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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残I号毛细管柱测定水中氯仿四氯化碳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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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饮用水中氯仿、四氯化碳的测定，一般采用玻璃填充 

柱顶空气相色谱法测定 0 。农残 I号是兰州化学物理研究 

所为测定农药残留而定制的毛细管色谱专用柱，本实验室用 

来测定有机氯和拟除虫菊酯农药残留，而测定水中氯仿、四氯 

化碳时得换成中极性的玻璃填充柱，不仅麻烦，还容易折断玻 

璃柱。为此对用农残 I号测定饮用水中氯仿四氯化碳进行了 

摸索，发现在一定的条件下，可用来测定饮用水中氯仿、四氯 

化碳，避免了频繁换色谱柱的麻烦。现报告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仪器：天美 7890Ⅱ型气相色谱仪(天美科技公司)，ECD 

检测器，农残 I号毛细管色谱柱(30 m×0．53 mm，兰州化学物 

理研究所)。恒温水浴的控制温度为(4JD±1)℃，载气：高纯氮 

气(99．999％)，柱前压：0．o4 Mpa，ECD检测器温度：200℃，进 

样口温度：130℃。 

试剂：氯仿四氯化碳储备液：取色谱纯氯仿 134．1 、四 

氯化碳 6．27 于预先放有适量甲醇的 50 ml容量瓶中，并用 

甲醇定容至刻度，得氯仿四氯化碳标准储备液。氯仿的浓度 

为 4 000 g／ml，四氯化碳的浓度为 200 g／ml。氯仿四氯化 

碳使用液：使用时吸 0．25 ml储备液于 l00 ml容量瓶中，混 

匀，得氯仿、四氯化碳使用液，氯仿的浓度为 10 000 g／L，四 

氯化碳的浓度为 500 g／L。 

1．2 实验方法 

1．2．1 仪器条件 

1．2．2 标准曲线的制备 取 125 ml医用盐水瓶 7个，分别加 

入新蒸馏冷却的纯水适量，再依次加入氯仿、四氯化碳使用液 

0．00、0．05、0．10、0．15、0．20、0．30、0．40 ml，补 足 纯 水 到 

l00 ml，立即盖上橡胶瓶盖，混匀，则氯仿、四氯化碳标准浓度 

分别为 0、5．00、l0．00、l5．00、20．00、30．00、4JD．00 g／L以及 

0、0．25、0．50、0．75、1．00、1．50、2．00 L，置于 4JD℃ 恒温水 

浴中平衡 40 min 。用 50 l气密性微量进样器抽取顶空瓶 

内液上空间气体 30 ，快速注入气相色谱仪中测定。以标准 

系列的浓度对峰高 绘制标准曲线或计算回归方程。 

1．2．3 样品的采集与测定 用 125 rnl医用盐水瓶装 l00 ml 

水样，密封。之后同标准一样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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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交流】 

2 结果与讨论 

2．1 色谱柱选择 

本实验采用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农药残留专用毛细管色 

谱柱农残 I号。我们购买用来测定有机氯和拟除虫菊酯类农 

药。而饮用水中氯仿、四氯化碳则用玻璃填充柱法 测定，每 

次测水中氯仿、四氯化碳时必需拆下毛细管柱换上填充柱，非 

常麻烦，且玻璃填充柱容易折断。为此，我们摸索能否用农残 

I号柱来测定氯仿、四氯化碳，实验中我们发现通过降低柱流 

量和降低柱温在一定条件下氯仿、四氯化碳能流出很好的色 

谱峰且能使两者得到良好的分离。 

2．2 色谱条件的选择 

实验发现只有降低柱前压减小柱流量才能得到良好的色 

谱峰，当柱前压为 0．o4 Mpa时分离效果最好，再高则分离效 

果变差。氯仿、四氯化碳沸点较低，所以炉温不能太高，炉温 

45℃ ～60℃ 能获得良好的分离效果；程序升温分离效果不错， 

但考虑程序升温完成一批样品分析所用时间较长，而恒温效 

果也不错 ，所以我们选择恒定炉温 55％ 来进行测定。进样口 

温度我们选择 l30℃，ECD检测器温度选 200℃。在此条件下 

氯仿和四氯化碳峰形好，并能良好地分离，氯仿的保留时间为 

1．473 min、四氯化碳的保留时间为 1．807 min，见图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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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氯仿四氯化碳色谱图 

2．3 标准曲线及线性关 系 

实验表明：氯仿在 0～40 g／L线性良好，回归方程为 Y= 

327X+1289，相关系数 r=0．9998；四氯化碳在 0～2 g／L线 

性良好，回归方程为 Y=l~51X一667，相关系数 r=0．9996。 

2．4 方 法检 出限 

按溶剂空白噪声的标准偏差两倍所对应的浓度作为本方 

法的检测限，则本法测定氯仿的检出限为 0．25 g／L，测定四 

氯化碳的检出限为0．01l g／L。 

2．5 准确度和精 密度 

对2份水样中氯仿、四氯化碳含量测定6次。测定得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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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报道】 

一 起由亚硝酸盐引起食物中毒的实验室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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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1月14日12点4o分，邯郸磁县黄沙上庄村桥东 

饭店发生一起食物中毒。根据流行病学调查、临床表现以及实 

验室诊断，确认是亚硝酸盐所致，现将实验室检验结果报告如下： 

1 流行病学调查 

1．1 中毒发生经过 

2004年 11月 14日12时至 13时许，磁县黄沙上庄村桥东 

饭店陆续有人就餐 ，12时 40分，开始有人到我公司黄沙矿医 

院就诊，至 16时50分，发病人数达到 21人，分别送往我公司 

总医院、第二医院和邯郸市第四医院抢救。 

1．2 基本情况调查 

21名病人均于 1 1月 14日中午食用磁县黄沙上庄村桥东 

饭店面条或烧饼，年龄在 23岁到67岁之间，男20人，女 1人， 

其中我公司黄沙矿职工 10人，其余 11人为个体户或农民。 

1．3 主要临床表现 

中毒者潜伏期最短的 10 min，最长的1小时20分，均有恶 

心、呕吐、头痛、头晕、嘴唇发紫、意识消失、抽搐等临床症状， 

经用亚甲蓝特效解毒药治疗，21人均脱离危险，病情稳定，目 

前 21人已全部 出院。 

2 实验室分析 

2．1 定性 实验 

2．1．1 检验方法 参照《常见化学性食物中毒检验与救治手 

册》中亚硝酸盐定性分析方法格利斯试剂反应法进行。 

2．1．2 结果 现场检测食盐、面条卤和病人呕吐物．亚硝酸盐 

定性实验均呈强阳性反应。 

2．2 定量分析 

2．2．1 检材 送检样品 18份。病人呕吐物 1份、食盐4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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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饼 1份、面条卤 1份、羊油 1份、白糖 1份、丸子 1份、拉面 

(生)1份、拉面(熟)1份、调料水 1份、羊汤 1份、味精2份、酱 

油 1份、面条汤 1份。 

2．2．2 检验方法 按照 GB／T5009．33—2003《食品中亚硝酸 

盐与硝酸盐的测定》盐酸萘乙二胺法测定。 

2．2．3 检验结果 所检 18份样品中3份食盐样品亚硝酸盐 

含量分别为 573 X 10 mg／kg、284 X 10 mg／kg、5．0 mg／kg，烧 

饼亚硝酸盐含量为 8．4 X 10 mg／kg，面条卤亚硝酸盐含量为 

2．4 X 10 mg／kg，呕吐物亚硝酸盐含量为 254 mg／kg：其余样 

品亚硝酸盐含量均低于本方法最低检出限。 

3 分析与讨论 

根据病人呕吐物、食盐、烧饼、面条卤中亚硝酸盐的检测 

结果及临床症状，确认该事件是 由亚硝酸盐引起中毒所致。 

亚硝酸盐最常见的是亚硝酸钠，外观极似食盐．被广泛应用于 

染料制造、有机合成分析及医学等方面，肉类制品中也允许作 

为发色剂限量使用。由于其较易获得，常因误当食盐使用而 

中毒，口服亚硝酸盐 0．2—0．5 g可中毒，1—2 g可致死，由此 

引起的食物中毒事件时有发生。 

食物中毒是较常见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实验室应该在 

做好 日常检验工作的同时，做好各项应急检验准备工作，确保 

检验结果的准确性、时效性和法律性，为及时挽救病人生命争 

取宝贵时间，充分提高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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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仿的含量为 8．96 g／L、17．54 L；相对标准偏差分别为 

2．44％ 和 1．94％。测 定 得 水 中 四 氯 化 碳 的 含 量 为 

0．28 Ixg／L、0．37 g／L；相 对 标 准 偏 差 分 别 为 5．29％ 和 

6．56％。对 2份水 样做 加标 回收试 验。氯 仿加 入量 为 

4 g／L、12 g／L、20 g／L，回收率在 95％ 一103％ 之间；四氯 

化碳加入量为 0．2 Ixg／L、0．6 g／L、1．0 g／L，回收率在 95％ 
一 102％ 之间。 

3 小结 

大口径毛细管柱农残 I号测定饮用水中氯仿、四氯化碳， 

方法简便、快速，精密度、准确度良好．可用于水中氯仿、四氯 

化碳的日常检测，一根柱子多用，避免了更换色谱柱的麻烦 ， 

给实验室检测工作带来了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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