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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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30430－2013《气相色谱仪测试用标准色谱柱》，与 GB/T30430－2013 相比主要技

术变化如下： 

——去掉了“大口径毛细管柱”的相关内容； 

——去掉了 FPD 及 FPD(P)、FPD(S)的相关内容； 

——将标准柱分类更改为填充柱和毛细管柱，修改相应参数； 

——增加了分离度的术语及公式、指标，评价报告中增加分离度； 

——修正标准柱参数中柱长度误差为“±0.05”； 

——增加试验设备压力表； 

——改进样器温度为气化室温度； 

——去掉了“每米有效板数”的相关内容； 

——按实际的操作顺序调整了部分试验程序； 

——重新修正附录 A中标准谱图示意图，删除图中溶剂峰。 

——删除附录 A.1.2、A.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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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控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分析仪器分技术委员会（SAC/TC124/SC6）归

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本标准所替代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 GB/T30430－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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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相色谱仪测试用标准色谱柱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气相色谱仪测试用标准色谱柱的术语、缩略语、分类、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等。 
本标准适用于气相色谱仪测试用标准色谱柱（以下简称“标准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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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46-2008  气相色谱法术语 

3 术语、缩略语 

GB/T 4946-2008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拖尾因子（T） tailing factor 

拖尾因子是评价峰形（参见图1）的参数，按公式（1）计算： 

                                       
1

05.0

2d
W

T h=                  ------------------------  （1） 

式中： 

T     ——拖尾因子 
W0.05h  ——0.05峰高处的峰宽，单位为毫米（mm） 
d1      ——从峰顶点作垂线，与W0.05h峰宽线相交点至峰前伸沿的距离，单位为毫米（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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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拖尾因子计算所需色谱峰要素示意图 

3.2 分离度（R）resolution 

两个相邻色谱峰的分离程度，以两个组分保留值之差与其平均峰宽值之比表示。 

3.3 缩略语 

FID：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flame ionization detector） 

4 分类 

4.1 标准柱分类 

标准柱可分为填充柱和毛细管柱。 

4.2  标准柱参数 

标准柱参数见表1。 

表1 标准柱参数 

标准柱分类 
柱内径 

mm 

柱长度 

m 
材质 固定相配比/固定液 

填充柱 2.0±0.1 0.6±0.1 不锈钢 

5%聚二甲基硅氧烷/ 

酸洗硅烷化白色硅藻土担体

（100-120）目 

毛细管柱 0.25 30.00±0.05 石英毛细管 聚二甲基硅氧烷 

5 要求 

5.1 填充柱 

5.1.1  外观 

填充柱表面及两端应光滑，无划痕，毛刺，裂缝等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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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技术参数 

填充柱技术参数见表 2。 

表2 填充柱技术参数 

检测器 
柱效能 

每米理论板数 

柱气阻 

MPa 
分离度 

保留时间 

min 

FID ≥1200(正十六烷) ≤0.07 ≥1.5 3.5±0.5（正十六烷） 

5.2 毛细管柱 

5.2.1 外观 

毛细管柱外涂层光滑、无气泡、颜色均匀。 

5.2.2  技术参数 

毛细管柱技术参数见表 3。 

表3 毛细管柱技术参数 

分类 
柱效能 

每米理论板数 
酸碱比（P/A） 拖尾因子 分离度 

毛细管柱 ≥3500(正十二烷) 1±0.1 ≤1.20(正辛醇) ≥3
*
 

*：不包含正辛醇与5-壬酮的分离度。 

5.3 标准柱评价报告 

标准柱评价报告应包括柱号、柱长、柱温、柱压、检测器、进样量、谱图、保留时间、分离度，柱

效能（参见附录 A），也可以报告拖尾因子、酸碱比等内容。 

6 试验方法 

6.1 填充柱 

6.1.1 试验条件 

6.1.1.1 试验仪器及工具 

填充柱试验用仪器和工具如下： 

a)  经检定合格的气相色谱仪，配有填充柱进样口； 

b)  微量注射器，1µL 或 10µL；或者自动进样器； 

c)  色谱数据工作站； 

d） 0.5级压力表。 

6.1.1.2 标准试样 

标准试样所用溶剂和溶质均为色谱纯级，标准试样组分见表4，溶剂为异辛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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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填充柱标准试样 

检测器 

组分含量 

g/µL 

 

相对扩展不确定度 

%，k=2 正十四烷 正十五烷 正十六烷 

FID 3.0×10
-7
 3.0×10

-7
 3.0×10

-7
 3 

6.1.1.3 仪器试验条件 

仪器试验条件见表 5。 

表5 仪器试验条件 

色谱柱温度 

℃ 

气化室温度 

℃ 

检测器温度 

℃ 

载气流速（N2） 

mL/min 

140～160 250 280 20～30 

6.1.2 试验程序  

6.1.2.1 外观 

目测。 

6.1.2.2 分离度和柱效能 

用 6.1.1.2 标准试样，按表 5试验条件进样 1µL，得到色谱图（参照附录 A 中图 A.1），按公式（2）

计算各相邻标准试样的分离度。 

                        

                 )(2
21

12

ww

tt
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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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 
R    ——分离度； 
t1      ——组分1的保留时间，单位为秒（s）； 
t2      ——组分2的保留时间，单位为秒（s）； 
W1    ——组分1的峰宽，单位为秒（s）； 
W2    ——组分2的峰宽，单位为秒（s）。 
按公式（3）计算正十六烷的每米理论板数。 

           
L

Wt
L

Wt
L
nN RR

2
2/1

2 )/(54.5)/(16
===        ------------------- （3） 

式中：  

N ——每米理论板数； 
n ——理论板数； 
L ——柱长，单位为米（m）； 

    tR ——保留时间，单位为秒（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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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峰宽，单位为秒（s）； 
W1/2 ——半高峰宽，单位为秒（s）。 

6.1.2.3 保留时间 

根据 6.1.2.2 的测试中得到的色谱图，记录正十六烷保留时间。 

6.1.2.4 柱气阻 

按图2的系统连接。标准柱后流速30 mL / min ，输出压力表为0.5级，压力范围为（0～0.4）MPa，
读取图2中序号8的压力，柱气阻应≤0.07 MPa。 

 

6.1.3 评价报告 

试验后，参照附录A中表A.1填写测试结果，完成评价报告。 

6.2 毛细管柱 

6.2.1 试验条件 

6.2.1.1 试验仪器及工具 

毛细管柱试验用仪器和工具如下： 

a) 经检定合格的气相色谱仪，配有分流/不分流进样口； 
b) 微量注射器：1µL 或 10µL；或者自动进样器； 
c) 色谱数据工作站。 

6.2.1.2 标准试样 

标准试样所用溶剂和溶质均为色谱纯级，标准试样组分见表6，溶剂为异辛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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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毛细管柱标准试样 

序号 组分名称 组分含量 

g/µL 

相对扩展不确定度 

% 

1 正辛醇 1.0×10-6 

3 

2 5-壬酮 1.5×10-6 

3 2，6-二甲基苯酚（P） 1.5×10-6 

4 2，6-二甲基苯胺（A） 1.5×10-6 

5 萘 1.5×10-6 

6 正十二烷 2.0×10-6 

6.2.1.3 仪器试验条件 

仪器试验条件见表 7。 

表7 仪器试验条件 

色谱柱温度 

℃ 

气化室温度 

 ℃ 

检测器温度 

℃ 
分流进样分流比 

色谱柱载气流速 

cm/s 

130 250 280 60∶1～100∶1 10～15 

6.2.2 试验程序 

6.2.2.1 外观 

目测。 

6.2.2.2 分离度和柱效能 

用6.2.1.2标准试样，按表7试验条件进样1 µL ，得到色谱图（参照附录A中图A.2），按公式（2）

计算除正辛醇与5-壬酮之外每相邻标准试样的分离度，按公式（3）计算正十二烷的每米理论板数。                       

6.2.2.3 酸碱比 

试验程序同 6.2.2.2。2，6-二甲基苯酚（P）与 2，6-二甲基苯胺（A）的峰面积比即为酸碱比。 

6.2.2.4 拖尾因子 

试验程序同 6.2.2.2。取正辛醇色谱峰，按公式（1）计算拖尾因子（T）。 

6.2.3 评价报告 

试验后，参照附录A中表A.2填写测试结果，完成评价报告。 

7 检验规则 

7.1 标准柱应经检验合格后方能出厂，并附有评价报告和使用说明书。 

7.2 出厂检验为全数检验。 

7.3 判定规则:凡有一项不合格，则判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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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8.1 标志 

8.1.1 标准柱上应有明显的标识，标识所能承受的最高温度。 

8.1.2 填充柱标志应包括： 

a) 编号； 
b) 固定相名称及与载体的配比； 
c) 载体名称及目数； 
d) 柱长； 
e) 柱内径。 

8.1.3 毛细管柱标志应包括： 

a) 编号； 
b) 固定液名称； 
c) 柱长； 
d) 柱内径； 
e) 固定液液膜厚度。 

8.2 包装  

8.2.1 包装应防震、防挤压。 

8.2.2 包装箱（盒）应采用不易褪色的颜料或墨汁标注。内容包括： 

a） 标准柱名称和规格； 

b）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易碎物品”，“怕雨”等应符合 GB/T 191-2008 规定； 

c） 制造厂名称和地址。 

8.2.3 随柱文件应包括：      

a) 使用说明书； 
b) 标准柱评价报告； 
c) 产品合格证等。 

8.3 运输  

标准柱在运输过程中，应防止剧烈振动和碰撞。 

8.4 贮存 

贮存时，环境温度在0℃  ~ 50℃ ，相对湿度不大于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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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标准柱评价报告 

A  B  （资料性附录） 标准柱评价报告 

A.1 填充柱评价报告 

                             填充柱参数 

 

柱号：                                  柱 长（m）：  
柱温（℃）：                            柱压（MPa）： 
检测器：FID                             进样量(μL)： 

 

[min]
543210

[
m
V
]

-100
-102
-104
-106
-108
-110
-112
-114
-116
-118
-120
-122
-124
-126
-128
-130
-132
-134
-136
-138
-140
-142
-144
-146
-148
-150
-152
-154
-156
-158
-160
-162
-164
-166
-168

   
 

   
 

   
 

 
1.正十四烷；2.正十五烷；3.正十六烷 

 

图A.1 填充柱柱效测试色谱图 

    按图A.1填写表A.1。 

表 A.1 测试结果 

名称 保留时间 

min 
每米理论板数 分离度 

正十四烷   / 

正十五烷    

正十六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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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毛细管柱柱评价报告 

                             毛细管柱参数 
柱号：                                         柱 长（m）：   
柱温（℃）：                                   检测器：FID  
进样量(μL)： 

 

 
1. 正辛醇；2. 5-壬酮；3. 2，6-二甲基苯酚；4. 2，6-二甲基苯胺；5. 萘； 6.正十二烷。 

 

图A.2.  毛细管柱(95%聚二甲基硅氧烷)柱性能测试色谱图 

 

表A.2 测试结果 

                   

序号 名   称 
保留时间 

min 
峰高 半高峰宽 

每米理论

板数 
拖尾因子 分离度 

1 正辛醇      / 

2 5-壬酮       

3 2，6-二甲基苯酚       

4 2，6-二甲基苯胺       

5 萘       

6 正十二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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