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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特纳 TD-500D便携式水中油分析仪

水质 石油类的测定 荧光分光光度法

技术方案

一、石油类检测

1.1水质指标：石油类

检测对象：石油类（水中油含量、碳氢化合物）

检测仪器：便携式水中油分析仪（紫外荧光测油仪）

型 号：美国特纳 TD-500D（A/B双通道）

制 造 商：美国特纳碳氢化合物仪器公司 Turner Designs Hydrocarbon Instruments, Inc.

萃 取 剂：正己烷

适用标准物质：海洋环境监测石油成分分析标准物质，GBW(E)080913，1000mg/L，

20#重柴油和润滑油配制。

相关证书：《制造商原产地证书》、《质量证书》；《校准证书》（华南国家计量测试中心）

1.2 应用领域

1、环保局、环境监测站：野外溢油应急监测、实验室常规水样分析；

2、地表水（江河、湖泊、运河、渠道、水库等）：野外应急监测、实验室常规分析；

3、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水源地：野外应急监测、实验室常规分析。

二、相关法规标准

2.1石油类检测标准

2018年 5 月 30日，生态环境部 国家环境保护标准：《水质 石油类的测定 荧光分光

光度法（征求意见稿）》

《海洋监测规范第 4部分：海水分析》（GB17378.4-2007）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GB/T5750.7-2006）

《水质 石油类的测定 分子荧光光度法》（SL366-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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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新国标征求意见

2018年 5月 30日，生态环境部发布了关于征求《水质 石油类的测定 紫外分光光度法

（征求意见稿）》、《水质 石油类的测定 荧光分光光度法（征求意见稿）》、《水质 石

油类的测定 重量法（征求意见稿）》三项国家环境保护标准意见的函。

据了解，我国现行标准《水质 石油类和动植物油类的测定 红外分光光度法》(HJ

637-2012) 是在 1996 年颁布的《水质 石油类和动物油类的测定 红外光度法》

（GB16488-1996）基础上修订的标准。该方法是目前我国环保行业测定水中油的唯一标准

方法，采用四氯化碳作为萃取剂。

2017年 12月，《 水质 石油类和动植物油类的测定 红外分光光度法》(HJ 637-2012)进

行第二次修订。作为我国环保行业测定水中油的现行唯一标准方法，但所使用的萃取剂四氯

化碳被蒙特利尔公约列为淘汰物质，我国承诺将尽快停止该项用途的使用。因此修订本标准

的核心在于寻找四氯化碳的替代品。目前正在修订的《水质 石油类和动植物油的测定 红外

分光光度法》，使用四氯乙烯替代四氯化碳作为萃取剂。据生态环境部发布的相关标准编制

说明中指出，由于四氯乙烯纯度要求高且新修订的方法检出限高，不能满足Ⅰ-Ⅲ类地表水

和第一、 二类海水石油类测定的需要，因此急需开展其他切实可行的分析方法的研究。

在对国内外石油类相关测定方法进行比较后，生态环境部发布了关于征求《水质 石油

类的测定 紫外分光光度法（征求意见稿）》、《水质 石油类的测定 荧光分光光度法（征

求意见稿）》、《水质 石油类的测定 重量法（征求意见稿）》三项国家环境保护标准意见

的函。

生态环境部网址：http://www.zhb.gov.cn/gkml/sthjbgw/stbgth/201806/t20180601_44226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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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石油类限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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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检测原理和操作方法

3.1检测原理：紫外荧光法（国内又称为分子荧光法、荧光分光光度法）

在 pH≤2的条件下，用正己烷萃取样品中的油类物质，经无水硫酸钠脱水后，再用硅酸

镁吸附除去动植物油类等极性物质，其中的石油类物质经紫外光源激发光源照射，分子产生

跃迁，当分子从激发态返回到基态的振动能级时，以荧光形式释放吸收的能量发出分子荧光。

荧光强度在一定浓度范围内与石油类含量成正比。

3.2 TD-500D操作步骤

取 100mL待测水样 ，加入 10mL 正己烷萃取液，振荡萃取 2分钟 ，静置 2分钟，待

水-正己烷萃取液分层，取上层萃取液，（可用无水硫酸钠脱水后，再用硅酸镁吸附除去动

植物油类），用比色管在 TD-500D检测，5秒后在仪器直接显示石油类浓度。

（萃取剂正己烷：水样=1：10，即 10mL 正己烷：100mL 水样；也可 1：20 ，即 25mL 正

己烷：500mL水样）

能量激发-弛豫示

意图

荧光强度 vs油类

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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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性能特点和技术参数

4.1 TD-500D性能特点

◆检测对象：水中碳氢化合物(原油、凝析油、柴油、润滑油、燃油、机油、柴油类有机物）；

◆检测原理：紫外荧光法（荧光法）；

◆测量方法：快速正己烷萃取法；

◆适用溶剂：适用正己烷、环己烷、庚烷、辛烷，与所有的常用萃取溶剂；

◆检测结果基本不受悬浮固体及浊度的干扰，不受甲醇干扰；

◆测量范围：A、B双通道双量程。

通道“A”用于凝析油及精炼烃类、轻质混合油，量程 0.005~50mg/L。

新的通道“B”用于原油，测量范围大幅度增大，量程 0~1000mg/L，无需进行样本稀释。

◆准确性：优于±2%，重现性：优于±2%；

◆最低检出限：大部分油类＜1mg/L，其中通道A：0.01mg/L，（部分油类最低可达 0.005mg/L）；

通道 B：0.1mg/L(根据水质和油类而定)；

◆线性范围：最高可达 1000mg/L，取决于碳氢化合物的种类；

◆校准：单点及空白样本，配 CheckPoint 固体快速校准样，可供野外作业所需的快速校准

和重复校准而不需要标准溶液反复标定；

◆适用试管：API比重＜45，微型试管；API比重＞45，8mm试管，适用于所有溶剂，400

次分析/套；

◆电源：四节 AAA电池（可连续检测 1000个以上样本）；

◆响应时间：5秒；预热时间：5秒；样本测量时间：4分钟/样本，或用户偏好；

◆尺寸：4.45cm×8.9cm×18.4cm；重量：0.4kg；外壳材料：非金属；

◆工作环境温度：5oC~40oC (41F~104F)；相对湿度：90%以下均能使用；

◆IP防护级别：CE, IP67，防尘，防水，根据 ISO 9001/2000标准制造；

◆自动断电：被闲置 3分钟后；

◆信号显示：有，液晶显示；

◆警报：电池电量不足、线路故障、高空白样本；

◆投标产品为原装进口产品，投标人需提供国外制造厂商授权书（或总代理项目授权书）；

◆质量及保修期：保修 1年，长期提供出厂零件及售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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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TD技术参数

仪器名称： TD-500D便携式水中油分析仪；

检测原理： 紫外荧光法（UV、分子荧光法）；

检测对象： 水中的碳氢化合物：原油、凝析物、柴油、润滑油、机油、燃料油类有机物；

测量方法： 溶剂萃取；

适用溶剂： 正己烷，Vertrel，AK-225，二甲苯，氟利昂，Horiba；

线性范围： 0.005~1000mg/L，取决于碳氢化合物的种类；

准确性： 优于全标度的±2%；

重现性： 优于全标度的±2%；

灵敏度： 0.01mg/L

校准： 单点校准；

预热时间： 5秒；

响应时间： 5秒；

测量时间： <4分钟或用户偏好；

尺寸： 4.45cm×8.9cm×18.4cm；

重量： 0.4kg；

外壳材料： 非金属；

IP防护级别： 符合 IP67标准；防尘，防水；

工作环境温度：5oC~40oC (41F~104F)；

适用试管： API比重<45，微型试管；API比重>45，8mm 试管，适用于所有溶剂；

电源： 四节 7号 AAA电池（可连续检测 1000个以上样本）；

自动断电： 被闲置 3分钟后；

信号显示： 有，液晶显示；

警报： 电池电量不足、线路故障、高空白样本；

保修期： 1年，长期提供出厂零件及售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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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配置清单

序号 零件编号 数量 描述

1 50200 1套
TD-500D便携式水中油分析仪，A/B 双通道，扩展测量范围(内含 4
节 7 节“AAA”电池）。

2 50950 1套 TD-500D CheckPoint固体校准检查标准器

3 50959 1套

轻质混合油配置：8 毫米圆形比色管适配器元件，包含 1 个 8 毫米

比色管适配器和 400 支 8 毫米一次性圆形玻璃比色管（零件编号

50957）。适用于凝析油/精炼烃类（柴油、润滑油、燃油、液压油

等轻质混合油）检测。兼容正己烷等所有的萃取溶剂。

4 50954 1套
原油配置：微型比色管适配器元件：包含 1 个微型比色管适配器和

400 支一次性微型玻璃比色管（零件编号 50592）。适用于原油检

测。兼容正己烷等所有的萃取溶剂。

5 10个 进口 100mL样品瓶(带聚四氟乙烯衬里盖子），用于样品萃取。

6 5支
海洋环境监测石油标准物质 GBW(E)080913，1000mg/L。（适用于

轻质混合油检测应用。）

7 1套 2~10mL手动可调式移液枪（一次性枪头 20个）

8 1套 中、英文操作说明书

9 1张 安装培训视频光盘

10 1个 手提运输箱（仪器箱）

11 免费保修期壹年，现场安装培训，终身维修。

六、典型用户

1、环保系统：

中国交通部环境保护中心 新疆环保局 环境保护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

深圳环境监测站 珠江水利委员会 深圳龙华区环保监测站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环保局 广东惠州大亚湾监测站 广东省水文局

安徽六安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安徽滁州市环境监测站 四川省阿坝州环境监测站

重庆市九龙坡环境监测站 江西省萍乡环境监测站 福建福州环境监测站

四川省凉山州盐源县环保局 广州市越秀区环境监理站 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

福建龙岩市环境监测站 福建漳州市环境监测站 福建泉州永春县环境监测站

2、海洋、海事、特检：

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 广东省海洋与渔业局 深圳海洋与渔业环境监测中心

青岛市海洋与渔业局 广西北海市海洋局 宁德市海洋与渔业环境监测站

南京海事局 厦门海事局 江苏海事局

福建省海事局 海南洋浦海事局 湖南省地方海事局

北京特检所 广东中山特检院 金华市特种设备检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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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石油石化：

中石油安全环保技术研究院 中石油华北石油管理局 中石油克拉玛依油田

中石化西北油田分公司 中石化广西石油分公司 中石化北京化工研究院燕山分院

胜利油田 大庆油田 长庆油田

中海油研究总院重点实验室 中海油天津(基础实验室) 中海油天津化工研究设计院

中海油蓬勃作业公司 中海油渤中作业公司 中海油环保石油服务公司

4、高校、科研单位及其他：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中国石油大学 中国地质大学

福建省交通科学技术研究所 大连水产养殖研究所 宝钢、攀钢、昆钢、包钢、宝钛

七、美国特纳

美国特纳碳氢化合物仪器公司 TDHI 是全球领先的碳氢化合物分析仪、水中油监测仪的

研发、生产公司，专注于紫外荧光法水中油分析 30年，在水中油分析领域拥有顶尖的专利

技术和丰富经验。开发了包括便携式水中油分析仪、台式水中油分析仪、在线水中油监测仪，

提供了一整套完整石油类水质的分析解决方案。

美国特纳水中油分析仪广泛用于石油石化、海洋钻井平台、工业企业和环境监测、海洋

海事、锅炉特检等部门，以优异的产品性能帮助客户提升油类水质检测技术。

美国特纳 TDHI有全面的产品线，覆盖各种用户的多种检测应用要求：

TD-500D：便携式水中油分析仪（实验室/野外应急监测）

TD-550、TD-560：台式水中油分析仪（实验室版）

TD-120：在线式水中油分析仪（接触式流通池，非防爆版）

TD-4100XDC GP在线水中油分析仪（接触式流通池，非防爆版）

TD-4100XDC：在线式水中油分析仪（接触式流通池，整机正压防爆版）

TD-4100XD GP：在线式水中油分析仪（非接触式流通池，非防爆版）

TD-4100XD：在线式水中油分析仪（非接触式流通池，整机正压防爆版）

TD-4100XD & XDC （EO9版）：软件控制,双通道切换

八、联系方式：

制 造 商：美国特纳碳氢化合物仪器有限公司

Turner Designs Hydrocarbon Instruments Inc.

中国总代：德利正科技（香港）有限公司

Deligent Technology (HK) Limited

电话：020-83234248，83234258

传真：020-83234458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解放南路 123号金汇大厦 2519室

网站：www.deligent-tech.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