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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奖级科技突破是怎样取得的？
——田中耕一发明软激光解吸电离法案例研究
周

程１，纪秀芳２

（１．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北京１００８７１；２．北京化工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北京１０００２９）

摘要：考察了日本岛津制作所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启动激光解吸电离飞行时间质谱仪研究项目的背景，探讨了
田中耕一这位２００２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从事生物大分子软激光解吸电离法开发的过程，并对这位无研究
生学历、无海外留学经历、无高级职称、无行政管理职务、无ＳＣＩ论文的年轻工程师取得诺贝尔奖级科技突破
的主要原因进行了分析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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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１３本科技界来讲，２００８年可以说是最为光辉灿

学模具和科研设备而发展壮大起来的，因此它对科

烂的一年。这一年，日本有两人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学研究和技术开发一向比较重视，在经济高速增长

另一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虽然是美国籍，但却是日

的８０年代，当然更不例外。为强化基础研究，抢夺

本裔，而且其大学时代也是在１３本度过的。此外，这一

未来技术的制高点，岛津于１９８０年８月下旬成立了

年，１３本还有一人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一年内，三名

一个由３０来人组成，主要从事应用指向型基础研究

１３本籍和一名日本裔学者同时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

的“中央研究所”…。该研究所下辖电子工程、机械

奖，这在日本的历史上从未有过。至此，日本一共有六

工程、化学工程三个研究部门。其中，电子工程研究

人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不含日裔），五人荣获诺贝尔

部门主要负责核磁共振与超声波扫描图像处理技术

化学奖，一人荣获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为什么日本

以及激光应用技术的研究。

科技界战后能够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

当初，激光应用技术研究小组主要是想在激光

更令人惊叹的是２００２年的１３本诺贝尔化学奖获

手术刀的开发上有所作为，但当他们到德国、奥地

得者田中耕一（ＴＡＮＡＫＡ Ｋｏｉｃｈｉ，１９５９一）获奖时竟然

利、以色列等国考察回来后，确认激光手术的技术难

是一位无研究生学历、无海外留学经历、无高级职称、

题太多，短期内无大规模实用化的可能。于是，他们

无行政管理职务、无ＳＣＩ论文的企业工程师！一名普

抛开自己熟悉的医疗器械研究领域，开始探讨研制

通的企业研发人员何以能在大学毕业后的第三年取

塑料激光加工设备的可行性。尽管用激光刀切割塑

得重大科技突破，４３岁时便登上诺贝尔奖领奖台？

料远比用激光刀切割人体肿瘤来得简单，但是技术

笔者拟从田中耕一的获奖研究着手，重点考察

的可行性并不等于经济的可行性。塑料激光加工设

一下田中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从事生物大分子软激光解

备的开发受阻之后，他们又开始折回自己熟悉的分

吸电离法开发的背景和过程，以期能为我国的科技

析测试仪器领域，想依据德国医生提出的糖尿病检

创新管理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

测设想，研制一种用二氧化碳激光检测人体内的葡
萄糖含量的分析仪器。碰壁之后，他们又转换战场，

１

岛津制作所激光离子化质谱仪课题的由来

开始研制一种利用激光对金属、半导体乃至生物体
的表面结构进行分析的装置。结果仍然是无疾而

创办于１８７５年的岛津制作所是由生产销售教

终‘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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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２年初，在一次内部研究报告会上，不久前

初提出该研究设想的吉田多见男担任。另外两名课

由大阪大学调入岛津，主要从事红外和远红外激光

题组成员是吉田佳一和秋田智史。前者硕士毕业，

研究的吉田多见男介绍说，德国刚研制出一种激光

学的是应用物理；后者只是本科毕业，学的是生物工

解吸电离飞行时间质谱仪。由于这种质谱仪在记录

程‘２１。

测试信号时使用的是传统记录器，故检测精度不是

１９８３年４月，日本东北大学工学院电气工程学

很高。如果改用计算机来记录、处理测试信号，而且

系本科毕业的田中耕一来岛津报到时，正赶上激光

将激光测试对象扩大到金属、半导体、绝缘体以及不

离子化飞行时间质谱仪课题组急需补充人手。因

易挥发的有机化合物等，那么开发出来的新产品有

此，他和另一名岛津新招进来的大阪大学理学院物

可能获得市场的青睐。此提案获得了中央研究所电

理系硕士毕业生井户丰一起被编入该课题组。

子工程部门的主管喜利元贞的支持¨，。

田中参与研制的激光解吸电离飞行时间质谱仪

喜利元贞早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就开始从事计

主要包含六个系统＂－。（１）试样的制备与导入系

算机的应用研究。由于岛津１９７０年从瑞典引进生

统。由于用激光照射试样时，会使金属试样托架急

产的磁场型气相色谱一质谱联用仪只能使用高速感

速升温，故此环节需要着力解决托架受热变形等一

光纸记录测试信号，致使质谱图很难辨认，严重时，

系列问题。（２）激光解吸电离系统。该系统的主要

联用仪工作一天记录下来的质谱图，需要花一个月

任务是，用高能脉冲激光照射处于真空中的试样，使

的时间来进行解读。针对这一缺陷，喜利元贞等人

少数试样分子快速升温以摆脱周围试样分子的吸附

大胆导入刚刚兴起的微机技术，在美国对日计算机
技术出口尚未全面解禁的情况下，先后攻克了微机
存贮容量小，图像处理功能不强等一系列难题，从而
使岛津生产的新型气相色谱一质谱联用仪的性能大
幅超过了引进产品。尽管新研制出的联用仪非常昂
贵，但因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日本民众的环保意识不断
增强，为了及时、准确地监测环境中的微量元素的变
化情况，日本政府不得不支持所属环境监测机构以
及研究机构大举采购，从而使岛津的质谱仪事业获
得了快速发展。岛津并因此积累了很多使用计算机
来记录处理质谱信号的经验旧１。
很明显，对岛津的激光应用技术研究小组来说，
研制激光解吸电离飞行时间质谱仪存在不少有利条
件。如果在多年累积起来的激光以及计算机应用技
术基础上，解决好各种试验样品的激光解吸电离问

从而变成单个分子，紧接着使解吸后的单个分子带
上电荷变成离子。此环节的主要难题是，用激光照
射试样使其分子解吸电离时，分子很容易受热断裂
成分子碎片。（３）ＴＯＦ质量分离系统。主要是利用
在同一电场中，在带电量相同的情况下，质量小的离
子比质量大的离子飞得快的原理，通过测量离子在
同一电场中飞行时间的长短来甄别离子质量的大
小。此环节需要解决离子的初始速度不等的问题。
（４）离子检测系统。关键是要将离子撞击检测板的
时间点及时转换成电信号记录下来。由于微通道板
（ＭＣＰ）型检测器灵敏度太低，很难检测到速度比较
慢的离子，故对分子量大、速度慢的离子还需要进行
加速等特殊处理。（５）信号转换和显示系统。使用
专用电子回路将检测到的模拟信号快速转换成计算

题，以及离子飞行时间的快速检测记录问题，那么其

机可以识别处理的数字信号，并按横轴为时间（分

所研制的集成了激光、计算机等多项先进技术的多

子量）、纵轴为信号强度的方式将电信号及时显示

用途质谱仪完全有可能取代德国的新产品。

出来。（６）数据叠加处理系统。由于很难依据一次

经岛津高层的批准，１９８２年４月，岛津中央研

激光照射的实验数据得出明确的结论，故通常需要

究所的“激光离子化微探针质谱仪的开发”课题开

对数十次，甚至数百次的实验数据进行叠加处理。

始正式启动，时限为两年半口１。拟研制的质谱仪为

所以有必要开发专用软件。

可以检测无机以及有机试样的多用途质谱仪，也即，

在田中加盟之前，课题组已就质谱仪的结构设

质谱仪的检测对象一开始并没有锁定高分子有机化

计等展开了多项研究。由于在研究程序上，试样的

合物试样”。。

制备与解吸电离属于末端问题，所以课题组当时着
墨不多。尽管田中和课题组其他成员一样都非化学

２激光离子化质谱仪研究小组的组织管理

专业出身，但因他比较喜欢动手做实验，故课题组最
终将试样的制备、导入与解吸电离，也即如何用高能

岛津多用途激光离子化质谱仪课题组组长由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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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程纪秀芳ｉ诺贝尔奖级科技突破是怎样取得的？

密切的研究任务交给了田中¨１。

成的激光解析电离理论可供指导的情况下，最好的

虽然课题组内各位成员的研究分工不同，但他

办法就是通过试错来积累经验。所以，田中不得不

们并非彼此独立地进行着各自的研究。无论有多

整天蹲在实验室，从被认为有可能作为基质的上百

忙，课题组成员每周一都要召开一次研究例会，相互

种物质中选取一种或数种，不断地改变成分、浓度以

交流各自的研究进展情况，以及遇到的困难、下一周

及激光照射强度等进行测试＂－。

的打算等。会议上，全体成员畅所欲言，群策群力，

１９８４年４月田中对自己一年来的实验进行了

毫无保留地发表自己的见解，介绍自己所掌握的研

系统的总结旧１。实验表明：只有少数分子量比较小

究信息。不仅如此，课题组每个月还要召开一次论

的有机化合物经脉冲激光照射后可以完整地转换成

文报告会，每个人都必须按照规定的格式提交一份

离子；多数有机化合物，尤其是分子量比较大的有机

书面研究报告，对自己一个月里采集到的数据、理论

化合物都会在激光照射过程中受热发生裂解；而且，

计算的结果、实验调试情况、收集到的参考文献、外

使用基质缓和激光照射的冲击，避免分子结构遭受

出开会获得的信息、今后的研究思路等一一进行总

破坏的效果不彰。化学知识极其有限的田中对此深

结、汇报。这既有利于信息共享，又有利于相互督

感困惑。

促。结果，课题组变成了一个利益攸关、合作无间的

实际上，自１９７８年Ｍ．Ａ．Ｐｏｓｔｈｕｍｕｓ等人＂１利

研发团队，当一方遇到困难时，大家都会想方设法地

用高能激光束直接进行照射，成功地使诸如核苷酸、

伸出援助之手…¨ｏ。此外，他们还时常利用午休时

胺基酸、胜肽、醣类等生化小分子转换成离子以来，

间同中央研究所专业方向完全不同的研究人员聚在

有机化合物分子的激光离子化研究便开始受到关

一起交流研究信息。这种跨学科研究交流极大地拓

注¨…。当时就有人指出，在一些情况下，使用高能

宽了田中的视野，使刚参加工作，且没有做过研究生

脉冲激光照射试样，使其急速升温，有助于促进试样

的田中得以迅速进入角色，并很快成长为研发骨

在发生裂解反应前气化…１。而且，人们在实验中发

干‘６１。

现，穿越试样的高能脉冲激光，会使金属托架急速升
温，导致激光落点附近的试样分子解吸进入气相，并

田中耕一早期从事的激光解吸电离研究

同时发生反应转换成离子¨儿引。据此，人们不难推

加盟激光解吸电离飞行时间质谱仪课题组后，

的冲击，而在于尽可能地促进试样有效地吸收光能、

田中一边如饥似渴地补充着化学基础知识，一边乐

快速升温解吸电离。因此，最理想的基质应该是能

此不疲地进行着激光解吸电离实验研究。由于金

够有效吸收光能急速升温的物质。

３

出，给试样加基质的主要目的不在于缓和高能激光

属、半导体以及易挥发化合物的激光离子化问题比

采用高速原子轰击法电离时，为缓和高速原子

较简单，故田中研究时把主要精力投向了那些不易

对试样分子的直接冲击，确实有必要选用一些液态

挥发的化合物。用高能脉冲激光直接照射不易挥发

缓冲基质，以让高速原子冲击液态基质时把溶解于

的化合物，特别是分子量比较大的化合物，其分子在

基质中的试样分子一道“溅”起来转化成气相离子。

获得足以克服分子间结合力所需能量前，会在一些

但是，激光解吸电离的情况不同，它利用的不是原子

弱结合键处发生裂解反应，因而很难获得完整的分

的动能，而是激光的热能。因此，激光解吸电离不应

子离子。１９８１年英国的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ａｒｂｅｒ教授等人使

像高速原子轰击法那样主要选用缓和原子冲击类基

用高速原子轰击缓激肽使其离子化取得了成功¨－。

质，而是应优先考虑选用能够快速、高效吸收激光热

不过，很多物质根本无法使用这种高速原子轰击法

能并迅速气化的物质作为基质。

（ＦＡＢ）实现气化电离。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Ｂａｒ—

当时，田中连阿伦尼乌斯（Ａｒｒｈｅｎｉｕｓ）方程式都

ｂｅｒ教授发现在受检物质中添加甘油之类液态基质

不知道¨“。因此，他未能从上述诸多先期研究中导

（ｍａｔｒｉｘ）有助于有机化合物的气化电离¨１。这对从

出激光解吸电离宜选用能够快速高效吸收光能并迅

事激光解吸电离研究的田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速气化类物质作为基质的结论情有可原。课题组中

田中先后以盐基性红色染料、亮氨酸、酪氨酸作

最先想到使用易吸热升温的金属钴的超微粉末作为

为试样进行了一系列测试，试图找出可以帮助有机

基质主意的乃应用物理专业出身的吉田佳一＂。，时

化合物分子完整转换成离子的基质拉ｏ。在没有现

间是１９８４年７月悼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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钴的超微粉末是一种刚刚问世的纳米材料。由

功能，那么人类就不可能真正揭开生命之谜。当时，

于欧美的纳米技术应用研究基本上都是在１９８５年

人们在从事蛋白质结构研究时，仍然在广泛使用埃

富勒烯被发现后才开始启动的，所以那时只有日本

德曼（Ｅｄｍａｎ）降解法。为克服这种方法的种种弊

才能生产这种新型材料。正因为如此，金属钴的超

端，Ｋｌａｕｓ Ｂｉｅｍａｎｎ等人于１９８４年开始尝试使用质

微粉末被称作为“日本粉”，价格非常昂贵。当时，

谱仪来研究蛋白质的序列结构¨“。由于蛋白质的

日本生产的钴超微粉末的直径可达３０纳米左右，这

分子量通常都在１０ｋＤａ以上，没有一种质谱仪可以

种比表面积非常大、直径比一般激光束波长要短很

将分子量如此巨大的生物大分子转变成单体，并对

多的金属颗粒，热容量很小，升温速度极快。田中用

其进行相应的分析处理。显然，如果谁能率先研制

常用有机溶剂丙酮将其悬浮后添加到受检物质中进

出有助于蛋白质定序研究以及分子量测定的质谱

行了一系列实验，发现钻纳米粉确实可以帮助一些

仪，那么谁就有可能掌控未来的质谱仪市场的话语

分子量比较大的有机化合物快速气化，并转换成离

权。

子＂Ｊ。不过，运用这种方法，田中当时只实现了分

１９８４年秋，田中所在的课题组研制出的多功能

子量在１．５ｋＤａ（千道尔顿）左右的有机化合物分子

激光解吸电离质谱仪虽说是模仿创新的产物，但它

的离子化检测旧１。其主要原因是，１９８４年９月课题

毕竟集成了纳米材料、激光、计算机等多项先进技

组就要结题，留给田中添加钴超微粉末做实验的时

术。其中，使用钴超微粉末作为基质，使分子量高达

间只剩下两个月。

１．５ｋＤａ的有机化合物分子成功地转换成离子之举，

尽管“激光离子化微探针质谱分析仪的开发”

还创下了世界最高纪录。很多人相信，沿着添加纳

课题组在１９８２年４月至１９８４年９月的两年半里取

米粉这条技术路径走下去，使分子量高达数千，乃至

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岛津鉴定后认为，课题组研制的

上万道尔顿的有机化合物分子完整转化成离子只是

多用途激光离子化飞行时间质谱仪的性能与已经投

时间问题…。

放市场的德国同类产品相比并没有太大的优势，因

基于上述这些判断，岛津高层最终决定，田中所

此决定不予组织生产。这对于企业研发人员来讲，

在的课题组继续努力，用一年半时间攻克分子量可

应该说是一种失败…。但是，田中却从这次失败中

达１０ｋＤａ的高分子有机化合物的分子量检测难

经受了锻炼。

题旧１。当时，市面上的激光解吸电离质谱仪只能检
测分子量在１ｋＤａ左右的有机化合物。岛津要将其

４

高分子有机化合物质谱仪研究的启动

有效检测值由１千提升到１万，这在一些化学专家
看来简直就是天方夜谭¨ｏ。应该承认，１９８４年岛津

田中参与研制的多用途激光解吸电离质谱仪的

高层冒着巨大风险做出启动这一课题的研究决定确

商用价值遭到否定之时，岛津质谱仪生产销售部门

实不易。更令人惊叹的是，他们竟将这一国际学术

的主管滚寺指出，很多制药公司正在为无法精确测

界公认的难题放手交给了一支平均年龄还不到３０

定一些有机化合物的分子量而感到苦恼。当时，即

岁的五人研究小组。

使是岛津生产的最先进的四极杆型质谱仪也无法有

１９８４年１０月初，田中所在的五人小组以“使

效检测分子量超过１ｋＤａ的物质。如果岛津能够在

用激光离子化法的高分子离子的生成及其测定技术

现有的研究基础上，开发出一种能对高分子有机化

研究”为题开始了新的研究征程。这次的研究对象

合物的质量进行有效检测的“分子量测定器”，将来

非常明确，就是只研究高分子有机化合物的离子生

肯定会有市场…。听到这个建议后，课题组成员无

成与测定问题，其它物质分子的检测不用研究旧Ｊ。

不感到欢欣鼓舞。

这样一来，先前研制的多用途质谱仪上的一些装置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日本媒体对生命科学的

便成了多余。但是，新课题也提出了很多新的要求。

发展前景进行了大量的报道，岛津内很多人也都意

譬如说，必须解决热稳定性差的高分子有机化合物

识到，生命科学，尤其是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将无法绕

在气化前的受热裂解问题。欲使高分子气化电离，

开蛋白质研究。因为蛋白质在人体中所占的比重仅

必须加大激光照射的强度，这样一来，分子结构更容

次于水，它比人体中除水以外的所有物质质量的总

易遭到破坏，以致质谱图显示出来的大都是一些分

和还要多。如果不能有效破译蛋白质分子的结构与

子碎片的数据。而且，新课题还要求大幅度提高离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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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纪秀芳：诺贝尔奖级科技突破是怎样取得的？

子检测器的灵敏度。因为分子量越大，其离子在电

既然弄错了，扔掉也没有关系。可是田中是苦孩子

场中飞行的速度就越慢；离子飞行速度越慢，越不容

出身，从小就养成了节约的习惯，他舍不得扔，想等

易在撞击检测器接受板时及时形成电子信号，这样

甘油挥发掉后再“拨乱反正”。其间，田中发现甘油

便加大了对离子进行有效检测的难度。如果不处理

和钴纳米粉很快便融合成了黑色液体，这是比较少

好，即使高分子电离成功了，人们也弄不清楚是电离

见的。丙酮之类的有机溶剂和钴纳米粉没有这么容

成功了呢？还是检测器灵敏度太低而检测不到日１

７

易融合，即使使劲摇晃，钴纳米粉还是很快就沉到试

有趣的是，这两个关键难题最终都交给了来岛津还

管底部¨引。于是，田中十分好奇地把这种甘油和钴

不满两年的年轻人。前者由田中负责主攻，后者由

超微粉末的混合液倒入准备测试的维生素Ｂ。：中，想

井户丰主要承担。

看看此时的维生素Ｂ，：经激光照射后的反应情况。
他把这种试验样品放入真空测试室，并用脉冲激光

５

高分子有机化合物的激光离子化探索

进行照射，以加快甘油在真空中的气化速度¨１。在
此过程中，他本能地把眼睛转向显示器，没想到显示

田中最初的研究主要是围绕如何添加钴超微粉

器画面上分子量大约为１．３ｋＤａ的地方出现了离子

末，以及如何使用激光急速加热等问题展开的。他

峰¨“。诡异的是，之后，再用激光照射，该处离子峰

用丙酮将钴超微粉末悬浮后添加到高分子有机化合

便不再出现。做了几次重复试验后，结果大同小

物中进行了一系列激光照射试验，结果在对聚乙二

异”ｏ。为何１．３ｋＤａ处的离子峰时现时隐？难道一

醇（ＰＥＧ）类混合物进行试验时，观察到了分子量达

开始出现的离子峰是信号干扰所致？如果不是的

２ｋＤａ的ＰＥＧ离子。可是，此后无论他怎么改变实

话，后来又为什么不见了呢？难道是甘油完全挥发

验条件，都无法使分子量在２ｋＤａ以上的有机化合

之故？

物分子完整地转换成离子。因此，他只好另辟蹊径。

维生素Ｂ，：的热稳定性不好，吸收光能的效率特

当时，有研究报告指出，使用甘油作基质，高速原子

别高，因此在激光的照射下其分子很容易裂解成碎

轰击法可使分子量达３ｋＤａ的有机化合物分子完整

片。如果这次出现的离子峰是维生素Ｂ，：的分子被

地转换成离子＂１。万般无奈的田中决定使用甘油

完整电离引起的，那就意味着钴超微粉末和甘油的

作基质进行一试。结果是，在高分子有机化合物中

混合液对分子量比较大、热稳定性比较差的有机化

添加甘油后，用脉冲激光照射并不能有效促成受检

合物的激光电离具有促进作用。尽管实验中出现的

物质分子完整地转化成离子。田中的实验又一次触

离子峰与信号受到干扰时的情形相似，但多年的实

礁了‘１

验经验告诉田中，这回在分子量１．３ｋＤａ附近出现

４１。

此后，田中对其他质谱分析实验报告中提及的

的离子峰极有可能是维生素Ｂ，：分子被正常离子化

基质逐一进行了激光照射实验，结果都不理想。这

引起的。他非常慎重地向课题组作了汇报。由于课

令田中十分苦恼。花了大量的金钱和时间，最终还

题组曾有过好几次把干扰信号当成是正常离子峰的

是一事无成。早知如此，当初就不应该不相信化学

苦涩经历，故大家一开始不太相信这回真地测到了

专家们的结论，贸然向高分子有机化合物的激光解

维生素Ｂ。：分子的离子峰”１。田中给大家做了几次

吸电离问题发起挑战。由于课题的剩余时间还有很

演示实验，结果仍然是离子峰一会儿出现，一会儿又

多，因此田中决定再围绕钴超微粉末的添加问题做

不再出现。对实验设备进行调试后，离子峰时现时

些实验，争取使分子量的最大测定值有所改善。他

隐的情况不变。把维生素Ｂ，：换成其它有机物后，在

不断改变钴超微粉末溶剂的种类、浓度等进行测试，

甘油没有完全挥发前仍然检测到了类似离子峰。至

试图弄清含有钴超微粉末的基质与高分子有机化合

此，大家确认离子峰出现与否与试样中有无甘油有

物电离之间的关系。在此过程中，他犯了一个“一

关…。这样，一个意外失误在田中这里演变成了一

生中最高级的失误”＂ｏ。

项重大发现。

１９８５年２月下旬，每Ｅｌ都在不停地做实验的田
中不小心将甘油当成了自己要取的丙酮倒入了放有

６蛋白质分子激光离子化检测取得成功

钴超微粉末的试管。他马上意识到自己出现失误
了。尽管钴超微粉末价格不菲，但毕竟量不是很大，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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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化合物分子激光解吸电离之后，田中又通过改变

功，但在课题组、“试作班”以及岛津相关部门软件

甘油和钴超微粉末的配比、基质与试样的混合方式、

人员的共同努力下，质谱仪装置的检测性能在一步

激光照射强度等条件进行了一系列实验。１９８５年４

一步地提升。这为田中的高分子激光解吸电离研究

月，田中和吉田多见男一起对实验装置再次进行改

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条件。利用升级改造过的质谱仪

进后，用钴超微粉末和甘油的混合液作为基质，成功

装置，用钴超微粉末和甘油的混合液作为基质，田中

地检测到了质荷比达４０００的离子¨６｜。随着分子量

很快便检测到了分子量达１４．３ｋＤａ、２５．７ｋＤａ的完

可检测值的不断上升，实验遇到的困难也越来越大。

整蛋白质分子。此后，他又乘胜追击于１９８５年底检

课题启动之初，使用激光解吸电离法最多只能

测到了分子量达３４．５ｋＤａ的羧肽酶分子的离子

使１．５ｋＤａ左右的分子完整地转换成离子。其它方

峰¨“；在课题结题前的一个月，也即１９８６年２月，

法中数高速原子轰击法效果最佳。即便如此，它也

使用彻底改造后的飞行时间质谱仪装置，田中又非

只能使３．５ｋＤａ的分子完整转换成离子。因此，课

常清晰地检测到了分子量达４８ｋＤａ的胰蛋白酶２聚

题组最初研制实验装置时一直以３．５ｋＤａ作为目标

体旧。。这一系列研究表明，蛋白质这类生物大分子

检测值¨。。现在田中开始冲击分子量超过４ｋＤａ的

完全可以通过脉冲激光照射的方式完整地转换成离

分子电离问题了，如沿用现有实验装置，不对其进行

子。这是仪器分析化学和生物化学上的一个历史性

彻底改造，根本无法将分子量更大的有机化合物、特

突破１ ２００２年，田中耕一因此而登上了诺贝尔奖领

别是分子量超过１０ｋＤａ的蛋白质分子的离子化研

奖台，并在日本科学史上留下了一个大学时代留过

究推进下去。各国在研制激光离子化飞行时间质谱

级、非化学专业出身、年仅４３岁的企业工程师荣获

仪时从未遇到过分子量如此之大的离子检测问题，

诺贝尔化学奖的空前记录。

这意味着只在现有质谱仪的结构基础上做些局部改
进很难满足实验要求。因此，课题组成员不得不开

７结语

始直面实验装置的升级改造问题。
当初，课题组为了提高实验装置的离子解析能

田中耕一发明生物大分子软激光解吸电离法案

力，也即提高质谱分辨率，决定采用弯曲场反射式结

例，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但因篇

构以延长离子的飞行距离。可是，飞行距离延长之

幅有限，只能另文再议，在此，仅扼要做些提示。

后，很多分子量比较大的离子会在飞行过程中因释

（１）田中的生物大分子软激光解吸电离法的发

放电荷而衰亡。这对高分子离子的检测非常不

明只是岛津制作所从事激光解吸电离飞行时间质谱

利¨“。如何解决高分子离子的检测难题？和田中

仪开发的一个副产品而已，并非一开始就力图获取

同期进入课题组的井户丰最终使用百叶窗式离子一

的基础研究成果。如果岛津一开始就以获奖为导

电子转换倍增极以及后段加速方式比较好地解决了

向，强调基础研究，那么他们未必能够取得这项重大

检测灵敏度的提高问题Ⅲ－。为进一步解决检测信

原始性创新成果。

号、尤其是弱信号容易淹没在于扰信号之中不容易

（２）田中的发明可以说是基于偶然发现基础之

被发现的难题，课题组一方面在稳定电流、电磁屏蔽

上的持续创新的产物，并非在现有理论指导下取得

等方面狠下苦功，另一方面则在高速测定、叠加计算

的科技突破。如果田中不是在实验研究过程中误将

回路的设计以及软件的开发等方面煞费苦心¨Ⅲ１。

甘油倒入钴纳米粉之中，并将错就错地进行了一系

在实验装置的改造过程中，岛津的“试作班”发挥了

列观察实验，不可能有他后来的重大发现和发明。

非常重要的作用。该“试作班”主要由机械加工、电

况且，即使是偶然的“误倒”，那也是与田中经历众

子组装等方面的高级技工组成。多年来，他们一直

多实验失败仍不泄气的韧劲分不开的。

活跃在岛津各研究项目组之间，练就了一身设备制

（３）田中的发明与日本的激光、纳米、计算机等

作、安装、调试的硬功夫，不论科研人员提出什么样

技术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联，重大科技突破有赖于

的装置构想，他们都可以凭借自身的过硬本领以及

国内工业技术基础的支撑。如果实验材料和实验仪

长年积累的人脉关系使其迅速得以实现，因而也赢

器设备都需要依靠进口才能解决，即使花钱能够买

得了科研人员的信任与尊敬¨儿“。

得到，也需要耗费很多时问。这样，很容易丧失发现

尽管实验用质谱仪的升级改造非一朝一夕之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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