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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空便携气相色谱测定水中苯系物 

王永华 (北京大学环境学院。北京 100871) 

摘 要：研究了分配常数、气液相比、温度和无机盐等对顶空分析灵敏度的影响。结果表明，这些参数对不同组分顶空 

灵敏度的影响有显著差异。气液相比对分配常数小的组分影响大，而温度和无机盐对分配常数大的组分影响大。提出 

了静态顶空，吸附热解吸／SENTEX便携气相色谱仪，微氩离子检测器测定水中4个苯系物的方法，平均相对标准偏差 

7．38％，平均相对误差 3．46％，与标准方法比较，没有显著差异，而方法检出限低于标准方法 l一2数量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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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ation of aromatic hydrocarbons in wster using static headspaee／adsorptlo~heat desorptloa／portable gas 

chromatography／argon detector 

WANG Yong-hua(College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Abstract：The paper described the theory of static headspace gas chromatography．Effect of distribution constant，gas liquid phase ratio， 

temperature and salts on the headspoce sensitivity was discussed．Benzene。tolene，p-xylene and o-xylene in water were determinated 

using static headspace／adsorption·heat deserption／portable gas chromatography／argon detector．Mean Relative standard deviation and 

mean relative error for four Aromatic hydrocarbons are 7．38％ and 3．46％ ．respectively．Limit ofthe method is low 10—100 time than 

that ofthe standard headspace method． 

Key words： distribution constant； static headspace analysis； aromatic hydrocarbons， adsorption·heat desorption； portable gas 

chromatography—argon ion detector 

水中挥发性有机物分析在环境研究与评价中 

占有重要位置，许多有毒有机物都是挥发性的。 

在美国EPA规定的114种有机优先检出物中就有 

挥发性组分45种，占40％。气相色谱几乎是分离 

分析这一类组分的惟一方法。根据样品处理方法 

不同可分为吹扫捕集热解吸法 J̈，该法主要缺点 

是分析时间长，需要特殊设备，优点是检出限低。 

液液萃取法 ，需要高纯溶剂，容易产生溶剂峰 

干扰，富集倍数小，优点是重复性好。直接水样注 

射法 ，存在水的干扰，且对色谱柱有损害，检出 

限高，优点是简单方便。固相萃取法对低浓度回 

收率不高，耗费时间，但是富集倍数大 。近年 

来，固相微萃取技术也被应用于测定水中挥发性 

有机物 ，在重现性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比较起来静态顶空方法在水中挥发性有机物分析 

方面有独特优点，因而被广泛关注，水中苯系物的 

顶空分析已被列入标准方法 J。该方法的突出优 

点是样品处理简单，不用有毒的c 溶剂，无需特 

收稿日期：2004-03—12 

作者简介：王永华(1951一)，男，吉林通化人，教授 

殊设备，容易实现自动化，存在的主要问题仍然是 

检出限较高。为了适应标准方法的要求，同时又 

解决检出限过高的问题，本文采用 SENTEX便携 

式气相色谱氩离子检测器结合静态顶空方法测定 

水中苯系物。 

1 基本原理 

1．1 质量平衡原理 

在恒温平衡状态下，挥发性组分在液气两相 

中的浓度比定义为分配常数： 

K=cj， (I) 

式中， 为液气分配常数，与亨利常数(日)互 

为倒数关系， 、c。分别是组分在液气相中的平 

衡浓度。在封闭体系内，组分的质量平衡方程可以 

表达为： 

co = +c (2) 

式中，c。为组分初始浓度， 、 分别为液 

气相体积，式(2)两边被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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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 C ／ +cf (3) 

将式(1)代入式(3)整理后得： 

C。= C ( ／ +K) (4) 

式中， ／ 称作相比。从式(4)看出，平衡 

时，只要测定顶空气相浓度 C ，就可以测定挥发 

性有机物在水中的原始浓度 c。。从式(4)看出，提 

高顶空浓度，降低方法检出限主要有3种办法：① 

降低气液相 比( ／ )，② 降低液气分配常数 

(K)，③ 增加顶空进样量。 

1．2 微氩离子检测器(I~AID)原理 

／1AID以氩气(Ar)作为载气，以氚 (Ha)作为 

放射源，源强为 45mei，当 Ar气流过检测器时，Ar 

气被放射线照射，激发到激发态： 

Ar+ Ar 

Ar 的激发态活化能大约为 11．7 eV。因 Ar 

不发生电离，当没有有机分子进入时，检测器基流 

很小，这与 ECD相反，当经色谱柱分离的有机分 

子(R)进入检测器时，将与 Ar 发生碰撞，Ar 将 

能量释放到有机分子上。由于多数有机分子的电 

离电位小于 11．7eV，Ar 能够使它们发生电离，产 

生阳离子和电子，反应过程如下： 

Ar +R斗 A．r+R +e。 

施加给检测器的直流高电压收集正负离子， 

产生电流，系统放大并测量此电流，产生色谱图。 

色谱峰高或面积与组分浓度成正比。与 FID比 

较，／1AID不需要空气和氢气，操作简单，对有机物 

的灵敏度因不同组分而异。 

2 实验部分 

2．1 仪器与试剂 

(1)HP．6890气相色谱仪，火焰离子化检测器 

(FID)，色谱工作站，均为美国惠普公司生产。气 

密型注射器(澳大利亚，SGE公司)。顶空瓶和内 

衬聚四氟乙烯膜的硅橡胶垫 (美国，Supeleo公 

司)。苯系物标样(由水利部水环境监测中心与北 

京大学环境学院合作研制)。 

(2)色谱条件 FID检测器，空气流速 250ml／ 

min，氢气流速 30ml／min，15m×0．53mm×3／1m大 

口径石英毛细柱，高纯氮载气，柱流速 3ml／min。 

尾吹气流速25ml／min，分流比5：1，柱温度 120％， 

检测器温度 250％，注射口温度 200％，顶空气体 

进样量 50Old。 ， 

(3)便携式气相色谱仪，氩离子检测器，30m 

×0．53mm×0．25／~m大VI径石英毛细柱，高纯氩 

载气，柱线速度(对苯)20em／min，色谱柱和检测器 

温度为 105 cI=，抽气泵速度 2ml／s，采样 20s，干燥 

时间40s。热解吸时间4s，无分流热解吸进样，微 

型活性炭吸附管，单点外标法定量。 

2．2 实验步骤 

取 100ml玻璃注射器，加入 20．0ml无苯系物 

的地下水，加入苯系物标样，使苯、甲苯、对．二甲 

苯和邻．二甲苯的浓度均为 17．5 g，L。用硅橡胶 

帽密封，在室温下(20-I-1 cI=)，手摇 lmin，静置 

5min。用20ml玻璃注射器取20ml顶空气体，对接 

便携式气相色谱仪的抽气进样口，启动分析程序， 

分析结束后，自动记录色谱峰面积和含量。标样 

在校正进样口进样，水样在分析进样口进样。 

3 结果与讨论 

3．1 气液相比对顶空灵敏度的影响 

作者曾研究了不同气液相比对甲醇、氯仿和 

正己烷的顶空色谱峰面积的影响 引。结果表明， 

改变气液相比对 K值很大的甲醇几乎没有影响， 

对氯仿，相比从 24变到 1．5，顶空峰面积提高 3 

倍。对正己烷，顶空峰面积提高 13倍。这个结果 

说明对 K值小或 H值大的组分，改变相比对顶空 

灵敏度的影响显著。这个结论与按照式(4)的计 

算结果是一致的。表 1列出环境中常见组分的K 

和H值。假设各组分的浓度均为 0．1 g，ml，在相 

比为 24和 1．5时，按式(4)计算的顶空浓度列入 

表1中。从计算结果看出，对 K为3．7～5．7的6 

个苯系物，在 25 cI=时，相比从 24变到 1．5，顶空浓 

度可以提高4～5倍。对 K值为 1的四氯化碳，顶 

空浓度可提高 10倍。对 K值为24的二氯乙烷， 

顶空浓度可提高近 2倍。而对K值为50的萘，改 

变相比对提高顶空灵敏度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25 cI=时，用 100ml注射器作平衡器，改变相比对顶 

空浓度的影响见图1。 

3．2 分配常数和温度对顶空灵敏度的影响 

式(4)也反映了分配常数对顶空灵敏度的影 

响。在相比为 24和 1．5时，按式(4)计算不同 K 

值组分的顶空浓度列在表 1中。从表 1看出，对 

K值大于10的组分，顶空浓度显著降低。 

气液平衡受温度控制，氯仿在不同温度下的 

K值见表 2。若以K值对数对绝对温度倒数作图 

可得到线性关系，线性方程为：log](=1547．3IT一 

4．3453，相关系数 0．996，不同温度下的K值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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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1 25℃时常见挥发性有机物的分配常数 ’ 

相比 

圈 1 气液相比对顶空浓度的影响 

此方程计算。例如，计算 80℃时氯仿 的 K是 

1．091。若假设水样浓度为 lO0~g]L，保持相比在 

11．5不变，按式(4)计算不同温度下的顶空浓度 

见表2。在较大的相比条件下，提高平衡温度，对 

提高顶空浓度的意义不大。但在较小的相比条件 

下，提高平衡温度，可使顶空浓度增加近 10倍。 

这可从式(4)得到解释。因为当相比较大时，K值 

的影响较小。当相比较小时，K值的影响较大。 

从温度对甲醇和对．二甲苯顶空浓度的影响可以 

看出，温度对 K值大的甲醇影响大，而对 K值小 

的对．二甲苯影响很小，这就说明对 25℃时 K值 

表 2 氯仿在不同温度下的气液分配常数 “ 

表3 苯系物在不同温度下的分配常数 ” 

∞ ∞ ∞ ∞ ∞ ∞ ∞ ∞ 

加 H 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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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的苯系物组分，提高平衡温度对提高顶空灵 

敏度的意义不大。如假设水样苯的浓度为 100pg／ 

L，当气液相比=4时，按照式(4)计算，25 cI二时，苯 

在顶空气相中的浓度为 14．68p．g／L；80cI=时，浓度 

为 17．66p．g／L，可见在此相比下，提高温度对降低 

检出限没有帮助。表 3列出了不同温度苯系物的 

分配常数值。 

3．3 无机盐对顶空浓度的影响 

活度系数(7)描述了溶质与溶剂分子间的相 

互作用。由于分配常数与蒸气压和活度系数的乘 

积成反比：K=1／(P·7)，所以增加活度系数可以提 

高顶空浓度。一般方法是在水样中加入无机电解 

质，化学上称作盐析作用。准确称取 0、0．2、0．5 

和 1．0g Na~SO4于顶空瓶内，加入 5．0ml浓度分别 

为7．91mg／ml和3．44 g，rnl的甲醇和对．二甲苯水 

样，于 27℃静置 30min，从甲醇和对．二甲苯的顶 

空峰面积与 Na2SO4含量之间的关系看出，加入 

20％ Na2SO4，可使甲醇的顶空峰面积提高2倍，而 

对．二甲苯只增加40％，这说明盐析作用对不同组 

分的影响是不同的。一般说对能在水中形成氢键 

的组分影响大，对非极性组分影响小。各种参数 

对顶空灵敏度的影响可参见文献  ̈。 

上述讨论表明，使用便携式气相色谱进行野 

外现场监测苯系物时，可以不加无机盐类，只需在 

现场温度下平衡即可。 

3．4 常见挥发性有机物电离势 

当Ar气被放射线照射，激发到激发态，呈激 

发态 Ar 的活化能为 11．7 eV。凡是电离势小于 

11．7 eV的有机分子进入检测器时，将与 Ar 发生 

碰撞，Ar 将能量释放到有机分子上，使有机分子 

电离，产生阳离子和电子，被检测器的直流高电压 

收集后，产生色谱图。表 4列出常见挥发性有机 

物的电离势，供测定时参考。有关电离势与检测 

器响应值之间的关系将另文报道。 

衰4 常见挥发性有机物的电离势 

化合物 电离势(eV) 化合物 电离势(eV) 化合物 电离势(eV) 

三氯乙烯 9．45 对二甲苯 8．45 邻甲酚 8．48 

三甲胺 7．82 苯乙烯 8．47 邻二氯苯 9．o7 

氯乙烯 10．0 甲苯 8．82 甲硫醇 9．44 

四氯化碳 l1．28 邻二甲苯 8．56 丙酮 9．73 

1．2二氯乙烯 9．66 硝基苯 9．92 硫化氢 9．88 

苯胺 7．70 硝基甲苯 l1．63 乙酸乙酯 10．1l 

苯甲醛 9．53 问二甲苯 8．56 二硫化碳 l0．13 

甲酸 l1．05 乙苯 8．76 氯苯 9．07 

苯 9．25 甲醛 l0．88 氯仿 l1．37 

澳仿 l0．48 甲硫醚 8．69 丙烯醛 l0．10 

异丙苯 8．75 二甲胺 8．24 丙烯腈 lO．9l 

3．5 吸附热解吸方法 

SENTEX便携式气相色谱具备预先浓缩富集 

功能，实际上是一个吸附热解吸装置，预浓缩器填 

充的吸附材料是活性炭或 TENAX的小石英玻璃 

管。当内部泵吸入气体样品时，预先浓缩器将在 

室温下捕集有机气体，然后通载气吹干水分，再瞬 

时加热预先浓缩器，一般设定加热时间4秒，加热 

温度大约 400~C，同时切换载气流路，将样品吹进 

色谱柱。由于瞬间加热，温度较高，色谱峰尖锐， 

谱带未展宽，无须对样品进行冷捕集和二次解吸， 

操作简单，全部过程由计算机控制，重现性好。检 

测浓度范围为 ppt—ppm级范围。吹扫捕集探头 

可以直接插入到水中进行吹扫，采样速度和时间 

可根据样品浓度设定，有关结果另文报道。 

3．6 静态顶空方法测定水中苯系物 

标准方法规定，水中苯系物的测定采用静态 

顶空分析方法【 ，为适应标准方法要求，本文也采 

用静态顶空方法测定水中苯系物，所不同的是从 

顶空采集的样品经过吸附热解吸后进色谱，用 

100ml注射器做平衡器，至少可以采集 80ml气体， 

而标准方法采用色谱填充柱，进样 5ml，如果使 

用毛细柱最多可进 0．5ml，与标准方法比较，使 

用便携色谱可使静态顶空方法的检出限降低 1— 

2数量级。按 2．2节实验步骤，测定了 17．5 |；，L 

的4个苯系物，结果列在表 5中，对苯、甲苯、对． 

二甲苯和邻．二 甲苯 的平均峰 面积分别达到： 

1852663、1248574、693204、567674计数单位。对 

17．5 g，L的 4个苯系物用标准顶空方法和 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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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90／FID检测器测定结果列在表6中，色谱图见 

图2，4个苯系物平均峰面积分别是 1．28、1．29、 

1．34和 1．06 pAs，平均峰高 0．35pA，仪器噪声 = 

O．06pA，按照信号，噪声比 =5计算的检出限为 

17．5btg／L。顶空，吸附热解吸，便携气相色谱，微氩 

离子检测器的检出限低于 1．75／Jg／L。两种方法的 

相对标准偏差和相对误差没有显著差异，见表 5 

和表 6，而后者检出限低 1个数量级。 

裹5 顶空，吸附热解吸，气相色谱lit AID对 4个苯系物的测定结果Ia----6) 

F1D1 

pA 

26 

圈2 17．5itg／L的4个苯系物色谱圈 

(标准顶空方法IHP68901FID) 

苯 =1．338．甲苯 =1．909．对二甲苯 =2．915。 

邻二甲苯 =3．250 

3．7 结论 

静态顶空，吸附热解吸，便携气相色谱，微氩离 

子检测器对于水中苯系物的检出限低于 1．75~g／ 

L。与标准顶空气相色谱／FID方法比较，相对标 

准偏差和相对误差没有显著差异，而检出限低 1 

～ 2个数量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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