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气相色谱分析
Gas Chromatography



创立：1952年，气相色谱法（ Gas Chromatography

简称GC）由英国生物化学家 Martin  A T P等人在
研究液液分配色谱的基础上创立的一种极有效的
分离方法。

用途：可分析和分离复杂的多组分混合物。由于使用了
高效能色谱柱，高灵敏度检测器及色谱工作站，
使其成为一种分析速度快、灵敏度高、应用广泛

的分析方法。

联用：气相色谱与质谱（GC－MS）、气相色谱与红外
光谱(GC－FTIR）、气相色谱与原子发射光谱

（GC－AES）、气相色谱与核磁共振波谱（GC-

NMR）等。

气相色谱法又可分为气固色谱（GSC）和气液色
谱（GLC）



气相色谱仪通常由五大系统构成：

◎ 供气系统（高压钢瓶或气体发生器 、气体净化器

压力表）

◎ 进样系统（气化室、进样辅助部件；含温控组件；裂解

仪）

◎ 分离系统（色谱柱、连接密封部件；含温控组件）

◎ 检测系统（检测器、电子放大器；含温控组件）

◎计算机控制及数据处理系统（个人电脑、工作站软件）

2.1  气相色谱仪



气相色谱仪（研究型）
Gas Chromat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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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压气瓶（载气）；2 减压阀（氢气表或氧气表）；3 净化器；4 稳压表；5 压力表；
6 进样器；7 汽化室；8 检测器；9 静电计；10 记录仪；11 模数转换器；12 数据处理

系统；13 毛细管柱；14 尾吹气；15 柱恒温箱；16 针阀；17分流阀；18 吹扫气

毛细管气相色谱仪流程示意图



14. GC.swf



2.1.1  供气及控制系统

气源

分高压钢瓶、气体发生器两大类。二者

各有优缺点，高压钢瓶气体压力输出相对

稳定，一般不需要自己维护；气体发生器

需要耗材、维护，输出压力较低，但安全

性能高。



高压钢瓶

可提供小于
15MPa的气体压

力，旋转手柄顺
时针开，逆时针
关。 （氢气，瓶

体绿颜色红字；
氮气，瓶体黑颜
色黄字等）







气体发生器

包括：氮

氢空一体机，
氢空一体机，
高纯氢发生器，
高纯氮发生器
等。可提供
0~0.4MPa的气
体压力 （氢气

发生器，电解
水、氮气发生
器等）

技术参数：

输出压力：0～0.4MPa

气体流量：0～500ml/min

气体纯度：99.999% 

电源电压：220V±10% 50/60Hz

最大功率：320W

重量：35Kg

氢
空
一
体
机



空气压缩机（提供助燃气）
最好采用无油空压机（注意定期放水）

无油
型

有油
型

压力开关
继电器

油水分离器



 减压阀 调节气体压力使之输出合适的压力保证气相色谱
仪正常工作。载气通常为0.5MPa，其他为0.3MPa左右。

主表：指示高压钢瓶内的压力；

次级表：指示输出的压力。旋转手柄可调节输出的压力。顺
时针大，逆时针变小直至关闭输出。

主表

次级表

辅助设备



功能是将高
压（低于
15MPa）转

换为低压
（载气
0.5MPa）输

出，满足气
相色谱仪工
作要求







气体净化器

 内装：变色硅胶、颗

粒活性炭、分子筛

注意安装，自制的

出口塞石英棉。

转子流量计

红色浮子旋转、高度标

示流量

 保持洁净



电子流量控制器（EFC）

 气化室的；检测室的。

电子流量控制器

手动调压阀

气体净化管



精确的气体流量的控制和GC柱箱温

度控制保证了出色的保留时间重复性，

这是所有气相色谱分析的基础



2.1.2  进样系统

进样器导入孔
压盖螺帽

工作站启动
触发装置



载气

吹扫

分流

内衬管

进样

进入色谱柱

☆ 气化室内部构造示意图
有等温、程序升温两种类型

密封石墨垫
注意安装方向

加热体



分流阀实体



☆ 进样橡胶隔膜，简称进样垫

 形状：因仪器生产厂家、型号不同而不同

 规格：大小之分

 性能：有耐高温和不耐高温之分

 安装更换：保持洁净，安装正确，压紧度合适

 有的用前要处理；有的可以用硅胶板打孔自制。

使用过的

耐高温 BTO

有聚四氟乙烯贴层







使用后

内衬管应定期清洗，特别注意型号，
否则会降低灵敏度，重复性差，易出鬼峰或怪峰。

内衬管



☆ 注意型号

☆ 注意安装方向

☆ 使用不正确的内衬管会导

致EFC无法达到平衡

☆ 392598001（GC-ECD）



进样器及方式 分手动、自动进样器

用于将气体、液体和固体样品引入到气化室。

微量进样器

1  L,有钢丝芯

10  L,最常用







数字微量进样器







固相微萃取SPME
集富集、净化、进

样于一身。

知识点：固相萃取 SPE
实验室一种常用的净化方法。



气相色谱仪的固体进样方式

还有居里点裂解器实
现固体进样（适用于
高分子化合物）。



自动进样器Crimp Top Vials

ScrewTop Vials

☆ 进样程序
☆ 洗涤程序



毛细管柱气相色谱仪

填充柱气相色谱仪



吹扫：克服记忆效应

分流：防止过载

 分流比：样品气化后放空的体积与进入色谱柱

体积之比。（如工作站分流比设置为50，意味

着什么？）

尾吹：克服检测器的死体积，使色

谱峰形状变得尖锐。

毛细管气相色谱仪各气路的作用



(a) 状态为分流进样。分流比为100。
(b) 状态为不分流进样。分流比为50。



蓝色谱图—为不分流 红色谱图—分流比10∶1 绿色谱图—分流比100∶1

不分流，溶剂会过载，
分离的组分流出在溶剂的
拖尾峰上，导致无法正确
定量积分。



尾吹气的作用

红色线条的色谱图尾吹气为 0 mL/min

溶剂（甲醇）

（乙醇）

丙酮（内标物）

（二氯甲烷）

（乙腈）
（乙酸乙酯）



2.1.3   分离系统

柱箱

保证重现性

保证检测稳定性

控温精度

平衡时间 柱箱

柱箱+色谱柱+辅助加热系统



柱箱内部

吹扫气流调节旋钮

柱箱门玻璃层保温被



15. GCcryo.swf



16. GCtemp.swf



17. focus2.swf



一般200-300℃

一般60-100℃
初始效应

冷却效应

（进样时间）

基质效应



程序升温

气相色谱填充柱分析柱箱的温度为等温分析。



GC主机背面

快速降温门



色谱柱
◇ 填充柱:

柱管材料： 玻璃、不锈钢、铜、铝管

形状： U形、圆形

口径：3～4mm

长度：0.5～3m

◇ 毛细管柱

柱管材料: 熔融石英管

形状:圆形

口径：0.18～0. 530mm

长度：15m～100m





1 涂壁开管柱：WCOT，广泛使用；

2 载体涂渍开管柱：SCOT，柱容量

大，制备技术复杂，应用不普遍；

3 多孔层开管柱：PLOT，适于永久性

气体和小分子的有机物分离。

三种类型的毛细管色谱柱





色谱柱连接气
化室出口和检
测室进口的密
封件

石墨垫

聚酰亚胺

不要将用纯石墨的用于ECD或者GC/MS系统



柱头载气压力的设置（1MPa=145.038PSI）

确保组分的保留时间适中













载体（担体）

惰性硅藻土等（注意与硅胶的区别）

1 外观红色

2 外观白色，Gas Chrom Q，Chromsorb   

HP 等



载体的硅烷化处理





固定相

化学键合固定相，交联（Crosslinked）

1  非极性 二甲基硅油OV-101（线型分子），

甲基硅酮SE-30（非线型分子）等

2  中性 苯基甲基硅酮OV-17，氟烷基硅酮

QF-1等

3  极性 聚乙二醇-20M，二乙二醇丁二酸酯

DEGS等



聚氧硅烷类固定液聚氧硅烷类固定液





石英毛细管柱切割器



色谱柱的选择（依据相似相溶原则）

黑色-DB-WAX 绿色-DB-1 红色-VARIAN CP-SIL 5CB

4,4-dimethyloxazolidin-2-one



色谱柱安装位置可能引起的问题

 色谱柱出口与检测器进口
安装位置不正确;  使其不
能到达FID喷嘴

 色谱柱进口与气化室出口
安装位置不正确.

 色谱柱进口与气化室出口
及检测器的进口位置安装
正确





色谱柱出口插入Varian检测器的深度

色谱柱进口插入Varian气化室的深度
3.7cm(1177进样口)



 青岛一企业送样，样品名称：DBD

 CAS 135-57-9

 结构式：

 用途：塑解剂

样品在GC上的热解

易热解的样品：有机脲；氨基甲酸酯等。



HPLC-DAD

GC-FID



2.1.4  检测系统

检测器的分类

浓度型检测器：TCD、ECD

质量型检测器：FID、FPD

积分型检测器：CD

微分型检测器：TCD、FID

通用型检测器：FID、TCD（常量分析）

选择型检测器：ECD、FPD （痕量分析）



载气流量与色谱峰面积A或峰高h的关系

TCD  ECD FID  FPD



常用五大检测器

1 热导检测器 Thermal Conductivity Detector, 简称TCD；

2 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 Flame Ionization Detector,简称FID；

3 电子捕获检测器 Electron Capture Detector ，简称ECD，

 -ECD；

4 火焰光度或脉冲式火焰光度检测器 Flame Photometric   

Detector Or Pulsed Flame Photometric Detector ，简称

FPD或PFPD；

5 氮磷检测器简称 Nitrogen-phosphorus Detector ，NPD。



☆

热导检测器

（TCD）

热导（池）检

测器是根据不同的

物质具有不同的热

导系数原理制成。

最早开发、最成熟

的一种检测器。目

前主要用于痕量气

体的测定和水（？）

的分析。主要缺点

是灵敏度较低。



热导池构造示意图热导池构造示意图



热导池的结构和工作原理

热导池由池体和热敏元件构成，可分双臂和四臂热导
池两种。由于四臂热导池热丝的阻值比双臂热导池增加一
倍，故灵敏度也提高一倍。目前仪器中都采用四根金属丝
组成的四臂热导地。其中二臂为参比臂，另二臂为测量臂，
将参比臂和测量臂接入惠斯登电桥，由恒定的电流加热组
成热导池测量线路，如前图所示。

影响热导检测器灵敏度的因素

桥电流 桥电流增加，使钨丝温度提高，钨丝和热导池体的
温差加大，气体就容易将热量传出去，灵敏度就提高。响应值
与工作电流的三次方成正比。所以，增大电流有利于提高灵敏
度，但电流太大会影响钨丝寿命。一般桥电流控制在100～
200mA左右（H2作载气时150～200mA， N2作载气时为100～
150mA为宜）。



池体温度 池体温度降低，可使池体和钨丝温差加大，

有利于提高灵敏度。但池体温度过低，被测试样会

冷凝在检测器中。池体温度一般不应低于柱终温。

载气种类 载气与试样的热导系数相差愈大，则灵敏度

愈高。故选择热导系数大的氢气或氦气作载气有利

于灵敏度提高。如用氮气作载气时，有些试样（如

甲烷）的热导系数比它大就会出现倒峰。

热敏元件的阻值 阻值高、温度系数较大的热敏元件，

灵敏度高。钨丝是一种广泛应用的热敏元件，它的

阻值随温度升高而增大，其电阻温度系数为5.5×10-

3cm·Ω-1·℃-1，电阻率为5.5×10-6Ω·cm。为防止

钨丝气化，可在表面镀金或镍。



☆☆☆火焰离子化检测器（FID）

火焰离子化检测器是以氢气和空气燃烧的火焰作为
能源，利用含碳有机物在火焰中燃烧产生离子，在外
加的电场作用下，使离子形成离子流，根据离子流产
生的电信号强度，检测被色谱柱分离出的组分。它的
特点是：灵敏度很高，比热导检测器的灵敏度高约103

倍；检出限低，可达10-12g·s-1；火焰离子化检测器能检

测大多数含碳有机化合物；死体积小，响应速度快，
线性范围也宽，可达106以上；而且结构不复杂，操作

简单，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色谱检测器之一。其主要
缺点是不能检测永久性气体、水、一氧化碳、二氧化
碳、氮的氧化物、硫化氢等物质。



结 构

FID实物图



18 氢火焰检测器.swf



火焰离子化机理
至今还不十分清楚其机理，普遍认为这是一个化学

电离过程。有机物在火焰中先形成自由基，然后与氧产
生正离子，再同水反应生成H3O

+离子。以苯为例，在
氢火焰中的化学电离反应如下：

影响操作条件的因素

离子室的结构对火焰离子化检测器的灵敏度有直接

影响，操作条件的变化，包括氢气、载气、空气流
速和检测室的温度等都对检测器灵敏度有影响

C6H6

裂解
6 CH

3O2 + 6 CH + 6e6CHO
+

6CHO
+

6H2O 6CO + 6H3O
++





FID、ECD在GC主机上安装的位置

ECD

FID



信号传输线



信号采集放大板

GC电路主板



检测信号输出端子

接地线
输出信号到计算机网卡



☆ ☆ ☆ 电子捕获检测器(ECD) 

相关知识点



63Ni产生

伦琴夫人的手骨与戒指



DDT

1874年，奥地利实验室一位大学化学系学生蔡德勒（Zeidler）合成

了滴滴涕，但当时人们没有发现它的用途。

1939年，瑞士化学家保罗·米勒发现滴滴涕可以能迅速杀死蚊子、

虱子和农作物害虫，并比其他杀虫剂安全。由于在防止传染病方面的重

要贡献，米勒于1948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Paul Hermann Müller



该书1962年出版，美国海洋生物学家雷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撰写

的当时美国畅销书。书中详细阐述了杀虫剂尤其是滴滴涕对野生生物的危害，

特别是造成鸟类灭绝的主要元凶。迅速引起公众舆论注意，引发公众对环境

问题的关注，促使环境保护问题提到了各国政府面前，各种环境保护组织纷

纷成立，从而促进联合国于1972年6月12日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人类环境

大会”，并由各国签署了“人类环境宣言”，开始了环境保护事业。

影响二十世纪十本著作之一



美国海洋生物学家
雷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



http://rachelcarson.org/



☆ ☆ ☆ 电子捕获检测器(ECD) 
电子捕获检测器也称电子俘获检测器，它是一种选择性

很强的检测器，对具有电负性物质（如含卤素、硫、磷、氰

等物质）的检测有很高灵敏度（检出限约10-14g·cm-3）。它

是目前分析痕量电负性有机物最有效的检测器。电子捕获检

测器已广泛应用于农药残留量、大气及水质污染分析，以及

生物化学、医学、药物学和环境监测等领域中。它的缺点是

线性范围窄，只有103左右，且响应易受操作条件的影响，

重现性较差。

电于捕获检测器的结构与工作原理

实际上它是一种放射性离子化检测器，与火焰离子化检

测器相似，也需要一个能源和一个电场。能源多数用63Ni或
3H放射源，其结构如下图。



半衰期(T1/2)

63Ni  100年；

3H  12.33年

Ct = C0 e -kt

0lnln CktCt 

Ct

C
kt

0
ln

kk
T

693.02ln
2/1 



检测器内腔有两个电极和筒状的β放射源。β放射源贴在阴极
壁上，以不锈钢棒作正极，在两极施加直流或脉冲电压。放射
源的β射线将载气（N2或Ar）电离，产生次级电子和正离子，

在电场作用下，电子向正极移动，形成恒定基流。当载气带有
电负性溶质进入检测器时，电负性溶质就能捕获这些低能量的
自由电子，形成稳定的负离子，负离子再与载气正离子复合成
中性化合物，使基流降低而产生负信号——倒峰 。

捕获机理 可用下列反应式表示：

N2

β
N2

+
  + e

AB + e AB
-

+ E

AB
- + N2

+ N2 + AB

复合理论



☆ 火焰光度检测器(FPD或PFPD) 

火焰光度检测器，又称硫、磷检测器，它是一种

对含硫、磷有机化合物具有高选择性和高灵敏度的质

量型检测器，检出限可达10-12g·s-1（对P）或

10-11g·s-11（对S）。这种检测器可用于大气中痕量硫

化物以及农副产品，水中的毫微克级有机磷和有机硫

农药残留量的测定。

☆测磷的响应值为线性；硫为非线性。



FPD



FPD







火焰光度检测器的工作原理

根据硫和磷化合物在富氢火焰中燃烧时，生成化学发光物质，

并能发射出特征波长的光，记录这些特征光谱，就能检测硫和
磷，以硫为例，有以下反应发生：

当激发态S2*分子返回基态时发射出特征波长光 λmax为
394nm。对含磷化合物燃烧时生成磷的氧化物，然后在富氢火
焰中被氢还原，形成化学发光的HPO碎片，并发射出λmax为
526nm的特征光谱。这些光由光电信增管转换成信号，经放大
后由记录仪记录。



 PFPD是一种新型的火焰光度检测器。最适合于选择性检

测含硫和磷的化合物。同时PFPD检测器还能够选择性的

测定28种特定的元素。与标准的FPD比较，PFPD可获得

更高的检测限(10倍)，更大的选择性(10-1000)，更强的可

靠性及更低的操作成本。

比较适合于分析测定汽油中的总硫。

PFPD特点为火焰不是连续燃烧，而是脉冲式
的。常规的FPD火焰连续燃烧。



☆

氮磷检测器
(NPD)

☆

氮磷检测器
(N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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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计算机控制及数据处理系统

 单独的色谱数据处理器（128k）（现已被淘汰）

 微型计算机+工作站（Work Station）软件，如：

美国瓦里安公司的STAR 6.0等，广泛应用。



VARIAN STAR6.0 工作站分析界面



2.2  气相色谱法新技术

保留时间锁定技术（RTL）

程序升温汽化进样（PTV）

微板流路控制技术（QuickSwap）
A  实现质谱仪不放空，而可更换色谱柱或执行进

样口维护

B  中心切割技术

C  分流到不同的检测器

D  反吹技术



RTL



中心切割功能



色谱柱反吹示例

图 1 未采用反吹

的分析（阴影面积

包含不需要的高沸

点组分）

图 2 反吹的结果 - 高分子

量基质有助于显著减少GC

运行时间和循环时间; 在此

例中，4.52 min开始反吹）



2.3  气相色谱法的应用

石化分析

环境分析

食品分析

药物和临床分析

物化参数的测定

聚合物分析

农药分析



房间

电压及功率

气路

2.4   气相色谱仪安装



 色谱柱是否与进样口和检测器正确的连接?

 进样口是否漏?

 更换进样垫

 检查进样衬管是否损坏

 柱是否与进样口连接？?

 是否使用自动进样器

检查进样针

更换进样针推杆

样品瓶中是否有足够的样品，以便进样针能吸到样品？

 点火了吗？ (FID) 

 柱中是否有载气流过

2.5    故障诊断与排除
无峰或峰很矮



 火点着了吗?

 用一个玻璃片放在 FID出口----

 有水蒸汽冷凝
检测仪器的输出值-- 数值是否大于 0.0？

 柱中是否有载气?

 拆开柱到检测器一端
 用流量计（或皂沫流量计）测量
 有流量

 综合
 已点火
 柱出口有流量
 检测器喷嘴可能被堵塞

检查FID组件 （注意-请记录零件的安装顺序）
 检查喷嘴本身
 被石墨碎屑堵塞（拆下柱子时，石墨垫的外型有变化）

 用旧的进样针清除堵塞物
 重新安装FID组件
 再次进样

寻找色谱峰的方法
(多数的情况是漏气或堵塞 )



基线的问题

1  检查气源的质量

2  使用气体过滤器

3  漂移与噪声



基线漂移

漂移

 正确地使用高纯度的载气

 色谱柱老化

 色谱柱的最高使用温度不能超过该柱所规定的最高温

度极限

 进样口温度与检测器温度要高于色谱柱的最高使用温

度



基线噪音

 色谱图的基线噪音太高

 进样垫流失

 密封垫的类型不对或使用时间过长，需要更换

 新的密封垫在柱温箱中老化过夜，以除去易挥发性化合物

 vespel 密封垫不能超过使用温度 (350 ℃)

 衬管被污染

 较脏的样品每进样15-20次后，更换新的衬管

 气源可能被污染

 选择正确的在线气体净化器 (阱)

 每使用四瓶气体，至少要更换一次气体净化器

 检测器可能已被污染——清洗检测器

 实验室是否有异常的气体



 柱过载

 减少进样量或将样品稀释10倍

 稀释样品可以得到较好的结果

 试一下较厚液膜的其他色谱柱

前面介绍的所有内容均适用

 前伸峰和拖尾峰均说明是非线形的分配-即色谱柱与

 样品不匹配

 使用不同选择性的色谱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色谱柱故障的诊断与排除

峰型不好（拖尾）



柱故障的诊断与排除

附加峰

 即使不进样也会出现的峰 (鬼峰) ，并且在色谱分析

过程中也会出现在真实的峰之中。

 由样品产生的附加峰



鬼峰

柱头污染

烘焙色谱柱，然后做空运行（无样品）

进样垫流失

使用高质量的产品

进样口污染

残留在进样口或衬管中的物质

载气不纯

使用高纯度的载气及高质量的气体净化器，
并定期更换

载气中杂质与固定相发生反应

若使用分流/无分流进样口

进样口底部的密封垫可能会与样品反应



色谱柱故障

色谱图中没有出现你希望得到的样品组分

峰（丢峰）



复习思考题

 基于气相色谱法分析的化合物特点是什么？

 气相色谱分析的基础是什么？

 毛细管气相色谱仪的五大系统、流程和功用。

 毛细管气相色谱仪各气路的作用。

 简述流动相种类、纯度与检测器对应的关系。

 毛细管气相色谱法程序升温操作的要点。

 常用毛细管色谱柱的规格和种类。分离原理是什么？如何延

长色谱柱的使用寿命？

 回答非极性固定液的化学物质构成。增加极性是如何实现的。

 五大检测器指什么？浅谈其各自的原理和应用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