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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相色谱法测定化妆品中的乙醇胺
肖时俊，张丹青，黄龙娣
（江苏天瑞仪器股份有限公司，江苏苏州２１５３００）

【摘婪】建立一种甩气相色谱法溅窟化妆品中单乙醇胺（㈣、二乙醇胺０）ＥＡ）、ｉ乙醇胺口ＥＡ冶＿置的方法。在选定酶实验条件下，单、二、
三乙醇胺能较好鳇分离，加标回收率在９０．９％－－９６．９％之阔，相对标准偏差小于３％。此方法简单、精密度高、分析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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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醇胺是一种重要的精细化工原料，包括单乙醇胺
（ＭＥＡ）、二乙醇胺（ＤＥＡ）和三乙醇胺（ＴＥＡ）。它作为环氧乙烷
重要的衍生物之一，是氨基醇中最有实用价值的产品，产量

凯达科学仪器有限公司），１ ｐＬ液体进样针；试剂：无水乙醇

占氨基醇总产量的９０％－９５％，广泛应用于聚氨酯制品、表

１．２分析条件

面活性剂、医药、气体净化、橡胶加工、纺织等领域，是化
妆品中常用的有机碱。乙醇胺也被广泛用于各类洗涤剂和美

７５℃，保持３ｍｉｎ；以１５。Ｃ／ｍｉｎ升至ｔ，８０℃，保持５ｍｉｎ；

容护肤品（包括皮肤洗涤、眼胶、保湿、洗发剂等）中的ｐＨ平
衡剂。它的挥发性低，很难由于吸入而中毒，但手部皮肤直
接接触可能引起皮炎和湿疹。欧洲药典和我国化工行业标准¨’
都将三乙醇胺中单乙醇胺和二乙醇胺列为质量控制指标，中国
也于２００９年出台了化妆品中乙醇胺的限量标准和判定规则瞄。Ｊ。
在符合行业标准【ｊ１的基础上，我们利用国产气相色谱仪同时
测定乙醇胺混合溶中的单乙醇胺、二乙醇胺和三乙醇胺的含量。
通过对毛细管柱和色谱条件的筛选，经过多次实验，最终确立了

一种利用弱极性的ｓＥ一５４色谱柱同时测定这三种组分的方法。

１实验部分
１．１试剂与仪器
仪器：ＧＣ５４００气相色谱仪（江苏天瑞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ＡＹＨ－３００氢气发生器（北京天雨泽科技有限公司），ＡＹＫ－２０００
空气发生器（北京天雨泽科技有限公司），超声波清洗器（张家港
神科超声电子有限公司），台式高速冷冻离心机ＴＧＬ２０Ｍ（湖南

（ＨＰＬＣ），无水Ｎａ２Ｓ０４（ＡＲ），单乙醇胺，二乙醇胺和三乙醇胺
标准品（Ａｃｃｕ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ｎｃ）。
色谱柱：ＳＥ－５４毛细管柱（３０ ｍ×０．５３ ｍｍ×１．０ ｌａｍ）。柱温：

进样口温度：２８０℃；检测器温度：３００℃；载气：高纯氮气；
０４ＭＰａ；进样量：０．６ ｐＬ。
柱前压：．；
１．３标准
分别准确称量１００ ｍｇ单乙醇胺、二乙醇胺和三乙醇胺，
加入到１００ ｍＬ容量瓶中，用乙醇定容，并将其稀释，分别配
制成５０，１００，２００，５００，１０００ ｍｇ／Ｌ的标准溶液，摇匀备用，
放冰箱中冷藏保存。

１．４样品处理
称取化妆品试样１．０ ｇ，精确到０．００１ ｇ，置于５０ｍＬ具塞
锥形瓶中，准确加入１０ ｍＬ乙醇，在超声波清洗器中超声提
取１０ｍｉｎ。取５ｍＬ溶液放入离心管中，在５０００ ｒ／ｍｉｎ离心１５
ｍｉｎ，取上清液加入３ ｇ无水硫酸钠脱水，静置后经滤膜过滤，
所得滤液供气相色谱测定。

２结果与讨论
２．１色谱柱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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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标准样品色谱图
Ｆｉｇ．１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ｓａｍｐｌｅ

由于乙醇胺蒸汽压低，沸点高，醇胺分子中的羟基和胺基
具有很强的极性，能与固定液分子中的电负性原子以及硅藻土

但体中的硅醇或硅醚结构形成氢键，具有较强的亲和力，致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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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淀ＣＯＤｃ，去除率为９３．２％－９５．９％，出水可达到《污水综合排
放标准＞＞（ＧＢ８９７８—１９９６）中一级标准。

３结论
（１）曝气微电解一Ｆｅｎｔｏｎ氧化法处理制药废水具有良好的效
果，曝气微电解阶段ＣＯＤｃｒ去除率为３８．２％－４２．５％，Ｆｅｎｔｏｎ
氧化阶段ＣＯＤｃ。去除率为６９．５％－７５．３％，混凝沉淀阶段
ＣＯＤｃ，去除率为３７．１％－３９．３％，整个曝气微电解一Ｆｅｎｔｏｎ氧化
一混凝沉淀ＣＯＤＣｒ去除率为９３．２％－９５．９％。
（２）曝气微电解一Ｆｅｎｔｏｎ氧化法的最佳工况条件为：铁炭
质量比为１：１、进水ｐＨ为２．５－３．０、曝气微电解反应时间为
６０ ｍｉｎ、Ｈ２０２投加量为５ ｍＬ／Ｌ、Ｆｅｎｔｏｎ氧化时间为９０ ｍｉｎ。
（３）采用该方法对高盐度、难降解制药废水进行处理具有
设备简单、ＣＯＤｃ，去除率高、操作方便、成本低廉等特点，出
水可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ＧＢ８９７８－１ ９９６）中一级标准，

反应时间／ｍｉｎ

图７氧化时间对ＣＯＤｃ，去除率的影响
Ｆｉｇ．７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ｏｎ

ＣＯＤｃｒ

该方法具有较好的实际应用价值。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ｒａｔｅ

２．６ Ｆｅｎｔｏｎ反应时间对ＣＯＤｃ，去除率的影响
在进水ｐＨ为４．０，Ｈ２０２投加量为５ ｍＬ／Ｌ的条件下，考察了

不同反应时间对ＣＯＤｃ，去除效果的影响，结果见图７。由图７可
以看出，反应前期，废水ＣＯＤｃ，去除率随着反应时间的延长而

参考文献
【ｌ】楼菊青．制药废水处理进展综述明．重庆科技学院学报，２００６，８（４）：１３—１６．
［２］叶长青，王军，曾庆福，等．内电解接触氧化还原法对制药废水预处理
研究［Ｊ］．武汉科技学院学报，２００３，１６（１）：３９－４２．

迅速提高，说明Ｆｅｎｔｏｎ反应进行得更充分，但当反应时间大于
９０ ｍｉｎ时，ＣＯＤｃ，去除率增加缓慢。这是因为到反应后期，溶
液中Ｆｅｎｔｏｎ试剂被消耗的所剩无几，再延长时间对去除率影响
不大。因此，综合考虑ＣＯＤｃ，的去除率和经济因素，故采用９０
ｍｉｎ作为Ｆ
氧化的最佳反应时间。

【３】吴克明，丁倩倩，蒋卫，等．铁炭内电解法处理印染废水的研究【Ｊ］．武
汉科技大学学报，２０１０，３３（２）：２２２—２２４．
［４］安莹，孙力平，陈修辉．铁炭微电解一Ｆｅｎｔｏｎ氧化预处理嘧啶生产废水
【Ｊ】．工业用水与废水，２００８，３９（４）：３６—３９．
［５］潘碌亭，吴锦蜂，王键．强化催化铁炭内电解处理高质量浓度焦化废水
［Ｊ】．江苏大学学报，２０１０，３１（３）：３４８－３５２．

将经曝气微电解一Ｆｅｎｔｏｎ氧化处理后的废水中加入石灰

［６］姜兴华，刘勇健，金亮基．铁炭微电解一Ｆｅｎｔｏｎ试剂联合氧化深度处理印
染废水的研究［Ｊ］．应用化工，２００８，３７（９）：１０７４—１０７７．

水，调整ｐＨ到８．５－９．０，形成Ｆｅ（ＯＨ）３混凝剂，然后加入絮凝剂
（ＰＡＭ），形成大量沉淀物，固液分离，混凝沉淀过程ＣＯＤｃ。去
除率为３７．１％－３９．３％，整个曝气微电解一Ｆｅｎｔｏｎ氧化一混凝

（本文文献格式：李宇庆，马楫，＿－ｑｌｉｌ斌。等，填声Ｉ微电解一Ｆｅｎｌｏｎ

２．７碱中．ｅｎ和ｔｏ和ｎ混凝沉淀反应

氧化处理制药废水实验研究【Ｊ】．广东化工，２０１１，３８（４）：１５３－１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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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胺在固定相中难以流出一Ｊ，于是我们考虑采用极性较小的色

谱柱。在文献ｐｊ的基础上，考察了不同的色谱柱对单乙醇胺、
二乙醇胺和三乙醇胺分离的影响。结果发现，采用非极性色谱

表１
Ｔａｒｂ．１

标准样品的线性相关系数和检出限

Ｌｉｎｅａｒ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ｍｃｉ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ｌｉｍｉｔ ｏｆ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柱时，无法将单乙醇胺与溶剂进行有效的分离。而采用弱极性
的ｓＥ－５４色谱柱，能将被测组分进行有效的分离，峰形较好。

同时我们考察了不同的程序升温方式对各峰分离的影响，最终
确立了柱温在７５℃，保持３ ｍｉｎ，以１５℃／ｍｉｎ升至１８０℃，
保持５ ｍｉｎ的色谱条件下完成各个组分的分离效果最佳。

在所选的实验餐件下，标准溶液的色谱分离情况见图１。
２．２工作曲线及线性范围
按照１．３所述的方法配制标准溶液，按上述的操作方法进
样，以单乙醇胺、二乙醇胺和三乙醇胺各级标样的峰面积为纵

坐标，各级标样浓度作为横坐标绘制工作曲线，各标准物质的

２．３方法的精密度和准确度
准确称取定量的６份于１００ ｍＬ容量瓶中，并用无水乙醇
稀释至刻度后摇匀。按照上述的方法和条件进行分析测定，测
定结果见表２。

工作曲线方程和线性相关系数见表１。
表２精密度实验数据
Ｔａｂ：２

平均峰面积

ＲＳＤ／％

２６７７３４

２６７７４８

２６６７２２

２７２５４０

２６９６１３

Ｏ．９２

４５６８６１

４４１０９８

４６５１９６

４５１９８６

４５１８２６

４５０６６９

２．２８

１５４２８０

１５４１５１

１６１１６８

１５７６２３

１５６１２３

１５５２７７

２．７４

峰面积

结果表明，ＭＥＡ、ＤＥＡ及ＴＥＡ的ＲＳＤ分别为０．９２％、
２．２８％和２．７４％。

对不含有被测物质的液体样品为空白样品，准确称取后，
分别向其中加入４．５ ｍｇ标准物质，按照１．４所述样品前处理方

法提取，并进行色谱分析。通过４次平行试验，结果发现其加
标回收率在９０．９％～９６．９％之间，ＲＳＤ均小于３％。

３结论
应用本方法对化妆品中的单乙醇胺（ＭＥＡ）、二乙醇胺
（ＤＥＡ）、三乙醇胺（ＴＥＡ）进行分析检测，分别对不同品牌和产
地的化妆品进行抽查检测，发现绝大部分化妆品中均未能测到

乙醇胺类，少量化妆品中含有兰乙醇胺，但均在三乙醇胺在非
淋洗类化妆品中最大允许使用浓度的２．５％以下¨Ｊ。本方法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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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分
２７１６８６
单乙醇胺
二乙醇胺４３７０４７
１４８３８７
三乙醇胺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有良好的分离效果，谱图简单，重现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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