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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蜡深度氧化产物油相中 
一 元酸定量及定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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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石蜡深度氧化产物油相中的一元酸用色谱法进行定性及定量分析，将其中部分的结晶 

酸用于制造农业刺激素，剩余大量油相和母液，则用皋作为加氢制高级醇替代植物油制油漆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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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前言 一 敌， 

以石蜡为原料经深度氧化得氧化蜡，将得到的氧化蜡再用水萃取得到混合结晶酸，其酸中以丁二酸为 

主，其次还有少量的戊二酸、己二酸、极少量的庚二酸(其中丁二酸为全部结晶酸的80 以上，戊二酸为 

3％～5 ，己二酸为3％～5％，庚二酸 【％以下，均为质量比)．将这部分混合酸用作农业刺激素．氧化蜡以 

热水萃取，萃取相中抽取结晶酸后，剩余液称母液．氧化石蜡萃取一部分结晶酸之后，剩余大量油相和母液 

则用来加氢制高级醇以替代植物油做油漆原料． 

1 实验部分 

1．1 实验方法 

取油相约10 g左右，用沸程30~60℃的石油醚抽提5次，每次用石油醚30~50 mI ．将抽提5次之 

石油醚收集于恒重的烧杯或烧瓶中，脱掉多余的石油醚，放在烘箱中于80 C士2 C烘1 h后称量，然后再 

烘 1 h称量所得之质量即为油相中一元酸含量．将上面所得一元酸用四甲基氢氧化铵酯化，进行色谱分 

析‘1]，将所得之色谱图用面积归一化法处理算出分布量，然后将分布量以化学法测得一元酸总量为基数， 

分别相乘，所得之积即为一元酸每个组分的含量． 

1．2 色谱条件[日 

仪器：PERKIN EI MER8600气相色谱仪，配有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EPSON I 一850打印机． 

色谱柱： 2mm×2 m不锈钢填充柱；固定液：己二酸乙二醇聚酯；担体：405白色担体(60目～8O 

目)；405：己二酸乙二醇聚酯=100 t 25；柱温：程序升温130 C～280℃，3℃／min：载气：氮气3O 

mL／min：检测器温度：300℃；气化温度：300℃． 

2 结果与讨论 

2．1 色谱条件的选择 

调节好气体流速对分析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十分重要，因为色谱峰的分离度与载气的流速有关，我 

们把氮气流速定为30 mI ／rain．空气和氢气比饲适宜即可．一元酸馏分较宽，低碳酸同高碳酸沸点相差 

很大，所以采用程序升温法色谱图较好，在油相中如果只有正丁酸——癸酸等7个成份时可同二元酸一次 

进样，如果有癸酸以后各成份时，一次进样分离不好． 

2．2 定性分析 

在替代植物油制油漆的试验中，发现在相同条件下，油相所得漆要比母液的性能好，从实际工作需要 

和我们的现实条件出发，弄清楚二元酸之外的其它组分是非常必要的，所以对色谱图中末知峰进行了，分 

析，结果得出这些峰是脂肪酸．为了，更好分离，根据工艺要求，确定了，首先用化学法分离，即用沸程3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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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石油醚抽提，把抽提样品进 

行色谱分析得出一元酸色谱图，见 

附图．再用插人法进行一一定性， 

而确定得到一元酸组成，由正丁 

酸、戊酸 己酸、庚酸、辛酸、壬酸、 

十一酸、十二酸、十三酸、十四酸、 

十五酸、十六酸、十七酸等14个组 

分．为了弄清楚一元酸各峰同二元 

酸各峰位置及其它关系，对未经处 

理的油相作对照，试验表明抽相中 
一

元酸组成为正丁酸——正十七 

酸等14个组分，其峰序C ～C 。酸 

位于丁二酸之前，C 烷酸在丁二 

酸之后，C 。～C 酸在戊二酸到癸 

二酸之间． 

2．3 定量分析 

上述分析方法所得结果为一 

元酸在油相中含有范围为 15 ～ 

18 ，同时测得二元酸在油相中含 

量为20 ～28 ．这种油相和母 

／min 

附图 一元酸色谱图 

液的组成很复杂，为了工艺研究，仅用色谱法测定其中二元酸(丁二酸、戊二酸、己二酸、庚二酸、辛二 

酸、壬二酸、癸二酸)含量，以常规法测定 T酸价、酯价、羟价、羰价． 

2．4 油相样品处理 

抽提物脱石油醚时，温度过低石油醚不易脱净，温度高时低碳酸容易损失．在这个试验中，只用 

时间控制，从色谱图可以看到石油醚可以脱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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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Quantitation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Monaacid 

in Paraffin Deep Qxide Product Oil Phase 

GaoYan 

fftei[ongjiang Qiyi Synthetic Resin Co．h‘【】 

HuMing I nHun 

~-leilongiiang Chemical Schoo1) O：：~ihua Chemical 1id) 

Abstract Monoacid for paraffin deep oxide product oil phase has engaged quantltation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using chromatography and among a part of crystalline acid is used as agricultural stimulative and 

uses a lot of surplus oil phase and motlmr solution adding hydrogen to make high grade alcohol and USes 

it tO make paint material insteading of vegetable 0il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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