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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光（2018）01号          签发人：何秉站 

 

关于采用四氯乙烯替代四氯化碳技术服务的通知 

 

尊敬的用户：首先，感谢您多年来对我单位的大力支持！ 

    我单位《用四氯乙烯做萃取剂的红外分光测油方法》已

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及授权（专利号：ZL 2015 1 0282854.8，

授权公告号：CN 104897603 B）。本着服务于用户的责任和

义务，现将授权内容介绍给大家。授权中已经确立了四氯乙

烯在红外分光测油仪中的纯度标准，符合该标准的四氯乙烯

即成为红外分光光度法测油技术的专用萃取剂。四氯乙烯纯

度标准的确立，为精制提纯四氯乙烯提供了技术依据、为配

制新的油标准溶液打下基础、为用户解脱四氯化碳的困扰提

供技术支持。该标准不受“蒙特利尔条约”和中国政府禁止

使用四氯化碳的限制，是红外分光光度法测油技术的进一步

完善和提高。该项发明专利是《红外分光测油仪》的附属技

术，是免费为用户服务的发明专利，各种专利费用已经由《红

外分光测油仪》产品承担过了，不需用户再承担专利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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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测油标准方法是经历过重量法→紫外法→非色散

红外法等标准方法→发展到现今的红外分光光度法。只因,

方法中使用了四氯化碳,使红外分光光度法测油技术在全国

长期遭到大肆喧哗。解决该问题对于我们来说不是难题，因

为,我们是真正的《红外分光测油仪》首创单位，真正的《红

外分光测油仪》早已具备使用四氯乙烯的功能。因我企业是

民营企业，不便参与政府工作。又因我企业为了生存,许多

先进的测油技术无法公开。而今，由于,有了《用四氯乙烯

做萃取剂的红外分光测油方法》发明专利的公开及授权，才

能为进一步正确普及、完善、提高红外分光光度法测油技术

提供依据。因此，通知所有用户:《用四氯乙烯做萃取剂的

红外分光测油方法》发明专利是我们的，无偿使用是我们大

家的，这是用户的特权。本发明专利是进一步完善和提高红

外分光光度法测油技术的基础。以发明专利为基础实施、编

制、修订相关标准是件重要的科技依据。因为，许多用户有

多家测油仪，本发明专利对其他的红外测油仪暂不授权。 

在我国没有颁布四氯乙烯红外分光光度法测油的标准

方法之前，继续采用现行的标准方法（HJ 637-2012）是实

现不间断工作的需要。虽然，四氯化碳和四氯乙烯的物理、

化学性质有差异,尤其是光学性质的差异显著。可是，根据

专利表明这两种试剂的标准溶液和萃取效率误差<|5|%，测

量结果并没有显著差别。在当今没有比四氯乙烯更容易普及

和没有高于本标准的其他测油方法之前，直接采用四氯乙烯 

-2- 



替代四氯化碳是当前别无选择的先进方法。四氯乙烯的应用

进一步完善了红外分光光度法测油技术，并保持了测油技术

的先进性和普及性，尤其是测量不同油品具有可比性，是过

去的各种测油方法无法可比的。我们相信这项工作中国政府

会有能力支持和认可的。 

采用四氯乙烯替代四氯化碳是红外分光光度法测油技

术的重大改革，会给您带来许多困惑和新的问题，我们尽力

为您排除各种困惑和解决新的问题。为了这次改革的顺利实

施，希望各个用户按着附件 2 第 3.1-3.8条检验《红外分光

测油仪》产品，对不合格的产品请及时联系我们解决。 

虽然，我们采用四氯乙烯替代四氯化碳的研究工作起步

很早，已经解决了许多技术问题，尤其是解决了四氯乙烯纯

度的标准问题。在工作中您可能还会遇到许多其他的有关问

题，这些有关问题及解决方法归结到“红外分光光度法测油

技术的完善及提高”平下心来为您解答。见附件 2。 

 

附件：1发明专利证书、摘要、说明。 

  2 红外分光光度法测油技术的完善及提高 

 

特此通知！ 

                   吉林市吉光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 7 月 30日 
 

联系电话:  0432-64676800  0432-64684380  传真:0432-64686044 

关键词：四氯乙烯纯度标准的确立、发明专利、免费使用                 www.jlb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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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发明专利证书、摘要、说明 

 

 

 

摘要：本发明是一种用四氯乙烯做萃取剂的红外分光测油方法，其特点是：包括的步骤

有：提纯四氯乙烯、检验采样器具、检验固定剂、采样、萃取水样、检验试验所用器具、检

验试验所用化学试剂、配制标准溶液、测量标准溶液，确定准确度，再测量被萃取的样品。

该方法可应用环境、水文、地质、石油、化工、各个大中型企业实验室测油。具有操作方便、

结论准确的优点。 

    说明：本发明的第一步是提纯四氯乙烯。如何确定四氯乙烯的纯度标准是提纯四氯乙烯

的关键问题，本发明确定了四氯乙烯纯度的标准谱图。由于，该测油方法涉及检验采样器具、

检验固定剂、采样、萃取水样、检验试验所用器具、检验试验所用化学试剂、配制标准溶液、

测量标准溶液，确定准确度，等环节，只有各个环节没有油污染统一空白值，再测量被萃取

的样品使测量数据才有可靠性和准确性。该发明专利是采用《红外分光测油仪》开发的四氯

乙烯红外分光光度法测油方法，非常适用于《红外分光测油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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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红外分光光度法测油技术的完善及提高 
 

在我国没有颁布四氯乙烯红外分光光度法测油的标准方法之前继续采用现行的标准方

法（HJ 637-2012）是实现不间断工作的需要。虽然，四氯化碳和四氯乙烯的物理、化学性

质有差异,尤其是光学性质的差异显著。可是，根据专利表明这两种试剂的标准溶液和萃取

效率误差<|5|%，测量结果并没有显著差别。在当今没有比四氯乙烯更容易普及和没有高于

本标准的其他测油方法之前，直接采用四氯乙烯替代四氯化碳是当前别无选择的先进方法。

四氯乙烯的应用进一步完善了红外分光光度法测油技术，并保持了测油技术的先进性和普及

性，尤其是测量不同油品具有可比性，是过去的各种测油方法无法可比的。由于四氯化碳和

四氯乙烯毕竟是两种物质，测量结果有微小的差异是难免的。为了进一步缩小四氯化碳和四

氯乙烯测量数据的误差，需要调整如下问题： 

  1.采用四氯乙烯后与标准（HJ 637-2012）的差异 

    1.1现行的标准方法（HJ 637-2012）中需要将四氯化碳字样全部更改成四氯乙烯字样。 

    1.2标准方法（HJ 637-2012）第 1页 3.1，需要变更成： 

    “总油 Total oil 

    指在本标准规定的条件下，能够被四氯乙烯萃取，并扣除四氯乙烯本底吸收，且在波

数为 2930cm
-1
、2960cm

-1
、3030cm

-1
全部或部分谱带处有特征吸收的物质”加一段加黑字。              

    1.3 添加验证仪器的基本技术要求及解释（建议） 

    a) 各类红外测油仪不得采用水样中的含油量检验仪器性能,因水样中含油量在萃取中

不确定因素太多,不能保证含油量的稳定性和准确性，必须采用四氯乙烯配制的标准溶液检

验仪器性能，仪器检出限和方法检出限的换算：方法检出限=仪器检出限/萃取比，例如：

仪器检出限 0.4mg/L是指萃取剂中含油量,萃取水样的萃取比=1000mL（水样）:25mL（萃取

剂）=40，则方法检出限=0.4/40=0.01mg/L是水样含油检出限； 

    b) 测量 100mg/L 苯和甲苯的准确度要求误差<|10|%，是确定油品中芳烃的准确度。因

为，石油类中有很大部分含有芳烃,这是仪器的重要技术指标； 

    c) 测量 20mg/L异辛烷和正十六烷的准确度要求误差<|10|%，是确定油品中甲基和亚甲

基的准确度。因为，各种油品中甲基和亚甲基是主要成份，这是仪器的重要技术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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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测量 50mg/L油标准溶液，观察甲基分辨率 2960cm
-1
处和 2952m

-1
处的特征吸收峰（回

头峰），要求峰、谷透光度差值>1%,确定仪器是否缺失甲基。 

e) 其他技术指标按国标 HJ 637-2012检验。 

当检验仪器不合格，请及时与仪器生产厂家联系解决问题。在问题没有解决之前不得以

红外分光光度法测量的数据报出，不得参与红外分光光度法测油的执法、监测工作。 

    2 添加四氯乙烯的使用方法（建议） 

    2.1 添加四氯乙烯的标准谱图，让使用者一看便知哪些四氯乙烯是合格的； 

    2.2 添加采样器具的检验、所用玻璃器具及化学试剂的检验。 

各种器具、化学试剂的检验本是不应该出现的问题，可是在实际工作中出现的太多。加

到标准中进行管制，避免继续出现这种低级错误。 

    3 红外分光光度测油方法的研制历程及检验方法（简介） 

红外分光光度法测油技术是经历过重量法、紫外法和非色散红外法研制出的优秀方法。

该方法在我国研制期间是 1986年-1996年，在研期间由于没有红外分光光度法的专用仪器，

红外分光光度测油标准方法的研究工作无法进行。直到 1994年我公司下属企业《吉林市北

方电光应用技术研究所》投入大量资金克服了重重困难发明创造了“红外分光测油仪”产品

（不是实验装置）之后,才制定了该测油标准方法，在 1996年国家颁布了国标 GB/T 16488 

1996,成为我国第一部采用红外分光光度法测油的标准方法。直到 2012年国家重新修定了

HJ 637-2012进一步完善了红外分光光度法测油技术。自从 1995年“蒙特利尔条约”限制

使用四氯化碳至今，红外分光光度法使用四氯化碳测油就被列入我单位必须要解决的工作

中。因为，1994年后我单位贷款及财产全部投入了该项目上，需要等待贷款回笼。等来的

却是遍地生产“红外分光测油仪”的公司，北京居多。使我企业贷款利滚利在痛苦中挣扎，

陷入生不如死的困境，“红外分光测油仪”产品名称被北京某公司长期占用，阻塞了我企业

产品的销售（由于我国法律不完善和他打官司也不行），用户不识真假,有关权力机关却视而

不见，严重的影响了我企业的发展，一时间售后服务跟不上，产品更新速度也降下来。从此

我单位 20年来不再公布红外分光光度法测油的先进技术。时隔 20多年中国也没有改变不用

四氯化碳做萃取剂的红外测油技术问题。2013 年底，在某环境监测中心站的请求下，帮助

解决测油中使用四氯化碳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我们伤透了心，也很反感。由于，该站研究人

员为了国家利益，诚实讲述了工作难题，具有不怕死的奋进精神及诚信感，促使我们再走一

次伤心路，我单位决定提供帮助。当年公布了四氯乙烯纯度的标准及使用方法。并编写了《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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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氯乙烯替做萃取剂的红外分光光度法》专利，2015年申请发明专利，2018年授予了发明

专利权。实践证明：只有发明创造出红外分光光度法测油技术的《红外分光测油仪》产品的

单位，才有能力和有资格制定该技术的标准，才有能力控制该产品的质量。一切超越首创，

或相当于首创的怪事都是骗人的。有人只听首创得利，不见首创付出，根本不了解民企首创

不得利便是自杀的道理。实践证明：没有原创的《红外分光测油仪》发明创造，哪来的相

关产品、标准和规程！希望各位领导们、专家们、用户们支持原创。现今，其他企业生产的

“红外分光测油仪”是真的不符合《红外分光测油仪》产品标准。面对现实，我们无法回避

假货的普遍存在。让我们必须重视识别假货。由于，其他任何人、任何单位均没有编写检验

《红外分光测油仪》产品标准的资格。只有首创《红外分光测油仪》的单位才有能力、有资

格编写本检验规程。采用首创单位的部分企业标准，作为检定《红外分光测油仪》的标准是

正确的。由于，四氯乙烯替代四氯化碳技术上的变动原因，要求所有《红外分光测油仪》用

户以此为标准，统一检验方法，检验所用的仪器产品质量。用户可以自检、协检。 

    3.1 用四厘米石英比色皿置入四氯乙烯放在仪器中，调整仪器满度在 95%，然后，采用

“建立平台”功能测量四氯乙烯，测量结果与软件测量功能中的四氯乙烯标准图形对比，确

定是否符合要求。四氯乙烯合格后，用该四氯乙烯检验所用器具、试剂被油污染的程度，均

合格后，在配制 100mg/L苯和甲苯，配制 20mg/L异辛烷和正十六烷，然后，再配制油标准

系列； 

3.2 测量 100mg/L 苯和甲苯，要求误差<|10|%； 

3.3 测量 20mg/L 异辛烷和正十六烷，要求误差<|10|%； 

3.4 测量 0.4mg/L 混合标油在 2960cm
-1
 或 2930cm

-1 
处有特征吸收峰，不是大馒头峰； 

3.5 测量系列浓度，不得采用任何曲线修正，准确度符合国标； 

3.6 测量 50mg/L 混合标观察 2960cm
-1
处甲基是否丢失，要求甲基分辨率>1%； 

3.7 观察朗伯-比尔定律刻度盘，用手工从谱图吸光度开始，按国标计算公式计算； 

3.8 其他检验项目按 HJ 637-2012标准检验全部合格，判定该仪器合格。 

通过 HJ 637-2012 标准和《用四氯乙烯做萃取剂的红外分光测油方法》发明专利的合并，

可以得到四氯乙烯红外分光光度法测油技术的新的标准方法。具体制定出新的完整版本还在

进行中。相信不远的将来普及、提高四氯乙烯红外分光光度法测油技术后该技术不再“神秘”，

即将成为每个使用者的技术依托，使全国的测油数据具有代表性、灵敏性、可靠性和可比性。

该发明专利的免费公开使用，为普及红外分光光度法测油技术扫清道路，为正确防范、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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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污染提供具有代表性的真实数据打下基础。随着政府职能的改革,对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 

加大，采用四氯乙烯替代四氯化碳的红外分光光度法测油技术势在必行。 

4 本发明专利不授权其他企业的原因 

由于，红外分光光度法测油仪器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科技产品。不是众人议论的你有图，

我有图，你有数，我也有数，你能用，我也能用的问题。红外测油仪是执法工具，涉及到仪 

器技术来源是否合法，能不能符合创造者的技术要求，会不会产生与原创相克的技术问题， 

会不会埋下造假数据的根源，这些问题直接涉及到执法公不公平的问题，会不会出现数据造 

假的问题。这是个责任归属的大问题。目前，用户中已发现许多假的《红外分光测油仪》，

根本不符合真正的《红外分光测油仪》标准。假货常见的产品特征内容如下： 

    4.1 假货乱用修正曲线 

有人错误的认为：测量数据再经过标准曲线修正后数据会更准确，这是错误的。实际上， 

标准曲线的油品不能代表样品中的油品。也就是说：标准曲线中的油品本身就是一个不变的

油品，它的测量结果只能代表它的油品。有人不理解，认为标准曲线是采用国家标准油配制

的，怎么会不准？其实，环境中的各种油品多得很，无论你采用是国际标准油还是采用的国

家标准油配制的标准曲线中的油品均代表不了环境中的油品，这就是标准曲线没有油品变

化代表性的问题。该标准曲线只能是检验仪器的测量范围，不是修正仪器校正系数用的。准

确的仪器校正系数是不用任何曲线校正的。因油有三个响应值，2930cm
-1
、2960cm

-1
和 3030cm

-1
,

而修正曲线只有一个响应值，修定哪个响应值，怎么分？制作标准曲线只能采用一种油品，

水样中的油品是多种，无法确定哪种油品的标准曲线与水样中的油品一致，无法使用该曲线。

采用仪器自身的油品曲线,校正样品中不同的油品，强行使用标准曲线校正是个大错误。有

人认为：“用浓度值制作标准系列修正测量的数据更准确”这也是错误的，因为，用浓度值

制作标准系列的油品，不等于测量其它样品中的油品,这两种油品不是一个物品，无法修证。

真正的《红外分光测油仪》仪器校正系数是很准的，测量数据不用任何曲线修正，数据很准

确。假的《红外分光测油仪》做不到，必须采用曲线修正，测量结果是骗人的。 

4.2 假货单独测量 100mg/L 苯和甲苯误差极大，有的就十几个数，根本不符合<|10|%

的要求。苯和甲苯是油类中最常见的含芳烃油类，两者的红外谱图相差很大，能准确测量苯

和甲苯对仪器技术性能要求很高，合格的红外分光测油仪做的很好，假的做不到； 

    4.3 假货仪器校正系数没有准确性：测量 100mg/L(甲苯、异辛烷、正十六烷，1:1:1），

假货测量结果只有 20 几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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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假货单独测量 20mg/L异辛烷和正十六烷误差太大，假货超过|10|%； 

4.5 假货测量标准油看不到甲基的存在。这是一个能直接看到的技术问题。油有三个特 

征吸收峰，2960cm
-1
处没了，假货成了两波数； 

    4.6 假货检验纯净的四氯化碳，或四氯乙烯显示的吸光度不如不精制的纯，假货的仪器

设计出现了严重的低级错误无人纠正； 

4.7 假货测量 0.4mg/L 标准油见不到特征吸收。假货用大馒头峰替代特征吸收峰这是错

误的，因为，大馒头峰不是油的特征吸收峰，也就是说检出限达不到 0.4mg/L； 

4.8 假货测量的吸光度与浓度的关系不符合朗伯-比尔定律，假货在一个刻度盘上无法

显示（0-2）（A）的吸光度，影响了仪器测量范围和仪器校正系数的准确度； 

4.9 假货没有满度调整功能 

红外测油仪是光度仪器，作为光度仪器没有满度调整功能，毕竟是缺少功能。有人认为 

用计算机替代比较先进。其实，有了满度调整功能再用计算机控制效果会更好。没有满度调

整功能会使更换比色皿规格和萃取剂品种后，因光强变化很大，仪器校正系数准确度无法保 

证，仪器也无法正常使用； 

4.10 假货仪器的波长刻度、吸光度、谱图与显示数据没有可比性 

用鼠标检查刻度、吸光度，用手工代入计算公式计算与显示的数据差别很大，这是一个

不应该出现的技术问题。 

假货这些特征，是不符合四氯乙烯红外分光光度法测油技术要求的。当然，这些货物的

泛滥，与政府职能部门调整前的不作为、乱作为有关。现今，调整后的政府职能，加大了对

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保证了先进生产力向前发展。对假的《红外分光测油仪》必须认真清

理。所以，《用四氯乙烯做萃取剂的红外分光测油方法》发明专利不能授权于假的《红外分

光测油仪》，就是为了保证红外分光光度法测油技术的先进性、准确性、权威性和使用者的

依赖性，是责任和担当。假的《红外分光测油仪》是害国、害民。假货没有前期投入,损人

利己,害人不浅。本发明专利不可怜、救济假货。该发明专利不是垄断，是投资，是正确的

免费发展。 

    5 各种真假“红外分光测油仪”的分布现状 

由于，首创的《红外分光测油仪》产品与各种五花八门的红外测油仪产品在技术上相差

太大，除上述 10 条不同于真正的《红外分光测油仪》技术问题外，在其他技术上也没有可

比性。各企业的产品之间根本没有可比性，无法一并论之。主要是研究起点不同，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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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我企业对红外分光光度法测油技术研究的较早，起步于 1990年，1994年创造了“红 

外分光测油仪”，该仪器毕竟是世界上没有的仪器，无人知晓。我单位经过长年在全国大量 

的验证、实验、宣传，使业内人士认识了该仪器的优越性。该科研成果名称经过多方查新证

明是前人没有的，是我单位独创的专用产品名称，只代表我单位生产的《红外分光测油仪》，

是专用的产品名称，不是“公用”、“通用”、“随便用”的产品名称。1994 年通过国家环保

局科技司组织的科研成果鉴定会，填补国家空白，已经确定了“红外分光测油仪”产品名称

的归属。 

我单位的《红外分光测油仪》通过多年的付出，终于等到了国家认可和用户认可。这时

出现了许多生产“红外分光测油仪”的公司，几年后被照葫芦画瓢“山寨”的“红外分光测

油仪”遍地开花，各个企业大施翻天覆地之手段，各显其能，风风火火闹“秋收”。全国各

类百家企业生产出的各种五花八门的“红外分光测油仪”数量和销量都上去了，品质下来了，

现今许多产品已成为社会垃圾。严重的影响到了四氯乙烯红外分光光度法测油技术的普及及

提高。真正的《红外分光测油仪》只能傻傻的“立正，目瞪口呆”，20 年不说一句话。20

年后的今天，我们要说的第一句话就是：“闹够了没有”！“秋天”已经过去，国家各级政府

是不是需要冷静的想一想，一个自己国家创造的《红外分光测油仪》经过大规模造假，无人

管理会是什么样子？假如：中国的每一个企业都把翻天覆地的能力放在发明创造新品种上，

要比单一品种造假强百倍，中国在世界上的社会文明（知识产权）就不是今天的这个样子。

利用他人的产品名称卖自己的货，是假货销售的基本套路，该货无论好坏都是假货。政府、

专家、高人们应该懂得，这是个基本常识。假货没有自己的产品名称，借助他人的产品名称，

分利给销售公司销售，欺骗用户。现今，许多人不敢提假货，现实，又不得不承认假货的普

遍存在。由于，造假、售假无人管理使假货分布在全国各地。假的《红外分光测油仪》存在

许多无法弥补的技术缺陷，无法建立正确的四氯乙烯纯度标准。常见的真、假红外测油仪显

著特征差异见上表（1）。 

当然，假货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技术问题。假货与真货的产品特征确实相差太大。这就 

是同样的产品名称，不一样的产品特征，必定有一个是假货的判定。切记：“假货好？为什

么不建立自己的产品名称，创造自己的品牌”这也是假货的证据。 

5.2 我单位在技术上大胆摸索出采用卤钨灯-脉冲调制光源技术，也就是卤钨灯一闪一

闪的工作，当时专家们争论较大，费了大量资金和时间验证了该技术可行（现今许多红外测 

油仪生产企业都在用）； 

5.3 自从 1994年红外分光测油仪走向市场到 2002年被列入实验室仪器，这是个长期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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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没什么产出的年代，这段路其他红外测油仪生产企业走过的不多，甚至没走过。 

表（1） 

真正的《红外分光测

油仪》基本特征 

假的《红外分光测油仪》的基

本特征 

假的《红外分光测油仪》技术缺陷及

错误 

刻度采用朗伯-比尔

定律 

刻度采用线性刻度 一个刻度盘不能显示吸光度(0-2) (A) 

不用其它曲线校正 用不变的油品标准曲线测量校

正可变的油品水样 

任何一种标准曲线的油品代表不了

其它的油品，强行校正是错误！ 

特 征 检 出 限

<0.4mg/L 

用大馒头峰替代油的特征峰 大馒头峰不是油的特征吸收峰，属于

技术乱用。 

仪器校正系数准确 仪器校正系数准确相当差 测量单一标准油误差很大 

测量苯和甲苯准确

度高 

很少测量 测量误差>|10|% 

测量结果不受油品

变化影响 

油品变化测量数据无准确性 油品变化后测量后误差>|10|% 

可正确显示萃取剂

的纯度 

萃取剂越纯，吸光度越大，显

示内容错误 

仪器设计中的低级错误 

通过上述比较，因为，各企业的红外测油技术来路和经历根本不在一条起跑线上，技术

基础根本不同，生产的产品技术差距太大，根本不是同一类产品。有人只听首创得利，不见

首创付出，根本不了解民企首创不得利便是自杀的道理。过去，在全国所有的采购招标工作

中，没有一家给发明创造加分的。而是，想方设法限制民企首创得利，这就是所谓的“公平”。

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创造者企业不如造假者企业寿命长的主要原因之一。 

6 本发明专利在普及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我们普及过四氯化碳的过程，会想到四氯乙烯替代四氯化碳可能出现的问题。四氯乙烯

替代四氯化碳看起来简单，做起来难。尤其是刚开始，普及过程和四氯化碳一样艰难。广大

用户遇到的技术问题往往是实验室的技术问题，也需要我企业解决。可以说用户遇到问题后，

首先联系的是我们。到后期就不存在难的事了。所以，需要用户有一个适应过程是正常的事。

初期使用四氯乙烯会遇到各式各样的技术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6.1 四氯乙烯不稳定。世上没有绝对稳定的化学试剂？只能谈谈相对稳定。质量好的四

氯乙烯能放置几年不变。当与空气接触、阳光照射及其他气体接触均会变质，只要在使用前

先用 pH试纸检测酸度要求 pH>6，然后，再用仪器“建立平台”检验是否合格就可以了； 

6.2 有的四氯乙烯容易酸化，这与四氯乙烯的原材料和制造工艺有关。在测量中发现酸 

化，请将四氯乙烯用清洁水萃取提纯，然后，再通过无水硫酸钠除水，可以继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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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没有用四氯乙烯配制的油标准溶液怎么办？可以自己配制。我单位有现货，小东西 

成本挺高的，可少量购买后做参比。 

6.4 标准溶液的资质问题。我们只能说：没有我们的《红外分光测油仪》发明创造，哪

来的相关产品、标准及规程的应用！我们在发明创造中已经应用了许多标准，只是特别的标

准溶液还没有委托有资质的单位生产。市面没有就先用着吧。 

6.5 满度不太稳定。由于，南方的温度和湿度比北方高，许多四氯乙烯会吸附空气中的 

水分，包括比色皿，产生满度不稳的现象。在实验前，将比色皿用热风枪吹干，四氯乙烯先

通过无水硫酸钠吸附，检验合格后，再配制各种标准溶液。由于，四氯乙烯的来源不同，有 

的四氯乙烯在秋、冬季较稳定，其他月份也有变化。使用时选一选。 

6.6 四氯乙烯的味比四氯化碳大，是否毒性也大？ 

首先，要说明四氯化碳的毒性比四氯乙烯大。但是，达不到影视里看到的闻一下就死人 

的程度。不要自己吓唬自己。四氯乙烯是衣物的干洗剂，长期在高浓度气体的环境中工作，

对人的身体健康有影响。至于，浓度多高，时间多长，好像每个单位没有规定。四氯乙烯就

像士兵的武器，使用时不要将瓶口对准自己。要科学的了解四氯乙烯的毒性，不要无限放大

四氯乙烯的毒性。因为，我们毕竟不是食品行业，接触的化学试剂绝大部分都有毒。不能只

拿四氯乙烯开涮。 

7 其他问题 

7.1 四氯乙烯与玻璃棉有反应？ 

在化学界，各种化学试剂均会或多或少的有化学反应，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用在四氯

乙烯与玻璃棉上不太恰当。因四氯乙烯与玻璃棉的化学反应，理论上是不存在的，即使存在

也是感觉不到的。为什么四氯乙烯经过玻璃棉就出现较高的杂质？这主要是四氯乙烯中含有

游离氯，遇到玻璃棉会游离出更多的氯加速四氯乙烯、玻璃棉和空气中微量水的分解产生 

CHn有机物，大部分是有机酸。使人错误的认为四氯乙烯与玻璃棉有反应。由于，玻璃棉容

易吸附油类，使用时用四氯乙烯多清洗几次后检验纯度。不存在四氯乙烯与玻璃棉有化学反

应的现象。 

7.2 四氯乙烯不稳定，遇臭氧会分解？ 

目前的四氯乙烯稳定性确实还不够理想。但是，不至于不能用。好的四氯乙烯放置几年

也没有发生变化。就是放置在产生臭氧的盒子里也没什么变化。说明，好的四氯乙烯是比较 

稳定的。不存在遇臭氧就会分解的问题。有的四氯乙烯即是纯度很高，放置不久就变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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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不到原因和理由。这样的四氯乙烯可能是因为原材料和生产工艺造成的。用时，选一选。 

随着科技的进步，会出现各种稳定剂使四氯乙烯更加稳定。 

7.3 四氯乙烯的萃取效率偏低？ 

四氯乙烯替代四氯化碳，不可能做到 100%的一模一样。不同的是四氯化碳在 2930cm
-1

处没有特征吸收峰，而，四氯乙烯有，还挺高。所以，在使用四氯乙烯时，要求扣除本底值。 

四氯乙烯的萃取效率与四氯化碳的萃取效率相近，不影响使用。目前，还没有发现比四氯乙 

烯更好的萃取剂代替四氯化碳。四氯乙烯萃取效率的高低已经没有进一步争论的必要。 

7.4 用户自己修正仪器校正系数是应该的？ 

仪器校正系数的准确性是仪器生产厂家的事。用户检验仪器的性能、指标是自己的事。 

不要理睬仪器校正系数准确度的各种说法。仪器检验方法：测量四氯乙烯的标准图形，测量

100mg/L苯和甲苯，测量 20mg/L异辛烷和正十六烷，测量 0.4mg/L混合标油确定检出限（大 

馒头峰不算，因为不是油的特征吸收峰），再测量系列混合标油确定测量范围。用手工按国

标计算公式计算，从谱图吸光度开始计算。仪器不合格直接让仪器生产厂家负责解决，用户

没有生产仪器和修正仪器参数的经验。 

7.5 红外测油仪的国家检定规程是北京某公司编写的对吗（简称“北京规程”）？ 

由于，我们的首创产品《红外分光测油仪》采用四氯乙烯替代四氯化碳的技术转换、验

证时间较长，使更新产品检验规程编写工作被延迟。北京某公司编写的 JJG 950-2012“北

京规程”，引用过期的标准和不靠谱的条款以示权威。其实，该“北京规程”的编写人员和

编写单位，均没有参加过 1994年前红外分光光度法测油仪器项目的研究工作，根本不了解

首创测油仪产品的技术内涵，哪有能力和资格，编写该产品检验规程？却弄出个不靠谱的“北

京规程”以国字为名，欺压首创，践踏知识产权达到了让人无法忍让的程度。该“北京规程”

没有测油的核心技术，为假货提供挡箭牌。用户请注意：不论哪级部门政府用这个“北京规

程”检验《红外分光测油仪》，就是本末倒用、技术乱用、职权乱用、品质乱用。用户可以

拒绝，并有能力上诉国务院制止该级部门政府的胡作非为。实践证明：只有发明创造出红外

分光光度法测油技术的《红外分光测油仪》产品的单位，才有能力和有资格制定、编写该技

术标准，才有能力控制该产品的质量。一切超越首创，或相当于首创的怪事都是骗人的。 

7.6 《红外分光测油仪》产品名称是公用产品名称吗？ 

1994年我单位发明创造了一个世界上没有名称的新产品，这个新产品起名叫做“红外 

分光测油仪”，根据国内、外查新报告表明世界上没有该产品名称。该产品名称是这个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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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专用产品名称，具有占先权。其他，任何人、任何权利，都没有资格将该产品名称霸占 

成“公用”、“通用”、“随便用”，更没有资格随便生产这个产品。事实很清楚，苹果是公用

名称,手机也是公用名称,把苹果和手机组合后就是专用名称“苹果手机”。你能随便生产“苹 

果手机”吗？其他企业可根据自己的自主产品特征建立自己的产品名称，我们无权阻拦。例

如：《红外光度测油仪》、《红外分光光度测油仪》、《红外测油仪》、《红外色散测油仪》、《红

外扫描测油仪》、《红外光谱测油仪》、《扫描式红外测油仪》、《色散型红外测油仪》、《水中油

分测定仪》等等多的是。因此，可以确定，不是我单位授权生产的《红外分光测油仪》都是 

假货。任何单位使用假货测量的数据均存在数据造假的嫌疑。在产品名称非常富裕的今天：

“假货好？为什么不建立自己的产品名称”，为什么将我单位老牌的《红外分光测油仪》专

用产品名称说成“公用”，就是因为我企业的《红外分光测油仪》做的很好。不法公司借助

《红外分光测油仪》产品名称卖自己的货，用自己的货贴上《红外分光测油仪》的牌直接造

假，以假乱真，害国、害民。不知有多少优秀实验人员使用假货背上了数据造假的黑锅。有

经验的实验人员，在工作之前，先检查仪器是不是合格，是不是假货，避免使用假货背上数

据造假的黑锅。 

7.7 红外分光光度法测油仪器是计量器具，使用中应注意什么？ 

    涉及油污染监测的仪器，要求：1仪器生产厂家的技术来源必须合法。要特别注意，假

货本身就不合法，无法使用。2 仪器测量的数据要准确。3 按标准方法操作（非仪器操作）。 

7.8 用四氯乙烯替代四氯化碳仪器操作有改动吗？ 

《红外分光测油仪》中有选择四氯化碳和四氯乙烯的功能，只要选择四氯乙烯功能，按

厂家设定的参数使用即可。仪器操作方法和四氯化碳一致。不同的是仪器满度值有原来的

80%上调到 95%。建立平台时，两者的谱图不一样，在测量界面左上部，点击标准谱图，参

见四氯化碳和四氯乙烯的标准谱图对照观察。不同的是用四氯乙烯测量去掉了波长 3450nm

油品之外的干扰峰。 

7.9 分别采用四氯化碳和四氯乙烯测量同一样品，测量数据有点差别，以哪个为准？ 

以四氯乙烯为准。因为，四氯化碳在 2010 年我国政府已经禁止使用四氯化碳了，四氯 

化碳测量的数据即使很准确，也没有意义。当四氯乙烯与四氯化碳共存时，以四氯乙烯为准。 

7.10 分别采用了不同厂家生产的测油仪，测量结果有误差，以哪个为准？ 

以真正的《红外分光测油仪》为准。因为，真正的《红外分光测油仪》是红外分光光度 

法测油技术的首创，又是四氯乙烯纯度标准的创造者，跟随者要向前看齐。有人错误的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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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某产品是在《红外分光测油仪》基础上改进”的。他人“改进”的红外分光测油仪不再 

是真正的红外分光测油仪。是假货。 

7.11 为什么只采用四氯乙烯做萃取剂，采用其它化学试剂是否可以？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能用在红外分光光度法上的萃取剂必须是符合“蒙特利尔条约”、

没有碳氢键、是液体溶剂、红外透光度要好、价格不要太贵、比较常用、有一定的稳定度的

有机化合物。通过这些条件的筛选，剩下的就没有几种可用的萃取剂了。民用四氯乙烯常作 

为衣物的干洗剂，需要精制。红外分光光度法测油技术要求四氯乙烯纯度极高，称为专业纯，

见四氯乙烯的标准图形。该四氯乙烯标准纯度是经过多年挑选出的不太理想，又没有超过它

的其它试剂。最不理想的是它在波数 2930cm
-1
处有特征吸收峰，干扰了油中波数 2930cm

-1 

处的测量值。在使用中一定要扣除。为什么四氯乙烯中没有 CH2，确在波数 2930cm
-1
处有特

征吸收峰。这是个非常非常专业的问题。可能是由于四氯乙烯中各个σ键、π键的各种结构 

形成的谐波振荡产生的吸收，当然这不是四氯乙烯的主要能量。根据四氯乙烯的摩尔能量图

可看出，它的最高吸光度并不在波数 2930cm
-1
处。这方面的理论探讨与我们的红外分光光度

法测油技术相差太远了。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服务范围。 

7.12 什么是特征吸收峰？ 

    特征吸收峰是指某物质在自身的波数和带宽下，吸光度从小到大，再从大到小的回头峰。

我们通常说的锐锋。例如：在波数 3030cm
-1
、2960cm

-1
、2930cm

-1
任一处锐锋，都规定成是油

的特征吸收，说它不是油也是油，就这么规定。它们的带宽随着浓度的提高而加宽，当浓度

较低时，带宽一般是±10cm
-1
。当浓度较低，带宽很宽像一个大馒头峰，这样的吸收峰是本

底峰，或干扰峰，不是油的特征吸收峰。 

7.13 仿制的《红外分光测油仪》是否可以使用该发明专利? 

《红外分光测油仪》不是药品。本发明专利不支持无授权仿制《红外分光测油仪》的公

司。通过技术转让获得生产权的可以使用该发明专利。《红外分光测油仪》面对全国经常使

用的用户不足万户，不过是我企业 2年的生产量，我单位各种产品早已全面系列化，价位从

低到高，真品已过剩,还需要大规模仿制吗?。保证《红外分光测油仪》产品质量和性能才是

关键问题。该发明专利只能用在不侵权，合格的红外分光光度法测油仪器上。当然，仿制和

造假是不同的，仿制的产品名称与其它产品名称是有区别的，而造假就是利用别人的产品名

称卖自己的货。两者性质不同。由于，《红外分光测油仪》是计量器具，造假、售假、助假、

用假都是违法的，严重者是犯罪。不可否认，当今造假、售假、助假、用假比较普遍，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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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认识没有跟上，一些高人不可能永远的容忍使用假货做监测、检测和执法工作。不管将

来怎样，任何人将假货通过各种手段转换成真货都是要承担责任的。因为：真的假不了，假 

的真不了。我们鼓励有能力的企业在不侵权的基础上进行技术上创新。 

7.14 为什么必须测量 100mg/L苯和甲苯、20mg/L异辛烷和正十六烷，检验仪器性能？ 

红外分光光度法测油技术的最大特点就是测量各种油品的数据均有可比性。由于，全球

各种油品千差万别，在化工行业，含各种芳烃的油品比较多，在食品行业含亚甲基比较多， 

在石油精炼中甲基比较多。考虑到各方面的油品，筛选出同样浓度吸光度差异比较大（苯和

甲苯），经常使用的油品（异辛烷和正十六烷），作为考核红外分光光度测油仪器的性能。特

别是测量 100mg/L苯和甲苯。只有，测量这四个标准溶液合格，才能确定仪器基本合格。 

7.15 我用的“红外分光测油仪”也有标准曲线，是不是也有问题？ 

   真正的“红外分光测油仪”也有一条标准曲线，但，不是测油用的。测油的时候标准曲 

线 Y=1X+0 不参与测油数据的计算。该功能是用在测量其它项目上，例如：三乙胺、乙醇等

几十种测量项目，它们需要标准曲线。真正的“红外分光测油仪”是一台多功能仪器。 

7.16  能不能采用三氯三氟乙烷代替四氯乙烯？ 

不能。三氯三氟乙烷和四氯化碳均被列入“蒙特利尔条约”，限制使用。目前，能替代

四氯乙烯做红外测油的化学试剂并不多。有的试剂特别昂贵，有的特别难精制，有的特别不

稳定，有的市面上很少能见到，有的萃取效率特低，有的粘度特别大等等原因。扣除这些因

素，剩下的只有这个不理想的四氯乙烯，虽然不理想，但是，能用。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建立

红外分光光度法测油技术专用纯度的四氯乙烯标准。这是个看起来非常简单，做起来非常难

的课题。红外分光光度法测油技术专用四氯乙烯标准的建立，成为发明专利，是一件不容易

的事，它的发明为红外分光光度法测油技术打下基础。 

7.17 四氯乙烯能不能测量用四氯化碳配制的油标准溶液？ 

不能。由于，四氯乙烯和四氯化碳的红外透光度本底值相差太大。当采用了四氯乙烯，

对所用的采样器具、所用玻璃器具、所用的化学试剂的检验，及油的各种标准溶液，必须全

部采用四氯乙烯，不得与四氯化碳混用。 

7.18 四氯乙烯油标准溶液的稳定性 

    四氯乙烯纯度越高，往往越不稳定。用四氯乙烯配制的油标准溶液是否稳定？高浓度油 

标准溶液 10g/L在安瓶地下室放置 5年基本没有变化。也就是说油在四氯乙烯中起到了稳定

剂的作用。当油标准溶液浓度较低时，长期放置可能会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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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9 《红外分光测油仪》的产品类型识别方法 

《红外分光测油仪》产品可分为三类，一类是首创（原创）产品，二是合法仿制品，三 

是不合法仿制。一类是首创产品。又称发明创造，原创。该产品是国内、外没有的产品，它

的前期投入技术风险很大，资金投入较大，时间投入也很长，有人称“谁创新，谁先死”。

所以，发明创造行业是高风险行业。当然，首创的产品质量也是一流的。二类是合法仿制品。

仿制品经首创人的授权，或同意（技术转让），采用首创的企业标准生产产品，该仿制企业

没有前期的技术风险和资金投入，当产品出现技术问题时，发明人有责任解决问题。目前，

我国已有许多家合法仿制《红外分光测油仪》产品的企业。因为，采用的是一个生产标准，

当然，产品质量也是一流的。三类是不合法仿制。由于，未经过创新产品人的授权，或同意，

无法了解创新产品《红外分光测油仪》的生产标准及内涵，也采用卤钨灯一闪一闪的技术，

照葫芦画瓢，避开关键技术，偷工减料组装的装置。因为，采用的不是一个生产标准，当然

不是一样的产品，这样的仿制品以《红外分光测油仪》产品名称销售，这就是“同样的产品

名称不一样的产品特征”，就是假冒货。该不法仿制企业没有前期的技术风险和资金投入，

没有技术来源，当产品出现技术问题时，发明人没有责任解决他的技术问题。不法仿制品，

最大的问题是不符合红外分光光度法测油技术的基本要求。用起来总会出现假货的现象。 

7.20 四氯乙烯纯度标准的发明专利是不是有排挤他人的嫌疑？ 

这个问题要看你是谁？站在哪里？假若你站在创造者的位置，就会体验到创造者为了社

会进步是多么的艰难，创造者有前期大量的投入，多么需要按劳获利，收回投资。假若你站

在非法仿制者的位置，就会认为按劳获利不公平，前期投入不算，要看仿制产品的质量和数

量。这就是两种对立观点的利益争夺战。没有能力创造的单位总会指责首创单位获利不“公

平”。其实，不创造找理由抢夺他人的成果，才是获利不公平。 

7.21 四氯乙烯的纯度，为什么要参照四氯乙烯的红外标准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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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四氯乙烯的纯度很难用数字表达清楚。用数字描述四氯乙烯纯度是各种文章、文 

件格式的特殊要求而已。四氯乙烯纯度用红外谱图显示让人一看就懂。见合格的四氯乙烯标 

准图形。该图形很容易记忆，假若，采用数字描述，需要相当多的数据也不如该谱图清晰明

了。只要测量所用的四氯乙烯合不合格与该标准图形对比一目了然。 

7.22 红外分光光度法测油技术采用四氯乙烯会不会很快的被其它试剂取代？ 

这是个不必担心的问题。四氯乙烯替代四氯化碳用了 20多年的时间，其它试剂必须有

理由替代四氯乙烯，需要研究的时间很长。到那时人们会有更好的方法解决这类问题。 

7.23 有没有更好的测油方法替代红外分光光度法测油技术？ 

没有！油与其它的测量项目最大的不同是：油有三个特征响应值 2930cm
-1
、2960cm

-1
和

3030cm
-1
，它们之间吸光度的比值随着油品变化而变化。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油品能代表所

有油类。也就是说，无论是国际油标准溶液，还是国家的油标准溶液均代替不了所有油类。 

满足油的特征条件只有红外分光光度法，其它的测油方法偏离油的特征条件太远，无法比。

用其他的测油方法测量的数据与红外分光光度法测量的数据对比，以红外分光光度法为准。 

7.24 该发明专利是否可用在傅里叶红外分光光度计上？ 

四氯乙烯理论上可以用在傅里叶红外分光光度计测油技术上。因为，《红外分光测油仪》

和傅里叶在仪器结构和工作原理上的差别，傅里叶用起来非常麻烦。四氯乙烯的纯度标准是

用《红外分光测油仪》开发的，用在傅里叶红外分光光度计上的兼容性并不好。《红外分光

测油仪》是在各种红外分光光度计的基础上研制的专用红外测油仪，针对测油技术《红外分

光测油仪》要比任何一种红外分光光度计测油技术要好。采用傅里叶红外分光光度计测油太 

麻烦、不太好用，还挺贵的。建议，采用《红外分光测油仪》做测油工作。 

7.25 我企业采用四氯化碳测量产品中油，有许多年的工作经验了，是不是可以不用四

氯乙烯？ 

建议，还是尽早的更换成四氯乙烯，因为，采用四氯乙烯对企业内部采用四氯化碳测量

产品中的含油量相差很小。当，在国内、外产品技术数据交流时，用四氯乙烯测量的结果更

有说服力。何况，我们国家已经禁止使用四氯化碳。再说，四氯乙烯替代四氯化碳红外测油

技术难度并不大，早更换早获利。 

7.26 《红外分光测油仪》与傅里叶红外分光光度计测油技术差别 

傅里叶红外分光光度计是各种红外分光光度计中最先进的红外分光光度计，具有扫描速

度快、测量光谱范围宽，分辨率高等特点，广泛的应用在医药、试剂分析。用作红外测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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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不如《红外分光测油仪》灵敏、稳定。而《红外分光测油仪》具有灵敏度高，专业性强，

主要用在专业的红外测油领域，用在其它物质定性分析方面远远不如傅里叶红外分光光度计

的测量光谱范围宽。两者的用途不同。各有针对性。许多单位已有傅里叶红外分光光度计，

在实际测油工作中经常使用的确是《红外分光测油仪》。 

总结： 

采用四氯乙烯替代四氯化碳是红外分光光度法测油技术的变革，它要解决的是全国乃至 

全球测油数据的代表性、准确性、可比性和可靠性的问题。做好测油技术的改革工作，必须 

严加管控败坏红外分光光度法测油技术权威性的各类假货。统一测量方法、统一对仪器的检

验方法才能保证测量数据具有代表性、准确性、可比性和可靠性。该四氯乙烯红外分光光度

法测油技术的具体普及时间由国家决定。我单位只是做好技术支持准备工作。 

我国在 1995年就开始限制采用四氯化碳，可是迟迟没有解决四氯化碳的红外测油问题。

我们有责任，政府有责任，用户也有责任。我们的责任：给个说法是为了自身生存，没有及

时为国家提供技术支持，原因是我们没有能力保护《红外分光测油仪》产品名称不被他人“公

用”。政府明知我们是发明创造《红外分光测油仪》的单位，采购时却按民用商品招标：价

格 80分，技术 20分，发明创造没有分，剔除了发明创造。频频出现，同样的产品名称，不

一样的产品特征，必定有一个是假货，这是个基本常识也无人过问，假货也能疯狂中标。用

户只管使用，没有测量苯和甲苯的误差有多大，也没有注意修正曲线的含义。随便修正原始

数据意味着什么不多想。准确的仪器校正系数是不需要任何曲线校正的，这是个原则性问题，

没人搭理你。正因如此，严肃的红外分光光度法测油技术的普及工作成为闹剧。这些事情虽

然都已经过去。如今，为了做好测油技术的改革工作，需要重新认识红外分光光度法测油技

术的来龙去脉，认清真假，重新确立责任归属。需要用户重新对所用的红外测油仪检验，检

验四氯乙烯的标准图形，观察是否符合标准，检验 100mg/L 苯和甲苯、检验 20mg/L异辛烷

和正十六烷、根据油的计算公式按图形的吸光度计算原始数据（注意：修正后的数据不是原

始数据），检验 0.4mg/L 混合油标液（大馒头峰不算，因为不是油的特征吸收峰），确定仪器

是否合格。对不合格的仪器，不需要各种说法和解释，无论使用了多少年，生产厂家必须无

条件彻底解决，直到合格为止。当发现“红外分光测油仪”是其他公司生产的，我们确定它

就是贴牌假货，不具备真正的“红外分光测油仪”技术特征。假货存在许多技术错误，使用

假货必然承担数据造假的嫌疑。杜绝假货是你我的责任。因为，只有使用不侵权、合格的仪

器，四氯乙烯替代四氯化碳的红外分光光度法测油技术改革工作才能顺利进行，实验人员才

能做好本职工作，才能避免原始数据造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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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外分光测油仪》创始人：何秉站先生简介 

 

何秉站先生：生于 1954年 9月 23日，吉林人。1970年下乡，1974年-1977年毕业于

延边大学化学系。在校期间从事过许多环境监测工作，对分析仪器有特殊的偏爱。毕业后被

分配到延边电台 715台做机务工作，1979年调到延边州建委环境监测站（那时没有环保局）

从事环境监测工作。1988调入吉林市科学技术研究所工作，完成了新型测汞仪科研课题并

获省科技进步三等奖，1990年“下海”并在 1993 年成立了“吉林市北方电光应用技术研究

所”任所长（现任“吉林市吉光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下海”后主攻红外分光光度

法测油分析仪器的研制工作。1994年成功的发明创造了《红外分光测油仪》（专利号：ZL 94 

2 19446.2），并通过国家环保局科技司组织的鉴定会，填补国内空白。为我国实施“红外分

光光度法测油标准方法”奠定了基础。为国家做出了贡献。他从事环境监测工作 40年，是

我国红外分光光度法测油技术的领路人。他创造的卤钨灯一闪一闪工作的红外测油仪，成为

我国现今所有红外测油仪器的基础技术，都在用。他在红外分光光度法测油仪器领域最有权

威、最有能力、最有资格，是《红外分光测油仪》之父。在红外测油技术领域任何人凌驾何

秉站先生之上都是无知可笑、自不量力。何秉站先生获得的专利有《红外分光测油仪》（ZL 94 

2 19446.2）、《射流萃取器》（ZL 00 2 10065.7）、《冷原子吸收微分测汞仪》（ZL 2010 2 

0631136.X）、《射流萃取-红外苯酚测定仪》（ZL 2010 2 0631338.4）、《气味谱图仪》（ZL 2015 

2 030584.5）、《用四氯乙烯做萃取剂的红外分光测油方法》（ZL 2015 1 0282854.8）内容是

四氯乙烯纯度标准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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