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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顶空气相色谱法测定饮用水中挥发性卤代烃 

周 涛 ，杨叶梅 ，朱凤呜 ，邹学贤 

(1．昆明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昆明 650101；2．昆明医学院，昆明 650031) 

[摘要] 目的：建立饮用水中痕量挥发性卤代烃的分析方法。方法：采用顶空气相色谱法测定饮用水中二氯甲烷、三氯 

甲烷、四氯化碳、三氯乙烯、四氯乙烯及分离溴仿六种挥发性卤代烃：对色谱条件、平衡温度、平衡时问、气液体积比及样 

品基体进行了实验研究和优化。结果：在昕建立的最佳实验条件下 6种挥发性 卤代烃的平均回收率在 95．46％ ～ 

99．38％ 之间，相对标准差(RSD)为 3．31％ ～7．23％。检测限为 0．0246 g／L～1．45 g／L。结论：所建立的分析方法灵 

敏、快速、简便、准确、可同时测定多种挥发性卤代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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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ation of volatile halogenated hydrocarbons in drinking water by headspace gas 

chromat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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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epartment of Laboratory．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Kunming Medical College，Kunming 650101．China；2．Kunming 

Medical College，Kunming 65003 1，China) 

[Abstract] 0bjective：To set up a practical method for determination of the trace amounts of six volatile halogenated hydrocar— 
bons in drinking water．M ethods：Headspace Gas Chromatography was used．Results：Parameters affecting efficiemcy of HSGC 

procedure，such as the chromatography condition，the equibilium temperature，the equibilium time，the sample matrix and the ratio 

between the liquid and the gaseous phase were optimized．In the optimum condition．the six、’olatile halogenated hydrocarbons had 

been separated successfully．The recoveries of them are between the range of 95．46％ ～99．38％ ．the relative standard deviation 

is between 3．31％ ～7．23％ ．The determination limite ismethod is between 0．0246 p．s／L～1．45 p．s／L．Conclusion：The method 

is sensitive，accuracy，simple，and these six compounds were analyzed in the same time． 

[Key words] Headspace gas chromatography；Drinking water analysis；Volatile halogenated hydrocarbons 

当前，饮用水中有机污染物的危害受到广泛的关注，迄今 

为止，在饮用水中发现的有机污染物达 1000种以上。其中卤 

代烃大多由自来水氯化消毒处理过程中发生的化学反应产 

生，由于许多卤代烃具有致癌、致突变作用，且又难降解，因而 

成为研究的重点 ．2 。饮用水中有机卤代物种类繁多，且浓度 

极低，分析测试难度极大，样品的预富集是分析的关键，因为 

水样中大量是水，用普通气相色谱法进行测定会使柱和检测 

器超载或产生记忆效应，给分析工作带来困难 顶空气相 

色谱法是一种间接分析液体样品中挥发性组分的方法，分析 

的是样品平衡体系中的气体，而不是液体样品直接进样，减少 

了基体干扰，消除了那些能干扰测定、污染进样器、检测器及 

分离柱的组分的影响。此外，顶空气相色谱法具有灵敏度高、 

操作简单、不需要特殊设备等优点。本文对水中二氯甲烷、三 

氯甲烷、四氯化碳、三氯乙烯、四氯乙烯、溴仿六种挥发性卤代 

烃进行了测定分析方法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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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 仪 器 

岛津 GC一14A气相色谱仪、C—R4A色谱数据处理机、 

63Ni—ECD检测器。 

1．2 试 剂 

三氯甲烷、四氯化碳、二氯甲烷、三氯乙烯、四氯乙烯 、溴 

仿(均为色谱纯)、甲醇(分析纯)、抗坏血酸 、氯化钠、无水硫 

酸钠 

1．3 分 条件 

色谱条件为色谱柱为 2 m ‘p 3 mm玻璃填充柱，内填 

10％ SE一30／Chr0m0s0rb W AW—DMCS(60—80目)。柱温 ： 

60℃。汽化室温度：80~C。检测器温度：120℃。载气：高纯氮 

(99．999％)；流量：50 mlZmin。进样量：10 Ixl。顶空条件为气 

液相体积比为 1：2，平衡温度为 50℃，平衡时间为 40 min。 

1．4 测 定方 法 

1．4．1 标准溶液的配制 精确吸取各标准物质 0．01 t1ll于 

50 ml容量瓶中，加甲醇稀释至刻度，混匀，得各标准物质的甲 

醇贮备液。 

1．4．2 样品处理 顶空瓶在每次使用前用纯水煮沸、凉干、于 

烤箱中(120~C)烘烤 20 min，放凉备用。反口胶塞：首次使用 

时用盐酸溶液(1：9)煮沸 20 min，凉干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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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空瓶中加入 2 g抗坏血酸，吸取 140 ml水样于其中，盖 

上聚四氟乙烯薄膜后，用反口胶塞塞紧，混匀水样，将长针头 

穿透胶塞插入瓶内，使针尖达 100 ml标线以下处，再插入一个 

注射长针头，通入氮气，使水排出至气液体积比约为 1：2时， 

立即拔出进气针头，待排出的水柱呈断珠状时立即拔出排水 

针。将顶空瓶放入50％ 恒温水浴中浸泡 40 min，用已在55％ 

烤箱中烘烤着的 l0 Ixl微量进样器抽取顶空瓶内气体 10 1 

进行分析。 

1．4．3 标准曲线的绘制 配制6种挥发性卤代烃的标准系 

列，每种物质各 5个浓度 同时作空白平行测定 所得峰高 

扣除相同进样量空白峰高，以峰高对浓度作图，找出弯曲拐点 

并舍去非线性点的测量值，绘制标准曲线。 

1．4．4 样品分析 处理好的测定瓶中加入 2 g抗坏血酸，用 

反口胶塞塞紧(内衬有聚四氟乙烯薄膜)，带到水样采集现场 

直接取样。采集水样时，水流平稳，水装至瓶 口(不留液上空 

间)，迅速塞紧反口胶塞。水样带回试验室后，立刻进行分析， 

分析步骤及条件与绘制曲线完全相同。 

1．4．5 计算方法 定性方法：保留时间法。定量方法：外标 

法，色谱峰峰高对浓度作标准曲线，直接利用标准曲线的直线 

回归方程式进行计算。 

2 结果与讨论 

2．1 有机卤代烃混合物的色谱分离 

在选定的条件下，进样分析得出卤代烃混合物的色谱图， 

如图 1所示，分离良好，二氯甲烷、三氯甲烷、四氯化碳、三氯 

乙烯、四氯乙烯、溴仿各色谱 峰的保留时间分别为(min) 

0．564、0．88、1．123、1．359、2．725、4．292。 

0 l 2 3 4 5 

图 1 色谱柱为 1O％ SE一30／Chromosorb W AW —DMCS 

(6o一80目)时 。水中的二氯甲烷、三氯甲烷、四氯化碳、 

三氯乙烯、四氯乙烯 、溴仿的色谱图 

2．2 色谱条件的选择 

2．2．1 固定液的选择 用不同的色谱拄：10％ SE一30／Chro- 

mosorb W AW —DMCS(60—80目)及 OV一17／Chromosorb W 

(60—80目)，在同样条件下进行测定。结果表明，前者固定液 

选择性好，所测定的6种卤代烃均能很好分离，且峰高、尖、峰 

形对称，保留时间短。后者固定液选择性差，6种卤代烃保留 

时间相差太小，色谱峰重叠。(见图1)。 

2．2．2 柱长的选择 在其它条件相同情况下，分别用 2 IYI、 

4 IYI柱(内均填充 10％ SE一30／Chromosorb W AW —DMCS．60 

— 8O目)来分离该6种挥发性卤代烃。结果示 2 IT／拄的色谱 

峰高尖、对称，保留时间较短，适宜快速分析。4 IYI柱的色谱峰 

峰形对称 ，但色谱峰较宽、保留时间较长，不利于快速分析。 

2．3 顶空条件的选择 

2．3．1 气液体积比的选择 采用不同的气液相体积比(1：3、 

1：2、1：1)的顶空瓶于50cc水浴中平衡40 min后，取 10 1平 

衡气体进行色谱分析。气液体积比不同组分在气相中的浓度 

并不相同 在某些情况下，较大的气液相体积比可能导致被 

分析组分全部蒸发而进入气相 ，此 时，样品已不再 处于平衡状 

态 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应选择适宜的气液相比值：结果示 

气液体积比为 1：2时，响应值较大 (即色谱峰高)= 

2．3．2 平衡温变的选择 本研究对不同温度下的响应值进行 

了实验，将顶空瓶分别放入 40cc、50℃、60cc、70cc水浴中平 

衡，取 10 1平衡气体进行色谱分析一结果是平衡温度升高， 

色谱响应值增高，在平衡温度为 70％ 时为最高响应值。在气 

液平衡体系中，由于温度与蒸气压之间的关系符合于 Clausius 

— Clapeyron方程。因此，分析必须严格控制温度，才能得到准 

确的结果。同时可以通过提高温度来提高灵敏度。但因用于密 

封的反口胶塞未有加固密封结构，当平衡温度升高时，上部空气 

膨胀至压力升高，易冲开瓶塞，影响测定准确性。此外，当平衡 

温度过高时，气相中的水蒸气增多，给取样带来困难，并污染检 

测器。因此认为，采用 50％ 作为平衡温度较为理想。 

2．3．3 平，街时间的选择 将顶空瓶分别放在 50cc水浴中平 

衡 30 min、40 rain、60 min、90 min后，取 10 1平衡气体进行色 

谱分析。结果示平衡时间在 30 min～40 rain时多数物质的响 

直值最大。被测定的6种物质的蒸气压大小顺序：二氯甲烷 > 

三氯甲烷 >四氯化碳 >三氯乙烯 >四氯乙烯 >溴仿。从不同平 

衡时间得出的实验结果来看，蒸气压较小的溴仿、四氯乙烯，其 

色谱响应值在平衡时间为30～40 rain时最大；而蒸气压较大的 

二氯甲烷在平衡时间为 90 min其色谱响应值最大。对于不同 

蒸气压的挥发性有机卤代烃，在气液平衡过程中，达到热力学平 

衡所需要的时间不同，蒸气压越大．达到平衡所需时间越长，平 

衡时间在 30 min～40 min时多数物质的响应值最大。 

2．3．4 样品基体 在样品中添加电解质，溶解的盐离子对溶 

解于水中物质的活度将产生影响，即盐析效应，使活度系数 

(̂yi)增加，从而提高灵敏度 本文在同一浓度水样分别加 

入 约 2．8 g NaC1、5．6 g NaC1、2．8 g Na，SO (无 水 )、5．6 g 

Na2SO (无水)，于50cc水浴中平衡 40 min后，取 10 1平衡 

气体进行色谱分析。结果示加入不同电解质后各物质的响J立 

值均有不同程度的明显提高。对于大多数卤代烃而言，可在 

水样中加入电解质，由于盐析作用，增大了卤代烃的活度系 

数，使气相中的卤代烃浓度增大，因而提高了分析的灵敏度 

2．4 标准曲线的线性关 系及线性 范围 

将浓度对相应色谱峰峰高进行回归处理，得线性回归方 

程，如表 1所示 回归方程拟合的直线为标准曲线。 

表 1 6种物质(人工合成水样 )回归方程及相关 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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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方法的准确度 

在水样中加入一定量的标准物质，各种标准物质准备 6 

个平行样品，在相同的条件下进行测定。准确度：用 6次测定 

的加标回收率来表示(见表 2)。回收率目标值 95％ 置信区 

间，作为正常允许范围 。参照此表中列出的正常允许范围， 

本研究每次测得的回收率均在此范围内。 

表2 6种挥发性 卤代烃的准确度试验 (n=6) 

to o5，v】：概率为 0．05，自由度为 v的单侧临界 t值 

2．6 方法的精密度 

同一样品进行6次测定，其平均值( )、样品标准差(s)、 

相对标准偏差(RSD)见表 3。 

表3 6种挥发性卤代烃的精密度试验(n=6) 

影响试验的准确度和精密度的因素很多，以下是几点应 

注意的方面：(1)在向顶空瓶中充入氮气的过程中，氮气的流 

速、充气量会影响顶空瓶液上空间的压力，而液上气体压力不 

同，色谱响应也不同。因此，应严格控制液上气体的压力。在 

充氮气时，注意控制其流速，拔出充气针后，待排出水呈断珠 

状时，立即拔出排水针。(2)在进行平衡时，水浴水面应淹没 

顶空瓶颈部，以保证气液部温度一致。温度差控制在 ±2~C范 

围内。(3)进样针烘在平衡温度 +5℃烘箱内，边烘边用，快速 

进样，这样可以避免液面气体在针筒内凝析。(4)从实验结果 

来看，蒸馏水中存在三氯甲烷的污染，有的甚至很高；并且长 

期从事测定挥发性有机卤代烃的实验室也会受到它们的污 

染，尤其是三氯甲烷、四氯化碳的污染。因此，在配制标准系 

列以及加标样时，应选择远离色谱分析室的地点进行。 

2．7 检测限 

根据标准方法有关检测限的要求 ，将此 6种挥发性有 

机卤代烃配成接近空白浓度的标准溶液，分析步骤与条件同 

标准曲线绘制时。重复6次测试，求出各物质 s值，计算 3s与 

10s所对应的浓度得此方法的各物质的检测下限与定量测定 

下限(见表 4)。 

表4 各物质的方法检测限与定量检测下限 

2．8 样品分析 

用所建立的方法对昆明市自来水公司的五个 自来水厂的 

出厂水和水源水进行测试分析，结果见表 5。 

表 5 实测样品分析结果(n=5) 

浓度( L) 

样品 二氯 

甲烷 

三氯甲烷 

i s 置信区间 — 主羹呈 溴仿 置信区间 乙烯乙缔 

置信区间：置信度为 95％ 时，浓度平均值的置信区间。一 ：未 

检出。 

从水样分析结果来看，昆明市各水厂出厂水(经氯化消 

毒)中三氯甲烷、四氯化碳的含量均未超出国家标准。(国标 

GB5749—85规定饮用水中三氯甲烷、四氯化碳的浓度不得高 

于 6O g／，L、3 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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