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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谱质谱法测定柴油机排气微粒 

过滤前后可溶有机成分 

刘丽萍 肖福明 田茂诚 杨 滨 

(山东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山东 济南 250061) 

摘要 先采用自行设计安装的柴油机微粒袋滤系统，对过滤前后的柴油机排气微粒进行采集。然后用气相色谱 一质 

谱技术(GC．MS)，对柴油机排气微粒中的可溶有机成分(SOF)进行分离分析。用超声法制取可溶有机分析液。测定结 

果表明：微粒过滤前后检测物的成分组成变化很小，基本以直链及支链烷烃为主，碳数从 C ～C ，此外还有相当数量 

的葸、芘、菲等多环芳烃(PAHs)。采用微粒袋滤 系统过滤柴油机排气微粒，烷烃以及多环芳烃等有害物含量明显下 

降，说 明袋滤技术对柴 油机排 气的处理效果 较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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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柴油机具有热效率高、油耗低、性能可靠等优点， 

被广泛应用于交通运输、工程机械以及农业机械等装 

置。但是柴油机排气微粒含量比汽油机高出十几倍， 

这些小粒径的微粒在大气中悬浮时间长，不易沉降， 

将危害人类健康及大气环境。柴油机微粒从组成上 

可以分为两类：不溶于有机溶液的(IOF)不可溶组分， 

主要组成是炭烟；可溶于有机溶液的(SOF)可溶有机 

组分，主要组成是高沸点的碳氢化合物(HC)。 

采用柴油机微粒袋滤器作为排放后处理技术，已 

经有十几年的历史。该技术具有捕集效率高(9O％以 

上)、工作可靠、结构简单、成本较低等优点⋯。本研 

究在自制的试验台上对柴油机袋滤器过滤前后微粒 

进行采集，利用气相色谱 一质谱联用技术(GC．MS)分 

析微粒的可溶性有机组分，旨在对该技术具有更深的 

认识，并对进一步开展柴油机微粒排放控制具有指导 

意义。 

1 试验部分 

1．1 试验台架 

试验在 SDIll0柴油发动机台架上进行，试验装 

置如图 l所示。发动机工作容积为1．093 L，标定功 

率13．2 kW，标定转速2 200 r／rain。袋滤器捕集排气 

微粒依靠其滤袋单元来完成，滤袋单元的支撑骨架表 

面覆盖一层滤料(针刺毡)，在排气经过时其中的微粒 

被捕捉。 

1．2 试验 内容 

试验选定发动机在 5个工况下进行：(1)rt= 

图 1 柴油发动机台架试验装置 

1 6OO r／rain，N = 9 N·m；(2)n = 1 600 r，min，N = 

18 N·lla；(3)n：1 6OO dmin，N=36 N·m；(4)n= 

1 6OO r／rain，N：60 N·m；(5)n：2 200 r／rain，N = 

36 N·r[1。试验时，通过调节阀门的开关，在取样 1、2 

处分别接一自制柴油机微粒采样器，收集袋滤器过滤 

前后排气微粒样品，以便做进一步分析。另外，还通 

过控制阀门开度 ，使同一工况下、过滤前后采样前的 

压强相 同。 

所有采样完成后，将采集的微粒样品分别在恒温 

箱中焙烧，然后在一恒温、恒湿的洁净室内，用精密电 

子分析天平对焙烧的微粒样品进行称重。不断重复 

烘烤和称重过程，直至微粒样品质量恒定，将其放入 

干燥瓶中避光保存，用于有机成分分析。 

1．3 可溶有机分析液的制取 

将采集有微粒的玻璃纤维滤纸打碎(剪碎)后放 

入磨口三角烧瓶，加入20 mL二氯甲烷(AR分析纯)， 

重蒸。重蒸后经色谱检测不出杂质峰。超声30 rain。 

过滤后用氮气浓缩至0．6 mL，进样量1￡￡L。 

提取后的样品，再进行 GC．MS分析。有机成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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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仪为美国热电公司生产的Trace GC．OSQ气相色谱一 

质谱联用仪，配有 Xcalibur1．3数据处理工作站和 NIST 

质谱数据库。质谱条件：离子源为电子轰击源(EI)，温 

度250~2，电子轰击能量70 eV，运输线温度280％，溶剂 

延迟时间4 min。色谱条件：BD．5MS型色谱柱(30 m× 

0．25 mm×0．25 m，J&W公司)；载气为高级氦气，流量 

l mL／min；柱温 为 50aC，以8℃／rain升至 250℃，保持 

20 min，进样口温度25O℃，不分流进样。 

2 结果与讨论 

2．1 检测 结果 

有几个峰值，峰值时间24．21 min为邻苯二甲酸二异 

丁酯，峰值时间25．48 min为邻苯二甲酸二丁酯，分子 

式均为c H也0 ，峰值时间32．66 rain为邻苯二甲酸二 

乙基己基酯，分子式 c“H， o4。此图表明空白滤纸和 

试剂中含有我国常用的苯二甲酸酯类，是常用的塑料 

增塑剂。在以后所有的 SOF分析中，都会出现这几 

种物质，因此在计算总积分面积时，将它们共 同 

除去 。 

试验得到 5个工况下柴油机排气微粒 中 SOF样 

品的总离子流色谱图，由于篇幅所限仅以工况 5为 

首先对空白滤纸和试剂做总离子色谱图。图中 例
，列出检测出的各种成分物，其详细参数见表 1。 

表 1 工况5过滤前后排气微粒中可溶有机成分的 GC-MS检测结果 

△  女  △ z j 

／ 
l 』0A 脯 ，l *  2  

／ 相对质量分数 ％ { 相对质量分数 ％ 
～ 日  u ’ J H  r 日 例  ,l／j’ J J H  

过滤前 过滤后 过滤前 过滤后 

十五烷 Cl5H32 0．98 二甲基蒽 Cl6Hl4 0．29 0
． 12 

2．6．二叔丁基苯酚 CI4H22O 1．34 3．28 二 甲基蒽 Cl6H14 1．19 0
．44 

十六烷 Cj6H 3．37 3．67 二甲基蒽 c J614】4 0．35 0．09 

支链十七烷 cI7tt36 3．21 2．85 二甲基蒽 C Hl4 0．29 O
．07 

十七烷 cl7H36 12．21 15 80 二甲基蒽 Cl6Hl4 0．49 9．49 

支链十八烷 ClBH38 1．19 3 15 二甲基蒽 Cl6 H14 0．16 

支链十八烷 c JsIt38 1．82 芘 Cl6Hl0 0．82 0．44 

十八烷 cIBH3g 13．08 14．05 二十一烷 lH“ 3．48 5．93 

葸 cl4Hm 3．26 1．77 芘 Cl6H】0 0．70 0．27 

支链十八烷 Cl8H38 10．68 12．00 三甲基菲 C”}I6 0．19 0．10 

支链十九烷 CI9H帅 1．63 1．09 三甲基菲 cl7 0，27 0．11 

十九烷 CI9H帅 4．58 1O．17 三甲基菲 cl7 H6 0．12 0．04 

甲基蒽 Cl5Hl2 I．05 0．50 三甲基菲 c17 0．08 0．02 

甲基蒽 cl5HI2 1．33 0．68 二十二烷 C22H46 1．93 2．73 

甲基蒽 Cl514i2 0．68 0 36 二十三烷 C23 H48 3．93 1．92 

甲基蒽 cl 51-Il2 0．56 0．29 二十四烷 C H50 6．50 1．93 

二十烷 C20H观 4．98 9．49 二十五烷 c25H52 8．35 2．58 

二甲基蒽 cl6Hl4 0．38 0．12 二十六烷 C26H 5．91 1．76 

二甲基蒽 C ttl4 0．56 0．19 

2．2 讨 论 

由表 1可知，过滤前后检测物中可溶有机成分的 

变化很小，基本以直链及支链烷烃为主，碳数从 C， ～ 

，此外 还有 相 当数量 的蒽、芘、菲等多环芳烃 

(PAHs)。另外，过滤前后排气微粒中都检测出了2，6． 

二叔丁基苯酚，该化合物为改善柴油或者润滑油油品 

性能的抗氧化剂添加物。研究表明，2，6．二叔丁基苯 

酚具有致癌或促癌作用，动物试验显示具有生物毒 

性D。]。但是通过比较可以看到，过滤后排气微粒中 

长碳链直链烷 烃的含量有明显下降。另外蒽 、甲基 

蒽、二甲基葸、三甲基蒽过滤后含量都有大幅下降，分 

别下降了 46％、49％、67％和 59％。芘经过过滤，含 

量也下降了53％。许多碳氢化合物被确定对人体的 

健康有很大的危害，特别是多环芳烃是一种强致癌物 

质。由此可见，采用袋滤技术应用于柴油车排放控制 

是非常有效的方法。 

根据 5个工况的检测结果发现 ，其中 C ，～C 的 

正烷烃相对质量分数占到 38％ ～71％，而总的正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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烃相对质量分数则占到了 70％ ～80％，总的支链烷 

烃的相对质量分数也在 13％一26％。这与对柴油成 

分进行定性分析的结果基本吻合 ，说明柴油机排气 

微粒可溶性有机物中的主要组分还是来 自于未燃烧 

或者未完全燃烧的柴油。试验中检测出了 c： ～c： 

这样的高碳烷烃 ，柴油 中没有这种烷烃 ，在机油中则 

含有，这只能是由窜入燃烧室的未燃机油导致的。因 

此，降低柴油机机油消耗量和提高机油的品质是降低 

柴油机微粒排放物的重要手段之一。 

5个工况下，在相同转速时，微粒 SOF中长链烷 

烃相对含量随着工作负荷的增加而增加，短链烷烃相 

对含量减少。微粒中 SOF主要来自于燃油中的 SOF 

和机油中的 SOF两部分 ，而柴油不完全燃烧 主要产 

生短链烷烃，机油不完全燃烧主要产生长链烷烃。随 

着负荷的增加，燃烧室温度升高，有利于燃烧的进行， 

未完全燃烧的燃油比例下降；柴油机相同转速下，负 

荷大小对机油消耗量的影响不大 。因此，随着工作 

负荷的增加，SOF中来自于未完全燃烧的燃油比例下 

降，来自于机油的比例上升。 

3 结论 

在柴油发动机台架进行过滤前后排气微粒采集 

的基础上，利用气相色谱质谱技术对微粒中可溶有机 

成分进行了分离和分析。结果表明，尽管过滤前后排 

气微粒中有机可溶成分变化很小，但是长碳链直链烷 

烃、蒽等多环芳烃的相对含量有明显下降。说明柴油 

机微粒袋滤系统是一种有效的柴油机微粒后处理技 

术。另外还检测出在机油中才含有的高碳烷烃，因此 

降低机油的窜人以及提高机油质量都是降低柴油机 

微粒排放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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