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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建立了一种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联用测定城市河流中挥发性硫化物的方

法 。二甲基硫 、甲基乙基硫 、二甲基二硫最低检测质量浓度分别为 80 , 80和 100

ng/L ,水样加标回收率在 91%～ 101%之间 。方法操作简单 ,灵敏度高 ,成功应用

于城市河流中水样中挥发性硫化物的测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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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 20年来 ,环境中的挥发性硫化物越来越引

起人们的普遍关注。一些挥发性硫化物具有强烈

的恶臭气味 ,虽然浓度较低 ,对水和食物的味道和

气味影响却很大 ,水中二甲基硫和二甲基二硫的味

道域值分别为 0.3μg/L和 5 μg/L。国内外首批确

定的 8种重点监测的恶臭物质中挥发性硫化物就

占了两种 ,分别是二甲基硫和二甲基二硫
[ 1]
。挥发

性硫化物能对人体的神经末梢造成损害 ,高浓度的

挥发性硫化物能麻痹呼吸神经中枢而引起死亡 ,其

中毒症状表现为呼吸障碍和共济失调等[ 2] 。

测定挥发性硫化物常用的方法是气相色谱-火

焰光度检测器法。但是由于挥发性硫化物在水中

的浓度较低 ,所以选择一种快速简便 ,富集倍数高

的样品前处理方法是十分必要的。常用的样品预

处理技术有液-液萃取 ,静态顶空法等[ 3] ,但这些方

法存在着一定不足 ,如污染环境 ,耗时长 ,灵敏度低

等。吹扫捕集技术具有灵敏度高 ,操作简便 ,无溶

剂污染等优势 ,并且可实现在线测定。本实验采用

吹扫捕集技术作为样品前处理方法与气相色谱-火

焰光度检测器法在线联用 ,成功地测定了北京周边

河流中水中的二甲基硫(DMS), 甲基乙基硫

(EMS),二甲基二硫(DMDS)。

1　实验部分

1.1　仪器与试剂

6890型气相色谱仪(GC)及火焰光度检测器

(FPD)(美国安捷伦公司), 优化的 GC-FPD工作参

数见表 1。

CP-4010 型吹扫捕集仪(荷兰 Chrompack 公

司), 所选工作参数见表 2。

表 1　GC-FPD工作参数

Tab.1　Working parameter for GC-FPD

色谱柱:
HP-1 石英毛细管柱 , 30 m×250 μm i.d.,

液膜厚度 0.25μm

色谱柱

升温程序:

起始 100 ℃, 保持 2 min 后以 5 ℃/min 的

速率升至 130 ℃

载气: 高纯氮气

检测器

气体流速:

空气 , 70 mL/min;氢气 , 100 mL/min;补充气

(氮气), 20 mL/min

检测器温度:250 ℃

表 2　吹扫捕集参数

Tab.2　Parameter for PTI

吹扫温度: 室温

吹扫气体: 高纯氮气 ,流速:30 mL/min

吹扫时间: 7 min

冷阱捕集温度: -75 ℃

热解吸温度: 130 ℃, 1 min

反吹气流量: 30 mL/min , 10 min

柱头温度: 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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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甲基硫(>99%)(德国的MERCK-Schuchardt

公司),二甲基二硫(纯度>99%)(东京化成工业株

式会社),甲基乙基硫(纯度>99%)(东京化成工业

株式会社),分别取一定量的上述化合物溶于甲醇

中 ,配成 1.0 g/L的标准储备液。工作溶液须在使

用前用蒸馏水逐级稀释。所有溶液均于 4 ℃黑暗

条件下储存。甲醇(色谱纯 , 西班牙 Scharlau 公

司)。

1.2　样品采集

样品主要采自北京市的夏季臭味较大的城市

运河及周围河流 ,所采集样品于4 ℃黑暗条件下储

存 ,并在 1周内检测完毕。

2　结果与讨论

2.1　挥发性硫化物色谱分离图

在上述仪器条件下 ,分别加入二甲基硫 、甲基

乙基硫 、二甲基二硫的标准溶液 10 mL经吹扫捕集

后进入气相色谱仪中分离检测 ,色谱分离图见图

1。

2.2　精密度 , 检出限和标准曲线

以5次测定的相对标准偏差表示方法的重复

性 , 二甲基硫 、甲基乙基硫 、二甲基二硫的 RSD分

别为 8.0%, 4.2%和 5.1%;在信噪比为 3时 , 所

测各组分最低检测质量浓度分别为 80 , 80 和 100

ng/L;回归直线方程分别为:二甲基硫:y =1754.6 x

-1691.4 (r =0.9998);甲基乙基硫:y =11059 x-

8216.2 (r=0.9993);二甲基二硫:y =11640x -

9579.2(r=0.9970)。

图 1　挥发性硫化物分离色谱图

Fig.1　Chromatogram of volatile sulfur compounds

DMS(2 μg/L);EMS(2μg/ L);DMDS(2 μg/L)

2.3　实际样品分析

样品分析时 ,取 2 mL 水样加入 8 mL 蒸馏水 ,

放入吹扫瓶中 , 用N2 吹扫捕集在-75 ℃冷阱里的

毛细管上 。吹扫结束后 ,冷阱快速升温至 130 ℃,

挥发性硫化物进入色谱柱分离(色谱图见图 2)。

测定结果见表 3 , 加标回收率在91%～ 101%之间 。

由表 3可以看出 ,在所采集的城市运河和周围河水

中检测到了二甲基硫和二甲基二硫 ,其质量浓度在

10μg/L 左右 ,说明两种挥发性硫化物是产生臭味

的主要来源之一。

图 2　城市河流中挥发性硫化物的分离色谱图

Fig.2　Chromatogram of volatile sulfur compounds in river

water samples

3　结论

本文建立了吹扫捕集技术与气相色谱联用测定

城市运河和周围河流中挥发性硫化物的分析方法 ,

方法灵敏 、快速 ,3种硫化物检出限低于 100 ng/L。

在所采集的城市运河和周围河水中检测到了二甲

基硫和二甲基二硫 ,其质量浓度在 10 μg/L 左右 ,

说明两种挥发性硫化物是产生臭味的主要来源之

一。

表 3　水样中挥发性硫化物测定结果

Tab.3　Determination results of water samples

样品编号 DMS ρ/(μg/L)EMS ρ/(μg/ L)DMDS ρ/(μg/L)

1 ND ND＊ 9.3

2 6.4 ND 7.3

3 13.0 ND 5.5

4 7.5 ND 9.0

5 11.0 ND 10.0

6 7.5 ND 10.0

＊ND为未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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