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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蜡碳分布及正构烷烃含量测定 
— — 毛细管气相色谱法 

杨 红 

(抚顺石化分公司石油二厂质检站，辽宁抚顺 113004) 

摘 要 ： 碳分布及 正构烷烃质 量分数是 反 映石蜡 内在 质量 的一 项重要 指标 。为 了适应 石油二 厂 全炼蜡 不 断 

开发新产品，扩大国际市场占有率的需要 ，利用毛细管气相色谱法，以环 己烷为溶解石蜡样品的溶剂，采用柱上进样 

技 术 ，以谷 一谷的基线 结构型式(v—v)和 向水 平基线垂直 划线结构型式(b b)对检 测器信号进行 积分的 面积 归一化 

并进行数据定量处理，建立了石蜡碳分布及正构烷烃质量分数测定法。并根据此分析方法，系统考察 了石油二厂生 

产的各种牌号的全炼蜡及半炼蜡等石蜡产品的碳分布及正构烷烃质量分数情况，并与 日本石油株式会社的中央研 

究所的数据对比，双方分析结果完全一致，说明我们开发建立的此分析方法是正确的，为开发石蜡新产品、提 高生产 

工艺水平提供了准确可靠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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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bon Distribution of the Paraffin and Determination of the Y／——Alkane Content 

— — Capillary Gas Chromatography 

YANG Hong 

(Quality Inspection Station，No．2 Refinery of Fushun Petrochemical Company，Fushun Liaoning 1 13004，China) 

Abstract： The carbon distribution and the quality score of n—alkane are the important index that can reflect the inner quality of the 

paraffin．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 of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and tO enlarge international market share of the No．2 refinery，the 

determination method of the n—alkane content and carbon distribution had been developed．Among the method s，the capillary gas 

chromatography was utilized，with the cyclohexane as the solvent tO resolve paraffin sample and the column admission technique was 

used．Based on the valley—valley base line pattern and the level base line and vertical scribing pattern，the method  could conduct area 

norm alization for detector messages，thus conduct data processing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By means of it，the carbon distribution 

and n—alkane content of the fully refined wax and semi—refined wax prod uct that were prod uced by No．2 refinery were examined in 

detail．Compared with the data of central institute of joint stock company in Japan，the results are exactly the same，which prove the 

correctness of the method  developed by US．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ethod  can be used as a reliable basis in developing the new 

product of paraffin and improving the production technology． 

Key words： Paraffin； Carbon distribution； n—AIkane； Gas chromatography． 

石蜡是重要的石油产品之一，有着广泛的应用 

领域，其中高熔点的全炼蜡广泛应用于蜡烛、纸制、 

包装 、电子、农业、化学工业等行业，属于高附加值的 

石 油产 品[1，2l。石油 二厂 加的石蜡 生产工 艺先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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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齐全，可生产各种牌号优质的石蜡产品，其中， 

58、60号全炼蜡及 64、66号高熔点全炼蜡全部销往 

日本、美国等国际市场，深受外商欢迎。随着产品销 

往国际市场及市场的不断开发，外商不断对产品提 

出新的质量要求，测定石蜡的碳分布及正构烷烃的 

质量分数 ，作为一项反映石蜡 内在质量的重要指标 ， 

外商有着严格的要求。为了满足全炼蜡产品出Vl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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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要求，确保产品的内在质量，同时也为了满足优化 

石蜡工艺生产、开发新产品、不断提高产品档次并进 

行石蜡调和技术研究 的需要 J，采用 长 30 m、内径 

0．32 mm高效毛细管色谱柱，建立了石蜡碳分布及 

正构烷烃质量分数测定法L4 j。并根据此分析方 

法，系统考察了石油二厂生产的各种牌号的全炼蜡 

及半炼蜡、皂蜡、一蜡等石蜡产品的碳分布及正构烷 

烃质量分数情况，同时也考察了石蜡生产过程中各 

生产装置各部位的碳分布及正构烷烃质量分数的情 

况 。 

1 试验部分 
1．1 仪器及试剂 

美国PE公司 Auto System XL型气相色谱仪， 

Model 1022小型色谱工作站，日本 EPSON MJ一 

850K打印机。 

环己烷(天津市化学试剂一厂)分析纯，纯度大 

于 99．5％，用于溶解蜡样的溶剂；C20、C22正构烷烃 

标样(进 口)。 

1．2 试验条件 

为了获得满意的分离效果，分别在不同的色谱 

条件下进行对比试验，其试验条件如下： 

色谱柱：美国 PE—TPH毛细管柱，长 30 m，内 

径 0．32 mm，液膜 0．25 m。 

柱温：30～300℃，升温速率：6℃／min。 

检测器：氢火焰检测器(FID)，温度 400℃。 

汽化室温度：330℃ 

载气：高纯氮，流速 1．5 mL／min(不分流)。 

进样技术：柱上进样。 

进样量 ：1 L。 

样品制备：准确称取0．020 g蜡样置于体积为 2 

mL的玻璃瓶中，加入 2 mL环己烷溶剂，盖上瓶盖， 

摇匀，使之体积浓度为 0．01 g／mL。 

1．3 定性与定量方法 

采用纯物质和正构烷烃在毛细管色谱柱上的出 

峰规律定性、面积归一化法定量等手段进行数据处 

理，具体定量方法如下： 

(1)上述色谱条件，配制样品，进行色谱分析， 

得到石蜡分析谱图如图 1所示。 

(2)采用谷 一谷的基线结构型式(v—v)对检测 

器信号进行积分，得到色谱图中每个正构烷烃色谱 

峰的面积，并将正构烷烃的峰面积列表。积分型式 

如 图 2所示 。 

t／min 

Fig．1 58 refined wax chromatogram of No．2 petro—Plant 

图 1石油 二厂 58号全炼蜡色谱 图 

t／min 

Fig．2 n —alkane superficial valley—valley integration 

图 2 正构 烷烃峰面积的谷 一谷积分 

(3)采用向水平基线垂直划线结构型式(b—b) 

对检测器信号进行再次积分。计算每个碳数的所有 

峰面积并将每个碳数全部 峰面积列表。将 在 C 一。 

正构烷烃峰流出的谷底到 C 正构烷烃峰的谷底之 

间的全部色谱峰定为碳数为 的色谱峰。积分型式 

如图 3所示 。 

(4)为了确保积分的正确和始终一致，在每种 

基线结构型式下进行积分时，都应画出色谱图，并使 

基线 型式与图 2、3匹配。 

(5)不要把溶剂峰作为蜡样中的一部分。 

(6)正构烷烃的质量分数的计算如下：以谷 一 

谷的积分型式得到的每个正构烷烃的峰面积与以基 

线一基线的积分型式得到的每个碳数的所有峰总面 

积相比，再乘上 100％，即为石蜡每个正构烷烃的质 

量分数。 

(7)非正构烷烃的质量分数 由碳 数为 i的烃 的 

质量分数减去碳数为 的正构烷烃的质量分数的差 

值计算。 

T硼强朝鐾-1■—_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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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讨论 
2．1 全炼蜡及半炼蜡的分析结果 

根据上述定量方法对石油二厂各种牌号的全炼 

蜡及 56号半炼蜡进行了碳分布及正构烷烃质量分 

数测定，分析结果如表 1所示。 

由表 1的数据可看出，石油二厂生产的全炼蜡 

碳数主要分布在 C23～C33之间，组份分布较窄，比较 

集中，且正构烷烃质量分数较高，说明石蜡质量很 

好 。随着石蜡牌号的增大 ，重组份增加 ，碳数大的组 

份质量分数增加。同一个牌号的 56号全炼蜡与半 

炼蜡相比，全炼蜡的碳数分布更为集中，而半炼蜡较 

全炼蜡分散，说明全炼蜡质量好于半炼蜡。 

2．2 全炼蜡生产过程分析结果 

对全炼蜡生产过程中部分装置的样品进行分 

析，分析结果如表 2所示。 

表 1 全炼蜡、半炼蜡碳分布及正构烷烃测定结果 

Table 1 Carbon distribution of refined and semi—refined wax and 一 alkane test result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38 石油化工高等学校学报 第 16卷 

表 2 全炼蜡生产过程中部分装置的样品分析数据 

Table 2 Analytical data of partial device samples for 

refined and semi—refined wax production 

f／min 

Fig．3 Collection of carbon peaks(Vertical to horizonta1) 

图 3 碳数峰汇 总(垂直 向水 平基线划线 ) 

从表2中可看出酮苯馏出口泵 12的碳分布及 

正构烷烃质量分数与加氢前馏出口的碳分布情况相 

似，而加氢前 C22之前的轻组份多于加氢后馏出口 

的轻组份，c3 以后的较重组份的分布也是加氢前的 

多于加氢后的 ，说明加氢后 的碳数分布较加氢前 的 

碳数分布窄 ，加氢后的石蜡质量优于加氢前 的石蜡 

质量 。 

2．3 皂蜡、一蜡的分析结果 

除对全炼蜡 、半炼蜡进行分析之外，对石油二厂 

生产的皂蜡 和一蜡进行了分析 ，结果如表 3所示 。 

表 3 皂蜡和一 蜡的分析结 果 

Table 3 Analysis of soap——wax and first——wax 

由表中数据可知 ，皂蜡、一蜡碳分布区域较宽， 

均宽于全炼蜡和半炼蜡，且一蜡正构烷烃质量分数 

较低，可见其质量不如全炼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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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全炼蜡正构烷烃及非正构烷烃质量分数分布 

根据我们对石油二厂全炼蜡碳分布及正构烷烃 

质量分数测定结果 ，绘制其分布图，如图4所示。从 

图中可看到，石油二厂生产的全炼蜡正构烷烃碳数 

与质量分数呈现正态分布。 

碳 教 

Fig．4 Tbe content distribution of n—P and non—n —P 

图 4 —P与非 —P含量分布 

2．5 分析结果对比 

将石油二厂生产的 58号全炼蜡的分析结果与 

日本石油株式会社中央研究所的分析结果进行了对 

比，对比结果如表 4所示。 

从表 4可看到，尽管仪器设备、色谱条件不同， 

但二者对比结果基本相同，说明我们建立的此分析 

方法是准确的。 

表 4 与日本石油中央研究所的对比数据 

Table 4 Data contrast with those in central institute 

of joint stock company in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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