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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空气相色谱法测定卷烟条和盒包装纸的苯系物
张丹青，郑建明，肖时俊
（江苏天瑞仪器股份有限公司，江苏
摘

苏州２１５３００）

要：建立卷烟条和盒包装纸中多种苯系物的测定方法。采用顶空气相色谱法测定卷烟条和盒包装纸中的苯、甲苯、乙苯、

二甲苯。用建立的方法对某卷烟厂卷烟纸样品进行测定，平均加标回收率为９１．４％～１０５．４％之间，相对标准偏差小于３％，最低检
出限为０．００５～０．０２ ｍｇ／ｍ２。所建立的方法简便、快捷，具有较好的精密度与更低的检出限，可用于烟草行业卷烟条和包装纸中的苯
系物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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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消费理念的不断提升，烟用包装材料
的适用性和安全性受到广泛关注。而卷烟及其制品中会残留一

５００¨饩体进样针、华谊三普ＡＨＳ６８９０顶空仪；样品瓶：２０
具塞顶空瓶。

些挥发性有机化合物（ＶＯＣｓ），它们是包装纸中潜在污染物的主
要来源之一，不仅影响卷烟产品的吸味，而且危害消费者的健康。

试剂标样：苯、甲苯、乙苯、二甲苯（均为分析纯）。
基质校正剂：三醋酸甘油酯。

苯、甲苯等苯系物（ＢＴＥＸ）是世界卫生组织所确认的强烈致癌物
质，是世界卫生组织“烟草制品管制研究小组”（ＷＨＯ ＴｏｂＲｅｇ）建

１．２色谱条件
色谱柱：ＨＰ—ＶＯＣ石英毛细管柱（６０

议的烟气释放物管制成分ｕ Ｊ，且已被列入Ｈｏｆｆｍａｎｎ清单和加拿大

１．３标准溶液的配制

规则恤Ｊ。标准中采用的顶空气相色谱法一。是近年来发展较为迅

我们在符合烟草行业标准ＹＣ／Ｔ２０７—２００６Ｍｏ的基础上，重

ｍ×０．３２ ｍｍ×１．８

Ｉｘｍ），进样口温度：１５０℃，检测器温度：２５０℃，分流模式：不分
流，载气：高纯氮气，柱前压：０．２７ ＭＰａ；柱温：７０℃。

政府烟草制品有害成分清单之中。我国烟草专卖局于２００８年５
月２７日出台了卷烟包装材料中残留的有机溶剂限量标准和判定
速的一种方法，由于设备简单、操作方便、基体干扰少，而被广泛应
用于烟草行业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测定Ｈ。５ Ｊ。

ｍＬ

在１００ ｍＬ容量瓶中加入苯、甲苯、乙苯和二甲苯各８—１２
ｍｇ，用三醋酸甘油酯定容，定为第１级标准溶液。取第１级标准
溶液２０ ｍＬ加入到１００ ｍＬ容量瓶中，用三醋酸甘油酯定容，定

点对苯、甲苯、乙苯、二甲苯几种苯系物分别进行了检测，利用国
产仪器研究了在不同的色谱条件及顶空平衡时间下对我们测试

为第２级标准溶液。依次类推，得到第３～５级标准溶液。

结果的影响，经过多次试验确立了最佳分析卷烟条和盒包装纸
中苯系物的方法。

根据ＹＣ／Ｔ ２０７—２００６，截取不同牌号和相应大小的包装材
料：硬盒包装纸２２．０ ｃｍ×５．５ ｃｍ，软盒包装纸１５．５ ｃｍ×１０．０

１材料与方法
１．１仪器与试剂
仪器：天瑞ＧＣ５４００气相色谱仪一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

１．４样品处理

ｃｍ，条包装纸２２．０

ｃｍ，将其印刷面朝外对折成筒状，放

入顶空瓶中，加入１ ０００ ＩｘＬ三醋酸甘油酯，密封后待测。
顶空瓶在每次使用前用纯水煮沸、晾干，并在１２０℃下烘２０
ｍｉｎ，放凉备用。

作者简介：张丹青，男，主要从事气相色谱研究。Ｅ—ｍａｉｌ：ｚｄｑｌ３８１４９＠１６３．ｃｏ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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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结果与讨论
２．１实验条件的选择
２．１．１程序升温和分流比的选择
参考ＹＣ／Ｔ ２０７—２００６，选择初始温度为４０℃，末温１８０℃
程序升温时，发现分离效果不好，在恒温７０℃条件下，分离得到
的峰形较好，同时可节约时间。我们同时考察了分流进行分离，
发现分流情况下峰面积太小，在兼顾灵敏度和分离效果的情况
下，采用不分流效果更好。
２．１．２样品平衡时间的选择
结合本分析方法的研究目的、顶空的特性和目标化合物的
理化性质，我们在文献Ｍｏ的基础上，采用８０℃的平衡温度下，研
图１标准样品色谱图

究了不同的样品平衡时间，在ＨＰ—ＶＯＣ专用柱上进行了试验。
在８０℃条件下，分别选择加热时间为４５、６０、７５、９０ ｍｉｎ进
行了研究，我们发现，尽管平衡时间不同，但它们色谱峰几乎一
致，峰面积差异不大，说明均已达各相平衡。考虑到让样品能充
分平衡，因此在本实验的条件下，选择平衡时间为６０

Ｆｉｇ．１

ＣｈⅫｎａ协昏Ⅷｍ

ｏｆ

ｓｔｍｄａＪｄ ｓａｍｐｌｅ

表１标样在白卡纸基质上的工作曲线和线性相关系数

ｍｉｎ。

在所选择的实验条件下，标准溶液色谱分离情况见图１。

２．２工作曲线及线性范围
按照１．３讲述的方法配制标准溶液，加入１

０００止到装有

白卡纸试样为基质的顶空瓶中，将瓶口密封好。各级标液在选
定的色谱条件下进行测定，以标样的色谱图峰面积为纵坐标，浓
度（已换算为单位面积硬盒包装纸中所含化合物的质量数，
ｍｇ／ｍ２）为横坐标绘制工作曲线，各标准物质的工作曲线方程及

２．３方法的精密度与准确度
按照上述方法，对某硬盒包装纸平行测定５次，做精密度实
验，另取１

线性回归系数见表１。

０００止标准溶液加入到该硬盒包装纸中，做加标回收

率实验，结果见表２、表３。
表２精密度测定结果（ｎ＝５）

注：“ＮＤ”表示在硬盒包装纸中无该组分测出。

表３回收率测定实验结果（ｎ＝４）

化合物／∞萎，／笛萎，裟警孺激
注：“ＮＤ”表示在硬盒包装纸中无该组分测出。

表４几种卷烟包装纸中的苯系物测定结果

化合物嚣手麓手／篙霎，／蔷霎，／嚣霎，
注：“ＮＤ”表示在硬盒包装纸中无该组分测出。

３应用检测

抽样检测表明，亮卡纸中的苯系物较多，而软盒包装纸中没
有苯系物检测出，且不同品牌香烟包装纸中的苯系物含量也差

采用本方法对几种国产品牌硬盒包装纸、软盒包装纸、铝箔
纸、亮卡纸和接装纸进行了ＢＴＥＸ检测，其中硬盒包装纸取样位

别各异，主要检测出来的组分为苯、甲苯和二甲苯。亮卡纸中的

置为包装纸的中间部分结果如表４所示。

万方数据

苯系物组分相对较多，可能是亮卡纸中的溶剂渗透进入卡纸。
（下转第１６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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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使用的凝胶和冻胶等堵剂，虽然封堵效果好，但增

用量８００ ｍ３以上的井调剖后注水压力升幅更大，在２．ｏ ＭＰａ以

油有效期短，这两种配方体系的原理是在孔隙介质中形成物理
堵塞，在后注驱替液的粘滞力作用下，对剩余油产生驱替作用；

上（ＳＮ６１５５、ＳＮ６１８９）；但当用量为１ ５００ ｍ３时，注水压力仅上升
了０．３ ＭＰａ，调剖效果变差（ＳＮ６１１５）。说明，调剖效果，不仅取

而ＢＧ—Ｓｐｒｉｎｇ深部调驱剂在对水窜通道进行封堵的同时，能够
使后续注入水转向，扩大注入水波及体积。

决于药剂本身的性能，而且还取决于调剖剂的用量。

３．３调剖剂用量的影响

４结论及建议
（１）调剖技术在石南２１井区应用效果较好，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

表７冻胶用量对调剖效果的影响
实施日期

堵剂类型

调剖的２５口见效井，截止２０１０年５月３１日，共计增油１．０３×
１０４ ｔ。调剖是当前稳油控水的一项重要措施。

堵剂用量／ｍ３

（２）与笼统调剖相比，分层调剖工艺能够更加准确的将堵剂
注入目的层，同时保护其它吸水层段不受污染，增油效果明显。

Ｓ Ｎ６ ８ ９

２００８—４—２０冻胶（ＺＹＪ３＋ＤＣＪＬ）６１４＋２６２（８７６）

２ ７

在隔夹层发育的待措施井中应进行推广；同时在非均质性较强

Ｓ Ｎ６ ５ ５

２００８—６—１５冻胶（ＤＣＪＬ＋ＺＹＪ３）５２２＋３４８（８７０）

２ ２

的单层井中也可开展。

Ｓ Ｎ６ ５ ７

２００８—５—２８冻胶（ＤＣＪＬ＋ＺＹＪ３）３５０＋２５０（６００）

Ｏ ６

Ｓ Ｎ６ ５ ３

２００８—４—９冻胶（ｚＹＪ３型堵剂）３９０＋１６８（５５８）

Ｏ ９

Ｓ Ｎ６ ３ ９ １

２００８—７—５冻胶（ＤＣＪＬ＋ＺＹＪ３）３００＋２００（５００）

１ ３

；１

Ｓ Ｎ６ ３ １ ５

２００８—７—１６冻胶（ＤＣＪＬ型堵剂）

Ｓ Ｎ６ ３ １ １

２００８—５—１５冻胶（ＤＣＪＬ型堵剂）２７５＋１８３（４５８）

ＳＮ６１１５

２００９—１１—１２冻胶（ｚＹＪ３型堵剂）

５００

１５００

Ｏ ３

（３）三种调剖剂中，ＢＧ—Ｓｐｒｉｎｇ深部调剖剂取得的效果最
好。这是因为ＢＧ—Ｓｐｒｉｎｇ深部调驱剂在对水窜通道进行封堵的
同时，能够使后续注入水转向，扩大注入水波及体积，产生调驱
作用。另外，调剖能否成功，不仅取决于药剂本身的性能，而且
还取决于调剖剂的用量。

１ ７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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