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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应用顶空气相色谱法测定车间空气中乙醇、异丁醇、异戊醇等微量极性有机物，分析方法的线性范围乙醇在 0．0l～ 

0．16 rx IId浓度范围内，异丁醇、异戊醇在 0．001～0．016 rx Inl浓度范围内，标准曲线的相关系数 r=0．9999。最低检出限分别 

为，乙醇2．3×10qIng／IIll，异丁醇 2．5×10一mg／ml，异戊醇3．6×10 Ing／IIll。方法精密度变异系数分别为，乙醇 1．95％。异丁 

醇7．66％，异戊醇6．9o％。加标平均回收率分别为，乙醇94．11％，异丁醇88．37％，异戊醇91．54％。该法干扰少，灵敏度高，分 

离效能好，准确度高，适合于车间空气中挥发性醇类物质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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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ation of Volatile Alcohol in Air within Workshop witIl Headstmee Gas Chromatography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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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喇 ：Determination of ethand，iso—but~d，iso— amyl alcohol in Air within Workshop wit}I headspace gas chr~ atography was studied．The linear 

range of ethanol was from 0．0l mg／ml to 0．16．~／ml。which of iso—butanol，iso—amyl alcohol was between 0．001 mg／ml and 0．016 mr,／m1．The c0∞ ve 

coettieieatwas 0．9999．The detection limit of ethanol，iso— butanol，iso— amyl alcohol were 2．3× 10一。mg／ml，2．5× 10一。mg／ml，3．6× 10一。mg／ml 

respectively．1he relative standard deviation(RSD)was 1．95％，7．66％，6．90％ respectively．The rc~'overy percentage of standard addition of ethanol，iso— 

butanol，iso—amyl alcohol"W~t894．11％ ，88．37％ 。91．54％ respectively． 

Key wOrds：Headspace Gas~ ography；ethanol；iso—bu tand；iso—amyl alcoh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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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厂的蒸馏车间空气中含有乙醇、异丁醇、异戊 

醇等小分子易挥发极性有机物，这些化合物蒸气浓 

度过大对人体有害。异丁醇为无色液体，微有戊醇 

气味，毒性较小。异戊醇为无色透明液体，有刺激和 

不愉快气味，对皮肤、粘膜有刺激性。这两种醇类是 

白酒中杂醇油的主要成分，对人体健康有一定的危 

害，可引起头痛、眩晕、恶心等症状，国家卫生标准对 

此作了严格限制。目前测定车间空气中这些醇类物 

质浓度，一般方法为采样后直接进样，经气相色谱法 

检测⋯，也有用活性炭管采样、溶剂解吸，再用气相 

色谱测定的方法 J。顶空气相色谱法自问世以来发 

展速度极快，在许多领域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特别 

是在环境监测、生物医学、化工食品、卫生防疫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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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h；氧气通人量为550 650 ml／h。利用该工艺生 

产的玉米淀粉水解氧化物，具有一定络合钙离子的 

能力，且生产工艺简单，可作为洗涤助剂配制无磷洗 

衣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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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应用具有很大的潜在可能性。本文探讨了应用 

顶空气相色谱法测定空气中的微量醇类有机物，该 

法干扰少、灵敏度高、分离效能好、准确，最低检出 

限：乙醇2．3×10一mg／n-a，异丁醇2．5×10一mg／n-a。 

异戊醇 3．6×10～mg／n'a。 

1 实验方法 

1．1 原理 

空气中的极性有机物经吸收液吸收，再将吸收 

液置于密闭小瓶，放入恒温水浴中，有机物便在气 一 

液两相间进行分配。当气 一液两相达到动态平衡 

时，抽取液面上气体进样，以保留时间定性，峰高定 

量。 

1．2 仪器与试剂 

岛津 GC一17A气相色谱仪，附氢焰离子化检测 

器；恒温水浴箱；可控温注射器；空气采样品；50 ml 

顶空分析瓶；多孔玻璃吸收管。分析纯氯化钠、分析 

纯乙醇、异丁醇、异戊醇、超纯水。 

1．3 色谱条件 

2 m×4 nllll不锈钢柱，填充 15％ DNP／101白色 

担体(上海试剂一厂)，柱温 100~C，氢焰离子化检测 

器，载气流量：氮气40 ml／min，氢气流量 25 ml／mim， 

空气流量 350 ml／min，检测器温度 150℃，记录纸速 

2．5 mm／min。 

1．4 样品采集 

在酿酒厂蒸馏车间，距地面 1．5 m处放置空气 

采样器(连一支多孔玻璃吸收管)。采样流速0．5 L／ 

min，采样时间30 min，将吸收液(超纯水)移入 1O rnl 

比色管中密封后带回实验室，在冰水浴中将吸收液 

以氯化钠饱和后立即移入顶空分析瓶中，最后以氯 

化钠饱和盐水稀释至 20 rnl，密封。 

1．5 标准系列的配制 

用移液管准确吸取乙醇、异丁醇、异戊醇的不同 

量储备液分别置于 5个顶空分析瓶中，并都用饱和 

氯化钠盐水稀释至2O rnl，最终标准溶液浓度乙醇为 

0．01～0．16 mg／n~，异丁醇和异戊醇为 0．001～0．016 

mg／n'a。 

1．6 样品测定 

将顶空分析瓶放入恒温水浴中，于 35~C恒温2O 

min，用医用注射器(附温度控制装置)吸取 2 rnl液 

面上气体，进样后用纯氮气清洗针筒和注射器芯，以 

保留时间定性，以外标法峰高定量。 

2 结果与讨论 

2．1 标准曲线与线性范围 

见表 1。表 1中数据为 4次平行测定的平均值 

及各标准曲线的相关系数。乙醇在O．O1～O．16 mg／ 

ml，异丁醇、异戊醇在O．001～O．016 mg／n-a浓度范围 

内呈良好线性关系，3种物质标准曲线的回归方程 

依次为：Y=1．03+123．9X；Y=0．33+212．65X：Y： 

0．48+216．99X。 

表 1 标准曲线和相关系数 

Table l Btandalx]cu_rv~and eon-elative coefficient 

化合物 项目 1 2 3 4 5 相关系数 

乙醇 浓度／ · 0．01 0．位 0．04 0．憾 0．16 0．9999 

峰高／皿l 2．38 3．50 5．91 10．90 2o．67 

异丁醇 浓度／ · 一 0．001 0．0Q2 0．004 0．006 0．016 0．9999 

峰高／皿l 0．50 0．77 1．2o 2．位 3．60 

异戊醇 浓度／ · 0．00l 0．0Q2 0．004 0．006 0．016 0．9997 

峰高／皿l 0．68 0．90 1．40 2．24 3．91 

1．乙醇 2．异 】。醇 3．异戊 醇 

图 1 标准样品气象色谱 

Fig．1 Oaromatogram of stand ard锄 pI 

2．2 实验条件的选择 

2．2．1 顶空分析瓶 本实验采用容积为 5O rnl的密 

闭顶空分析瓶，液面上体积与液体体积比为 3：2，为 

了有效而迅速地使温度和分析组分在气液两相达到 

平衡，顶空分析瓶和液面上空间体积都不应太大，顶 

空分析瓶的密封塞是橡胶塞，为防止吸附，内壁用锡 

箔覆盖。 

2．2．2 盐析效应 为提高顶空气相色谱法的灵敏 

度，可向样品中加入氯化钠，以增加样品溶液的活度 

系数。组分的蒸气压随活度系数增大而增大。实验 

数据说明随氯化钠浓度的增大，响应信号值增大，本 

试验采用饱和氯化钠溶液。 

2．2．3 温度的影响 提高平衡时的温度可增加组 

分的饱和蒸气，亦可使测量值增大。但温度过高会 

出现组分与密封隔片发生反应或容器被胀破等问 

题，故本实验选择 35~C作为平衡温度。 

2．2．4 平衡时间的影响 顶空分析瓶放入恒温水 

浴箱后，组分在该温度下达气液两相的分配平衡需 

要一定时间，为得到良好的测定重现性，应选择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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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的放置时间，该时间过长会影响分析速度，过短 

则尚未建立平衡，得不到很好的重现性。放置时间 

在 20 mill以前，峰高随时间增大，20 min后基本趋于 

稳定，故选择 20 min为平衡时间。 

2．3 方法的精密度 

将 3种醇分别配置高、中、低 3个浓度，用前述 

分析步骤进行 6次重复测定，最终得合并变异系数 

为：乙醇 1．95％，异丁醇 7．66％，异戊醇6．90％。 

2．4 方法的回收率 

采集车间空气样品若干份，分别加入不同量的 

标准液，按照样品分析步骤进行操作，测定高、中、低 

3个浓度的回收率，分别为：乙醇 94．11％，异丁醇 

88．37％，异戊醇91．54％。 

3 实际样品测定 

某酿酒车间，按前述方法采集样品，设 3个不同 

的采样点，现场温度2l℃，气压758 mmHg，测得车间 

空气中挥发性醇的浓度分别为：乙醇 32 mg／m3，异 

丁醇3．8 mg／m3异戊醇 6．1 m3。样品色谱图见 

图 2。 

1．乙醇 2．异丁醇 3．异戊醇 

图 2 测试样品气相色谱 

ng．2 alromatogram of test s衄IpI 

参考文献： 

[1] 徐伯洪，阎慧芳．工作场所有害物质监测方法[M]．北京：中国 

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176～l77． 

[2] 聂莉，余波，曲宁，等．作业场所空气中异戊醇的气相色谱测定 

方法[J]．中国公共卫生，2OOl，17(1)：26～27． 

高粘度建筑涂料胶粉专利技术 
专利号：ZL98 1 21709．5 

荣获荤言量赛是 蓑 
该胶粉采用多种高分子材料辅以多功能助剂配方而成，溶于冷水快，用量小、粘度高、无毒、无害、无 

气味、无碱性、使用方便、价格低廉，可取代聚乙烯醇 107系列胶、改性淀粉胶、改性纤维素及熟胶粉等， 

用于建筑涂料和内外墙腻子中作粘合剂、保湿剂、流平剂、成膜剂，还可代替价格昂贵的 HEC用于乳胶 

漆中作增稠剂、粘合剂，并呆应用于石膏制品、贴墙瓷砖、水泥砂浆及防水建材等领域。 

另转让：高分子水溶性胶粉、多功能刮墙腻子粉(内外墙)、GF干粉瓷涂料三项专利技术。 

以上项目投资小，见效快、附加值高，市场前景广阔，生产时节能、无污染，属国家重点推广的环保专 

利技术。 

技术转让方式：普通许可、地区独家许可，省内独家许可(资料备索)。 

研制单位 ：湖北省荆州市康达化工科技开发公司 

地址：荆,kH4,~1'-191,转盘北 100米 邮编：434100 

电话：0716—8469235 13972117885 8437858(晚) 发明人：潘传章(高级工程师)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