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lication Note

CLORA 分析仪的原油样品制备方法
测量总、有机和无机氯含量的水提取法
本文件为用户提供了两种不同的将原油中
的有机和无机氯分开的水提取法。这两种
方法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一个使用离心
机，而另一个采用分液漏斗。此外，用户
在使用 CLORA 分析仪测量有机、无机和
总氯含量时也可以参考本文件。该测量相
当重要，因为虽然在原油进入炼油厂前，
脱盐工艺可以有效地除去里面大部分的无
机氯，但是有机氯化物仍然会留在原油
中，在下游的加工工艺中可能会分解成盐
酸，继而导致腐蚀问题的出现。
试剂和材料



去离子（DI）热水
试剂级甲苯或二甲苯 - 推荐在粘性或者沥青质和含沥青原油中使用

注 1：应事先用 CLORA 对去离子水和甲苯或二甲苯进行分析。用户需要从无机氯测量结果中
减去去离子水中氯污染物的含量，而有机氯的测量结果应该减去溶剂中氯污染物的含量。






配有盖子的离心管，容量 100 ml（适用于第一种提取法）
加热离心机（适用于第一种提取法）
分液漏斗，容量 250 ml（适用于第二种提取法）
滤纸

注 2：有些客户发现使用滤纸会导致氯含量增加，比如 Whatman 的 125 mm 1 级圆形滤纸。
我们通过对过滤前后 DI 水中的氯含量进行测量验证了这一观点。用户需要从无机氯测量结果
中减去这一干扰的氯含量。




CLORA 样品杯
Etnom XRF 膜 - Etnom 膜特别适合用于 CLORA 分析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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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备原油样品
根据原油的不同类型和组分，有时候在尝试制备稳定均匀的样品时会遇到一定的困
难。对于粘性或者沥青质和含沥青质的原油而言，水提取法的使用会变得特别困
难。在这些类型的原油中加入甲苯或二甲苯能提高重质原油组分的溶解度，增加样
品的均匀度，降低样品的粘性，从而提高水提取法的效率。
在制备样品时，需要按照注 3 准备大约 50 ml 的 50/50
wt% 原油/溶剂（甲苯或二甲苯）混合物。对于大部分原
油而言， 25 克原油和 25g 溶剂的混合物正合适。有关溶
剂中氯污染物的事宜请参阅注 1。考虑到样品在这一过程
中进行了稀释，用户最后需要将 CLORA 分析仪得到的氯
含量数值结果乘以 2。

注 3：原油/溶剂混合
物配制时的比例是重
量比，而不是体积比

提取方法一：使用离心机进行水提取
推荐在低粘度和非沥青质原油上使用这种方法。
首先将 25 克原油加入到离心管中。再加入 75 ml 的
去离子热水。原油和水的比例可以自行调整，但我们
推荐用户使用 3:1 的水/烃比。然后盖上离心管的盖
子，剧烈摇晃两分钟。注意对样品进行定期放气，放
气时需要打开离心管的盖子，防止气体积聚。
在对材料进行离心时，注意保持离心机的平衡，在加
热下离心十分钟。这将有效地除去样品中的颗粒，保
证原油中的无机氯化物进入到水层中。
小心地用移液管吸取原油和水样品，然后注入
CLORA 分析仪中，确保样品来自样品层的中部，没
有受到其他相的污染。在分析水相时，一定要确保样品里没有任何颗粒。如有必
要，可以对样品进行过滤（见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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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方法二：用分液漏斗进行水提取
首先将 25 克原油加入到离心管中。再加入 75 ml
的去离子热水。如果原油是用溶剂稀释的，那么
就按照原油样品部分中的制备步骤，配制 50 克原
油/溶剂混合物，加到 150 ml 的去离子热水中。盖
上离心管的盖子，剧烈摇晃两分钟。注意对样品
进行定期放气，放气时需要打开离心管的盖子，
防止气体积聚。
将样品静置 10 至 15 分钟。
小心地用移液管吸取原油样品，然后注入 CLORA 分析仪中，确保样品来自样品层
的中部，没有受到水相的污染。
从分液漏斗的底部放出水样品，放到
CLORA 分析仪中。一定要确保水相样品中
没有任何颗粒。如有必要，可以对样品进
行过滤（见注 2）。

用 CLORA 分析仪分析有机、无机和总氯含量
用移液管吸取 5-8 ml 的样品，然后注入样品杯中，使用 Etnom
XRF 膜在 CLORA 分析仪中进行分析。记得在样品杯上打一个通气
孔。氯含量>1 ppm 的样品的标准分析时间为 300 秒。如果样品中
的氯含量<1ppm，我们建议您选择 600 秒测量时间，以获得最佳效
果。另外，如果样品中的硫含量> 1％（wt），那么使用硫校正表
可以改善您的测量结果。

对原油相进行分析，以测定原油样品中的有机氯含量。
对于未稀释的原油样品：
总有机氯含量（ppm）=测得的有机氯含量（ppm）
对于 50/50 wt%稀释后的原油样品：
总有机氯含量= [2 *测得的有机氯含量（ppm）] - 来自溶剂干扰的氯含量（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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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并非所有的水提取过程是 100%有效的，所以如果测得的有机氯含量小于
2ppm，即可认为该原油没有被有机氯污染。
对样品的水相进行分析，以测定原油样品
中的无机氯含量。对此样品测试时需要使
用水基校准曲线，以排除氧吸收效应。如
果在测量时不考虑含氧量，那么样品中的
高含氧量将导致用户测得的数值偏小，最
后得到一个虚假的低氯值。如果没有专用
的水曲线，那么把烃校准曲线的结果乘以
250%（或 2.50）也可以。

考虑到样品的无机氯进入水相的过程是一个稀释过程，计算无机氯含量时需要使用下
面的公式。关于计算时的水重量参见注 4。
在水基曲线下，50/50 wt%稀释后的原油样品或者未稀释的原油样品：
来自
水和滤纸干扰
测得的无机氯含量
measured
inorganic
DI DI
water
and filter
Total
总无机
的氯含量（ppm）
chlorine
(ppm)
interferences
(ppm)
（ppm）
inorganic
氯含量 =
chlorine
（ppm）
原油的重量（g）
weight
of crude used (g)
(ppm)

weight of water
* 水的重量（g）
used (g)

在烃基曲线下，50/50 wt%稀释后的原油样品或者未稀释的原油样品：
来自
DI 水和滤纸干扰
测得的无机氯含量
measured
inorganic
DI water
and filter
Total
2.5
*
总无机
的氯含量（ppm）
chlorine
(ppm)
interferences
(ppm)
（ppm）
inorganic
氯含量 =
chlorine
（ppm）
原油的重量（g）
weight
of crude used (g)
(ppm)

weight of water
* 水的重量（g）
used (g)

注 4：我们假设水的密度= 1 g/ml，然后水的重量值就等于其体积值。因此，150 ml = 150 g。同时
我们还假设溶剂中不含无机氯。这一假设可以通过用水对空白溶剂进行提取来进行确认。
注 5：在计算无机氯含量时，使用原油的重量。不要使用溶剂和原油的混合总重量。

要获取总氯含量的数值，只需将无机和有机氯含量结果相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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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原油制样和 CLORA 分析实例：
过程要点：
25 g 原油/25 g 甲苯混合物（重量比）
将 50 g 原油/溶剂加到 150 ml DI 热水中，在分液漏斗中进行提取
在进行有机氯分析时，从漏斗的顶部用移液管吸取原油样品
在进行无机氯分析时，从漏斗的底部获取过滤样品
空白样品的 CLORA 分析结果：
0.07 ppm – 过滤前的 DI 水
1.77 ppm – 过滤后的 DI 水
0.38 ppm –甲苯
干扰：
- 滤纸和去离子水对无机氯的干扰值为 1.77 ppm
- 甲苯对有机氯的干扰值为 0.38ppm
CLORA 样品测量结果：
1.23 ppm –烃校准的原油相
1.98 ppm –烃校准的水相
有机氯计算：
对于 50/50 wt%稀释后的原油样品：
总有机含量= [2 *测得的有机氯含量（ppm）] - 来自溶剂干扰的氯含量（ppm）

总有机氯含量=(2 * 1.23) – 0.38 = 2.08 ppm
无机氯计算：
在烃基曲线下，50/50 wt%稀释后的原油样品：
（我们假设水的密度= 1 g/ml，然后水的重量值(g)就等于体积值(ml)。同时我们还假设溶剂中不含无机氯。
这一假设可以用水对空白溶剂进行提取来进行确认）
Total
总无机
inorganic
氯含量 =
chlorine
（ppm）
(ppm)

2.5

*

测得的无机氯含量
measured
inorganic
chlorine
(ppm)
（PPM）

来自
DI 水和滤纸干
DI water
and filter
扰的氯含量（PPM）
interferences (ppm)

weight of water
* 水的重量（g）
used (g)

weight原油的重量（g）
of crude used (g)

总无机氯含量= [2.5 * (1.98 – 1.77) * 150] / 25 = 3.15 ppm
总氯含量 =总有机氯含量+总无机氯含量
总氯含量 = 2.08 + 3.15 = 5.23 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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