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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气相色谱仪分析系统，包括

一个十通阀，十通阀包括呈环形排布且依次相邻

的十个接口，第三出气口和第二出气口之间设有

柱分析单元，柱分析单元包括相互并联的第一色

谱柱和第二色谱柱，第三出气口通过第一三通接

头分别与第一色谱柱和第二色谱柱的一端连通，

第二出气口通过第二三通接头分别与第一色谱

柱和第二色谱柱的另一端连通，第一色谱柱包括

依次串联的缓冲管、阻尼管和进样管。本发明还

提供了一种气相色谱仪分析方法，本发明采用单

个十通阀进行采样与气体分析的切换，单次进样

后，混合气体样品通过并联的色谱柱先后进入检

测器，从而分别测定总烃浓度和多个组分各自的

浓度，大大节约了气体分析的成本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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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气相色谱仪分析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十通阀(11)，所述十通阀(11)包括圆盘

形本体，所述圆盘形本体上沿周向依次设置第一接口(1)、载气入口(2)、第三出气口(3)、第

四出气口(4)、辅助气体入口(5)、第六接口(6)、第二出气口(7)、第一出气口(8)、第九接口

(9)和进气口(10)；所述进气口(10)与所述第一出气口(8)可流体连通，且二者之间连接有

定量环(12)，所述载气入口(2)与第二出气口(7)可流体连通，所述载气入口(2)与所述第一

出气口(8)可流体连通，所述第二出气口(7)与第三出气口(3)可流体连通，所述第二出气口

(7)与第三出气口(3)之间连接有柱分析单元(15)，所述柱分析单元(15)包括相互并联的第

一色谱柱和第二色谱柱，所述第三出气口(3)通过第一三通接头(21)分别与所述第一色谱

柱和第二色谱柱的一端连通，所述第二出气口(7)通过第二三通接头(22)分别与所述第一

色谱柱和第二色谱柱的另一端连通，所述第一色谱柱包括依次串联的缓冲管(23)、阻尼管

(24)和进样管(25)；所述的第四出气口(4)和辅助气体入口(5)相互连通，所述第四出气口

(4)与所述第三出气口(3)可流体连通，且所述第四出气口(4)连接有检测器(18)；所述第六

接口(6)连接有阻尼器(17)；待测气体通过所述进气口(10)进入所述十通阀(11)，载气通过

所述载气入口(2)进入所述十通阀(11)，辅助气通过所述辅助气体入口(5)进入所述十通阀

(11)。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气相色谱仪分析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十通阀(11)为两位十

通阀；所述十通阀处于关闭状态时，所述第一接口(1)与所述进气口(10)连通；所述十通阀

处于开启状态时，所述第一接口(1)与所述载气入口(2)连通。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气相色谱仪分析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缓冲管(23)、阻尼管

(24)和进样管(25)通过两通接头依次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气相色谱仪分析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色谱柱为填充

柱。

5.一种气相色谱仪分析方法，其特征在于，采用权利要求1-4中任一项所述的气相色谱

仪分析系统，包括以下步骤：

(1)关闭所述十通阀(11)，待测气体依次经所述进气口(10)、第一接口(1)、定量环

(12)、第一出气口(8)和第九接口(9)流出；载气依次经所述载气入口(2)、第三出气口(3)、

柱分析单元、第二出气口(7)、第六接口(6)和阻尼器(17)流出；辅助气经所述辅助气体入口

(5)和第四出气口(4)流入检测器(18)，完成采样过程；

(2)开启所述十通阀，所述载气经所述载气入口(2)、第一接口(1)流入所述定量环

(12)，所述定量环(12)内的待测气体在所述载气的带动下依次经过所述第一出气口(8)、第

二出气口(7)，然后通过所述第二三通接头(22)分别流入所述第一色谱柱和第二色谱柱，流

入所述第一色谱柱的气体经所述第一三通接头(21)进入所述检测器(18)，所述检测器(18)

检测气体内总烃含量；所述第二色谱柱将进入其中的气体分离，分离后的气体组分经所述

第一三通接头(21)进入所述检测器(18)，所述检测器(18)检测分离后的气体的组分浓度。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气相色谱仪分析方法，其特征在于，分离后的气体进入所述检

测器后还包括以下步骤：

关闭所述十通阀(11)，柱分析单元内的残留气体在载气的带动下依次经所述第二出气

口(7)、第六接口(6)和阻尼器(17)流出所述气相色谱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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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相色谱仪分析系统和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气相色谱分析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气相色谱仪分析系统和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分析气体中的非甲烷总烃的气相色谱分析方法一般使用国家标准推荐的差

减法，即分别测定气体中的甲烷和总烃的含量，再用总烃含量减去甲烷含量，得到非甲烷总

烃的含量。测定甲烷含量一般使用填充Porapak  Q或类似性能填料的填充柱，而测定总烃一

般使用空管柱。常用的一种方法是使用单个阀进样色谱系统，通过更换色谱柱，两次进样分

别得到总烃和甲烷的含量；另一个方法是使用两个独立的通道，由两个阀分别连接填充柱

和空管柱，对总烃和甲烷进行同时测定。前一种方法步骤繁琐，而且由于中途需要更换色谱

柱，所得到的结果准确性较差；后一种方法，单次进样，同时测定，方便准确，但是仪器相对

复杂，成本较高。

发明内容

[0003]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气相色谱仪分析系统和方法，本

发明的系统，在单次进样后，通过并联的色谱柱同时进行混合样品气体中总烃浓度与组分

气体浓度的检测，大大节约了气体分析的成本和时间。

[0004]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气相色谱仪分析系统，包括一个十通阀(11)，十通阀(11)具有

设置在其上的可流体连通的进气口(10)、第一出气口(8)，进气口(10)与第一出气口(8)之

间连接有定量环(12)，十通阀(11)还具有设置在其上的可流体连通的载气入口(2)、第二出

气口(7)，载气入口(2)与第一出气口(8)可流体连通，第二出气口(7)与第三出气口(3)可流

体连通，第二出气口(7)与第三出气口(3)之间连接有柱分析单元(15)，柱分析单元(15)包

括相互并联的第一色谱柱和第二色谱柱，第三出气口(3)通过第一三通接头(21)分别与第

一色谱柱和第二色谱柱的一端连通，第二出气口(7)通过第二三通接头(22)分别与第一色

谱柱和第二色谱柱的另一端连通，第一色谱柱包括依次串联的缓冲管(23)、阻尼管(24)和

进样管(25)。

[0005] 定量环用于对待测气体的体积进行定量，使多次测试时的每次进样量一致；阻尼

器可平衡十通阀处于两种状态(关闭状态和开启状态)时的气体流量；检测器用于检测待测

气体中的不同组分的含量。进一步地，检测器为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FID)。

[0006] 进一步地，缓冲管(23)的外径为1.2-4mm，内径为1-3mm，长度为100-1000mm；阻尼

管(24)的外径为1.2-2mm，内径为0.05-0 .25mm，长度为10-1000mm；进样管(25)的外径为

0.5-2mm，内径为0.1-1mm，长度为100-1000mm。第二色谱柱的外径为1.2-3.2mm，内径为0.7-

2mm，长度为300-2000mm。

[0007] 进一步地，十通阀(11)包括圆盘形本体，圆盘形本体上沿周向依次设置第一接口

(1)、载气入口(2)、第三出气口(3)、第四出气口(4)、辅助气体入口(5)、第六接口(6)、第二

出气口(7)、第一出气口(8)、第九接口(9)和进气口(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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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进一步地，第六接口(6)连接有阻尼器(17)。

[0009] 进一步地，待测气体通过进气口(10)进入十通阀(11)，载气通过载气入口(2)进入

十通阀(11)，辅助气通过辅助气体入口(5)进入十通阀(11)。

[0010] 进一步地，辅助气为氮气、氦气或空气。

[0011] 进一步地，载气为氮气、氦气或空气。

[0012] 进一步地，十通阀(11)为两位十通阀。

[0013] 进一步地，十通阀处于关闭状态时，每个接口与其相邻的一侧接口连通；十通阀处

于开启状态时，每个接口与其相邻的另一侧接口连通。十通阀处于关闭状态时，第一接口

(1)与进气口(10)连通；十通阀处于开启状态时，第一接口(1)与载气入口(2)连通。

[0014] 进一步地，缓冲管(23)、阻尼管(24)和进样管(25)通过两通接头依次连接。缓冲管

可增大第一色谱柱的内体积，延长样品的出峰时间，阻尼管的作用是通过改变第一色谱柱

的气体阻尼来调节通过色谱柱的载气流量，通过改变进样管的内体积可调节分配到第一色

谱柱的样品量。缓冲管、阻尼管和进样管均为空管，其材质为熔融石英毛细管、不锈钢管或

PEEK管。

[0015] 进一步地，第一色谱柱为总烃气体分析柱。待测气体中的总烃气体经第一色谱柱

直接流出。

[0016] 进一步地，第二色谱柱为组分气体分析柱。

[0017] 进一步地，第二色谱柱为填充柱，其内填充有高分子填料(Porapak  Q等)，填充柱

的外壳为不锈钢、玻璃或聚四氟乙烯等高分子聚合物。

[0018]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气相色谱仪分析方法，采用上述气相色谱仪分析系统，包括

以下步骤：

[0019] (1)关闭十通阀(11)，待测气体依次经进气口(10)、第一接口(1)、定量环(12)、第

一出气口(8)和第九接口(9)流出；载气依次经载气入口(2)、第三出气口(3)、柱分析单元、

第二出气口(7)、第六接口(6)和阻尼器(17)流出；辅助气经辅助气体入口(5)和第四出气口

(4)流入检测器(18)，完成采样过程；

[0020] (2)开启十通阀，载气经载气入口(2)、第一接口(1)流入定量环(12)，定量环(12)

内的待测气体在载气的带动下依次经过第一出气口(8)、第二出气口(7)，然后通过第二三

通接头(22)分别流入第一色谱柱和第二色谱柱，流入第一色谱柱的气体经第一三通接头

(21)进入检测器(18)，检测器(18)检测气体内总烃含量；第二色谱柱将进入其中的气体分

离，分离后的气体组分经第一三通接头(21)进入检测器(18)，检测器(18)检测分离后的气

体的组分浓度。

[0021] 进一步地，分离后的气体进入检测器后还包括以下步骤：

[0022] 关闭十通阀(11)，柱分析单元内的残留气体在载气的带动下依次经第二出气口

(7)、第六接口(6)和阻尼器(17)流出气相色谱仪。该步骤为关阀后的反吹阶段。

[0023] 本发明的气相色谱仪分析系统可用于气体中甲烷和非甲烷总烃的分析。该系统由

一个十通阀切换，两根色谱柱并联同时分析总烃和甲烷，由一个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进行

待测样品的定量。本发明的分析系统在关阀后的反吹阶段，可将色谱柱中的高沸点组分完

全吹扫出去，避免了高沸点组分对后续分析的影响。

[0024] 借由上述方案，本发明至少具有以下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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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本发明采用单个十通阀进行采样与气体分析的切换，单次进样后，不同的气体通

过并联的色谱柱先后进入检测器，从而分别测定总烃浓度和多个组分各自的浓度，特别适

合需要同时测定混合气体总烃浓度和组分浓度的检测场合，大大节约了气体分析的成本和

时间。本方法通过调节进样管、阻尼管和缓冲管的内径和长度，可以控制两个色谱柱通道分

配到的流量和样品量。本方法可有效控制两个色谱柱并联时经过各自色谱柱的载气流量的

配比，和各自色谱柱从同一个定量环中分配到的样品量的配比，进而控制两个色谱柱通道

检测总烃和甲烷的灵敏度和检出限。另外，总烃和甲烷在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上出峰后，关

闭十通阀，载气对两个色谱柱进行反吹，可将色谱柱中的高沸点组分完全吹扫出去，避免了

高沸点组分对后续分析的影响。

[0026] 上述说明仅是本发明技术方案的概述，为了能够更清楚了解本发明的技术手段，

并可依照说明书的内容予以实施，以下以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配合附图详细说明如后。

附图说明

[0027] 图1是本发明气相色谱仪分析系统的十通阀关闭状态下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2是本发明气相色谱仪分析系统的十通阀关闭状态下，柱分析单元内的载气流

向示意图；

[0029] 图3是本发明气相色谱仪分析系统的十通阀开启状态下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4是本发明气相色谱仪分析系统的十通阀开启状态下，柱分析单元内的载气流

向示意图；

[0031] 图5是利用本发明实施例2中的方法检测甲烷非甲烷总烃时，标准气体样品单次进

样后测得的谱图。

[0032] 附图说明：

[0033] 1-第一接口；2-载气入口；3-第三出气口；4-第四出气口；5-辅助气体入口；6-第六

接口；7-第二出气口；8-第一出气口；9-第九接口；10-进气口；11-两位十通阀；12-定量环；

13-载气；14-待测气体；15-柱分析单元；16-辅助气；17-阻尼器；18-FID检测器；19-燃气；

20-助燃气；21-第一三通接头；22-第二三通接头；23-缓冲管；24-阻尼管；25-进样管；26-两

通接头；27-第二色谱柱。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详细描述。以下实施

例用于说明本发明，但不用来限制本发明的范围。

[0035] 实施例1

[0036] 参见图1-4，一种气相色谱仪分析系统，包括一个两位十通阀11，十通阀1包括圆盘

形本体，圆盘形本体上沿周向顺时针依次设置第一接口1、载气入口2、第三出气口3、第四出

气口4、辅助气体入口5、第六接口6、第二出气口7、第一出气口8、第九接口9和进气口10。第

三出气口3和第二出气口7之间设有柱分析单元，柱分析单元包括相互并联的第一色谱柱和

第二色谱柱27。其中，第三出气口3通过一个第一三通接头21分别与第一色谱柱和第二色谱

柱27的一端连通，第二出气口7通过一个第二三通接头22分别与第一色谱柱和第二色谱柱

27的另一端连通。第一色谱柱包括依次串联的缓冲管23、阻尼管24和进样管25，缓冲管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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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尼管24和进样管25均为空管，其材质为熔融石英毛细管、不锈钢管或PEEK管。总烃气体经

第一色谱柱直接流出。第二色谱柱27为填充柱，用于分离待测气体中的甲烷，其内填充有高

分子填料，填充柱的外壳为不锈钢。

[0037] 缓冲管23、阻尼管24和进样管25两两之间通过具有低死体积的两通接头26连接起

来。其中，缓冲管23的外径为3mm，内径为2mm，长度为500mm；阻尼管24的外径为2mm，内径为

0.25mm，长度为1000mm；进样管25的外径为2mm，内径为1mm，长度为500mm。第二色谱柱27的

外径为3mm，内径为2mm，长度为1200mm。缓冲管23的作用是增大第一色谱柱的内体积，延长

总烃的出峰时间，改变阻尼管24的管径和长度，可以改变第一色谱柱的气体阻尼，进而调节

通过色谱柱的载气流量，可以通过改变进样管25的内体积来调节分配到第一色谱柱的样品

量。

[0038] 进气口10连接待测气体14，载气入口2连接载气13，辅助气体入口5连接辅助气16，

辅助气16为氮气。第四出气口4连接有FID检测器18，燃气19和助燃气20在FID检测器18内燃

烧，FID检测器18用于检测进入其中的气体的浓度。第一接口1和第一出气口8之间设有定量

环12，第六接口6连接有阻尼器17。

[0039] 两位十通阀11处于关闭状态时，每个接口与其相邻的一侧接口连通，即第一接口1

与进气口10连通，载气入口2与第三出气口3连通，第四出气口4与辅助气体入口5连通，第六

接口6与第二出气口7连通，第一出气口8与第九接口9连通。两位十通阀11处于开启状态时，

每个接口与其相邻的另一侧接口连通，即第一接口1与载气入口2连通，第三出气口3与第四

出气口4连通，辅助气体入口5与第六接口6连通，第二出气口7与第一出气口8连通，第九接

口9与进气口10连通。

[0040] 实施例2

[0041] 一种气相色谱仪分析方法，采用实施例1中的气相色谱仪分析系统，具体步骤如

下：

[0042] (1)参见图1-2，关闭两位十通阀11，此时第一接口1与进气口10连通，载气入口2与

第三出气口3连通，第四出气口4与辅助气体入口5连通，第六接口6与第二出气口7连通，第

一出气口8与第九接口9连通。实验人员通过气相色谱仪的进样口注入待测气体14，待测气

体14依次经进气口10、第一接口1、定量环12、第一出气口8和第九接口9流出，在此过程中，

待测气体14充满定量环12，定量环12对待测气体14定量。同时，向气相色谱仪中通入载气

13，载气13依次经载气入口2、第三出气口3、柱分析单元、第二出气口7、第六接口6和阻尼器

17流出，在此过程中，载气13从第三出气口3到第二出气口7反吹柱分析单元。此外，通入气

相色谱仪的辅助气16(氮气)经辅助气体入口5和第四出气口4流入FID检测器18，完成采样

过程。

[0043] (2)参见图3-4，开启两位十通阀11，此时第一接口1与载气入口2连通，第三出气口

3与第四出气口4连通，辅助气体入口5与第六接口6连通，第二出气口7与第一出气口8连通，

第九接口9与进气口10连通。通入气相色谱仪的载气13经载气入口2、第一接口1流入定量环

12，定量环12内的待测气体在载气13的带动下依次经过第一出气口8、第二出气口7，然后通

过第二三通接头22分别流入第一色谱柱和第二色谱柱27。待测气体中的总烃气体进入第一

色谱柱后直接流出，然后通过第一三通接头21进入FID检测器18，分析得到总烃气体的浓度

信号。进入第二色谱柱27的甲烷气体在色谱柱中被分离出来，然后通过第一三通接头21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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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烃之后进入FID检测器18，分析得到甲烷气体的浓度信号。将二者浓度信号相减，即可得

到非甲烷总烃的浓度。

[0044] 当甲烷进入FID检测器18后，立即关闭两位十通阀11，第一接口1与进气口10连通，

载气入口2与第三出气口3连通，第四出气口4与辅助气体入口5连通，第六接口6与第二出气

口7连通，第一出气口8与第九接口9连通。柱分析单元内残留的高沸点组分在载气13的带动

下依次经第二出气口7、第六接口6和阻尼器17被反吹出气相色谱仪。

[0045] 以上方法采用单个十通阀进行采样与气体分析的切换，单次进样后，不同的气体

通过并联的色谱柱先后进入检测器，从而分别测定总烃和甲烷的含量，进而得到非甲烷总

烃含量，大大节约了气体分析的成本和时间。

[0046] 图5是本发明用于甲烷非甲烷总烃检测时，标准气体样品(含80 .3mg/m3甲烷、

78.0mg/m3丙烷，氮气为平衡气)的单次进样的谱图。单次分析时间小于50秒。

[0047] 表1是连续六次进样的精密度测试结果，从表格中可看出，总烃和甲烷的峰面积相

对标准偏差分别是0.020％和0.056％，远好于3％国家标准要求。

[0048] 仪器噪音0.03pA，按两倍信噪比计算，pA检测限＝(2×噪音×浓度)/峰高，甲烷的

检测限是0.014mg/m3，总烃的检测限是0.013mg/m3，以上数值均远低于国家标准要求的数

值。

[0049] 表1 连续六次进样的精密度测试结果

[0050]

[0051]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应当指出，对于本技

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技术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

变型，这些改进和变型也应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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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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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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