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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 GB/T30431-2013《实验室气相色谱仪》，与 GB/T30431-2013 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增加术语“启动时间”； 

——增加一种气路系统密封性的检测方法，加附注“气密性的检查也可依据仪器自身结构特点从软

件上读取压降或用试漏液检查气源至仪器所有气体通过的接头，应无泄漏。” 

——增加载气流量稳定性的技术要求及方法； 

——修改温度梯度为温度均匀度，调整相关检测方法； 

——调整毛细管分流比的范围； 

——去掉记录仪； 

——增加基线噪声和基线漂移的读取方法图示； 

——增加 TCD 的检测限技术指标； 

——增加 TCD 线性范围的试样：苯-甲苯溶液（或正十六烷-异辛烷溶液）； 

——调整线性范围的检测方法； 

——修改 FPD(硫)检测限公式，由原来的𝐷FPD = �
2𝑁(𝑊nS)2

h（𝑊1/4）
改为𝐷FPD = �2𝑁(𝑊nS)2

h(𝑊1/4)2
； 

——增加试验设备、工具的计量性能要求； 

——调整启动时间的检测方法，由“使其达到稳定性和技术指标的要求”改为“使其基线噪声和基

线漂移满足 4.6技术指标的要求”； 

——增加仪器定性定量重复性的测量次数； 

——调整仪器检验项目表； 

——修改附录 A。 

请注意本标准的某些内容有可能涉及专利，本标准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工业过程测量控制和自动化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24）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T30431-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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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气相色谱仪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实验室气相色谱仪的术语、缩略语、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

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实验室气相色谱仪（以下简称“仪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91-2008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2829-2002 周期检验计数抽样程序及表（适用于对过程稳定性的检验） 
GB/T 11606-2007 分析仪器环境试验方法 
GB/T 13384-2008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T 30430 -2013 气相色谱仪测试用标准色谱柱 
GB/T 34065-2017 分析仪器的安全要求 

3 术语、缩略语 

下列术语、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3.1 术语 

启动时间 start-up time 

仪器从启动到进入正常工作状态所经过的时间。 

3.2 缩略语 

TCD：热导检测器（Thermal Conductivity Detector）。  
FID：火焰离子化检测器（Flame Ionization Detector）。 
ECD：电子捕获检测器（Electron Capture Detector）。 
FPD：火焰光度检测器（Flame Photometric Detector）。 
NPD：氮磷检测器（Nitrogen Phosphorous Detector）。 

4 要求 

4.1 仪器正常工作条件 

仪器在下列条件下应能正常工作： 

a) 环境温度：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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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相对湿度：20%～85%； 

c) 周围无强电磁场干扰，无腐蚀性气体和无强烈振动； 

d) 供电电源：交流电压 220V±22V，频率 50Hz±1Hz； 

e) 接地要求：仪器可靠接地； 
f) 通风良好。 

4.2 外观要求 

仪器的外观应满足如下要求： 

a) 仪器的外观整齐、清洁，表面无明显剥落、擦伤、露底及污垢； 

b) 所有铭牌及标志应耐久和清楚，内容符合相关法规、标准的要求；  

c) 所有紧固件不得松动、各种调节件灵活，功能正常； 

d) 零件表面不得锈蚀； 

e) 仪器可拆部分应能无障碍地拆装。 

4.3 安全要求 

4.3.1 接触电流 

仪器的接触电流应不大于3.5mA。 

4.3.2 介电强度 

仪器的电源相、中连线与机壳间承受1500V、50Hz交流电压，历时1min应无击穿和飞弧现象。 

4.3.3 保护接地 

仪器的保护连接阻抗不大于0.1Ω。 

4.3.4 仪器的安全保护标识 

对于安装放射源检测器的仪器，应在其外部有放射源安全图案及标识；仪器的高温加热区应有防烫

伤标识。 

4.4 气路系统密封性 

在室温条件下，载气、燃气及助燃气的气路系统在0.3MPa压强下，30min压降不大于0.01MPa。 

4.5 载气流量稳定性(适用于 TCD 和 ECD 的仪器) 

不大于1%/10min。 

4.6 柱箱温度控制系统 

4.6.1 温度控制范围：室温以上 20℃～350℃。 

4.6.2 温度稳定性：不大于 0.5%。 

4.6.3 设定温度的最小调节量：不大于 1℃。 

4.6.4 温度均匀度：不大于 2.5%。 

4.6.5 设定温度与实际温度之间的偏差：不超过±3%。 

4.6.6 程序升温重复性：不大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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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检测器系统性能要求 

检测器系统性能要求见表1。 

表1 检测器系统主要性能指标 

检测器 
技术性能 

检测限 灵敏度 基线噪声 基线漂移(30min) 动态范围 

TCD ≤1×10-5mg/mL 
≥2000 

mV•mL/mg 
≤0.1 mV ≤0.2mV ≥104 

FID ≤5×10-11 g/s — ≤1×10-12 A ≤1×10-11 A ≥106 

ECD ≤5×10-13 g/mL — ≤0.1 mV ≤0.3 mV ≥103 

FPD 
≤1×10-10 g/s (硫) 

≤5×10-12 g/s（磷） 
— ≤5×10-12 A ≤1×10-10A 

≥102（硫） 

≥103（磷） 

NPD 
≤1×10-12 g/s（氮） 

≤1×10-12 g/s（磷） 
— ≤1×10-12 A ≤5×10-12 A 

≥102（氮） 

≥102（磷） 

4.8 毛细管系统 

进样系统分流比范围：5:1～100:1。 

4.9 仪器启动时间 

仪器检测器不同，启动时间有差异，具体要求如下： 

a) 对带有热导检测器和电子捕获检测器的仪器，其启动时间不大于 4h； 
b) 对带有火焰离子化检测器、火焰光度检测器和氮磷检测器的仪器，其启动时间不大于 2h。 

4.10 仪器的定性重复性 

仪器的定性重复性应不大于1%。 

4.11 仪器的定量重复性 

仪器的定量重复性应不大于3%。 

4.12 仪器的运输、运输贮存 

仪器在运输包装状态下，包括低温贮存、高温贮存、跌落、碰撞、交变湿热，按GB/T11606-2007
表1中运输、运输贮存的要求进行试验，其中高温55℃；低温－20℃；交变湿热：相对湿度95％、温度

55℃；倾斜跌落高度250mm，碰撞1000次。试验后，包装箱不应有较大变形和损伤，受试仪器不应有

变形松脱、涂覆层剥落等机械损伤；将仪器置于正常工作条件下进行检验，应符合4.2～4.11的要求。 

4.13 仪器的成套性 

全套仪器至少应包括以下几部分： 

a) 气相色谱仪主机一台； 

b) 色谱数据工作站一套； 

c) 必需的附件和备件一套。 

5 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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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试验条件 

5.1.1 试验环境条件 

见4.1。 

5.1.2 试验设备、工具 

仪器试验用设备和工具如下： 

a) 接触/泄漏电流测试仪：准确度等级优于 5级； 
b) 耐电压测试仪：交流电压（0～1500）V，频率为 50Hz，准确度等级优于 5级； 
c) 接地电阻测试仪；准确度等级优于 5级； 
d) 压力表；(0～0.4) MPa，最小分度不大于 0.002 MPa的弹性元件式压力表，或者满足技术要求

的其它类型压力仪表； 
e) 铂电阻温度计：Pt100（R(0) = 100Ω；W=0.00385，耐温 400℃，MPE：±0.3 ℃）； 
f) 秒表：分度值 0.01s； 
g) 色谱数据工作站；  
h) 色谱柱：符合 GB/T30430的要求； 
i) 微量注射器： 量程 1μL或 10μL，Urel≤2%（k=2）； 
j) 流量计；测量范围（0～100）mL/min，准确度不低于 1.5级； 

k) 巡检仪： MPE：±0.3 ℃； 

l) 空盒气压表：测量范围 800hPa～1060hPa，MPE：±2.0hPa。 

5.1.3 标准物质、试剂 

仪器试验用标准物质和试剂如下： 

a) 载气：纯度不低于 99.995%； 

b) 燃气：氢气纯度不低于 99.99%； 

c) 助燃气：不得含有影响仪器正常工作的灰尘、烃类、水分及腐蚀性物质； 

d) 甲烷气：（100～1000）×10-6mol/mol； 

e) 苯-甲苯溶液； 

f) 正十六烷-异辛烷溶液； 

g) 丙体六六六-异辛烷（γ-666 异辛烷）溶液； 

h) 甲基对硫磷-无水乙醇溶液； 

i) 偶氮苯-马拉硫磷-异辛烷溶液。 

5.2 外观检查 

目视和手感进行。 

5.3 仪器的安全试验 

5.3.1 接触电流 

应按 GB/T34065-2017 中 6.2.2 规定方法进行。 

5.3.2 介电强度 

应按 GB/T34065-2017 中 6.3.2 规定方法进行。 



GB/T 30431 —XXXX 

5 

5.3.3 保护接地 

应按GB/T34065-2017中6.4.2规定方法进行。 

5.3.4 仪器的安全保护标识 

目视检查。 

5.4 气路系统密封性 

5.4.1 载气气路系统密封性 

将色谱柱接到检测器上，堵住出口，将压力表连接在系统当中，按分析程序通入载气，用调节阀使

阀后压强为0.3 MPa，关断气源，使系统稳定5min，观察30min后的压降。 

5.4.2 燃气气路系统密封性 

在燃气入口通入氢气，堵住其出口，将压力表连接在系统当中，用调节阀使系统压强达到0.3 MPa，
关断气源，稳定5min，观察30min后的压降。 

5.4.3 助燃气气路系统密封性 

在助燃气入口通入空气，堵住其出口，将压力表连接在系统当中，用调节阀使系统压强达到0.3 MPa，
关断气源，稳定5min，观察30min后的压降。 

注：气密性的检查也可依据仪器自身结构特点从软件上读取压降。 

5.5 载气流量稳定性 

选择适当的载气流量，稳定后，用流量计测量载气流量10min，均匀分配时间间隔，连续测量7次，

7次平均值的相对标准偏差RSDF表示载气流量稳定性。 

%100
1

)(
1

RSD 1

2

F ×
−

−
×=

∑
=

n

FF

F

n

i
i

     --------------------------------------  （1） 

式中： 
N——测量次数； 

iF ——第i次载气流量，mL/min； 

F ——7次载气流量的平均值，mL/min； 

I ——测量序号。 

5.6 柱箱温度控制系统 

5.6.1 温度控制范围及稳定性 

在柱箱有效空间内，固定好温度计或巡检仪。按照仪器最低可控温度和最高工作温度的 90%两个温

度点分别进行试验。观察 10min ，每分钟记录一次，按公式（2）计算温度稳定性，取两个温度点的较

大值为柱箱温度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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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minmax ×
−

=
T

TT
Tδ       ---------------------------   （2） 

式中： 

Tδ ——温度稳定性； 

maxT ——10min内温度测量最大值，℃； 

minT ——10min内温度测量最小值，℃； 

T ——10min内温度测量平均值，℃。 

按照上述方法测试，温度稳定性满足4.6.2要求的最低可控温度和最高工作温度为温度控制范围上

下限。 

5.6.2 设定温度的最小调节量 

目视检查。 

5.6.3 温度均匀度 

在柱箱的有效工作空间内，按图 1所示 A1、A2、A3、 A4、 A5 选择测试点。其中： 

A1 位置是距离柱箱内箱有效空间的后面、左面、顶面 30mm 的空间点。 

A2 位置是距离柱箱内箱有效空间的左面、底面、前面 30mm 的空间点。 

A3 位置是柱箱内箱有效空间的四角交点的空间位置。 

A4 位置是距离柱箱内箱有效空间的前面、顶面、右面 30mm 的空间点。 

A5 位置是距离柱箱内箱有效空间的后面、底面、右面 30mm 的空间点。 

测量位置参考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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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铂电阻空间位置 
固定标准铂电阻或巡检仪。选最低可控温度和最高工作温度的90%两个点，分别进行试验。待温度

稳定后，用数字万用表分别测量每个铂电阻的电阻值，查表得相应的温度，或直接读取温度值，按公式

（3）计算温度均匀度，取两个温度点的较大值为柱箱温度均匀度。 

                             %100minmax ×
′
′−′

=′∆
T

TT
T          ---------------------   (3) 

式中： 

T ′∆ ——温度均匀度； 

maxT ′ ——柱箱温度最大值，℃； 

minT ′ ——柱箱温度最小值，℃； 

T ′——柱箱温度的算术平均值，℃。 

5.6.4 设定温度与实际温度之间的偏差 

参照5.6.3的测试方法，按公式（4）计算不同空间点设定温度与实际温度之间的偏差，取其绝对值

较大的偏差为柱箱的设定温度与实际温度之间的偏差。 

                             %100×
−

=∆
设定

设定实际

T
TT

T          ---------------------   (4) 

式中： 

ΔT——温度偏差； 

T实际——柱箱温度的实际测量值，℃； 

T设定——柱箱温度的设定值，℃。 

5.6.5 程序升温的重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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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柱箱的有效工作空间内任选一点，固定一个标准铂电阻温度计或巡检仪，选定初温60℃，终温为

250℃，升温速率10℃/min左右。待温度稳定后，开始程序升温，每分钟记录数据一次，直至终温稳定。

重复测量3次，按公式（5）计算相应点的最大相对偏差，取其最大值为程序升温的重复性。 

S= %100minmax ×
′′

′′−′′

T

TT
                  -----------------------------------   (5) 

式中： 

S——相对偏差； 

maxT ′′ ——相应点的最大温度值，℃； 

minT ′′ ——相应点的最小温度值，℃； 

T ′′   ——相应点的平均温度值，℃。 

5.7 检测器系统 

5.7.1 检测器系统试验条件 

检测器系统试验参考条件见表2。 

表2 检测器系统试验参考条件 

试验条件 
检测器 

TCD FID ECD FPD NPD 

色谱柱 气相色谱测试用标准色谱柱*1 

载气 H2、N2、He N2 N2 N2 N2 

燃气 —— H2 —— H2 H2 

助燃气 —— 空气 —— 空气 空气 

柱箱温度 70℃*2
 150℃*3

 200℃ 180℃ 175℃ 

汽化室温度 120℃*2
 220℃*3

 220℃ 220℃ 220℃ 

检测器室温度 150℃
*2
 250℃*3

 250℃ 220℃ 300℃ 

桥路电流 

（或丝温） 
选择最佳值 —— —— —— —— 

*1参照GB/T 30430 -2013  气相色谱仪测试用标准色谱柱； 
*2
参考条件以苯-甲苯溶液作为试样。用正十六烷-异辛烷作为试样，参考条件建议为：柱箱温度：150℃，汽化室温

度：200℃，检测器室温度：220℃； 
*3
   参考条件以正十六烷-异辛烷溶液作为试样。用甲烷作为试样，参考条件建议为：柱箱温度：80℃，汽化室温度：

120℃，检测器室温度：120℃。 

5.7.2 热导检测器（TCD）系统 

5.7.2.1 基线噪声和基线漂移 

设置色谱数据工作站相关参数，待仪器稳定后，记录不少于30min的基线，选取所记录基线中噪声

较大的5 min作为计算噪声的基线，以1 min为界画平行包络线（如图1所示），按公式（6）计算基线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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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五个平行包络线宽度的平均值，作为检测器基线噪声。如图2所示读取连续运行30min的基线漂移，

即噪声包络线的平均斜率。 

 

图1 基线噪声测量示例 

5

d
1

/i
i

N y n
=

=∑   ----------------------------------  （6） 

式中： 

dN
——基线噪声，单位为 A或 mV； 

iy
——第 i个平行包络线基线宽度,单位为 A或 mV； 

n  ——平行包络线个数（此处 n=5）。 

 

 

图2基线漂移测量示例 

5.7.2.2 灵敏度和检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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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样：浓度为5mg/mL的苯-甲苯溶液。 

设置色谱数据工作站相关参数，仪器工作稳定后，进样1μL，连续进样7次，用色谱数据工作站计

算出苯峰峰面积，求其7次的算术平均值，按公式（7）求灵敏度。按公式（8）求检测限 

                                 
W

AF
S d
TCD =             --------------------------  (7) 

式中： 

STCD—— TCD灵敏度，mV·mL/mg； 
A—— 苯峰峰面积的算术平均值，mV·min； 
W—— 苯的进样量，mg； 
Fd—— 检测器温度校正后的载气流量，mL/min（见附录A）。 

     
d

TCD AF

NW
D

2
=          --------------------------  (8) 

式中： 

DTCD—— TCD检测限，mg/mL； 
N—— 基线噪声，mV。 

5.7.2.3 线性范围 

5.7.2.3.1 试验条件 

试样：苯-甲苯溶液（或正十六烷-异辛烷溶液），在线性范围内均匀选择不少于五个点的浓度，其

余条件同5.7.1。 

5.7.2.3.2 试验方法 

仪器工作稳定后，进样1μL，每种浓度溶液各进样3次，取苯（或正十六烷）的峰面积算术平均值，

作进样量和峰面积关系曲线，保持线性的最大进样量和最小进样量之比即为该检测器系统的线性范围。 

5.7.3 火焰离子化检测器（FID）系统 

5.7.3.1 基线噪声、基线漂移 

参照 5.7.2.1 

5.7.3.2 检测限 

试样：浓度为100ng/μL正十六烷-异辛烷溶液。 

设置色谱数据工作站相关参数，仪器工作稳定后，进样1μL，连续进样7次，用色谱数据工作站算

出正十六烷的峰面积，求出7次峰面积的算术平均值，按公式（9）计算检测限。 

                               
A

NW
DFID

2
=             ---------------------------   (9) 

式中： 

DFID——FID检测限，g/s； 
N——基线噪声，mV (或A)； 
W——正十六烷进样量，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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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正十六烷峰面积的算术平均值，mV·s (A·s)。 

5.7.3.3 线性范围 

5.7.3.3.1 试验条件 

试样：正十六烷-异辛烷溶液，在线性范围内均匀选择不少于五个点的浓度，其余条件同5.7.1。 

5.7.3.3.2 试验方法 

仪器工作稳定后，进样1μL，每种浓度溶液各进样3次，取正十六烷的峰面积算术平均值，作进样

量和峰面积关系曲线，保持线性的最大进样量和最小进样量之比即为该检测器系统的线性范围。 

5.7.4 电子捕获检测器（ECD）系统 

5.7.4.1 基线噪声、基线漂移 

参照 5.7.2.1。 

5.7.4.2 检测限 

试样：浓度为0.1ng/μL丙体六六六-异辛烷（γ-666异辛烷）溶液。 

设置色谱数据工作站相关参数，待仪器稳定后，进样1μL，连续进样7次，用色谱数据工作站计算

出丙体六六六峰面积，取丙体六六六峰面积的算术平均值，按公式（10）计算检测限。 

                     
d

ECD AF

NW
D

2
=                     --------------------------   (10) 

式中： 

DECD——ECD检测限，g/mL； 
N——基线噪声，mV； 
W——丙体六六六的进样量，g； 
A——丙体六六六峰面积的算术平均值，mV•min； 
Fd——检测器温度校正后的载气流量，mL/min（见附录A）。 

5.7.4.3 线性范围 

5.7.4.3.1 试验条件 

试样为丙体六六六的异辛烷溶液，在线性范围内均匀选择不少于五个点的浓度，其余条件同5.7.1。 

5.7.4.3.2 试验方法 

仪器稳定后，进样1μL，每种溶液各进样3次，取丙体六六六峰面积的算术平均值，作进样量和峰

面积关系曲线，保持线性的最大进样量和最小进样量之比即为该检测器系统的线性范围。 

5.7.5 火焰光度检测器（FPD）系统 

5.7.5.1 基线噪声、基线漂移 

参照 5.7.2.1。 

5.7.5.2 硫型或磷型检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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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样：10ng/μL甲基对硫磷-无水乙醇溶液。 
设置色谱数据工作站相关参数，待仪器稳定后，进样1μL，连续进样7次，取峰高和峰高1/4处峰宽

的算术平均值，按公式（11）、(12)计算检测限。 

硫：                     
2

4/1

2
s

FPD(S)
)(

)(2

Wh

WnN
D =           ---------------------------  (11) 

磷：                           
A

NWn
D p

FPD(P)

2
=         --------------------------   (12) 

式中： 

DFPD——FPD对硫或磷的检测限，g/s； 
N——基线噪声，mV； 
W——甲基对硫磷的进样量，g； 
A——磷峰面积的算数平均值，mV·s； 
h——硫的峰高，mV； 

W1/4——硫的峰高1/4处的峰宽，s； 

甲基对硫磷的摩尔质量

硫的原子量原子个数甲基对硫磷分子中的硫 ×
=Sn  

122.0
2.263

32
== （甲基对硫磷分子中硫原子占的比例）； 

甲基对硫磷的摩尔质量

磷的原子量原子个数甲基对硫磷分子中的磷 ×
=Pn  

118.0
2.263

31
== （甲基对硫磷分子中磷原子占的比例）。 

5.7.5.3 线性范围 

5.7.5.3.1 试验条件 

硫型试样为甲基对硫磷的无水乙醇溶液，在线性范围内均匀选择不少于五个点的浓度。色谱条件同

5.7.1。 
磷型试样为甲基对硫磷的无水乙醇溶液，在线性范围内均匀选择不少于五个点的浓度。色谱条件同

5.7.1。 

5.7.5.3.2 试样方法 

试验分硫型和磷型，具体方法如下： 

a) 硫型：仪器稳定后，进样 1μL，每种溶液各进样 3 次，取硫峰面积的算术平均值，作进样量和

峰面积关系曲线，保持线性的最大进样量和最小进样量之比即为该检测器系统的线性范围。 
b) 磷型：仪器稳定后，进样 1μL，每种溶液各进样 3 次，取磷面积的算术平均值，作作进样量和

峰面积关系曲线，保持线性的最大进样量和最小进样量之比即为该检测器系统的线性范围。 

5.7.6 氮磷检测器（NPD）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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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6.1 基线噪声、基线漂移 

参照 5.7.2.1。 

5.7.6.2 检测限 

试样：浓度为10ng/μL的偶氮苯-10ng/μL马拉硫磷-异辛烷混合溶液。 

设置色谱数据工作站相关参数，待仪器稳定后，进样1μL，连续进样7次，用色谱数据工作站分别

算出偶氮苯和马拉硫磷峰面积，分别取峰面积的算术平均值，按公式（13）计算氮的检测限，按公式（14）
计算磷的检测限。 

氮:                            
A

NWn
D N

NPD
2

=    ---------------------  (13) 

式中： 

W——注入的样品中所含偶氮苯的量，g； 
A——偶氮苯峰面积的算数平均值，mV·s； 

氮的原子量
偶氮苯的摩尔质量

个数偶氮苯分子中氮原子的
×=Nn  

154.0
23.182
142

=
×

= （偶氮苯分子中氮原子占的比例）。 

磷:                          
A

NWnD P
NPD

2
=                     -------------------------  (14) 

式中： 

W——注入的样品中所含马拉硫磷的量，g； 
A——马拉硫磷峰面积的算数平均值，mV·s； 

磷的原子量
马拉硫磷的摩尔质量

的个数马拉硫磷分子中磷原子
×=Pn  

0938.0
35.330

31
== （马拉硫磷分子中磷原子占的比例）。 

5.7.6.3 线性范围 

5.7.6.3.1 试验条件 

试样为偶氮苯-马拉硫磷-异辛烷混合溶液。在线性范围内均匀选择不少于五个点的浓度。色谱条件

同5.7.1。 

5.7.6.3.2 试验方法 

仪器稳定后，进样1μL，每种溶液各进样3次，分别取马拉硫磷和偶氮苯峰面积的算术平均值，作

作进样量和峰面积关系曲线，保持线性的最大进样量和最小进样量之比即为该检测器系统的线性范围。 

5.8 毛细管分流比的测定试验 

5.8.1 试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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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条件包括： 
a) 色谱柱： 

参考 GB/T30430。 
c) 试样：甲烷标准气。 

其余条件同 5.7.1。 

5.8.2 试验方法 

仪器在上述工作条件下稳定后，进样5次，并用秒表测量甲烷的保留时间，算出5次进样保留时间的

算术平均值，用公式（15）求得柱的平均线速度。 

                                      0/ tLU =                 ---------------------------  (15) 

式中： 

U ——平均线速度，cm/s； 

L——柱长，cm； 
t0——甲烷的保留时间，s。 
用公式（16）求得毛细管柱的流量。 

                                UdF ×=
4

60 2π
               -----------------------------  (16) 

式中： 

F——毛细管柱的流量，mL/min； 
d——毛细管柱的内径，cm。 

用公式（17）计算分流比。 

F
FF

f C+
=                   ----------------------------  (17) 

式中： 

f——分流比； 
FC——在分流阀出口测得的校正后的分流流量，mL/min。 
在保证毛细管柱线速度为10cm/s～15cm/s的条件下，调节分流阀，使其分流比分别为10∶1、50∶1、

100∶1三点，并观察分流比的可调性。 

5.9 启动时间 

仪器在灵敏度或检测限合格条件下关机4h以上，重新启动使其基线噪声和基线漂移满足4.6技术指

标的要求所需的时间。 

5.10 仪器的定性重复性 

仪器的定性重复性以连续测量7次溶质保留时间的相对标准偏差RSD定性表示，计算见公式（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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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1

)1(

)(
1

2

定性 ××
−

−
=

∑
=

tn

tt
RSD

n

i
i

           ------------------------    (18) 

式中： 

RSD定性——相对标准偏差； 
n—— 测量次数； 
ti——第i次测量的保留时间； 

t ——n次进样的保留时间的算术平均值； 

i—— 进样序号。 

5.11 仪器的定量重复性 

仪器的定量重复性以连续测量7次溶质峰面积测量的相对标准偏差RSD定量表示，计算见公式（19）。 

                      %100
1

)1(

)(
1

2

定量 ××
−

−
=

∑
=

An

AA
RSD

n

i
i

      ------------------------  （19） 

式中： 

RSD定量——相对标准偏差； 
n—— 测量次数； 
Ai——第i次测量的峰面积； 

A ——n次进样的峰面积算术平均值； 

i—— 进样序号。 

5.12 运输、运输贮存试验 

仪器在运输包装状态下，按GB/T 11606-2007中第8章、第15章、第16章、第17章和第18章的方法进

行。 

5.13 仪器的成套性 

目视检查。 

6 检验规则 

6.1 检验分类 

仪器检验分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6.2 出厂检验 

6.2.1 每台仪器须经制造厂检验部门检验合格，并附有合格证。 

6.2.2 仪器出厂检验项目应按表 3 的要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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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型式检验 

6.3.1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按 4.2～4.12 要求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仪器和老仪器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 

b) 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正常生产的产品应每三年进行一次； 

d) 产品长期停产后，恢复生产时； 

e)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f) 国家质量监督部门提出进行型式检验的要求时。 

6.3.2 型式检验的样品应从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随机抽取。 

6.3.3 型式检验应按 GB/T 2829-2002 的规定进行，采用一次抽样，装置的检验项目，不合格质量水平

(RQL)，判别水平（DL）按表 3 规定进行。批质量以每百单位产品的不合格数表示。 

6.3.4 若型式检验不合格，应分析原因找出问题并落实措施，对装置产品改进后，重新进行型式检验。

若再次型式检验不合格，则应停产整顿，装置停止出厂，待问题解决，型式检验合格后方可恢复出厂检

验。 

6.3.5 型式检验合格，经出厂检验合格方可作为合格品出厂或入库。若入库超过 12 个月再出厂，则应

重新进行出厂检验。 

表3 仪器检验项目表 

序

号 

不

合

格

分

类 

检验项目及对应章条 
不合格 

质量 

水平 

（RQL） 

判别 

水平 

（DL） 

抽样方案 

检验 

分类 

项    目 要求章条 
试验方

法章条 

样 

品 

量 

（n） 

判定 

数组 

（Ac,Re） 

出

厂

检

验 

型

式

检

验 

1 A 安全要求 4.3 5.3 30 

 

 

 

Ⅰ 

 

 

 

3 

(0，1) ● ● 

2 

B 

气路系统密封性 4.4 5.4 

65 (1，2) 

● ● 

3 载气流量稳定性 4.5 5.5 ● ● 

4 温度控制范围 4.6.1 5.6.1 － ● 

5 温度稳定性 4.6.2 5.6.1 ● ● 

 设定温度的最小调节量 4.6.3 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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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温度均匀度 4.6.4 5.6.3 － ● 

7 

设定温度与实际温度之间

的偏差 

4.6.5 5.6.4 － ● 

8 程序升温重复性 4.6.6 5.6.5 ● ● 

9 基线噪声和基线漂移(TCD) 4.7 5.7.2.1 ● ● 

10 灵敏度和检测限(TCD) 4.7 5.7.2.2 ● ● 

11 线性范围(TCD) 4.7 5.7.2.3 － ● 

12 基线噪声和基线漂移(FID) 4.7 5.7.3.1 ● ● 

13 检测限(FID) 4.7 5.7.3.2 ● ● 

14 线性范围(FID) 4.7 5.7.3.3 － ● 

15 基线噪声和基线漂移(ECD) 4.7 5.7.4.1 ● ● 

16 检测限(ECD) 4.7 5.7.4.2 ● ● 

17 线性范围(ECD) 4.7 5.7.4.3 － ● 

18 基线噪声和基线漂移(FPD) 4.7 5.7.5.1 ● ● 

19 检测限(FPD) 4.7 5.7.5.2 ● ● 

20 线性范围(FPD) 4.7 5.7.5.3 － ● 

21 基线噪声和基线漂移(NPD) 4.7 5.7.6.1 ● ● 

22 检测限(NPD) 4.7 5.7.6.2 ● ● 

23 线性范围(NPD) 4.7 5.7.6.3 － ● 

24 毛细管系统 4.8 5.8 － ● 

25 仪器启动时间 4.9 5.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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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仪器的定性重复性 4.10 5.10 ● ● 

27 仪器的定量重复性 4.11 5.11 ● ● 

28 仪器的运输、运输贮存 4.12 5.12 － ● 

29 

C 

外观要求 4.2 5.2 

100 (2，3) 

● ● 

30 成套性 4.13 5.13 ● ● 

注1：●表示应进行检验的项目 ； - 表示不进行检验的项目；RQL表示不合格质量水平。 

注2：DL表示判别水平；n表示样本数量；Ac表示合格判定数；Re表示不合格判定数。 

7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7.1 仪器的标志 

仪器在适当的明显位置固定铭牌，其上应有如下标志： 

a) 制造厂名称、地址； 

b) 仪器名称、型号规格； 

c) 出厂编号； 

d) 制造日期； 

e) 必须标志的技术参数； 

f) 有关法规规定的其他信息。 

7.2 包装 

7.2.1仪器包装应执行 GB/T 13384-2008。 

7.2.2包装箱的标志应清晰、牢固，内容如下： 

a) 制造厂名称、地址； 

b) 仪器名称、型号规格； 

c) 外型尺寸：长×宽×高，单位为毫米（mm）；毛重和净重，单位为千克（kg）； 

d) 出厂编号、包装箱序号、数量及出厂日期； 

e)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易碎物品”、“向上”、“怕雨”等应符合 GB/T 191-2008规定。 

7.2.3随机文件，包括： 

a) 装箱单； 

b) 产品合格证； 

c) 使用说明书（关于安全的要求应符合 GB/T34065-2017 有关规定）； 

d) 备件清单等。 

7.3 运输 

在运输方面有特殊要求的仪器， 应规定其运输要求，一般应防止强烈地冲击、雨淋及曝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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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贮存 

仪器贮存的温度为0℃～40℃、相对湿度不大于85%、�室内无酸、碱及腐蚀性气体，必要时可在产

品标准中特殊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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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A  
 （规范性附录） 

载气流量的校正 

A.1 检测器出口流量校正 

检测器出口测得的载气流量通常在室温下测量，需按下式（A.1）校正。 

)1(
0

0 P

P

T

T
FF w

r

d
d −=            -------------------------------  (A.1)  

    式中： 

Fd——检测器温度校正后的载气流量，mL/min； 
F0——室温下测得的检测器出口的载气流量，mL/min； 
Td——检测器温度，K； 
Tr——室温，K； 
PW——室温下水的饱和蒸汽压，MPa； 
P0——大气压强，MPa。 

A.2 分流比测定试验流量校正 

分流阀出口测得的分流流量，需按下式（A.2）校正。 

)1(
0

0 P

P

T

T
jFF w

r

c
c −=           -------------------------------  (A.2)  

 
j ——压力梯度校正因子，见公式（A.3）。 

                    
( )
( ) 1

1

2

3
3

0

2

0

−÷

−÷
×=

PP

PP
j

i

i         ---------------------------- （A.3） 

式中: 

Fc——校正后的分流流量，mL/min； 
F0——室温下测得的分流阀出口的分流流量，mL/min； 
Tc——柱箱温度，K； 
Pi—— 注入口压强，MPa。 

注：只有在测量时使用湿式流量计（如，皂膜流量计）时才需考虑（1- PW/P0）因子。如果使用数字流量计（如，干

式的）测量，则不需考虑（1- PW/P0）因子，公式（A.1）和（A.2）删除（1- PW/P0）因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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