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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四氯乙烯红外分光测油技术问题》的解释 

 

尊敬的用户： 

    首先,感谢您对《四氯乙烯红外分光光度法》测油技术的

支持！ 由于您的支持，《四氯乙烯红外分光光度法》测油技

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并推动了我国红外测油技术

的不断提升。促使我们始终发展！而且，在坚实的基础上发

展速度越来越快！非常感谢您对我们的鼎力支持！ 

    目前，国标“HJ 637-2018”已经实施一年多。有些问题

用户不解感到疑惑。也有人误认为我单位用四氯乙烯红外测

油技术打压同行企业。事情不是这样的！由于，四氯乙烯确

实不如四氯化碳稳定，目前又没有能替代四氯化碳的其它化

学试剂。关键的问题是不同企业生产的红外测油仪产品，显

示的四氯乙烯纯度的方法不一致，许多产品的校正系数也是

错误的，根本不符合红外分光光度法测油技术的基本要求，

真的无法使用。我们相信：同行企业需要加大前期基础投入，

创造新技术，不偷工减料，产品也能达到或超过基本要求。

为了远离争议，我企业已经公布过了四氯乙烯的纯度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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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氯乙烯的精制方法、萃取效率的计算方法和检验仪器校正

系数的方法，全国各界均可以免费享用。我企业无权干涉同

行企业技术发展的问题。我们深知任何以唇舌超越首创的怪

事都是骗人的。因为，首创就是首创没有超越。假如，你真

的超越了红外分光测油仪的首创，你就不是红外分光测油仪，

而是其他产品的新首创。由于，各企业的言论使广大用户感

觉非常杂乱，真假、对错难分辨。为了社会进步，谁创造，

谁得利，这是按劳取酬的公平分配。谁造假，谁承担，假货

的恶劣影响和技术缺陷决不能让用户承担。    

    现在，将用户提出的许多问题给予解释和回复。由于，

我单位是测油仪器专业生产厂家，对有关仪器使用外的其他

问题我们只能承受不能解释，请理解。当某一问题感觉解释

的不适就跳过，有用的就参考一下。用户反馈比较严重的问

题和比较多的问题如下： 

    用户提出的比较严重的问题 

    1、国标“HJ 637-2018”的水样检出限是 0.06mg/L，而

红外分光测油仪检定规程是 0.01mg/L，为什么? 

    2、测量 100mg/L机油（21号）测量结果只有 85mg/L，

为什么? 

    3、红外分光光度法和紫外法测油数据有没有可比性？ 

    4、采用其他方法能否验证（X、Y、Z、F）校正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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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请证明：“红外分光光度法测油”技术中的计算公式 

的来源，及实际应用？ 

    6、四氯乙烯替代四氯化碳在很多年前就有人提出，为什

么我单位获得发明专利而不是他们？ 

    7、国标 HJ 637-2012检出限是 0.01mg/L,国标“HJ 

637-2018”只因用四氯乙烯替代了四氯化碳，方法检出限就

成了 0.06mg/L,标准没有进步反而退缩，为什么？ 

    8、测量苯和甲苯中均有芳烃，为什么它们的波长不同？ 

    用户提出的比较多的问题 

    1、四氯乙烯放不住，易变质，怎么办？ 

    2、考核总也不及格，怎么办？ 

    3、样品测量不稳定，怎么办？ 

    4、仪器不会用了怎么办？ 

    5、测量 20mg/L 油标液重复性不好，怎么办？ 

    6、测量结果用不用标准曲线校正？ 

    7、仪器校正系数 F值怎么计算？ 

    8、芳烃阀值怎么确定？ 

    9、为什么各种测油仪测量 100mg/L苯或甲苯没有可比

性？ 

    10、为什么有的红外测油仪没有甲基显示也能测量？ 

    11、什么是油的特征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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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为什么采用对数刻度显示油品的吸光度？ 

    13、为什么用计算器计算的数据与计算机计算的数据有 

点差距？ 

    14、为什么采用射流萃取？什么是萃取？ 

    15、萃取效率如何计算？ 

    16、为什么只推荐手工萃取和射流萃取？ 

    17、为什么说萃取技术是红外测油技术的探头？ 

    18、国家没有水样萃取效率的技术要求，怎么办？ 

    19、国家没有验证仪器校正系数准确度的要求，怎么办？ 

    20、深海底泥如何测量油？ 

    21、怎样测量空气中油？ 

    22、怎样测量土壤中油？ 

    23、处理废水加入消泡剂，废水中含油量却增高了？ 

    24、为什么空白液本底越测越高？怎么办？ 

    25、怎样清洗比色皿才能清洁？ 

    26、石英比色皿为什么没有互换性？ 

    27、测量空白液，没有图形，刻度盘上有一条直线，无

法测量，为什么？ 

    28、为什么测量矿泉水会出现油的峰形？ 

    29、为什么测量蒸馏水会出现油的峰形？ 

    30、红外分光测油仪能不能应用在降水、地表水、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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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的环境监测？ 

    广大用户提出的问题不止这些，许多问题几乎都不是仪

器质量问题。因为，解决仪器的质量问题，通个电话：0432- 

64676800,维修、升级、更换可以彻底解决问题。对我们来说，

实验室中出现的五花八门的问题确实是比较麻烦。因此，总

结这些问题后，希望您在今后的工作中能得到参考。需要进

一步解释，或了解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 

 

    附件：四氯乙烯红外分光光度法测油技术问题的解释 

 

                                    

 

 

 

 

                  吉林市吉光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019 年 10 月 15日 

 

联系电话：0432 64676800  64686044 

                                                      

关键词：红外测油技术问题解释                              网址：www.jlb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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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四氯乙烯红外分光光度法测油技术问题的解释 

 

    由于，油类对自然环境和人类生存环境造成的污染是普遍的问题。没有灵敏准确的油类

污染检测仪器，就无法了解油类污染走向，无法提出治理方案，更无法有效的治理油污染。

全球一些油轮、油车断裂、化工企业爆炸造成的油污染也是经常出现，由于，没有可靠的测

油仪器和测量方法，对环境中的油污染程度评价也是根据不足。现今，真正的《红外分光测

油仪》的特点就是测量结果不随油品变化而变化，测量的数据具有全球可比性，检出限已经

达到 0.005mg/L。是其他测油方法做不到的。红外分光光度法测油技术是一个最先进的测油

技术，可惜的是没有发挥最大效能（广泛用在废水监测）。这个问题需要大家研讨...... 

    以下是用户提出的问题逐一解释，有不到的地方请联系我们。 

    1、国标“HJ 637-2018”的水样检出限是 0.06mg/L，而红外分光测油仪检定规程是

0.01mg/L，为什么? 

    解释：检出限分为仪器检出限和方法检出限。方法检出限=仪器检出限/萃取比，萃取比

直接影响到方法检出限的高低。萃取方法分为手工萃取法和射流萃取法，不使用（摇摆法、

震荡法、搅拌法、反泡法），因它们的萃取效率实在是太低。用户可以选择一铁桶含油几个

mg/L的水样，用各种方法萃取就会发现（摇摆法、震荡法、搅拌法、反泡法）的萃取效率

低的可怜。当然，高浓度水样用四氯乙烯萃取，弄个器具晃荡晃荡也能萃取出来。但是，低

浓度水样绝对不行。低浓度水样必须是在萃取剂中激烈撞击，产生微米级甚至是纳米级颗粒

相互咬合，以相似相溶原理萃取出来。只有这样才能提高萃取比，否则，做不到。国标“HJ 

637-2018”的水样检出限 0.06mg/L是采用手工萃取法获得。而，红外分光测油仪检定规程

水样检出限 0.01mg/L 是用射流萃取技术获得。当然，检出限也就不一致。现今的射流萃取

技术已经达到 0.002mg/L。感兴趣的用户可以试一试。 

    2、测量 100mg/L 机油（21号）测量结果只有 85mg/L，为什么? 

    解释：首先要确定机油的本质是什么。机油是用植物油（纯净的植物油在紫外区没有特

征吸收，在红外区 2930cm
-1
处有特征吸收）添加各种非油类（有机硫、有机铅），或低油类

物质（羟基）混合形成的油品，目的是达到润滑、耐磨、防变质的用途。根据添加的各种非

油类品种的多少和重量的多少确定机油编号。100mg/L 机油中有 15%的重量不是油，所以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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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结果只能是 85mg/L,这是正确的测量结果。 

    3、红外分光光度法和紫外法测油数据有没有可比性？ 

    解释：红外分光光度法测油技术是测量油品中的碳氢键能 CHn，植物油的特征吸收波长

是 3.413μm（波数 2930cm
-1
）在紫外区没有特征吸收，所以紫外法是测量植物油中的添加剂，

不同的添加剂，有不同的吸收波长，常见的波长是（215、225、250、443）nm，同种机油，

它们之间的测量数据的离散型也是很大的，绝大部分油品无法测量。所以，用红外分光光度

法测油的数据具有全球可比性，而紫外测油技术本身的油标准就没有可比性，更无法代表环

境中的其它油品。两者根本没有可比性。 

    4、采用其他方法能否验证（X、Y、Z、F）校正系数？ 

    解释：验证仪器校正系数（X、Y、Z、F）采用测量 20mg/L正十六烷、20mg/L异辛烷、

100mg/L苯、100mg/L 甲苯，误差均<|10|%定为合格。这是《红外分光测油仪》的基本特征，

也是《红外分光测油仪》的基本检验方法。当然，也可以采用其它比例的单一物质配制标准

溶液检验仪器（X、Y、Z、F）校正系数的准确度。这是红外分光测油仪的非常非常重要的技

术指标，有一项不合格，整台仪器不合格，禁止销售。一旦，销售到用户就是销售假货。 

    5、请证明：“红外分光光度法测油”技术中的计算公式来源，及实际应用？ 

    我单位在1993前创造的《红外分光测油仪》当时萃取剂采用的是四氯化碳，因四氯化碳

是“蒙特利尔议定书”和国家环保部禁止使用的化学试剂。1995年我单位采用四氯乙烯成功的

替代了四氯化碳。因，当时我企业实在是太困难了，国家没给一分钱，自谋生路，还得交付

各种税金、还贷、工资、房租、管理费、差旅等其他杂费，实在是没有经费推广。直到2018

年我单位形势好转，才公布了四氯乙烯纯度标准。这20多年里，各种造假公司给我们带来许

多困难，根本没有我们说话的地方，我们说了用户也不相信。所以，红外分光光度法测油技

术对用户来讲一直是个迷。对一些政府官员来讲，更是迷上加迷。现今，人们想要了解个究

竟，特别想了解红外分光光度法测油的基本原理。因此，用户需要对《红外分光测油仪》刨

根问底追溯源头也是正常要求。许多有志人士刨根问底，刨到了我们头上，给了我们一次说

话的机会。其实，证明：“红外分光光度法测油”技术中的计算公式很早以前就在我们的网

站（www.jlbg.com）上公开过，在意的人不多。现在，再粗略的讲一下红外分光光度法的工

作原理： 

    由于，四氯化碳和四氯乙烯的光学差距较大。所以，红外分光测油仪需要做一些调整。

见四氯化碳和四氯乙烯的标准图形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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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在图中看出，四氯化碳和四氯乙烯的红外光谱没有一致性。无法交替使用。用四氯乙烯

替代四氯化碳是红外分光光度法测油技术的重大变革。会引发该方法一系列技术改革。其中

包括四氯乙烯纯度要求的确立，采用四氯乙烯配制油标准溶液的改变，红外光谱空白值技术

要求的改变，总油的定义也随之改变。 

总油的计算： 在波数3 030cm-1、2 960cm-1和2 930cm-1处的特征吸收分别是指芳烃≡CH、

甲基－CH3、亚甲基＝CH2的特征吸收。计算方法见图（2）： 

 

 
图（2） 

     总油(mg/L) C=芳烃+甲基+亚甲基=CH+CH3+CH2； 

         CH=系数Z*波数3030cm-1的吸光度=Z*A3030； 

         CH3=系数Y*波数2960cm-1的吸光度=Y*A2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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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2=系数X*波数2930cm-1的吸光度=X*A2930； 

    整理后： 

    总油(mg/L) C=亚甲基+甲基+芳烃=CH2+CH3+CH=X*A2930+Y*A2960+Z*A3030； 

    总油浓度(mg/L) C =X*A2930+Y*A2960+Z*A3030  称作计算公式（1）。 

    由于，在测量脂肪烃时对芳烃有影响，单纯测量正十六烷（篮圈），在芳烃处也有吸光

度（红圈，但，不是特征吸收），称作影响值△A3030，见图（3） 

 

图（3） 

    为了扣除△A3030的影响值，将△A3030的影响值代入公式（1）  

            C=C2+C3+C1= X*A2930+Y*A2960+Z*(A3030-△A3030)  称作计算公式（2） 

令：仪器校正系数（校正因子）F=篮圈吸光度/红圈吸光度，也就是F=A2930/△A3030 

则△A3030=A2930/F。 

代入计算公式（2）成为总油的计算公式： 

                  C=X*A2930+Y*A2960+Z*(A3030-A2930/F) 

这就是红外分光光度法测油原理的计算公式。公式中（X、Y、Z、F）统称为仪器校正系

数。以后的应用请参见标准号： 

    GB/T 16488-1996     

              

    HJ 637-2012  

              

 

    HJ 63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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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四氯乙烯替代四氯化碳在很多年前就有人提出，为什么我单位获得发明专利而不是

他们？ 

    解释：“用四氯乙烯替代四氯化碳在很多年前就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公开的不多，不必

争论。在公开的刊物上有一篇类似文章是在 2013年某石油排放刊物刊登过。由于，该论文

采用的仪器不是真正的《红外分光测油仪》，测量数据出现了精制后的四氯乙烯纯度，还不

如不精制的纯度高。无法确定四氯乙烯纯度标准，配制出的所有“标准溶液”无效，导致论

文的数据无可比性，使整篇论文没有意义。这是个警示，要写论文的进步人士，千万不要用

假货写论文。 

    7、国标 HJ 637-2012检出限是 0.01mg/L,国标“HJ 637-2018”只因用四氯乙烯替代了

四氯化碳，方法检出限就成了 0.06mg/L,标准没有进步反而退缩，为什么？ 

    解释：这是一个不愿意解释的问题。我们只能说：遗憾的是 7个参与修定标准的单位和

人员，6个单位没有射流萃取器，无从了解、或根本就不了解射流萃取技术。其中一家检验

单位是在 2017年刚刚使用。参与修订标准的单位只能用手工萃取。当时，脱离了首创技术。

所以，检出限做成了 0.06mg/L不奇怪。总体看来，该标准表面上看是技术退缩，毕竟还是

采用了四氯乙烯替代了四氯化碳，加强了仪器校正系数的检验，还是有所进步的。 

    8、测量苯和甲苯中均有芳烃，为什么它们的波数不同？ 

    解释：在化学光谱分析中，每种化学试剂均有自己的特征光谱图，如同 DNA。当然，苯

和甲苯也不例外。苯的波长是 3.293μm，波数是 3037cm
-1
。甲苯的波长是 3.300μm，波数

是 3030cm
-1
。苯的波长是 3.293μm，波数是 3037cm

-1
，在苯环上加上了一个甲基-CH3，就成

了甲苯，波长也变了。这种现象我们称为红移。在苯环上再加一个甲基，其波长还会向红端

移动。所以，测油采用的波数（3030、2960、2930）cm
-1
，不是一点也不变的，是有带宽的。

测油带宽一般是±10 个波数|10|cm
-1
。 

    用户提出的比较多的问题 

    1、四氯乙烯放不住，易变质，怎么办？ 

    解释：对我们来说，四氯乙烯变质是一个无法抗拒的灾难。只要我们认真面对，将变质

的四氯乙烯转回到合格的四氯乙烯不是没有可能的。我们在四氯乙烯使用规程中已经提出过

四氯乙烯的精制方法，该方法是很好用的。四氯乙烯的变质就是酸化，使用前用 pH试纸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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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要求 pH>6。然后，再用仪器“建立平台”扫描观察是否合格。不愿意精制就买几箱 

合格的专用四氯乙烯，用试纸试一下，再用仪器检验检验，不合格退货，直到合格为止。 

    2、考核总也不及格，怎么办？ 

    解释：考核工作是一项经常性的工作，一旦考不好觉得挺丢人。其实，能不能考好是多

方面的事。对标准溶液的配制单位也是有压力的。所以，被考单位和考核单位可以说成是麻

杆打狼，两头害怕。考核通过，双方拍手。一旦通不过，双方立汗毛。其实，只要做好充分

的准备工作，考核工作是没有通不过的。 

    2.1 考核单位的准备工作 

    由于，四氯乙烯的不稳定性和离散性，在配制油标准溶液时一定要确定四氯乙烯的纯度。 

油标准溶液的准确度与政府的权利、级别无关。无论权利多大、级别多高，均必须用《红外

分光测油仪》或《红外分光光度计》扫描检验四氯乙烯的纯度，必须用合格的四氯乙烯清洗

所用器具和检验所用的试剂合格后，才能配制油标准溶液，并留出该四氯乙烯作空白液给被

考核单位，否则，配制的油标准溶液无效。也就是说你配制的油标准溶液减去空白液才是标

准值。配制好的油标准溶液必须是玻璃封装在低温、避光、无振动的环境下保存。根据配制

标准溶液的浓度高低，确定保存时间。当批量比较大，应定期抽检。 

    2.2 被考核单位的准备工作 

    用 pH试纸试一下所用的四氯乙烯，要求 pH>6。然后，再用仪器“建立平台”扫描观察

是否合格。在用合格的四氯乙烯清洗所用器具，注意：不得使用塑料、橡胶器具及各种清洁

剂。检验所用器具被油污染的程度和所用的化学试剂被油污染的程度。检验全部合格后，选

用或自备油标准溶液，配制成同一浓度，同一环境、条件下测量，误差应在|5|%。测量考核

样时，一定要注意稀释倍数的要求，在考核中数据换算过程出错的问题较多。也就是测量的

很准，算的很离谱。 

    3、样品测量不稳定，怎么办？ 

    解释：第一种情况是比色皿中的样品体积不足，样品应该加入到比色皿的 2/3处。第二

种情况是四氯乙烯已经快要不稳定了，应精制该四氯乙烯。 

    4、仪器不会用了怎么办？ 

    解释：由于实验室工作人员的调动，新手刚接班不会使用也属于正常。请打个电话：0432 

-64676800和我们联系。或加入微信：hxp7666、18043627555。会有人帮您解决问题的。 

    5、测量 20mg/L油标液重复性不好，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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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释：该浓度值受芳烃阀值的影响较大，更改芳烃阀值由原来的 0.01更改成 0.02，或 

0，即可解决该问题。 

    6、测量结果用不用标准曲线校正？ 

    解释：采用仪器校正系数测量的数据是原始数据，经过标准曲线处理的数据是修正数据，

两者性质不同。建议，不要随意修改原始数据。 

    7、仪器校正系数 F值怎么计算？ 

    解释：F值有两种表示。一种是 F=A2960/△A3030，另一种就是总油的计算公式 

          C=X*A2930+Y*A2960+Z*(A3030-A2930/F) 

              F=(Z*A2930)/(X*A2930+Y*A2960+Z*A3030-C) 

    这两个 F值代表的用途不一致，一个是油品中的亚甲基对芳烃干扰，一个是计算总油的

仪器参数，在计算仪器校正系数时，采用总油的计算公式计算。 

    8、芳烃阀值怎么确定？ 

    解释：由于，环境中水样的油品千奇百怪，一些油品在芳烃波数 3030cm
-1
处没有特征吸

收，但是，也有吸光度，这样的吸光度是不能参与计算的，因为它不是油。这时，需要调整

芳烃阀值限制参与计算。例如：某样品在芳烃波数 3030cm
-1
处的吸光度是 0.008（A），但，

不是特征吸收，调整芳烃阀值到 0.01（A），该样品的芳烃吸光度就不参与计算了。 

    9、为什么各种测油仪测量 100mg/L苯或甲苯没有可比性？ 

    解释：这个问题，实际上没有必要解释。当测量 100mg/L苯，或甲苯，测量值<50mg/L

证明该仪器可能是假货。就应该及时解决，否则，不得使用。有人非要把假货弄出点“优点”

来显示“超越”真货，有这个必要吗？难道不怕担责任吗？使用假货一旦出现假数据您就是

数据造假嫌疑人，会不会影响您的业绩？只有打击假货才能远离数据造假的风险。 

    10、为什么有的红外测油仪没有甲基显示也能测量？ 

    解释：真正的《红外分光测油仪》测量矿物油标准溶液，必须有甲基。因为，产品标准

中已经制定了甲基分辨率的技术指标。没有甲基显示也能测量的问题是这样的：证明该仪器

不合格，三缺一。虽然，没有甲基特征吸收，但是有本底吸收（斜线上去），计算中不是按

甲基特征吸收计算，而是按本底吸光度计算，当然，也能出数。这样的仪器无法确定甲基是

否存在。当然，真正的《红外分光测油仪》出现这种现象是不合格的。 

    11、什么是油的特征吸收？ 

    解释：衡量红外光谱的特征吸收有许多方法。各种说法、用法都比较多。就测油技术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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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也不得不有所规定。无规矩不成方圆。针对红外分光光度法测油技术，特征吸收是规定 

下来的。文字表述是在波数 2930cm
-1
、2960cm

-1
、3030cm

-1
处有峰形吸光度，分别称为亚甲基、

甲基、芳烃，均是油的特征吸收（不是油也是油）。见图（2）有三个峰形吸光度。在其他波

数处有峰形吸光度的均不是油（是油也不是油）。就这么规定，无需争论合理不合理的问题。 

    12、为什么采用对数刻度显示油品的吸光度？ 

    解释：朗伯-比尔定律是红外分光光度法仪器的基本定律（世界通用），数学表达式： 

                          A=log(1/T)=kbc 

      A --- 吸光度；T --- 透光度；k --- 常数；b --- 比色皿厚度；c --- 浓度。 

    由此看出，浓度与透光度的关系是对数关系。所以，真正的《红外分光测油仪》采用对

数刻度是符合朗伯-比尔定律的。真正的《红外分光测油仪》是对数刻度。 

    13、为什么用计算器计算的数据与计算机计算的数据有点差距？ 

    解释：由于，《红外分光测油仪》测量的数据直接被计算机采取，浮点运算是 10^38次

方，经过平方、开方、对数等运算，得出的数据精度要高一些。而，采用手工计算器计算的

数据采集的数据只有 4位数，与 38位数相差较大。计算结果当然有差别，以计算机计算的

结果为准。 

    14、为什么采用射流萃取？什么是萃取？ 

    解释：针对红外测油技术，萃取就是将水体中的微量油通过萃取剂，根据相似相溶的原

理将水体中的微量油提取到萃取剂中。萃取方法有许多种，例如：摇摆法、震荡法、搅拌法、

吹气法（反泡法）等方法，由于，四氯乙烯的比重比水样重，易挥发，上述萃取方法的萃取

效率很低。采用手工萃取，许多工作人员感觉太劳累，也无法保证萃取水样的重复性。采用

射流萃取解决了上述问题。请参见：射流萃取器的产品说明书。 

    15、萃取效率如何计算？ 

    解释：因为，油标准溶液不溶于水，无法在水样中做加标回收实验。可以采用稀释法计

算萃取效率。方法如下：取>20L工业废水,浓度在(0.1-5mg/L)置入铁桶,摇匀。放置 24小

时。分别取两只 500mL 样品，其中一只用自来水稀释到 1000mL容量瓶中。另一只到萃取装

置萃取测量，测量的浓度是 X(mg/L)。则，稀释到 1000mL容量瓶中的水样理论浓度值就是

X/2(mg/L)。然后，在取稀释到 1000mL容量瓶中的水样 500mL，萃取测量实际值。萃取效率

=[实际值/(X/2)]*100%。
 

    16、为什么只推荐手工萃取和射流萃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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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释：推荐手工萃取和射流萃取技术，是我们通过多年对各种萃取原理、装置的研究、 

实验，筛选出的手工萃取和射流萃取技术做为《红外分光测油仪》的萃取装置，是因为它们

的萃取效率高，重复性好，尤其是射流萃取技术。目前，只有这两种萃取方法可以满足《红

外分光测油仪》的要求。 

    17、为什么说萃取技术是红外测油技术的探头？ 

    解释：红外分光光度法测油技术的前期工作就是萃取工作。假设，这个萃取工作的萃取 

效率为零，红外分光光度法测量水样中油的技术也归零，就是一个失败的测油方法。可见，

萃取效率在红外分光光度法测油技术中的位置是多么的重要。水样的萃取技术，就是红外分

光光度法测油技术的前期工作，只有，萃取出水样中的油，才能进行测量。萃取技术称为红

外分光光度法测油技术的探头不为过。 

    18、国家没有水样萃取效率的技术要求，怎么办？ 

    解释：目前，我国还没有出台有关萃取装置的萃取效率标准，许多工作人员也不探讨、

追究萃取效率的问题。当萃取装置的萃取效率很低很低时，红外分光光度法测油技术还有效

吗？肯定是无效的。做为一名从事红外测油技术的专家、学者不可能不研究这个原则性问题。

只不过是无人过问。其实，这个问题，担责的是实验人员。某个水样别人测量出数据，你没

有，为什么？只要是从事测油工作的专家就应该研究萃取效率，即使国家没有标准，就参考

行业、企业标准，什么标准也没有就自己建立一个标准。反正，不能使用萃取效率为零的萃

取装置。当然，任何萃取装置都标志着>90%。因为，没有检验标准，随便写。请用稀释法检

验一下，就会发现许多萃取装置的萃取效能是不靠谱的。 

    19、国家没有验证仪器校正系数准确度的要求，怎么办？ 

    解释：仪器校正系数是保证因各种油品变化，使测量的数据具有可比性的关键参数。它

必须准确。当国家没有验证仪器校正系数准确度的方法时，请参考真正的《红外分光测油仪》

企业标准。检验方法不太复杂，只要测量 20mg/L正十六烷、20mg/L异辛烷、100mg/L苯和

100mg/L甲苯，误差<|10|%。就合格。检定一次，长年，甚至永远不必再检。发现不合格，

立即联系仪器生产厂家必须彻底解决。 

    20、深海底泥如何测量油？ 

    解释：当采集深海底泥时，一定要注意采样器具不得有油污染（有的采样器具怕生锈涂

油保护是不行的），采样前应当用合格的四氯乙烯清洗采样器具→检验合格后，才能采样。

回到实验室也必须用合格的四氯乙烯清洗所用的化学试剂和器具，并检验合格后，才能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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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油工作。不得使用橡胶、塑料、洗涤剂等制品。 

    21、怎样测量空气中油？ 

    解释：《红外分光测油仪》有测量气体中油的功能，但是，没有大气采样的功能。测量

大气需要大气采样器具，经过一定体积的四氯乙烯吸收空气中的油，采样后换算成标干体积。

在仪器测量气体功能的样品注册对话框中键入标干体积和四氯乙烯吸收液的体积，测量即

可。测量结果是μg/m3。当采样的体积不是标准体积时，可点击计算功能，键入采样气压、

温度、流量、时间等参数，自动计算出标准体积进入测量注册对话框。 

    22、怎样测量土壤中油？ 

    解释：《红外分光测油仪》有测量固体中油的功能，但是，没有浸提固体样品的功能。

测量将样品粉碎、称重、用水溶解，再用四氯乙烯搅拌浸提土壤中的油，过滤。再重复一次

操作，合并四氯乙烯后测量（不能用射流萃取器）。在仪器测量固体功能的样品注册对话框

中键入固体重量和四氯乙烯浸提液的体积，测量即可。测量结果是μg/Kg。 

    23、处理废水加入消泡剂，废水中含油量却增高了？ 

    解释：在处理油污染废水中，不能加入各种有机试剂。因为，任何有机试剂均含 CHn

键。所以，加入的有机消泡剂、除油剂均会加重油污染。应采用无机物处理油污染。一些，

沙土也会处理油污染废水。这个问题，需要非常专业的工程人员去完成。 

    24、为什么空白液本底越测越高？怎么办？ 

    解释：这种现象出现的是四氯乙烯中有微量的水分干扰。请用将四氯乙烯通过无水硫酸

钠吸水。认真清洗比色皿。参见 25条。 

    25、怎样清洗比色皿才能清洁？ 

    当比色皿污染比较严重时，先用棉签蘸酒精擦洗，一定要将内、外壁上各个角落的污渍

洗掉，再用酒精冲洗，晾干，再用四氯乙烯清洗，晾干，再用热风机吹干，观察石英窗的透

明度应增加，冷却。备用。 

    26、石英比色皿为什么没有互换性？ 

    解释：由于，石英比色皿的材质（原材料）本底的不一致，两端窗口的平行度不一致，

窗口厚度误差等原因，选择出在红外区透光度一样的比色皿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所以，比色

皿没有互换性。 

    27、测量空白液，没有图形，刻度盘上有一条直线，无法测量，为什么？ 

    解释：请取出比色皿，调整满度在 80%左右，建立平台，在刻度盘上应该能看到有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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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线。证明仪器工作正常。将空比色皿置入仪器中（不要加四氯乙烯），建立平台也能见到 

红色曲线，只不过偏高了一点。证明了该比色皿不是玻璃的，是石英的。比色皿置入四氯乙

烯，建立平台刻度盘上有一条直线，证明该四氯乙烯根本不能用。不要再提仪器有没有问题

的事。请更换、精制四氯乙烯。 

    28、为什么测量矿泉水会出现油的峰形？ 

    解释：这是一个现实问题。因为，矿泉水瓶是塑料制品，也就是石油制品，没有油是不

可能的。用塑料瓶装水，水在长期的塑料中保存，一定会将塑料中的部分 CHn化合物溶解一 

些，只不过有的塑料制品溶解度小一些，有的大一些，这是正常的事。至于，溶解到什么程

度目前国家还没有标准。 

    29、为什么测量蒸馏水会出现油的峰形？ 

    解释：在制备蒸馏水时，由于温度较高，蒸馏器的出水口的塑料管，或橡胶管，均会溶

解出大量的有机物（油），所以，测量蒸馏水会出现油的吸收峰。 

    30、红外分光测油仪能不能应用在降水、地表水、地下水的环境监测？ 

    解释：国标 HJ 637-2018的检出限是 0.06mg/L，达不到地面水标准 0.05mg/L，所以，

不能用在降水、地表水、地下水的环境监测。而，真正的《红外分光测油仪》的方法检出限

是 0.01mg/L，满足地面水标准 0.05mg/L，远远优于国标 HJ 637-2018的标准。现今，真正

的《红外分光测油仪》的方法检出限已达到 0.005mg/L。真正的《红外分光测油仪》没有理

由，不能应用在降水、地表水、地下水的环境监测。只是，标准修定人员对红外分光光度法

测油技术中的射流萃取技术没有深入的了解，或根本就没有接触到射流萃取技术而导致的标

准先进性的缺乏。当然，这不能代表我国不存在射流萃取技术，更不能代表我国不存在真正

的《红外分光测油仪》。最后强调！国标 HJ 637-2018不能用在降水、地表水、地下水的环

境监测。而，真正的《红外分光测油仪》可以应用在降水、地表水、地下水的环境监测。 

 

    解释到此结束！ 

    有问题请拨打电话：0432 64676800  64686044 

 

                          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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