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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外分光光度法测定水中油及其萃取剂的研究 

黄志强 

(福建省环境监测中心站，福建，福州 350003) 

擒 要 为了准确地测量水体中的油，建议首选国标GB／T16488—1996中的红外分光光度法，并对萃取剂四氯化 

碳的精制和回收作了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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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determination of oil by infrared spectrophotometry and extraction reagent 

Huang Zhiqiang 

(Fujian Province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Station．Fuzhou，Fujian．350003) 

Abstract In order tO detect accurately the oil in water samples the infrared spectrophotometry in the national 

standard of the GB／T16488—1996 was proposed，and the process of refining and recovery of extraction reagent 

CCI4 were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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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水中石油类是反映环境水质质量的一个重 

要指标，它对于废水处理效果的控制及对地表水水 

质的评价具有重要的作用。“九五”期间国家实行排 

放总量控制的污染物有 12种，其中废水污染 8种， 

石油类是其中的一种。环境水中油类主要来自工业 

废水和生活废水的污染。油类物质漂浮于水体表面， 

将影响空气与水体界面氧的交换；分散于水中以及 

吸附于悬浮微粒上或以乳化状态存在于水中的油， 

它们被微生物氧化分解，将消耗水中的溶解氧，使 

水质恶化。因此，对其进行及时准确的测量，提供 

可靠的监测数据，为全面科学地反映环境质量状况， 

控制污染提供科学依据具有重要的意义。 

1 石油类和动植物油的定义 

在国标GB／T16488—1996规定的条件下，用 

四氯化碳萃取、不被硅酸镁吸附、并且红外光谱区 

波数为2930cm_。、2960cm_。、3030cm 全部或部分 

谱带处有特征吸收的物质定义为石油类，而在国标 

GB／T16488—1996规定的条件下，用四氯化碳萃 

取、并且被硅酸镁吸附的物质定义为动植物油。 

2 各 种测油方法的比较 

2．1 重量法 

重量法是用萃取剂萃取水样中的油分，蒸除萃 

取剂后，称其油分的一种测油方法，该方法的优点 

是不受油品的限制，但操作繁杂，灵敏度低，不能 

检出低沸点油，只适于测定油分在 10 mg／L以上的 

水样。 

2．2 紫外分光光度法 

紫外分光光度法是基于石油及其产品在紫外光 

区有特征吸收的一种测油方法。该方法精密度好、灵 

敏度高，缺点是标准油品的取得比较困难，而且不 

同地区的油品差别很大，数据的可比性较差。 

2．3 荧光法 

荧光法是用紫外线照射，激发萃取剂中的油发 

出荧光的一种测油方法。该方法灵敏度最高，缺点 

是当油品组分中芳烃数目不同时，所产生的荧光强 

度差别恨大，因此，抗干扰性极差。 

2．4 非色散红外法 

非色散红外法是利用油类物质的甲基 (一 

CH。)和亚甲基 (--CH2)在近红外区 (2930cm 的 

特征吸收进行测油的一种方法。该方法灵敏度较高， 

缺点是具有一定的选择性，所有含甲基、亚甲基的 

有机物都会引起干扰，当水样中石油类正构烷烃、异 

构烷烃和芳香烃的比例含量与标准油相差较大时， 

测量误差也较大，而且该方法对芳烃无反应，不能 

分辩甲基、亚甲基，更不能显示油品结构，不适于 

对油类的整体测量，只能测量总油中的一部分。 

2．5 红外分光光度法 

2．5．1 红外分光光度法测油原理：用四氯化碳萃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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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中的油类物质，测定总萃取物，然后将萃取液用 

硅酸镁吸附，经脱除动植物油等极性物质后，测定 

石油类。总萃取物和石油类的含量均由波数分别为 

2930cm (CH2基团中 C—H 键的伸缩振动)、 

2960cm (CH。基团中 C—H键的伸缩振动)和 

3030cm (芳香环中C—H键的伸缩振动)谱带处 

的吸光度 A 。。。、A。。∞和A。∞。进行计算。动植物油的 

含量按总萃取物与石油类含量之差计算[1]。 

2．5．2 红外分光光度法是测油的首选方法：红外分 

光光度法的优点是灵敏度高，适合于各种油品，选 

择性强，测定结果不受地方油品变化的影响，在不 

同地方测定的数据均具有可比性。另外，由于环境 

中油品污染物受许多干扰物的影响，测油工作要求 

先定性后定量，而红外分光光度法测量可以进行定 

性分析，它能显示油品的特征吸收，可以识别CH。、 

CH 、CH，测量的也是样品中的总油。因此，红外 

分光光度法是目前最理想的测油方法，国际标准化 

协会也推荐采用红外分光光度法，国标GB／T16488 

— 1996以红外分光光度法为第一方法，该方法也是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规定的石油 

类的测定方法。 

3 四氯化碳萃取剂 

3．1 四氯化碳的毒性 

四氯化碳对心、肝、肾的毒性强，急性中毒者 

饮入 2～4mL的四氯化碳即能致死。由呼吸道吸入 

或经皮肤吸收也能中毒，是最危险的溶剂之一。在 

急性或亚急性中毒时，除了刺激粘膜以外，还能引 

起忧郁、麻醉、平衡失调、震颤和痉挛，并呈现肝、 

肾障碍的症状。对人体最初刺激咽喉引起咳嗽、头 

痛、呕吐，而后呈现麻醉作用，昏睡，有时在兴奋 

后失去知觉，最后肺出血而致死。慢性中毒时，能 

引起眼损害 (视神经肿胀)、黄疸、肝脏肿大。工作 

场所四氯化碳最高容许浓度为 65毫克／立方米L2]。 

因此，在精制四氯化碳或实验时，一定要在通风条 

件良好的实验室或通风橱中进行。 

3．2 避免对四氯化碳的污染 

由于四氯化碳能与醇、醚、石油醚、冰醋酸、二 

硫化碳、氯代烃等大多数有机溶剂混溶，因此，在 

精制四氯化碳时，要注意其他有机气体对其的污染； 

在实验中，也要避免实验内的交叉污染。精制后的 

四氯化碳建议采用棕色的磨口瓶，并在没有阳光直 

射、低于 30~C室温的实验室环境中保存。 

3．3 合格的四氯化碳的检验 

市售的四氯化碳，其本身的含油量，即通常所 

说的空白值高低直接影响到实验结果的准确性和可 

靠性。为了得到有效、准确的监测数据，对不纯的 

四氯化碳必需精制合格后才可使用。本文采用的仪 

器是JDs一100 I型红外分光测油仪，判定合格的四 

氯化碳纯度的方法是取精制后的四氯化碳进行检 

验，观察测定的曲线，扫描波长在 3．38"3．42 tam 

范围内不得有回头峰，具体峰形可参见合格的四氯 

化碳图形 (图 1)，否则四氯化碳为精制不合格，应 

重新精制或选择其他厂家生产的四氯化碳。 

图 1 合格的四氯化碳红外光谱 

3．4 四氯化碳的精制 

3．4．1 方法的选择：对不合格的四氯化碳一般采用 

蒸馏法、精溜法和吸附法等方法进行精制。本人通过 

实验，推荐采用活性炭吸附法进行精制。而郑健等[3 

也指出：由于蒸馏法和精溜法，尤其是精溜法装置庞 

大，操作烦琐，并且潜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同时，它们 

的纯化效果也不理想；而吸附法装置简单，操作简 

便，精制效果好，成本低，较容易推广，更具有实用价 

值。所以，建议采用活性炭吸附法精制四氯化碳。 

3．4．2 四氯化碳的初选：(1)含有芳烃的四氯化碳 

不易精制。在对多批含有芳烃的四氯化碳进行精制， 

观察其前后的A。㈣(即在波长为 3．3／am处)及其图 

形，均无明显变化，精制后四氯化碳空白值高，达 

不到试验要求。 

(2)应选择不含芳烃，甲基、亚甲基含量低的 

四氯化碳进行精制。可购置不同厂家或不同纯度的 

四氯化碳进行初步检验：将被检的四氯化碳置入比 

色皿中，调整好仪器零点及满度 (若满度细调己顺 

时针旋转三周还达不到 100 ，则该四氯化碳不宜 

采用，应更换其他厂家生产的四氯化碳)，然后进入 

测量，键入“00000000”，回车测定，扫描波长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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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m时出现的峰高若小于 40 (T)，则达不到要求， 

不宜采用。当扫描波长在 3．30／zm时，出现锐峰，说 

明含芳烃较多，也不宜采用。观察测量情况，一般 

要求四氯化碳的含油量在 5O mg／L几以下，才宜进 

行精制。 

3．4．3 采用活性炭吸附法精制四氯化碳，如果一次 

的过滤效果不好，可反复进行过滤，直到合格为止。 

不含芳烃，甲基、亚甲基含量低的四氯化碳精制效果 

极佳。例如，试验一批四氯化碳，在精制之前，扫描其 

图形如图 2，以合格的四氯化碳为空白测其含油量 

的扫描图形如图 3，其在波数分别为 293Ocm 2960 

cm 和 3030 cm (即波长分别为 3．4 m、3．38 v．m 

和 3．30／zm)谱带处的吸光度 A2。。。一0．10，A2。 。一 

0．037，A3o3o一0．004，含油量为 7．19 mg／L。精制之 

后，扫描其图形如图 4，以相同的合格四氯化碳为空 

白测其含油量的扫描图形如图 5，其 A。。。。：==0．000， 

A296o----0．000，A3o3o一0．003，含油量为0．00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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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蒸馏精制前四氯化碳的红外光谱 

图 3 蒸馏精制前四氯化碳含油量的红外光谱 

(以合格的四氯化碳为空白) 

3．5 四氯化碳的回收利用 

由于四氯化碳的毒性较大，如果将其直接排放 

到环境中去，将对环境造成 “二次污染”，同时也造 

成资源浪费。因此，应设法将其回收和循环利用。四 

氯化碳的回收方法与四氯化碳的精制基本相同，最 

好采用吸附法。此外，李克燮等[4]在所编写的溶剂回 

收手册中，详细介绍了活性炭在溶剂回收中的应用。 

郭惠敏等嘲开展了用蒸馏法对测油用萃取剂四氯化 

碳的回收利用方面的工作。 

图 4 蒸馏精制后四氯化碳的红外光谱 

图 5 蒸馏精制后四氯化碳含油量的红外光谱 

(以合格的四氯化碳为空白) 

4 结束语 

在测油工作中，为了得到准确、可靠的检测数 

据，红外分光光度法是首选方法。对四氯化碳的精 

制和回收，建议采用活性炭吸附法。另外，实验时 

所用的一切器具 (包括采样器具)、一切化学试剂 

(包括硅酸镁、无水硫酸钠)以及比色皿的清洁等等 

也不能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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