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ww.palsystem.com

运用多功能样品前处理平台
PAL-RTC和SPME-GC-MS/MS对异
味化合物进行实时反应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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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MS对异味化合物进行实时反应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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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nkyoung Lee*, Moondon Choi* , Jongsu Park*, * Euro Science, Seoul, South Korea

图1: PAL-RTC 样品前处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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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 近来，饮用水处理工厂的水源面
临藻华泛滥的侵扰，进而，急需
一个完善的系统来监督产生异味
味的化学产物。

• 为了得到实时数据，饮水过滤系
统所面对的首要挑战是如何通过
吸附和氧化对异味化合物产生快
速反应。

• 这项研究运用了全自动化的SPME-
GC-MS/MS 对异味化合物进行实时
监控。

仪器

自动进样器:  PAL RTC 
GC-MS: 布鲁克 300-MS 
分析柱:  DB-5MS (30 m x 0.250 mm, 
 0.25 µm) ，使用

化验品
土臭素(Geosmin), 2-甲基异冰片(2-Methyliso- 
 borneol, MIB) 和 1,2-二氯苯-d4 (1,2-Dichloro- 
 benzene) 的标准品都从美国Accustandard 购得。

1  SPME Conditioning Station  5  Vial Tray Plate
2  10 µL Syringe Tool   6  Agitator Module
3  10 mL Syringe Tool   7  Vortex Mixer Module
4  Large Wash Module   8  Real Time Water Tank

http://www.palsystem.com/fileadmin/public/docs/Downloads/Brochures/PAL_RTC-RSI_Brochure_Feb201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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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L-RTC 样品前处理流程

运用这全自动化系统让更换不同体积的样品针(10mL 和 10µL)及SPME Fiber通过一个流程完成。

结果

• 一个完整的土臭素和2-甲基异冰片测试只须18分钟，而固相微萃取吸样时间则为2小时。 
这样，一天之内将可提取12个数据（见图3）。

• QA/QC综合表列在表1。
• 图4为基准及标准品的分析色谱。

化合物 土臭素 2-甲基异冰片

R2 0.998 0.995

添加量 (ng/L) 1 2

检测下限 (ng/L) 0.16 0.17

定量下限 (ng/L) 0.51 0.56

精密度  (RSD %) 4.5 2.7

重现性  (%) 115 106

表1：QA/QC 综合表

准备已装有3g
 NaCl盐的20mL瓶子，
并把样品加入瓶里

加入5µL的
内标化合物

保温、
螺旋式混合、
振摇

固相微萃取 GC-MS/MS 分析

螺旋式混合旋
转4min，
1500rpm,  
保温3min,  振
摇 400rpm

萃取 20min 
400rpm 脱附
5min 1500rpm

从水供处吸取
  10mL样品

图2: PAL-RTC 备样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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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每2个小时测试，为期2个月

图4：目标化合物和内标化合物 (50 ng/L) 的色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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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起常规的吹扫捕集仪，应用SPME 实时监控
法更为简单，而且还可以使用内标定量法和盐
析增加测试的灵敏度。

• 这个实时监控法已经从6月开始运作到8月。在
这期间，共有467个样品完成了测试。

• 当常规检测进行时，实验室的水龙头连接到饮
水过滤系统的实地水槽。

• 在6月初，土臭素的含量达到了定量下限的范
围。而随着季节的转换，气温开始增长，藻华
在水槽入口处不断成长而导致了土臭素的含量
也持续增加。

• 随着7月尾雨季的到来，水华的滋生受到影响
而促使土臭素日趋减低的趋势

• 在晚间，土臭素都相对于较高。这是由于水槽
• 里的水在夜里静止不动，促长了藻华的滋生。

结论

• 这个实时监督器已经不停息地操作了几个月。
近期的计划是对土臭素进行为期2个月的观
察。

• 这套系统所运用的正规仪器与韩国环境局
（MOE）所设立的方案达成一致， 同时涵盖
了内标法及盐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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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土臭素 1-50 ng/L 的标准曲线

图6：MIB 1-50 ng/L 的标准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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