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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空气相色谱法测定石蜡中微量苯和甲苯 

曲 海 波 

(中国石油 抚顺石化分公司石油一厂，辽宁 抚顺 113008) 

摘 要： 石蜡中的苯和甲苯是石蜡中的非理想组分，尤其使用在食品方面时，对人体非常有 

害。采用火焰离子化检测器顶空气相色谱法，测定了石蜡中的微量苯和甲苯，该方法准确、快速、重 

复性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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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际上对石蜡 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同 

时，对石蜡的质量要求也越来越高。又由于石蜡 

产品的用途越来越广 ，较多的石蜡使用在食品行 

业中，为了确保石蜡符合在食品行业中使用的各 

项卫生标准，并且也符合环保要求，故对石蜡中苯 

和甲苯含量的测定研究具有重要的环保意义和经 

济意义。目前 ，在国内还没有测试石蜡中微量苯、 

甲苯含量的方法。以前曾用化学法对石蜡中苯和 

甲苯进行分离测定，但操作繁琐，重复性不好，应 

用上也受到了限制。本文介绍利用带有顶空进样 

器的气相色谱仪⋯1分样一系列标样和试样，试样 

中苯和甲苯含量用外标法定量。本方法适用于测 

定苯、甲苯质量分数为 10×10叫～2 000×10叫 

的石蜡成品。 

1 实验部分 

1．1 仪器和试剂 

珀金艾尔默 PE公司自动气相色谱仪，配有 

分流一不分流进样器及 PE HS一40顶空进样器， 

Supelco SPB一1或等同的涂有 1．0 m 甲基硅酮 

液相，30 m×0．32 mm(内径)的石英毛细柱，PE 

顶空样品瓶。 

用于载气的氦气纯度≥99．999％； 

用于检测器 FID的氢气纯度≥99．999％； 

用于检测器FID的空气纯度≥99．99％； 

甲苯外标纯度 HPLC级 99％； 

苯外标纯度为 99％； 

不含苯或 甲苯的矿物油。 

1．2 色谱测试条件 

1．2．1 顶空进样器条件 

试样温度 90℃： 

针 温 度 120℃； 

传输线温度 120℃； 

气相色谱循环时间 65 min； 

恒温时间 60 min； 

加压时间 0．5 min； 

进样时间 0．2 min； 

反吹开始时间 0．1 min； 

反吹关闭时间 0．2 min。 

1．2．2 色谱条件 

温度 ： 

进样 口 150℃； 

检测器 250℃； 

分流比 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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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谱柱：起始温度 35℃； 

初始保持时间 5 min； 

初始升温速率 4℃／rain； 

终温 50℃ ； 

速率 2 15℃／min； 

最终保持时间 10 min。 

1．3 标准液的配制 

(1)称量约 0．05 g的苯和 0．05 g的甲苯，称 

准至0．000 1 g，用 矿物 油 稀 释至 1 0 g，称 准 至 

0．000 1 g。制备约5×10I3的苯和甲苯储备液， 

计算出实际的浓度。 

(2)在顶空样品瓶中称取矿物油(4±0．002) 

g，称准至 0．000 1 g。用注射器抽取一定量的 

(1)项中配制的溶液，配制成质量分数分别为 

2 000× 10—9、1 000×10—9、500× 10—9、100× 

10_。。、50×10_。。、25×10_。。、10×10一 的各标准溶 

液。 

1．4 工作曲线的绘制 

(1)将步骤 1．3中所配制的顶空标准液样品 

放人顶空进样器中，按步骤 1．2中的色谱条件进 

样分析。 

(2)记录峰面积 ，以峰面积为 X 轴，与其相 

对应的标样浓度为 y轴，绘制工作曲线。计算出 

工作曲线的斜率和截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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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54 蜡色谱图 

Fig．1 Gas chromatograph of 54 waxes 

1．5 试验过程 

(1)在顶空样 品瓶 中称取 石 蜡样 品 (4± 

0．002)g，用垫片和铝盖封后，按步骤 1．2色谱条 

件进行分析。分别记录苯和甲苯的峰面积。 

(2)由苯和甲苯的峰面积，利用工作曲线可 

计算出相应的各组分的质量分数。 

2 结果与讨论 

(1)分析矿物油空白样，确保不含苯和甲苯， 

若发现矿物油中含少量的苯和甲苯，应进行样品 

减出处理。 

(2)顶空标准样品制备好后须当天使用，为 

达到合适的浓度，可使用连续稀释法。如果样品 

中组分质量分数高于 2×10～，减少同样量的标 

样和样品，以使测量值在线性范围之内。 

(3)将待分析样品按浓度从低到高的顺序排 

好，保证样品夹带量最小。为确保分析和净化系 

统一致性，在每组标样和试样的开始加一个空气 

瓶。 

(4)按本实验方法测定工作曲线 ，质量分数 

在 10×10 ～200 0×10一 范围内呈 良好的线性 

关系。工作曲线回归方程为 ： 

苯 Y=(dt)=0．0352X +2．678 2，相关系数 r=0．9992； 

甲苯 Y =0．055 5 X +0．775 4，相关系数 r=0．998 7。 

3 结 论 

顶空气相色谱法是气相色谱微量分析的专属 

形式【 】(使用普通的气相色谱难以测定样品中的 

微量苯与甲苯含量)，避免了水、高沸点或非挥发 

性物质引起的柱超载或污染，这种分析方法非常 

适合于石蜡中苯和甲苯的测定，是一种简便、快 

速、准确、灵敏的分析方法，有较好的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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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ction Tiny Benzene and Toluene of W axes by Head— space Gas Chromatograph 

QU Hai-bo 

(PetroChina Fushun Petrochemical Company No．1 Refinery，Fushun 113008，China) 

Abstract：Benzene and toluene are unideal components of the waxes，especially used on the foods，are very harmful 

for the body．This paper determine tiny benzene and toluene of the waxes by head——space gas chromatograph with 

Flame Ion Detector．The method is aeeuge，rapid and repeatable eas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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