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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建立了热解吸F气相色谱F质谱!"#$%&$'("测定日本遗弃化学武器销毁废气中路易

氏剂!)"的方法#优化了"#$%&$'(方法检测废气中 )的衍生化反应条件#考察了废气中碳氢

化合物和多环芳烃!*+,-"对该方法的影响#测试了该方法检测不同浓度路易氏剂的精密度和

不同条件下的定量检出限$ 结果表明#该方法对洁净空气中和实际工况条件下路易氏剂的定量

检出限分别为 "(- G-,

F.

./0.

"和 -(- G-,

F0

./0.

"

!采样体积 ",)"$

关键词! 热解吸F气相色谱F质谱!"#$%&$'("%路易氏剂!)"%衍生化%工作曲线%回收率%检

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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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MB=

"

78H -(- G-,

F0

=M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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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氏剂!+ F氯乙烯基二氯胂$ "̀是二卤代

有机砷类化合物$属糜烂性毒剂$是日本遗弃在华

化学武器!简称'日遗化武($$U3a"黄弹的主要成

分之一$也是)禁止化学武器公约*附表 - 化学品+

此类毒剂通过接触可导致炎症,水疱和各类组织的

全面坏死$对人体潮湿部位的影响更大$如#眼睛接

触到糜烂性毒剂后会出现刺激,流泪和不自觉眨眼

!睑痉挛"等症状+ 吸入糜烂性毒剂会引起肺黏膜

肿胀及肺水肿$还可能因缺氧而导致死亡+ 路易氏

剂液滴接触半致死剂量! >̀

0,

" 为 +, =MB9M$蒸汽B

气 溶 胶 暴 露 半 致 死 浓 度 ! 3̀V

0,

" 为

-,,, =M-=D8B=

"

!0,, =MB=

"暴露 + =D8"

.-/

+

目前$我国境内各地的日遗化武主要采用'控

制引爆b等离子体焚烧(的方法进行销毁+ 为保

证人员和环境安全$销毁日遗化武的过程中必须对

排气塔出口中相关毒剂的含量进行定量监测+ 我

国销毁日遗化武大气排放标准中路易氏剂的排放

浓度限值为 ,(,,: =MB=

".+/

$检测路易氏剂的标准

方法采用有机溶剂吸收,浓缩后$用气相色谱 F脉

冲火焰光度检测器!W3/Q2Q>"测定."/

$采样 +, `

时$最低检出限为 ,(,,,+ =MB=

"

$虽然可以满足限

制标准的检测要求$但是存在样品前处理繁琐$分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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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周期长$样品组分容易损失等缺点$需要开发更

灵敏,更高效的检测方法+ 热解吸F气相色谱F质

谱法!V>/W3/NX"方法已广泛用于分析空气或土

壤中挥发性有机物检测.: F#/

$热解吸的显著优点是

在分析前预浓缩分析物而无需进行稀释$灵敏度

高,检出限低+ 然而$路易氏剂在空气中的热稳定

极差$也极易水解$分析前通常需要进行衍生化处

理+ 本文旨在运用 V>/W3/NX 建立高效检测日遗

化武销毁废气中路易氏剂的方法+

-!实验部分

-(-!主要仪器及试剂

热解吸仪 FV>!英国 N769KE公司",.4A,U/

0A.03气相色谱F质谱 W3/NX!美国UMD'K8I公司",

c3/+U便携式大气采样器!青岛崂应",乙腈!色谱

纯",,号柴油!加油站购置",-#种多环芳烃!QU]E"

混标!上海安谱科学仪器公司"$正丁硫醇!UR",正

丙硫醇!UR",-$" F丙二硫醇!Q>V"!UR",乙二硫

醇!d>V"!UR"$路易氏剂! "̀含量大于 A4^$由防

化学院 -, 9M化学品合成实验室提供+

-(+!实验方法及条件

-(+(-!实验方法!标样制作#用 N769KE标样制作

装置$安装标准 VK87Z吸附管 !VK87ZVU填料

+,, =M"$在 0,, =̀ B=D8 *

+

气流吹扫下注入 -

!

`

一定浓度路易氏剂B乙腈溶液$带入 VK87Z管中$

- e+ =D8后$注入一定浓度的衍生化剂B乙腈溶液$

继续吹扫 - =D8$平衡 -, =D8+ 实际样品采集与前

处理#用 VK87Z吸附管直接采集废气样品$采样流

量0,, =̀ B=D8$时间 #, =D8$检测前参照标准制作

程序注入衍生化剂$平衡 -, =D8+ 将上述VK87Z吸

附管置入热解吸仪中$开启检测程序+

-(+(+!V>/W3/NX 检测条件气相色谱条件#进样

口温度#+4,f$色谱柱!]Q/0NX,",

"

,(+0, ==,

,(+0

!

="$升温程序#初始温度 #,f!+ =D8"$升温

速率 +,fB=D8$升温至 +4,f$保持 " =D8$柱流速

- =̀ B=D8$辅助加热器温度#+4,f+ 质谱条件#

X3U*,X@N模式同时进行$X3U*模式质量扫描范

围 0, F00,7J$ /̀d>V衍生化物 X@N模式选择离子

为#++4$-#.$-,#+ 热解吸仪条件#预吹扫 - =D8%解

吸附条件#解吸时间 0 =D8$解吸温度 +4,f%冷阱

热解吸条件#温度 +4,f$保持时间 " =D8+

+!结果与讨论

+(-!衍生化条件优化

+(-(-!衍生化剂的选择!由于路易氏剂在空气中

极不稳定$采用V>/W3/NX方法检测 需̀要进行衍

生化处理+ 根据路易氏剂本身的结构特性$选择了

正丁硫醇,正丙硫醇,-$" F丙二硫醇!Q>V",乙二

硫醇 !d>V"四种硫醇类物质作为衍生化剂$取

-

!

+̀0(:A =MB̀路易氏剂B乙腈溶液!含路易氏

剂 +0 8M"注入VK87Z吸附管$再分别加入上述 : 种

衍生化剂 -

!

$̀在常温!+, e+0f"反应 -, =D8$通

过检测衍生化物总离子流图响应峰面积$比较 : 种

衍生化剂的衍化生效果+ 试验结果可知$所用的 :

种衍生化剂中$ d>V对路易氏剂的衍生化效果最

好$这可能是由于 d>V衍生化反应活性比其他硫

醇更高$而且 d>V可以与路易氏剂形成五元环结

构$衍生化物热稳定性好$不易在高温中分解+ 因

此$本文采用d>V作为该方法的衍生化剂+

+(-(+!衍生化剂用量!为了最大程度提高衍生化

反应效果$衍生化反应通常加入过量衍生剂+ 但如

果衍生化剂量太大$将导致热解吸仪冷阱严重污

染$从而影响仪器的正常运行+ 因此$本文考虑将

衍生化剂稀释一定的倍数$使衍生化剂的量既能保

证反应充分$又不至于造成热解吸仪冷阱的污染+

实验过程如下#将d>V用乙腈按体积比稀释成 -#

-,,-#-,,,-#-,,,,-#-,,,,$同本文上述实验方法$

取 -

!

+̀0(:A =MB̀路易氏剂B乙腈溶液!含路易

氏剂 +0 8M"$考察衍生化剂稀释比例对该方法衍

生化效果的影响+ 由实验结果可知$随着衍生化剂

浓度提高$衍生化物响应峰面积呈逐渐上升的趋

势$当d>VB乙腈稀释比为 -#-,,-#-,, 时$衍生化

物 X@N检测图响应峰面积趋于稳定+ 同时$为了

更进一步细化衍生化剂溶液的用量$不改变其他条

件$将稀释比为 -#-,, 的 d>V乙腈溶液分别按 -$

+$"

!

注̀入VK87Z管中$考察了该浓度衍生化剂溶

液用量对衍生化效果的影响+ 由试验结果可知$随

着衍生化剂用量的增大$衍生化物响应峰面积也呈

逐渐上升趋势$当衍生化剂用量为 +$"

!

时̀$衍生化

物响应峰面积趋于稳定+ 综上所述$本方法将d>V

作为衍生化剂时$以稀释比 -#-,,$用量 +

!

为̀宜+

+(+!V>/W3/NX方法检测路易氏剂的工作曲线及

衍生化回收率

按质量浓度分别为 ,(+0:A$+(0:A$-+(.:0$

+0(:A$0,(:4$-+.(:0$+0:(A =MB̀配制路易氏剂B乙

腈标准溶液系列+ 首先$取各溶液 - =̀ $分别加入 -

!

`d>V衍生化剂$反应 -, =D8$在溶液中!管外"完

成衍生化$再取 -

!

反̀应后的溶液$在*

+

的吹扫下

注入VK87Z管中$按前面所述的V>和W3/NX 方法

上机检测$并以此检测结果作为 -,,^回收率+ 然

后$同样的系列溶液$按照 -(+(- 所述的方法制作标

准样品$衍生化采用 +

!

`稀释比为 -#-,, 的d>V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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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腈溶液+ 检测到路易氏剂的峰面积与浓度进行拟

合即可得到工作曲线$如图 -和图 ++

图 -!>"!('管内衍生化工作曲线

?%@(-!'3.0$&%;5$/%12095A.14>"!('-.5%A$/%B.-%2/3.

'.2$8 /9;.

图 +!>"!('管外衍生化工作曲线

?%@(+!'3.0$&%;5$/%12095A.14>"!('-.5%A$/%B.-;.415.

%2C.0/.-%2/1 /3.'.2$8 /9;.

图 : 和图 0 通过线性拟合$相关系数 R

+均大

于 ,(AAA$这说明V>/W3/NX 方法检测路易氏剂的

工作曲线线性关系很好$可以满足要求+ 同时$将

上述两种方法响应峰面积相除即可得路易氏剂在

VK87Z管内衍生化的回收率$如表 - 所示+

表 -!'(")*"+,方法检测路易氏剂的衍生化回收率

*3$5/- !'3.-.5%A$/%B$/%125.01A.5= 14>.6%7%/.;=

'(")*"+,

K̀YDEDIKB8M QK79 76K7 QK79 76K7

>K6D[7ID\7ID&8

6K<&[K6OB̂

,(+0:A !-+",,:(0 !-",-0+(0 A:(0

+(0:A A#-,A0(0 -,0.,:" A,(A

-+(.:0 :-0".4# :0"#.4# A-(#

+0(:A 4-..+"# 4A"A.," A-(0

0,(A4 -.:+":-+ -404#0:" A"(.

-+.(:0 ::-+"0#4 :.++:#.4 A"(:

+0:(A A-A40".# A:##..,0 A.(+

由上表可知$不同浓度 /̀d>V在VK87Z管中衍

生化回收率均gA,(,^$这充分验证了该方法检测

废气中路易氏剂的可靠性+

+("!废气中各类干扰物对路易氏剂检测的影响

日遗化武销毁废气中均不程度含有碳氢化合

物和苯环类物质$因此将 , 号柴油作为废气中碳氢

化合物的代表$将含有 -# 种多环芳烃!QU]E"的混

合标准样品作为含苯环类物质的代表$考察了其对

V>/W3/NX方法检测废气中路易氏剂的影响+

+("(-!废气中的碳氢化合物对路易氏剂检测的影

响!考察了柴油与 `的质量比为 -,,#-$:,,#-$

-,,,#-$:,,,#-$-,,,,#- 五种情况下柴油浓度对

V>/W3/NX检测路易氏剂的影响+ 实验发现$即使

柴油与路易氏剂的质比值达到 -,,,,#- 时$含柴油

的空白样品中没有检测出路易氏剂$含柴油B路易

氏剂样品中依然能够清晰检测到路易氏剂$信噪比

得知 XB*为 -0,+ 由此可知$空气中碳氢化合物对

该方法检测路易氏剂无明显影响+

+("(+!废气中多环芳烃"QU]E#对路易氏剂检测

的影响!将`与含有 -# 种混标的QU]E同时注入

VK87Z管中$分别考察 QU]E!总"与路易氏剂的质

量比为 -,#-$0,#-$-,,#-$0,,#- 四种情况$QU]E

对V>/W3/NX方法检测路易氏剂的影响+ 实验发

现$当QU]E!总"对路易氏剂无明显假阳性检出$

但导致 X@N总离子流噪声的增加+ 当 QU]E!总"

与路易氏剂的质量比为 0,,#- 时$V>/W3/NX 已经

无法分辨路易氏剂的色谱峰$QU]E!总"与 `质量

比为 -,,#- 时$V>/W3/NX 可以明显检测出路易氏

剂$信噪比 XB*为 .0+ 由此可以看出$ QU]E对路

易氏的检测有明显影响+

+(:!V>/W3/NX 方法检测废气中路易氏剂的精

密度

用微量进样针取 " 种浓度路易氏剂 -

!

`

!,(+0:A$+(0:A$+0(:A 8M"$每种浓度制作 . 根

VK87Z标准样品$按照 -(+(+ 所述方法$考察该方

法检测废气中路易氏剂的精密度+

如表 + 所示$在较低浓度时$由于进样误差,仪

器误差等方面的原因$路易氏剂检测的精密度波动

相对要大一些$相对标准偏差值为 "("^%在较高

浓度时$路易氏剂检测的精密度波动相对较小$为

-("^+ 由此可以看出$该方法检测废气中路易氏

剂具有较好的精密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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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方法检测废气中路易氏剂的精密度

*3$5/+ '3.-.@5..14D5.0%7%12$0095$0=14>.6%7%/.;= '(")*"+,

*J= UHHB8M 37'B8M RX>B̂ UHHB8M 37'B8M RX>B̂ UHHB8M 37'B8M RX>B̂

- ,(+00 ,(++# "(+A +(00 +(0: +(,+ +0(0 +0(+ -(+#

+ ,(+44 +(0+ +0(0 +0(.

" ,(+.: +(#: +0(0 +0(:

: ,(+4# +(:# +0(0 +#(-

0 ,(+.# +(:A +0(0 +0(,

# ,(+." +(:A +0(0 +0(:

. ,(++4 +(0: +0(0 +0(-

+(0!V>/W3/NX方法检测空废气中路易氏剂的检

出限

+(0(-!洁净空气中路易氏剂的检出限!实验按照

-(+(- 中标准样品的制作程序$保持带入气流的洁

净$考察路易氏剂的定量检出下限+ 图 " 给出了路

易氏剂注入量为 +0:(A PM时的选择离子流色谱

图$信噪比 XB*值为 +.,+ 以定量检测下限的信噪

比为 ", 推算$可以得知$洁净空气中路易氏剂的定

量检出限为 "(- G-,

F.

=MB=

"

!采样体积按 ", 计̀

算"+

图 "!'(")*"+,方法检测洁净空气中路易氏剂

"+0:(A D@#的选择离子流图

?%@(#!'E*",E+ 0351#$/1@5$#14>.6%7%/.%2$%5A%$ '("

)*"+,

+(0(+!实际工况废气中路易氏剂的检出限!以已

经完成日遗化武销毁废气采样的 VK87Z管为研究

对象$采用 -(+(- 同样的方法添加标样$并保持

V>/W3/NX检测条件不变$考察实际工况废气中路

易氏剂的定量检出下限+ 图 : 给出了路易氏剂注

入量为 +(0:A 8M时的选择离子流色谱图$计算信

噪比 XB*值为 .0+ 以定量检出限的信噪比为 ",

推算$可以得知实际工况废气中路易氏剂的定量检

出限为 -(- G-,

F0

=MB=

"

!采样体积按 ", `计

算"+ 由此可以看出$实际工况条件下的定量检出

限明显高于洁净空气中$这可能是由于实际工况废

气中有大量的烃类化合物$对检测本底有一定的干

扰$这一点从图 0 给出的总离子流色谱图中可以得

到验证+

图 :!'(")*"+,方法检测实际工况废气中路易氏剂

"+(0:A 2@#的选择离子流图

?%@(.!'E*",E+ 0351#$/1@5$#14>.6%7%/.%2/3.7/$0F14

G:*H -.7/590/%124$0%&%/= ;= '(")*"+,

图 0!实际工况废气中路易氏剂的总离子流图

?%@(4!'E*0351#$/1@5$#14>.6%7%/./3.7/$0F14G:*H

-.7/590/%124$0%&%/= ;= '(")*"+,

"!结论!

本文优化了 VK87Z管内路易氏剂的衍生化条

件$建立了以d>V作为衍生化剂的柱内衍生化V>/

W3/NX检测方法$制作了 V>/W3/NX 方法检测废

气中路易氏剂的工作曲线+ 考察了碳氢化合物以

及多环芳烃!QU]E"对该方法的影响$结果表明$废

气中碳氢化合物对该方法没有明显影响$但废气中

多环芳烃!QU]E"的对路易氏剂检测有较大影响+

该方法检测废气中的路易氏剂相对标准偏差为

-("^

!

"("^$具有较好的精密度+ 洁净空气中和

实际工况废气中$该方法检测路易氏剂的定量检出

限分别为 "(- G-,

F.

=MB=

"和 -(- G-,

F0

=MB=

"

!采

样体积按 ", `计算"+ 该方法可以很好地满足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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