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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中三氯甲烷及四氯化碳的顶空毛细柱气相色谱测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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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提高测定生活饮用水中微量三氯甲烷和四氯化碳的方法的灵敏度和分离度。方法：采用顶空毛细柱气相 

色谱法取代传统的顶空填充柱法测定生活饮用水中微量的三氯甲烷和四氯化碳。结果：三氯甲烷、四氯化碳的最小检出 

限分别为 0．10 s／L和 0．010 ／L，准确度和精密度均符合检验的要求。结论：顶空毛细柱气相色谱法测定水中三氯甲 

烷、四氯化碳 ，操作简单快捷，且灵敏度和分离度高于传统的顶空填充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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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ation of chloroform and tetrachloro——methane in water by headspace capillary 

gas chromat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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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five：To increase the sensitivity and separability of determination of trace chloroform and tetrachloro—meth— 

ane in drinking water．M ethods：Headspace capiHary gas chromatography an alysis Was applied to replace the traditional headspace 

stuff column method in determ ination of trace chloroform  an d tetrachloro —methane in driking water．Results：The lowest detection 

limits were 0．10 g／L for chloroform  an d 0．010 s／L for tetrachloro —methan e respectively．The precisions and accuracies all ac· 

corded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determ ination．Conclusion：Th e method of headspace capillary gas chromatography Was easy an d 

rapid to operate，revealed reliable and accurate results and good practicability．It also showed higher sensitivity and separability 

compared with that of traditional headspace stuff column metho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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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饮用水由于加氯消毒可产生一些新的有机卤代物， 

主要成分是三氯甲烷和四氯化碳及少量的一氯甲烷、一溴二 

氯甲烷、二溴一氯甲烷以及溴仿等，统称为卤代烷。自来水中 

卤代烷含量高于水源水。为此国家规定生活饮用水中三氯甲 

烷含 量应 该 小 于 0．06 ms／L，四氯 化 碳 含 量 应 该 小 于 

0．002 ms／L。生活饮用水卫生规范中提供的测定方法是顶空 

填充柱的方法。本文研究了采用顶空毛细柱气相色谱法测定 

饮用水中的三氯甲烷、四氯化碳。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原 理 

在密闭的空间内，易挥发的三氯甲烷和四氯化碳从液相 

逸入液面空间的气相中，在一定温度下，三氯甲烷和四氯化碳 

在气液两相之间达到动态平衡 ，此时三氯甲烷与四氯化碳在 

气相中的浓度与其在液相中的浓度成正比，通过对气相中三 

氯甲烷和四氯化碳浓度的测定，即可计算出水样中三氯甲烷 

和四氯化碳的浓度。 

1．2 仪 器 

GC一14B型气相色谱仪 ，带电子捕获检测器(ECD)；DK一 

[作者简介] 王艳春(1964一)，女，主管技师，主要从事检验工 

作 。 

3001型顶空进样器 。 

1．3 材料和试剂 

20 ml顶空瓶；甲醇(色谱纯)；gc坏血酸(化学纯)；标准物 

质：三氯甲烷：10．00 ms／L；四氯化碳：1．00 ms／L。 

1．4 色谱条件 

色谱柱：AC1(30 m×0，32 alia×0，25岬 )；温度：柱温 

4o℃，进 样 口 150℃，检测器 160℃。分流 比：l：20；尾吹： 

50 kPa；柱前压：60 kPa。 

1．5 标准 系列配制及校准 曲线绘制 

标准系列与样品同时配制。准备一只 10 ml容量瓶，分别 

取三氯甲烷 10．0 ms／L和四氯化碳 1．0 ms／L标准液各 l ml 

置于其中，用甲醇定容至刻度。此标准液三氯甲烷 1．0 ms／L、 

四氯化碳 0．10 ms／L。分别取上述标液一定量用容量瓶配成 

三氯甲烷的浓度为 0．500、1．00、2．00、4．00、10．0、20．0 s／L， 

四氯 化 碳 的 浓 度 为 0．050、0．100、0．200、0．400、1．00、 

2．00 s／L的混合标准系列。准备 6只顶空瓶，每只瓶中加入 

0．5 g抗坏血酸，取上述不同浓度混合标准使用液 10．0 m1分 

别置于6只顶空瓶中，以下步骤与样品同。 

以标准系列浓度对峰面积计算回归方程 ，依方程计算水 

样中三氯甲烷和四氯化碳浓度。 

1．6 方 法 

打开顶空进样器，并调节油浴槽温度至 4o℃ -I-l℃。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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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相色谱仪 ，使之处于稳定运行状态。用注射器从样品瓶中 

取 10 Inl水样置于 20 Inl顶空瓶中(预先放入 0．5 g抗坏血 

酸)，并迅速盖紧瓶盖后置于恒温油浴槽中平衡 1 h。通过顶 

空进样器将样品注入气相色谱仪进行测定 ，以保留时间定性， 

峰面积定量。 

2 结果与讨论 

2．1 仪器条件的选择 

毛细管的柱前压及柱温对被测组分的分离度有很大的影 

响，所以分析时选择适当的柱前压及柱温是本实验的关键。 

2．1．1 柱温 在仪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改变柱温，被测 

组分的保留时间(T )变化见表 1。 

表 1 柱温对被测组分保留时间的影响 

柱温(℃) 
TR — —  

35 40 45 5O 55 6o 65 70 

空气峰 2．11 2．142 2．167 2．193 2．215 2．238 2．255 2．288 

三氯甲烷 3．333 3．22 3．053 2．96 2．882 2．823 2．773 2．737 

四氯化碳 3．930 3．833 3．567 3．397 3．255 3．145 3．055 2．978 

由表 1可见，随着柱温的升高，空气峰的保留时间延长， 

而三氯甲烷、四氯化碳的保留时间提前，因此柱温高则影响被 

测组分的分离。由表 1可知柱温应选择 40℃～50~C适宜。 

2．1．2 柱前压 在仪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改变柱前压， 

被测组分的保留时间变化见表 2。 

表 2 柱前压对被测组分保留时间的影响 

由表2可见，随着柱前压的增大，被测组分的保留时间缩 

短。柱前压超过 80 kPa，三氯甲烷、四氯化碳组分分离的不太 

好。因此柱前压选择 50～70 kPa。 

2．1．3 色谱图 柱温 40℃，柱前压 60 kPa的仪器条件下，三 

氯甲烷TR为 3．22 min，四氯化碳T 为 3．833 min。其分离谱 

图见图 1。 

e,i 

圈 l 三氯 甲烷 、四氯化碳的气相色谱分离圈 

2．2 线性 范 围 

对标准系列重复测定 6次，取峰面积平均值，得三氯甲烷 

校准曲线 回归方程：y三氯 烷=965．5X+201．8，r=0．99998； 

y四氯化碳=15598．4X +337．2，r=0．9998。 

2．3 最小检 出限及最低检 出浓度 

对 10个近似空白的水样进行测定，分别得出三氯甲烷和 

四氯化碳的响应值标准差，按最小检出限为空白值的 3倍标 

准差计算，将峰面积换算成被测物浓度，最低检出浓度测定见 

2．2线性范围。结果见表3。 

表3 最小检出限及最低检出浓度 

2．4 精 密度 

用三氯甲烷、四氯化碳标准液分别配成低、高 2种浓度的 

合成水样，用上述的检验方法分别测定 6次。结果见表4。 

表4 三氯甲烷、四氯化碳精密度试验结果 

由表4可见测定低高2种浓度的被测样，三氯甲烷相对标 

准偏差为 4．1％ 一6．7％；四氯化碳相对标准偏差为 2．1％ 一 

6．5％ 。 

2．5 回收率 

往水样中分别加入不同浓度的三氯甲烷、四氯化碳，测得 

回收率结果见表 5。 

表5 回收率测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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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5可见三氯甲烷的回收率为 89．O％ ～105％；四氯化 

碳的回收率为 90．O％ ～1o9％，符合检测质控的要求。 

2．6 三氯甲烷、四氯化碳本法的测定值与真值的比较 

表6 测定值与真值的比较I Jl=6l 

由表 6可见三氯甲烷、四氯化碳 t舅均小于 t 05．5=2．57， 

因此本方法的测定值与真值无显著性差异(P>O．05)。 

2．7 本方法与 国标方法的比较 

2．7．1 水温测定 用本方法与国标方法同时测定同一合成水 

样，比较2种方法有无显著性差异。 

表7 本方法与国标方法的比较I Jl=6) 

测定值 7．94±0．325 7．93±0．325 

I● 0 o53 

I lo 2．23 

结果判断 P>0 05 

0 392±0．335×10～ 0．393±9．89×10一’ 

n 】89 

2．23 

P>0．05 

由表7可见三氯甲烷、四氯化碳 t测均小于 t 。=2．23， 

因此本方法与国标方法无显著性差异(P>O．05)。 

2．7．2 本方法与国标方法性能指标的比较 见表 8。 

表8 本方法与国标方法性能指标的比较 

3 小结 

传统方法多采用顶空填充柱气相色谱法，这种方法各组 

分之间分离度不是很好，而本方法的分离度好，与传统方法相 

比，具有样品需求量较少，重现性及回收率较好的特点。而且 

本方法操作简便，方法的线性、灵敏度、检出限、精密度等均能 

满足分析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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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器的最小样品质量 M =C X V进样，其中C mi 为最小检 

出浓度，C =3SD／B，SD为标准偏差，B为标准曲线的斜率， 

V进样=1．0 。所得亚油酸、 一亚麻酸、EPA和 DHA的最小 

检测限分别为：6．50 X 10一、1．32 X 10～、2．68 X 10～、1．18 X 

10～ g；最小检出浓度则为 6．50×10～、1．32×10～、2．68× 

10～ 、1．18 X 10 TrIl。 

3 小结 

本实验采用毛细管气相色谱法测定保健食品中的亚油 

酸、 一亚麻酸、EPA和 DHA的含量，通过实验得到以下结论： 

(1)最佳色谱分离条件为：柱温：采用程序升温 柱温 =15O℃， 

保持 1 rain，再 以 1O℃／rain升到 205℃，保持 2ⅡIin，再 以 

10~／min升到 22O℃，保持 10 rain；载气：N：采用程序升压，起 

初为 140 kPa，保持 14ⅡIin，再 以 5 kPa／rain的速率 升到 

160 kPa，保持 6 rain；分流比：40：1；燃气：H2=50 kPa。(2)最 

佳甲酯化条件为：采用硫酸 一甲醇溶液为甲酯化试剂。体积比 

为 1：9(O．O2TrIl：0．18 TrI1)，在 7O℃ 恒温水浴中加热 10ⅡIin，不 

充 N：保护。(3)在最佳色谱条件和最佳甲酯化条件下，测定 

保健食品中亚油酸、 一亚麻酸、EPA和 DHA的含量，并考察 

了4种物质的线性方程、相对标准偏差、回收率以及最小检测 

限，回收率 95％ ～1o5％，相对标准偏差 0．39％ ～2．81％；在本 

方法确定的色谱条件下，对4种样品进行了成功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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