前须做核酸检测，请在距离酒店最近的中南

大学湘雅三医院或湖南省肿瘤医院进行。 

六、其它事项 

1．如参会代表未能在规定时间办理报到手续，请与会务组罗玮

老师（158 7495 5833）联系，去会务办公室（主楼 1209）办理报到

手续、领取会议资料。 

2．用餐 

酒店早餐已含在住宿费内，会议不另行提供早餐。 

早餐时间：06 : 30—09 : 00（二楼 佳妍咖啡厅、佳音厅） 

中餐时间：12 : 00—13 : 30（二楼 佳妍咖啡厅、佳音厅） 

晚餐时间：18 : 00—19 : 30（二楼 佳妍咖啡厅、佳音厅） 

17 日晚宴时间：18 : 00—19 : 30（四楼 湖南 II/III 厅） 

3．会场提供免费无线上网，网络名：Worldhotel（无密码） 

4．本次会议均为电子发票，将直接发送至参会代表电子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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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日程总览 

时   间 内    容 

2021 年 10 月 16 日 

（09 : 00—22 : 30） 
报到和住宿（酒店大厅） 

2021 年 10 月 16 日 

（16 : 00—18 : 00） 

中国化学会有机分析专业委员会暨中国质谱学会

有机质谱专业委员会会议（二楼 佳音厅） 

2021 年 10 月 17 日 

（08 : 30—12 : 00） 

开幕式、合影、主会场报告 

（四楼 湖南 II/III 厅） 

2021 年 10 月 17 日 

（14 : 30—18 : 00） 

第一分会场报告（五楼 芙蓉 2 厅） 

第二分会场报告（五楼 芙蓉 1 厅） 

第三分会场报告（五楼 荷花厅） 

第四分会场报告（四楼 长沙厅） 

2021 年 10 月 17 日 

（18 : 00—19 : 30） 
晚  宴（四楼 湖南 II/III 厅）  

2021 年 10 月 18 日 

（08 : 30—12 : 00） 

第一分会场报告（五楼 芙蓉 2 厅） 

第二分会场报告（五楼 芙蓉 1 厅） 

第三分会场报告（五楼 荷花厅） 

第四分会场报告（四楼 长沙厅） 

2021 年 10 月 17 日下午 

及 18 日上午 
墙报展览（四楼 湖南厅外过道） 

2021 年 10 月 18 日 

（14 : 30—18 : 00） 

主会场报告、闭幕式  

（四楼 湖南 III 厅） 

2021 年 10 月 19 日 离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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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0 月 17 日 08:30-12:00 

主会场（四楼 湖南 II/III 厅） 

时间 会议安排 

08:30-09:00 开幕式 

09:00-09:25 合   影 

09:25-12:00 主会场报告 

报告主持人：田  禾 

报告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人单位 报告题目 

09:25-09:55 PL-01 谭蔚泓 
湖南大学 

中科院肿瘤与基础医学研究所 
分子医学助力健康中国 

09:55-10:25 PL-02 郭子建 南京大学 
生命金属和金属药物的

代谢与分布  

10:25-10:40 茶  歇 

报告主持人：郭子建、龙亿涛 

报告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人单位 报告题目 

10:40-11:00 I-81 刘买利 
中科院精密测量科学与技术

创新研究院 

用于复杂样品体系分析

的核磁共振新方法 

11:00-11:20 I-82 蔡宗苇 香港浸会大学 
MALDI-TOFMS imaging and 

recent applications  

11:20-11:40 I-83 袁  荃 湖南大学 
核酸适配体分子识别体

系设计及生物分析应用 

11:40-12:00 I-84 冯建东 浙江大学 大环分子纳米孔 

12:00-13:30 中  餐（二楼 佳妍咖啡厅、佳音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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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0 月 17 日 14:30-18:00 

第一分会场（五楼 芙蓉 2 厅） 

报告主持人：陈义、冯钰锜 

报告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人单位 报告题目 

14:30-14:45 I-01 蒋兴宇 南方科技大学 和人体内外表面兼容的柔性分析器件 

14:45-15:00 I-02 张丽华 
中科院大连化学物

理研究所 
微量样品蛋白质组分析新方法 

15:00-15:15 I-03 聂宗秀 中科院化学研究所 纳米材料生物组织亚器官质谱成像研究 

15:15-15:30 I-04 刘虎威 北京大学 
Surface plasmon resonance coupled to mass 

spectrometry in bioanalysis 

15:30-15:45 I-05 李攻科 中山大学 循环化学发光快速检测复杂样品研究进展 

15:45-15:55 O-01 孔祥蕾 南开大学 
Application of double laser beams in photon 

activation tandem mass spectrometry and ion 

spectroscopy: primary results 

15:55-16:05 O-02 周  江 北京大学 microRNA G-四链体结构的形成及识别 

16:05-16:20 茶  歇 

报告主持人：蒋兴宇、张丽华 

报告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人单位 报告题目 

16:20-16:35 I-06 陈  义 中科院化学研究所 高稳定毛细管电泳理论与方法 

16:35-16:50 I-07 冯钰锜 武汉大学 油菜素甾醇的 LC-MS 分析方法研究 

16:50-17:05 I-08 叶邦策 
华东理工大学 

浙江工业大学 

疾病感知智能生物传感器研究及在体诊疗

应用 

17:05-17:20 I-09 白  玉 北京大学 
基于常压质谱免疫的超灵敏生物标志物分

析新方法及其应用 

17:20-17:35 I-10 练鸿振 南京大学 
新型磁性纳米材料制备及其在蛋白质/肽分

离富集中的应用 

17:35-17:45 O-03 陈应庄 湖南师范大学 
反相 x 亲水高正交全二维色谱及在中药两

性化合物分析中应用 

17:45-18:00 O-04 段怡譞 
安捷伦科技（中

国）有限公司 
液质联用及其多元前端的前沿应用 

18:00-19:30 晚  宴（四楼 湖南 II/III 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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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0 月 17 日 14:30-18:00 

第二分会场（五楼 芙蓉 1 厅） 

报告主持人：马会民、张忠平 

报告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人单位 报告题目 

14:30-14:45 I-21 徐静娟 南京大学 
瞬态（微秒级）电化学反应中间体的质

谱测量 

14:45-15:00 I-22 张晓兵 湖南大学 固态发光探针与原位生物成像 

15:00-15:15 I-23 樊江莉 大连理工大学 高灵敏血液细胞分析用荧光探针 

15:15-15:30 I-24 刘松琴 东南大学 环境毒理模型的构建及其应用 

15:30-15:45 I-25 阴彩霞 山西大学 生物活性小分子荧光检测与生物示踪 

15:45-15:55 O-09 姚  池 天津大学 
DNA 三维网络用于复杂体系生物颗粒识

别与分离 

15:55-16:05 O-10 雷新响 中南民族大学 核磁共振各向异性参数 

16:05-16:20 茶  歇 

报告主持人：徐静娟、张晓兵 

报告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人单位 报告题目 

16:20-16:35 I-26 马会民 中科院化学研究所 光学探针与成像分析（2021） 

16:35-16:50 I-27 张忠平 安徽大学 荧光探针揭示细胞内分子及细胞器动力学 

16:50-17:05 I-28 姜秀娥 
中科院长春应用

化学研究所 

肿瘤微环境响应的纳米诊疗探针作用机

制分析及应用 

17:05-17:20 I-29 宋相志 中南大学 新型吡喃喹啉荧光染料的研发及生物应用 

17:20-17:35 I-30 王蔚芝 北京理工大学 
活性体系诱导的多肽分子探针及生物医

学应用 

17:35-17:45 O-11 杨  盛 湖南师范大学 
细胞内源组分辅助荧光放大与超灵敏生

物成像分析 

17:45-18:00 O-12 吴珊湖 
赛默飞世尔科技

（中国）有限公司 
基于 Orbitrap 的小分子化合物研究 

18:00-19:30 晚  宴（四楼 湖南 II/III 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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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0 月 17 日 14:30-18:00 

第三分会场（五楼 荷花厅） 

报告主持人：朱俊杰、戴志晖 

报告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人单位 报告题目 

14:30-14:45 I-41 黄承志 西南大学 
无机聚合物酶的制备及其在生物医学

分析中的应用 

14:45-15:00 I-42 谢海燕 北京理工大学 活体成像仿生纳米生物探针 

15:00-15:15 I-43 张春阳 山东师范大学 基于单分子检测的 RNA 分析方法研究 

15:15-15:30 I-44 渠凤利 
中科院肿瘤与基

础医学研究所 

基于纳米材料精准设计的生物传感分

析 

15:30-15:45 I-45 卿志和 长沙理工大学 核酸-金属作用机制及探针构建研究 

15:45-15:55 O-17 张小玲 北京理工大学 分子纳米荧光探针及生物医学应用 

15:55-16:05 O-18 刘  琦 中南大学 MOFs 基材料的生物分析应用 

16:05-16:20 茶  歇 

报告主持人：黄承志、谢海燕 

报告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人单位 报告题目 

16:20-16:35 I-46 朱俊杰 南京大学 DNA 纳米自组装体在癌症诊疗中的应用 

16:35-16:50 I-47 戴志晖 南京师范大学 生物分子对材料的调控及高灵敏传感 

16:50-17:05 I-48 张书圣 临沂大学 肿瘤标志物检测技术、装备及诊疗一体化 

17:05-17:20 I-49 李  娜 北京大学 
基于单颗粒光学成像计数的高灵敏免放大

多目标同时检测 

17:20-17:35 I-50 刘固寰 湖南师范大学 生物检测中的仿生信号放大策略  

17:35-17:45 O-19 高鹏程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离子传输调控：仅外表面有功能分子的纳

米孔道 

17:45-18:00 O-20 孙  兵 
珀金埃尔默企业管

理（上海)有限公

司 
影像学技术在化学材料研究中的应用分享 

18:00-19:30 晚  宴（四楼 湖南 II/III 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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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0 月 17 日 14:30-18:00 

第四分会场（青年论坛）（四楼 长沙厅） 

报告主持人：左小磊、李乐乐 

报告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人单位 报告题目 

14:30-14:45 I-61 汪乐余 北京化工大学 
纳米探针构筑及活体深度组织多模

成像 

14:45-15:00 I-62 苏  彬 浙江大学 
基于电化学发光谱学和成像的生化

分析 

15:00-15:15 I-63 江德臣 南京大学 单细胞电化学发光成像分析 

15:15-15:30 I-64 陈  卓 湖南大学 胃部极酸性环境精准诊疗 

15:30-15:45 I-65 史  文 中科院化学研究所 
Rational design of fluorescent dyes 

through modulating π-conjugated 

structure 

15:45-15:55 O-25 欧阳湘元 西北大学 
基于 DNA 纳米材料的可控自组装

及生物分析 

15:55-16:05 O-26 李  凯 南方科技大学 
新型光学示踪探针的结构调控与成

像应用 

16:05-16:20 茶  歇 

报告主持人：汪乐余、苏彬 

报告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人单位 报告题目 

16:20-16:35 I-66 左小磊 上海交通大学 框架核酸界面化学 

16:35-16:50 I-67 李乐乐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亚细胞水平时空选择性分子成像 

16:50-17:05 I-68 韩  达 上海交通大学 基于核酸计算的分子诊断 

17:05-17:20 I-69 袁  林 湖南大学 
有机荧光探针性能调控及其成像分

析应用 

17:20-17:35 I-70 刘剑波 湖南大学 人工细胞的化学构建与诊疗应用 

17:35-17:45 O-27 邹  振 长沙理工大学 
Zn2+配位驱动 RNA 纳米组装：保

持 RNA 完整性和生物学功能 

17:45-17:55 O-28 刘红文 湖南师范大学 小分子酶活性探针及癌症成像 

18:00-19:30 晚  宴（四楼 湖南 II/III 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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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0 月 18 日 08:30-12:00 

第一分会场（五楼 芙蓉 2 厅） 

报告主持人：王建华、陈焕文 

报告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人单位 报告题目 

08:30-08:45 I-11 汪海林 
中科院生态环境研

究中心 
DNA 修饰分析与表观遗传研究 

08:45-09:00 I-12 刘  震 南京大学 基于糖的仿生识别的生物分析新方法研究 

09:00-09:15 I-13 刘  倩 
中科院生态环境研

究中心 
人体内暴露组研究面临的分析化学挑战 

09:15-09:30 I-14 郑晓晖 西北大学 
基于中西医药“合策略”的全新分子设计与

新药创制研究 

09:30-09:45 I-15 张书胜 郑州大学 
生物正交表面增强拉曼散射纳米探针用于

癌细胞的准确成像 

09:45-09:55 O-05 赵  明 齐齐哈尔大学 工业大麻中大麻素检测方法开发及应用 

09:55-10:05 O-06 余  辉 上海交通大学 外泌体单颗粒检测与亚型分析技术 

10:05-10:20 茶  歇 

报告主持人：汪海林、刘震 

报告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人单位 报告题目 

10:20-10:35 I-16 王建华 东北大学 
多金属氧酸盐与蛋白质相互作用及其吸附

研究 

10:35-10:50 I-17 陈焕文 东华理工大学 
离子化过程的时空分辨特性及其生命分析

应用 

10:50-11:05 I-18 李向军 中国科学院大学 不依赖标准品的手性分子毛细管电泳分析 

11:05-11:20 I-19 胡  斌 武汉大学 液滴微流控芯片-ICP-MS 单细胞分析 

11:20-11:35 I-20 赵先恩 曲阜师范大学 
小分子疾病标志物高通量 LC-MS/MS 分析

方法与应用 

11:35-11:45 O-07 郭明全 中科院武汉植物园 
基于多靶酶亲和超滤色谱快速筛选天然活

性化合物 

11:45-12:00 O-08 彭蜀莹 
岛津企业管理（中

国）有限公司 
岛津液质仪——探寻 biomarker 之匙 

12:00-13:30 中  餐（二楼 佳妍咖啡厅、佳音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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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0 月 18 日 08:30-12:00 

第二分会场（五楼 芙蓉 1 厅） 

报告主持人：卢小泉、李正平 

报告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人单位 报告题目 

08:30-08:45 I-31 鞠熀先 南京大学 细胞功能分子的光谱成像及其诊疗应用 

08:45-09:00 I-32 刘志洪 武汉大学 面向脑科学的光/电化学测量方法 

09:00-09:15 I-33 黄卫华 武汉大学 纳米电极亚细胞实时探测 

09:15-09:30 I-34 肖乐辉 南开大学 光学显微成像化学测量  

09:30-09:45 I-35 王健博 湖南师范大学 P450 催化手性氟化物氧化脱氟机理的研究 

09:45-09:55 O-13 张新星 南开大学 气液界面质谱学 

09:55-10:05 O-14 朱泽策 武汉纺织大学 基于手机的时间分辨磷光成像装置 

10:05-10:20 茶  歇 

报告主持人：鞠熀先、刘志洪 

报告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人单位 报告题目 

10:20-10:35 I-36 李正平 北京科技大学 
以单个微球为载体高灵敏度检测生物标

志物 

10:35-10:50 I-37 卢小泉 西北师范大学 
卟啉类有机杂环化合物在电化学分析领

域的应用 

10:50-11:05 I-38 宋  杰 
中科院肿瘤与基

础医学研究所 

基于动态 DNA 结构的信息传递和单分子

操纵 

11:05-11:20 I-39 上官棣华 
中科院化学研究

所 
细胞分析探针的设计、筛选和应用 

11:20-11:35 I-40 尹  鹏 湖南师范大学 血清中同型半胱氨酸的光学定量分析 

11:35-11:45 O-15 韩晓军 
哈尔滨工业大

学 
基于磷脂组装体的人造细胞 

11:45-11:55 O-16 张  奎 安徽工业大学 
面向痕量快速检测的传感分析与可视化

方法研究 

12:00-13:30 中  餐（二楼 佳妍咖啡厅、佳音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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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0 月 18 日 08:30-12:00 

第三分会场（五楼 荷花厅） 

报告主持人：夏兴华、梁高林 

报告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人单位 报告题目 

08:30-08:45 I-51 方晓红 
中科院化学研

究所 

Analysis of protein stoichiometry and 
organelle dynamics by single-molecule 

fluorescence imaging 

08:45-09:00 I-52 逯乐慧 
中科院长春应

用化学研究所 
生物可降解的谱学成像纳米探针 

09:00-09:15 I-53 汪夏燕 北京工业大学 
同时三视野显微成像单细胞操控系统用于

胞内代谢物的分析 

09:15-09:30 I-54 黄  晋 湖南大学 新型纳米机器用于细胞内 miRNA 成像 

09:30-09:45 I-55 赵书林 广西师范大学 诊疗一体化荧光成像纳米探针的制备与应用 

09:45-09:55 O-21 吴亚锋 东南大学 基于质荷传输调控的细胞分析方法 

09:55-10:05 O-22 张  燕 华中科技大学 
Nanofluorophore for near-infrared 

fluorescence and photoacoustic imaging of T 
lymphocytes 

10:05-10:20 茶  歇 

报告主持人：方晓红、逯乐慧 

报告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人单位 报告题目 

10:20-10:35 I-56 夏兴华 南京大学 表面等离激元增强光谱电化学分析 

10:35-10:50 I-57 梁高林 东南大学 双重荧光猝灭策略增强肿瘤光热治疗效果 

10:50-11:05 I-58 吕  超 
北京化工大学 

郑州大学 
化学发光光谱尺 

11:05-11:20 I-59 史海斌 苏州大学 
基于有机智能响应型探针的生物成像分析

研究 

11:20-11:35 I-60 朱明强 华中科技大学 
基于聚集诱导发光的阿尔茨海默症小鼠全脑三

维荧光成像 

11:35-11:45 O-23 何  毅 西南科技大学 
原位实时成像单个 ZIF-90 颗粒对气态碘的

吸附研究 

11:45-11:55 O-24 夏  悦 湖南师范大学 
电化学法一步制备二元 Au 合金基微-纳结构

薄膜电极及对有机小分子的非酶电化学检测 

12:00-13:30 中  餐（二楼 佳妍咖啡厅、佳音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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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0 月 18 日 08:30-12:00 

第四分会场（青年论坛）（四楼 长沙厅） 

报告主持人：聂舟、赵永席 

报告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人单位 报告题目 

08:30-08:45 I-71 王  铁 中科院化学研究所 基于纳米自组装的分析检测 

08:45-09:00 I-72 孙佳姝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基于微流控技术的细胞外囊泡分离分析 

09:00-09:15 I-73 刘  洋 清华大学 纳米材料表面调控电化学发光分析 

09:15-09:30 I-74 柯国梁 湖南大学 基于 DNA 限域结构的生物传感新策略 

09:30-09:45 I-75 刘洪林 合肥工业大学 
单碱基尺度分辨率的表面能量转移纳米

尺的构建 

09:45-09:55 O-29 熊二虎 华南师范大学 
新型纳米金球形核酸探针构建及其生物

传感应用 

09:55-10:05 O-30 马  诚 扬州大学 单颗粒和单细胞层面的电化学发光分析 

10:05-10:20 茶  歇 

报告主持人：王铁、孙佳姝 

报告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人单位 报告题目 

10:20-10:35 I-76 聂  舟 湖南大学 
基于 G 四联体荧光复合物的生物成像

研究 

10:35-10:50 I-77 赵永席 西安交通大学 单细胞核酸编码扩增分析 

10:50-11:05 I-78 邱丽萍 湖南大学 基于功能核酸的细胞成像与操纵 

11:05-11:20 I-79 肖泽宇 上海交通大学 
化学调控可视化药物载体用于肿瘤精准

诊治 

11:20-11:35 I-80 陈  巍 华中科技大学 生物体内活性硫物质的光学传感分析 

11:35-11:45 O-31 王力立 南华大学 基于仿生分子识别的手性传感研究 

11:45-11:55 O-32 张培盛 湖南科技大学 
双级靶向荧光聚合物纳米探针构建及生

物成像研究 

12:00-13:30 中  餐（二楼 佳妍咖啡厅、佳音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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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0 月 18 日 14:30-18:00 

主会场（四楼 湖南Ⅲ厅） 

报告主持人：张新荣、潘远江 

报告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人单位 报告题目 

14:30-15:00 PL-03 江桂斌 
中科院生态环境研

究中心 

筛选有机污染物的策略与

实践  

15:00-15:30 PL-04 樊春海 上海交通大学 框架核酸单分子分析  

15:30-16:00 PL-05 张学记 深圳大学 
可穿戴传感器的研究及产

业化 

16:00-16:20  茶  歇 

报告主持人：张学记、刘买利 

报告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人单位 报告题目 

16:20-16:50 PL-06 李景虹 清华大学 单细胞分析化学 

16:50-17:10 I-85 张新荣 清华大学 
单细胞代谢物的质谱成像

分析 

17:10-17:30 I-86 郭寅龙 
中科院上海有机化

学研究所 

基于质谱抗癌新骨架化合

物的发现 

17:30-18:00 闭幕式 

18:00-19:30 晚  餐（二楼 佳妍咖啡厅、佳音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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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目录 

论文编号 论文作者 论文题目 

PL-01 谭蔚泓 分子医学助力健康中国 

PL-02 郭子建 生命金属和金属药物的代谢与分布 

PL-03 江桂斌 筛选有机污染物的策略与实践  

PL-04 樊春海 框架核酸单分子分析  

PL-05 张学记 可穿戴传感器的研究及产业化 

PL-06 李景虹 单细胞分析化学 

   

I-01 蒋兴宇 和人体内外表面兼容的柔性分析器件 

I-02 张丽华 微量样品蛋白质组分析新方法 

I-03 聂宗秀 纳米材料生物组织亚器官质谱成像研究 

I-04 刘虎威 
Surface plasmon resonance coupled to mass spectrometry in 

bioanalysis 

I-05 李攻科 循环化学发光快速检测复杂样品研究进展 

I-06 陈  义 高稳定毛细管电泳理论与方法 

I-07 冯钰锜 油菜素甾醇的 LC-MS 分析方法研究 

I-08 叶邦策 疾病感知智能生物传感器研究及在体诊疗应用 

I-09 白  玉 基于常压质谱免疫的超灵敏生物标志物分析新方法及其应用 

I-10 练鸿振 新型磁性纳米材料制备及其在蛋白质/肽分离富集中的应用 

I-11 汪海林 DNA 修饰分析与表观遗传研究 

I-12 刘  震 基于糖的仿生识别的生物分析新方法研究 

I-13 刘  倩 人体内暴露组研究面临的分析化学挑战 

I-14 郑晓晖 基于中西医药"合策略"的全新分子设计与新药创制研究 

I-15 张书胜 生物正交表面增强拉曼散射纳米探针用于癌细胞的准确成像 

I-16 王建华 多金属氧酸盐与蛋白质相互作用及其吸附研究 

I-17 陈焕文 离子化过程的时空分辨特性及其生命分析应用 

I-18 李向军 不依赖标准品的手性分子毛细管电泳分析 



中国化学会第二十一届全国有机分析及生物分析学术研讨会 湖南长沙  

18 

 

I-19 胡  斌 液滴微流控芯片-ICP-MS 单细胞分析 

I-20 赵先恩 小分子疾病标志物高通量 LC-MS/MS 分析方法与应用 

I-21 徐静娟 瞬态（微秒级）电化学反应中间体的质谱测量 

I-22 张晓兵 固态发光探针与原位生物成像 

I-23 樊江莉 高灵敏血液细胞分析用荧光探针 

I-24 刘松琴 环境毒理模型的构建及其应用 

I-25 阴彩霞 生物活性小分子荧光检测与生物示踪 

I-26 马会民 光学探针与成像分析（2021） 

I-27 张忠平 荧光探针揭示细胞内分子及细胞器动力学 

I-28 姜秀娥 肿瘤微环境响应的纳米诊疗探针作用机制分析及应用 

I-29 宋相志 新型吡喃喹啉荧光染料的研发及生物应用 

I-30 王蔚芝 活性体系诱导的多肽分子探针及生物医学应用 

I-31 鞠熀先 细胞功能分子的光谱成像及其诊疗应用 

I-32 刘志洪 面向脑科学的光/电化学测量方法 

I-33 黄卫华 纳米电极亚细胞实时探测 

I-34 肖乐辉 光学显微成像化学测量 

I-35 王健博 P450 催化手性氟化物氧化脱氟机理的研究 

I-36 李正平 以单个微球为载体高灵敏度检测生物标志物 

I-37 卢小泉 卟啉类有机杂环化合物在电化学分析领域的应用 

I-38 宋  杰 基于动态 DNA 结构的信息传递和单分子操纵 

I-39 上官棣华 细胞分析探针的设计、筛选和应用 

I-40 尹  鹏 血清中同型半胱氨酸的光学定量分析 

I-41 黄承志 无机聚合物酶的制备及其在生物医学分析中的应用 

I-42 谢海燕 活体成像仿生纳米生物探针 

I-43 张春阳 基于单分子检测的 RNA 分析方法研究 

I-44 渠凤利 基于纳米材料精准设计的生物传感分析 

I-45 卿志和 核酸-金属作用机制及探针构建研究 

I-46 朱俊杰 DNA 纳米自组装体在癌症诊疗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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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47 戴志晖 生物分子对材料的调控及高灵敏传感 

I-48 张书圣 肿瘤标志物检测技术、装备及诊疗一体化 

I-49 李  娜 基于单颗粒光学成像计数的高灵敏免放大多目标同时检测 

I-50 刘固寰 生物检测中的仿生信号放大策略  

I-51 方晓红 
Analysis of protein stoichiometry and organelle dynamics by 

single-molecule fluorescence imaging 

I-52        逯乐慧 生物可降解的谱学成像纳米探针 

I-53 汪夏燕             同时三视野显微成像单细胞操控系统用于胞内代谢物的分析 

I-54 黄  晋 新型纳米机器用于细胞内 miRNA 成像 

I-55 赵书林 诊疗一体化荧光成像纳米探针的制备与应用 

I-56 夏兴华 表面等离激元增强光谱电化学分析 

I-57 梁高林 双重荧光猝灭策略增强肿瘤光热治疗效果 

I-58 吕  超 化学发光光谱尺 

I-59 史海斌 基于有机智能响应型探针的生物成像分析研究 

I-60 朱明强 基于聚集诱导发光的阿尔茨海默症小鼠全脑三维荧光成像 

I-61 汪乐余 纳米探针构筑及活体深度组织多模成像 

I-62 苏  彬 基于电化学发光谱学和成像的生化分析 

I-63 江德臣 单细胞电化学发光成像分析 

I-64 陈  卓 胃部极酸性环境精准诊疗 

I-65 史  文 
Rational design of fluorescent dyes through modulating π-

conjugated structure 

I-66 左小磊 框架核酸界面化学 

I-67 李乐乐 亚细胞水平时空选择性分子成像 

I-68 韩  达 基于核酸计算的分子诊断 

I-69 袁  林 有机荧光探针性能调控及其成像分析应用 

I-70 刘剑波 人工细胞的化学构建与诊疗应用 

I-71 王  铁 基于纳米自组装的分析检测 

I-72 孙佳姝 基于微流控技术的细胞外囊泡分离分析 

I-73 刘  洋 纳米材料表面调控电化学发光分析 



中国化学会第二十一届全国有机分析及生物分析学术研讨会 湖南长沙  

20 

 

I-74 柯国梁 基于 DNA 限域结构的生物传感新策略 

I-75 刘洪林 单碱基尺度分辨率的表面能量转移纳米尺的构建 

I-76 聂  舟 基于 G 四联体荧光复合物的生物成像研究 

I-77 赵永席 加成-消除机理活化的核苷转化测序探究 RNA 动态 

I-78 邱丽萍 基于功能核酸的细胞成像与操纵 

I-79 肖泽宇 化学调控可视化药物载体用于肿瘤精准诊治 

I-80 陈  巍 生物体内活性硫物质的光学传感分析 

I-81 刘买利 用于复杂样品体系分析的核磁共振新方法 

I-82 蔡宗苇 MALDI-TOFMS imaging and recent applications  

I-83 袁  荃 核酸适配体分子识别体系设计及生物分析应用 

I-84 冯建东 大环分子纳米孔 

I-85 张新荣 单细胞代谢物的质谱成像分析 

I-86 郭寅龙 基于质谱抗癌新骨架化合物的发现 

   

O-01 孔祥蕾 
Application of double laser beams in photon activation tandem mass 
spectrometry and ion spectroscopy: primary results 

O-02 周  江 microRNA G-四链体结构的形成及识别 

O-03 陈应庄 反相 x 亲水高正交全二维色谱及在中药两性化合物分析中应用 

O-04 段怡譞 液质联用及其多元前端的前沿应用 

O-05 赵  明 工业大麻中大麻素检测方法开发及应用 

O-06 余  辉 外泌体单颗粒检测与亚型分析技术 

O-07 郭明全 基于多靶酶亲和超滤色谱快速筛选天然活性化合物 

O-08 彭蜀莹 岛津液质仪——探寻 biomarker 之匙 

O-09 姚  池 DNA 三维网络用于复杂体系生物颗粒识别与分离 

O-10 雷新响 核磁共振各向异性参数 

O-11 杨  盛 细胞内源组分辅助荧光放大与超灵敏生物成像分析 

O-12 吴珊湖 基于 Orbitrap 的小分子化合物研究 

O-13 张新星 气液界面质谱学 

O-14 朱泽策 基于手机的时间分辨磷光成像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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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15 韩晓军 基于磷脂组装体的人造细胞 

O-16 张  奎 面向痕量快速检测的传感分析与可视化方法研究 

O-17 张小玲 分子纳米荧光探针及生物医学应用 

O-18 刘  琦 MOFs 基材料的生物分析应用 

O-19 高鹏程 离子传输调控：仅外表面有功能分子的纳米孔道 

O-20 孙  兵 影像学技术在化学材料研究中的应用分享 

O-21 吴亚锋 基于质荷传输调控的细胞分析方法 

O-22 张  燕 
Nanofluorophore for near-infrared fluorescence and photoacoustic 
imaging of T lymphocytes 

O-23 何  毅 原位实时成像单个 ZIF-90 颗粒对气态碘的吸附研究 

O-24 夏  悦 
电化学法一步制备二元 Au 合金基微-纳结构薄膜电极及对有机
小分子的非酶电化学检测 

O-25 欧阳湘元 基于 DNA 纳米材料的可控自组装及生物分析 

O-26 李  凯 新型光学示踪探针的结构调控与成像应用 

O-27 邹  振 Zn2+配位驱动 RNA 纳米组装：保持 RNA 完整性和生物学功能 

O-28 刘红文 小分子酶活性探针及癌症成像 

O-29 熊二虎 新型纳米金球形核酸探针构建及其生物传感应用 

O-30 马  诚 单颗粒和单细胞层面的电化学发光分析 

O-31 王力立 基于仿生分子识别的手性传感研究 

O-32 张培盛 双级靶向荧光聚合物纳米探针构建及生物成像研究 

   

P-01 甘亚兵 细胞、斑马鱼和小鼠中次氯酸的荧光成像分析 

P-02 尹国兴 
阿尔茨海默病和帕金森病中同型半胱氨酸、半胱氨酸和谷胱甘肽
的定量和荧光成像研究 

P-03 刘  鑫 
Aptamer 构象变化引发活细胞膜上 DNA Walker 原位信号放大研

究 

P-04 张  利 吡啶基 TPE 纳米寡聚物用于鱼精蛋白及胰蛋白酶高灵敏检测 

P-05 顾  秀 2D NMR-based metabolomics 

P-06 付光为 一种突破生理限制的纳米酶复合探针用于糖尿病伤口抗菌研究 

P-07 左  琴 
一种用于提高细胞成像对比度的 one-to-large（1：L） 信号放大

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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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8 周  颖 脑靶向荧光光声双模纳米探针用于癫痫中 H2S 成像分析 

P-09 王桃云 溶酶体靶向荧光探针用于成像细胞内源性半胱氨酸 

P-10 陈  婷 哑铃型三链分子开关逻辑平台构建及其高保真生物分析 

P-11 胡  山 溶酶体靶向荧光探针用于成像细胞内源性谷胱甘肽 

P-12 潘松兰 线粒体自热激活的金属有机框架纳米颗粒用于肿瘤细胞高效杀伤 

P-13 冯  通 LC-HRMS 同时定量和筛查人尿中药物残留 

P-14 胡诗帆 基于电化学发光成像的三联吡啶钌发光反应机理研究 

P-15 张瑶瑶 纤维素负载 ZnxCe1-xO 的制备及其降解甲基橙性能研究 

P-16 罗  玮 DCBI-MS characterization of paper-based modification 

P-17 孙  慧 CdSe 基量子点电化学发光体系在核酸分子诊断中的应用研究 

P-18 李向军 手性分子的振动圆二色谱研究 

P-19 杨  蓉 大孔吸附树脂快速去除山银花中溶血性皂苷的研究 

P-20 潘家馨 丁香配方颗粒的质量标准研究 

P-21 刘  颖 采用分散固相萃取方法快速分离纯化茯苓中的三萜酸 

P-22 刘敏聪 豆蔻配方颗粒 HPLC 指纹图谱与质量标准研究 

P-23 邱瑞英 酒白芍配方颗粒质量标准研究 

P-24 马丽欣 连续流微反应的在线分析技术研究 

P-25 谭林利 千年健配方颗粒及其质量标准的研究 

P-26 李  海 大血藤配方颗粒质量标准研究 

P-27 谢舒婷 红参配方颗粒指纹图谱及 4 种主要活性成分含量测定研究 

P-28 王  颖 艾叶配方颗粒及其质量标准的研究 

P-29 王  慧 成像检测疾病过程中高尔基体氧化应激水平 

P-30 朱星星 基于内滤效应构建的新型生物发光探针与成像 

P-31 张振群 顺序激活式光控比率荧光探针及其黑素体酪氨酸酶原位监测应用 

P-32 郭  萍 Ionization of glycans from alkali metal salt-impregnated paper 

P-33 时长志 氢/氘交换结合单细胞纳喷雾高分辨质谱辅助代谢物鉴定 

P-34 丁鹭榕 单细胞的细胞-基质黏着行为调控 

P-35 高  娜 
Defective Ag-In-S/ZnS quantum dots: an oxygen-derived free 
radicals scavenger for mitigating the macrophage inflam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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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6 杨春蕾 
A silicon nanoparticles-based nanoprobe for fluorescence ratiometric 
and visual detection of glucose 

P-37 李心如 氧化铱纳米颗粒修饰电极用于水果、汗液 pH 的在线检测 

P-38 郭  成 尿液中甲基化修饰腺嘌呤核苷的 HILIC-MS/MS 分析 

P-39 赵怀鑫 DNA 分子工程创制分子成像探针 

P-40 高  涛 Aptamer mounted nest-PCR for single-cell quantitative phenotyping 

P-41 王琳琳 基于酶生物燃料电池的自供能传感器用于疾病的诊断及智能调控 

P-42 渠陆陆 多功能固相萃取膜对肺癌呼出标志物的超灵敏 SERS 检测 

P-43 周娜交 百合中酚酸甘油苷的筛查研究 

P-44 聂  茜 HPLC 法同时测定白术配方颗粒中白术内酯 II 和 III 的含量 

P-45 陈诗丽 酒黄精饮片及配方颗粒的 HPLC 指纹图谱相关性研究 

   

A-1 任清凡 用于可重复和灵敏测定抗生素的亚胺连接的共价有机框架 

A-2 傅英姿 双 Z 型复合材料构建光电化学免疫传感器 

A-3 陶  佳 
金属-有机骨架中的多酶模拟超细合金纳米粒子用于增强化学动

力学治疗 

A-4 陈冬花 ZnO 量子点及罗丹明 B 掺杂介孔硅荧光探针构建及对硝基苯酚检测 

A-5 喻  玲 基于介孔硅的纳米金催化还原体系构建及对苯二酚检测研究 

A-6 殷焕顺 
MXene 和 ZnSnO3增强 CdS 纳米棒的光活性:在 DNA 羟甲基化

光电化学检测中的应用 

A-7 殷焕顺 
基于 Se-MoSe2纳米花的无抗体酶辅助光电化学传感器检测 N6-

甲基腺苷和 FTO 

A-8 刘粲迪 不同茶产品中展青霉素的调查与分析 

A-9 梅丽莎 廉价合成的简单电催化剂 CuFe-MoC@NG 在免疫传感器中的应用 

A-10 叶萌颖 基于膜嵌入式供体的多对一 FRET 探针用于多巴胺传感 

A-11 王泽峰 基于催化发夹组装技术用于金黄色葡萄球菌的可视化检测 

A-12 张萌萌 
Ti3C2 MXene 锚定 CuAu-LDH 多功能二维纳米材料用于电化学免

疫传感器中 CEA 的双模式检测 

A-13 刘松杨 人工细胞调控的一氧化氮级联催化产生 

A-14 陈名剑 铂纳米颗粒/吡啶/金修饰玻璃碳电极上甲酸的电催化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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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5 张艳文 凝集体微滴介导基因转染用于一氧化氮的产生及诱导细胞凋亡研究 

A-16 上官璟芳 氮掺杂碳量子点及其结合光敏剂对大肠杆菌的抑菌作用研究 

A-17 沈毓儒 基于 WO3/cG-BiVO4/FTO 异质结的土霉素光电化学适配体传感 

A-18 刘璐瑶 
基于 WO3/In2O3 II 型异质结和聚多巴胺-CdS QDs 生物标记的三

明治型光电化学 CYFRA 21-1 免疫传感 

A-19 赖国松 
酶促目标物循环及 G-DNAzyme 动态组装用于均相化学发光生物

传感 

A-20 赖国松 
双重 Mg2+核酸酶催化 G-四链体自组装诱导纳米金聚集用于均相

比色生物传感 

A-21 赖国松 
目标物识别触发 G-四链体 DNA 酶纳米树组装用于抗生素比色生

物传感 

A-22 马  铭 同位素编码衍生-纸喷雾质谱快速分析仲胺类化合物 

A-23 张苗苗 结合纳米计算机断层扫描与透射电子显微镜确认细胞内纳米结构转变 

A-24 方一民 免标记光学成像和传感技术在环境与健康监测中的应用 

A-25 孙成龙 
基于 CdS/AuNPs/NiO Z 型异质结和凝集素-糖亲和的三明治型光

电化学伴刀豆球蛋白 A 传感 

A-26 赵初蕾 

Smart activatable fluorescent probe displays fluorescence 
enhancement for electrochemiluminescence: Provides high-quality 
signal-to-noise ratio and detection limits 

A-27 马超云 
Construction of "signal on" electrochemical immune-sensor based on 
light induction 

A-28 王  萧 
Cu2+激活 MMoO4（M=Co，Ni）过氧化物酶活性的电化学免疫

传感器用于癌胚抗原的超灵敏检测 

A-29 廖晓晨 
由高级氧化技术诱发的比例电化学免疫传感器用于癌胚抗原的超

灵敏检测 

A-30 刘  星 手性衍生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法测定 DL-氨基酸 

A-31 叶中菊 多电荷柱状超分子通过多价相互作用促进对 Aβ 纤维化的调控 

A-32 张朝辉 诱导相分离-LC/MS 法测定中药材及中药复方制剂中的马兜铃酸 

A-33 陈  军 核磁共振技术在新精神活性物质筛查中的应用 

A-34 孙麒竣 基于生物质碳量子点人工酶的制备及对黄嘌呤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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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5 吴  梦 
牛血清白蛋白为支架的钌基复合荧光探针的构建及其在植物组织

中的乙烯气体检测与荧光成像的应用 

A-36 刘  婷 智能手机平台的比率荧光探针的构建及其视觉检测银离子的应用 

A-37 尹晨辉 
碳量子点"关-开"型荧光纳米传感器的构建以及对 α-葡萄糖苷酶

的检测 

A-38 徐小雨 钾掺杂碳量子点的制备及其对谷胱甘肽的检测 

A-39 付立行 动物骨头碳点多通道阵列传感器的构建及其在金属离子识别中的应用 

A-40 马艳梅 酚羟基修饰的交联印迹树脂的制备及其在喜树碱分离纯化中的应用 

A-41 姜欣欣 碳量子点纳米荧光探针的制备及在核酸检测中的应用 

A-42 高元吉 气泡破裂诱导的脂肪酸环氧化研究 

A-43 孙雪花 
Detection of hydrogen peroxide and cholest-erol based on zinc doped 
quantum dots and Fenton-like reaction fluorescent probe preparation 

A-44 王  庆 基于酸性离子液体原位泡腾辅助微萃取法测定合成色素 

A-45 魏  芸 

Fabrication of an efficient ZIF-8 alginate composite hydrogel 
material and its application for enhanced copper elements adsorption 
from aqueous solutions 

A-46 姜春颖 LAMP 快速检测新冠病毒方法的建立 

A-47 温  莹 
一种区分检测硫醇及追踪 GSH 代谢 SO2的荧光探针在诊断癌症

中的应用 

A-48 丁煜宾 基于荧光染料超分子组装体的糖胺聚糖阵列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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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四极杆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 利用数字技术的自动支持功能，如M2M 、物联网和人工智能（AI）， 可实现更高的
生产效率和可靠性。

允许系统进行自我监视和诊断，无需用户干预即可处理数据采集过程中的所有问题，
并自动执行专业操作。

无论操作者技能水平如何，在日常和高要求的应用中，都可获取高质量， 稳定可靠的
数据 。

•

•LCMS-8060NX

非凡的灵敏度和速度

LCMS-8060NX继承了LCMS-8060出色的速度和灵敏度，通过

提高ESI传热效率和辅助加热气流速来提高脱溶剂效率。 可以

为更广泛的化合物设置最佳电离条件，从而实现更高的分析

灵敏度。

优异的稳健性减少停机时间

新开发的IonFocus™单元可将离子高效地引入质谱仪，同时

排出中性粒子等干扰物质，从而减少基质效应和仪器内部的

污染。 新型离子导入单元UF-Qarray™II和UF-Lens™II在保持

高离子传输速率的同时，提升了仪器的稳健性。

出色的易用性提升工作流程效率

新的参数无需手动优化即可获得高灵敏度，而自动开机和关闭

（使用LabSolutions Connect™MRM）等功能可实现无人值守的操

作。将MS与Nexera™系列UHPLC结合使用可实现多种分析智能

（Analytical Intelligence）功能，以进一步提高整体工作流程的效率。

LCMS-8060NX是岛津三重四极杆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旗舰机型的巅峰之作。在实现优异的灵敏度和分析速度的同时，进一步

提升了仪器的稳定性、耐用性和操作性。

Enhanced PerformanceEnhanced Performance
Sensitivity and RobustnessSensitivity and Robustness

通过改善脱溶剂效率实现更高灵敏度的分析

全新的辅助加热设计提高了脱溶剂效率，对于类固醇激素等

难以电离化合物的检测灵敏度得以进一步提升。

卓越的耐用性

除了IonFocus 单元外，LCMS-8060NX 还采用了新型离子导入

单元UF-Qarray II 和 UF-Lens II 。在保持高离子透过率的同时进

一步提升了稳健性，这样的设计使仪器整体实现良好的稳定性。

因此，即使是含有大量基质的样品也可以通过简单的预处理直

接注入。以下数据显示了仅用水稀释的尿液中代谢物连续分析

结果。使用LCMS-8060NX，即使在对复杂基质样品进行连续

测定时灵敏度也不会降低，获得稳定的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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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便易用：多花点时间在结果上，少花点时间在仪器设置上

• 智能化：Real Time Library Search 实时数据库搜索，智能

MSn 帮助挖掘更多信息

• 灵活搭配：New AcquireX workflow，1M 分辨率，UVPD，

捕捉更多低丰度分析物

新品亮点

Orbitrap IQ-X Tribrid MS

代谢组学 / 脂质组学 / 药物代谢 / 寡核苷酸分析 / 食品分析

焦虑吗？

苦恼吗？

手动采集
吗？

告别
996

您还在为中药多组分分析而焦虑吗？

来看看赛默飞新一代智能化高分辨质谱如何帮助
您提升工作效率，告别 996 ！

您还在为中药复杂样品中低含量的组分难以获得
有效碎片信息而苦恼吗？

您还在手动编辑包含列表和排除列表
进行质谱数据采集吗？

赛默飞

官方网站

赛默飞

官方微信

热线
电话

800 810 5118            
400 650 5118

www.thermofisher.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