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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方法】 

顶空气相色谱法测定手消毒剂中总醇含量 

甘平胜 ，黄 聪 ，杨 阳，胡国媛，胡毅志 

(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广州 510080) 

[摘要] 目的：建立手消毒剂中总醇含量(以乙醇和异丙醇计)测定新方法。方法：采用顶空气相色谱法，以丙酮为内标 

来测定乙醇和异丙醇的含量。结果：乙醇加标回收率为 98．0％ ～102．0％，其相对偏差(RSD)为 1．05％ 一2．25％，异丙醇 

加标回收率为 96．0％ ～102．0％，其相对偏差(RSD)为 1．59％ 一2．64％。结论：本方法结果准确，适合手消毒剂中总醇含 

量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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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类消毒剂具有无毒、无色、无特殊气味及较快速杀死细 

菌繁殖体和分支杆菌、真菌孢子、亲脂病毒的特性 ，主要包括 

由甲醇、乙醇、异丙醇、正丙醇、丁醇、戊醇。随着碳原子增多， 

杀菌能力逐渐增强，当碳原子增至 5～8个时，杀菌能力最强。 

手消毒剂中常用的醇类是乙醇和异丙醇 。 

乙醇是醇类中作用最广泛的一种，是一种应用广泛、效果 

可靠的中效消毒剂，也使国内普遍使用的一种。对其他消毒剂 

如戊二醇、碘、氯己定(洗必泰)等有增效和协同杀菌作用。乙 

醇还具有较强脱水作用，能将细胞表面和内部的水分脱掉，具有 

防腐固定作用。乙醇在浓度为6o％ 一80％(v／v)时杀菌效果最 

强。异丙醇特性及作用与乙醇相似，但其毒性比乙醇高一倍，是 

国外经常使用的一种。国外研究表明，异丙醇的杀菌作用比乙 

醇稍强，且稀释后不易失效，为更有效地消毒剂。异丙醇的最佳 

作用浓度为50％ 一70％(v／v)，常用作高效手消毒剂 。 。 

本文中的总醇含量是以乙醇和异丙醇总量计。本方法以 

丙酮为内标，用顶空气相色谱法测定手消毒剂中的乙醇和异 

丙醇含量。 

1 材料与方法 

1．1 仪器和试剂 

HP6890气相色谱仪(带 FID检测器)，HP7694顶空进样 

器，色谱柱(GDX一102玻璃填充柱，3 mm i．d．×2 m，自制)； 

丙酮(AR)、无水乙醇(AR)和异丙醇(AR)均由广州试剂厂提 

供；蒸馏水。 

1．2 操作条件 

顶空进样器条件：炉温 6o℃，定量管温度 60％，气体传输 

线温度 100％；样品瓶平衡 时间 15 min；样 品瓶加压 时间 

0．4 min；定量管充气时间 0．3 min；定量管平衡时间 0．1 min； 

进样时间 0．2 min。 

色谱条件：气化室 温度：200％；检测 室：200％；柱 温： 

105％；载气为氮气，流速 30 ml／min；氢气流速 40 ml／min；空 

气流速 4OO ml／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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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样 品处 理 方法 

内标液配制：准确移取 10 ml丙酮于 100 ml容量瓶中，用 

蒸馏水定容。 

标准溶液配制：分别准确移取 0．1 ml，0．2 ml，0．5 ml， 

0．7 ml，1．0 ml无水乙醇和异丙醇于5个 100 ml容量瓶中，各 

加入 1．0 ml内标液，用蒸馏水定容，配制成不同浓度的标准溶 

液系列。 

1．4 测 定 

按照 1．2条件进行分析。 

2 结果与讨论 

2．1 顶空分析条件的选择 

顶空分析法的原理是基于 Raouh定律 ，气相组分的分压 

受温度的影响 J。 

平衡时间的选择：取 5．00 ml配好的标准于 20 ml顶空瓶 

中，于 60％ 分别平衡 3、5、10、15、20 min，用顶空进样器进 

样，每个条件下测定 6次，根据标准和内标峰面积比值的相 

对偏差，以及考虑色谱 出峰时间，平衡时间以 10 min为宜， 

见 图 1。 

图1 平衡时间与峰面积关系图 

平衡温度选择：分别在 40℃、50％、60％、70％ 条件下，平 

衡时间 10 rain。结果表明，气相中被测物的响应值是随温度 

的升高而增加。根据标准和内标峰面积比值的相对偏差，以 

及考虑到顶空瓶内的压力会随温度的升高而增大，可能会影 

响顶空瓶的气密性，选择 60％ 作为气液平衡的温度条件，见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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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平衡温 度与 峰面 积关 系 图 

2．2 分析结果评价 

2．2．1 色谱条件的选择 样品测定：取 1．0 ml样品于 100 ml 

容量瓶中，加入内标液 1．0 ml，用蒸馏水定容，摇匀。从中取 

5．00 ml于 20 rnl顶空瓶中，用顶空进样器进样。按照 1．2条件 

进行分析，乙醇、丙酮和异丙醇得到了很好的分离效果，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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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样品色谱图(3个峰依次为乙醇、丙酮和异丙醇) 

2．2．2 线性关系的测定 分别从将配制好的不同浓度标准溶 

液中取 5．0o rnl置于 20 rnl顶空瓶中，用顶空进样器进样。以 

对照品峰面积与内标峰面积之比为纵坐标 Y，以样品浓度与内 

标浓度之比为横坐标 x，绘制标准曲线，乙醇回归方程为：Y= 

0．2104X一0．0337，r=0．9995，见图4；异丙醇回归方程为：Y= 

0．3849X一0．0547，r=0．9997，见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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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异丙醇含量测定标准曲线 

2．2．3 回收率试验及精密度 在已测得结果的实际样品中分 

别添加高、中、低不同浓度的标准进行加标回收试验，每一个 

样品重复测定6次。计算乙醇回收率为98．0％ 一102．0％，其相 

对偏差(RSD)为 1．o5％ 一2．25％，异丙醇回收率为 96．0％ ～ 

102．0％，其相对偏差(RSD)为 1．59％ 一2．64％，结果见表 1。 

表 1 回收率及精密度数据 

3 结论 

本方法适合手消毒剂中总醇含量(以乙醇和异丙醇计)的 

测定，没有顶空装置的可采用直接进样方式进行测定，对于一 

些含有乙醇或异丙醇且不含丙酮的其他样品的测定也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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