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化 学 工 程 师 
Chemical Engineer 2005年 4月 

文章编号：1002—1124(2005)04—0027—02_ 

顶空气相 色谱法测定 

药品包装中挥发性有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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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顶空技术，结合毛细管气相色谱法同时测定了药品包装袋中的8种挥发性有机物，方法 

具有分离效果好 、操作简单、精密度高 、检出限低等优点，町以作为药品包装袋中挥发性有机物的检测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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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ation of V0Cs in medicine package by gas chromatography headspace analysis 

JU Fu—long，L1ANG Zhen一 n，IJ Chun—iuan，WU Fan，HU You—bo 

(Heilongjiang[~wincial Analysis and l'esting Center，Harbin 150050，China) 

Abstract：A new methtxt for determination of 8 kinds of VOCs in medicine kage by gas chromatography 

headspace mudysis developed．3'he proposed method has high seperable perform ance，simplicity of the pmeedure，go~v．t 

relative standard deviation an d low detected limit．The method may apply in quan titative analysis of VOCs in medicine 

pac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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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药品作为人类抵御 、治疗疾病的唯一措施 ， 

其外在包装袋的质量如挥发性有机物的残留等将严 

重影响人类的健康 、安全，同时也将严重影响其出口 

创汇，随着中国进人 WTO，面对 国际社会对医疗药 

品的严格要求 ，以及人们 日益增长的对健康的需求 、 

国家相关质量标准 、法律法规的完善等，提高医疗药 

品的包装质量迫在眉睫。由此 町见，药品包装袋挥 

发性有机物残 留量的检测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针 

对文献不足的情况，根据现有条件，利用固体顶空气 

体分析技术，结合毛细管色谱法的高效分离、高灵敏 

度的特点 ，对药品包装袋中的异丙醇 、丁酮 、乙酸乙 

酯、甲苯、乙酸丁酯、邻 一二甲苯、问 一二甲苯、对 一 

二甲苯等 8种挥发性有机物的残留进行了俭测，方 

法具有分离效果好、精密度高、俭测限低等特点，可 

以用于药品包装袋中挥发性有机物残留的检测，同 

时也可以为其他包装袋的残留有机挥发物的检测提 

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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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实验部分 

1．1 仪器与试剂 

日本岛津公司制造 GC一9A气相色谱仪 (处理 

软件为齐齐哈尔大学编制 CWS2000版色谱工作站， 

色谱柱为美国惠普 HP一5型弹性石英 毛细柱(25m 

×0．32ram×0．25btm)；1．Ore[ 注射器(迪马配件 A 

一 2型)；2．0／~tL微量注射器；101—1A型烘箱(E海 

市实验仪器厂)。 

250mL平底烧瓶 ，(事先用铬酸洗液浸润 10n in， 

后反复冲洗 ，于烘箱 内 125(℃烘 f待用。胶塞事先 

用稀盐酸溶液煮沸，保持 30min， -j：清洁实验窀晾 

F，保存于干燥器内待用)。 

异丙醇、丁酮、乙酸乙酯、乙酸丁酯均为分析纯 

试剂 ；甲苯 、邻 一二甲苯 、问 一二ffI笨、对 一二EfJ苯均 

为色谱纯试剂(含量大于 99．9％)。 

1．2 色谱条件 

程序升温 ：初温 50oC(保持 6．5min)升温速率 

20(℃·rain～，终温 120~C(保持 lOmin)。 

汽化室温度 ：175(C；检测器：HD；检测器温度 ： 

175％；载气：高纯氮气 F载 =25mL。min～； 垲吹 

= 30mL·min。。；进样 方式：分流进 样 P =0．5kg· 

分析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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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一 ；Pn = ． · 一 ； =1． 。
,

0 5kg cm Vinj OmL 

1．3 实验过程 

样品制备：量取 0．1 m2的包装袋，并迅速裁成 

lOmm×lOmm规格，至于平底烧瓶中，用胶塞密封， 

用医用胶布将胶塞与烧瓶粘牢，后至于烘箱 80cc加 

热 30min，后取 1．OmL进样测定 ，平行 3次。 

标样配置 ：分别用微量注射器移取 0．0，0．2，0． 

5，0．7，1．0，1．2ttL上述各标液于平底烧瓶中，按样 

品制备方法操作。 

2 结果与讨论 

2．1 色谱分离效果 

在上述实验条件下，8种挥发性有机物除对 一 

二甲苯与间一二甲苯重叠外，都具有很好的分离效 

果，色谱图见图 1，典型的样品色谱图见图2。 

3．O0 6．O0 9．O0 12，O0 min 

1．异丙醇 2，丁酮 3，乙酸乙酯 4，甲苯 5．乙酸丁 

酯 6．对 ，间 ～二甲苯 7．邻 一二甲苯 

图 I 标准样品色谱图 

一 二甲苯 

5．邻 一二 甲苯 

图 2 典型样品色谱图 

由图 l、2可以看出，本方法对于 8种挥发性有 

机物具有良好的分离效果，样品的测定无干扰。 

2．2 标准工作曲线以及相关性、最小检出限 

以及方法的精密度 

在上述色谱条件下，分别测定各种残留有机物 

的峰面积 S，以峰面积 S对添加的待测物的质量肘 

作图，绘制标准工作曲线，利用最小二乘法进行线性 

拟合，得到回归方程以及相关系数，同时测定最小检 

出限。另取待测物含量相同的标准样品 6份按 2．1 

中的方法进行测定，以峰面积的相对标准偏差来考 

察本方法的精密度，结果见表 1。 

表 1 挥发性有机物的标准 

工作 曲线、回归方程以及相关系数 

由标准工作曲线相关系数、以及最小检出限可 

得知，本方法的线性范围良好，最小检出限远低于规 

定限量、本方法的精密度在 2．5％～6．0％之间，满 

足实际分析的精度要求。 

2．3 实际样品的测定结果 

按上述方法对实际样品进行测定，药品包装中 

的挥发性有机物的检测结果见表2。 

表 2 样品包装袋挥发性有机物的检测结果(mg·m一 ) 

3 结论 

本方法所选用的色谱条件对于样品包装袋中的 

8种挥发性有机物具有良好的分离效果，所建立的 

固体顶空气相色谱法对于实际样品的测定具有良好 

的精密度、较低的检出限，满足实际样品中的挥发性 

有机物检测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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