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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修改采用ISO 4626:1980((挥发性有机液体 原料用有机溶剂沸程的测定））（英文版）。

    本标准根据ISO 4626:1980重新起草。在附录A中列出了本标准章条编号与ISO 4626:1980章条

编号对照一览表。

    考虑到我国国情，本标准在采用ISO 4626:1980时做了一些修改。有关技术性差异已编人正文中

并在它们所涉及的条款的页边空白处用垂直单线标识。在附录B中给出了本标准与ISO 4626:1980技

术性差异及其原因的一览表以供参考。

    本标准代替GB/T 7534-1987《工业用挥发性有机液体 沸程的测定》。

    本标准与GB/T 7534-1987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 将标准适用的沸点范围由（50-200)℃修改为（30-300) *C (1987年版的第一段，本版的第1

        章）；

    — 增加200 mL蒸馏烧瓶规格（1987年版的3.1；本版的5. 1);

    — 调整了温度计的尺寸规格（1987年版的3.2；本版的5. 2) ;

    — 增加了使用电加热器的蒸馏装置图（见图3);

    — 增加了安全及预防措施和引起过热的因素及操作注意事项（见第6章和第9章）；

    — 调整了对冷却水温度的要求(1987年版的第4章；本版的7.4);

    — 增加了对试样温度的要求（见7.4);

    — 对于回收总体积的要求由不小于98 mL修改为：对于非粘稠液体不应小于97%（体积分数）和

        对于粘稠液体不应少于95%（体积分数）(1987年版的第5章；本版的8. 6) ;

    — 增加了沸点随压力变化校正值表中化合物的种类（见附录C);

    — 给出了方法精密度（见10. 4) ,

    本标准的附录A、附录B和附录C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化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有机分会（CSBTS/TC 63/SC 2)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化工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郭燕玲、董蔚。

    本标准于 1987年3月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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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用挥发性有机液体 沸程的测定

    ．告— 本标准未提及同标准使用有关的所有安全问题。使用者有资任采取适当的安全和健康措

施，并保证符合国家有关法规规定的条件。有关的安全和预防措施的说明见第6章。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挥发性有机液体沸程的测定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常压下沸点在（30̂-300)0C，并且在蒸馏过程中化学稳定的有机液体（如烃、醋、醇、

酮、醚及类似的有机化合物）。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3723  Y业用化学产品采样安全通则（GB/T 3723-1999,idt ISO 3165:1976)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 1

    初馏点 initial boiling point

    在标准条件下蒸馏，第一滴冷凝液滴从冷凝管末端滴下时观察到的瞬间温度（必要时进行校正）。

3.2

    干点 dry point

    在标准条件下蒸馏，蒸馏瓶底最后一滴液体蒸发时观察到的瞬间温度。忽略不计蒸馏瓶壁和温度

计上的任何液体（必要时进行校正）。

3.3

    沸程 boiling range

    初沸点与干点之间的温度间隔。

3.4

    终点，终馏点 end point, final boiling point

    在标准条件下蒸馏，蒸馏进行到最后阶段观察到的最高温度（必要时进行校正）。

4 方法提要

    在规定条件下，对100 mL试样进行蒸馏。有规律地观察温度计读数和冷凝液体积，从温度计上读

取初馏点和干点，观测数据经计算得到被测试样的沸程，结果校正到标准状况下。

5 仪器

5.1 蒸馏烧瓶

    耐热玻璃制成，容量为100 mL或200mL，如图1所示。

    注：为防止在新烧瓶中的液体过热现象，可在烧瓶的底部放少量酒石酸，经加热分解生成碳沉积在烧瓶的底部，再

        将烧瓶用水冲洗，用丙酮淋洗、干操备用（例外：对于双丙酮醉的燕馏，为避免其初馏点的不稳定，蒸馏烧瓶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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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洁的且无残留的碳分解物）。

5.2 温度计

    棒状水银一玻璃型，充氮、搪瓷衬底，且符合表1要求。若采用全浸式温度计，分度值应为0.1℃或

0. 21C，并应采用辅助温度计对主温度计在蒸馏过程中露出塞上部分的水银柱进行校正。辅助温度计一

般为棒状水银一玻璃型，温度范围为（(0̂-50)0C，分度值为1 0C o

    使用者可根据被测物质的特点选择满足精度要求的其他温度计。

    温度计在使用之前应进行检定。

                                        表 1 温度计规格

共
5.3 通风革和耐热隔板

    使用煤气灯的通风罩，截面为矩形，上顶和下底均开口，用0. 7 m。或0. 8 mm厚的金属板制成，通

风罩的两个正面各有两个直径为25 mm的圆孔，其中心应低于罩顶端约215 mm。通风罩的四个面上，

每一面都有3个直径为12. 5 mm的圆孔，其中心应在通风罩底端以上25 mm。通风罩两侧顶端向下开

有竖直的槽，用于安装冷凝管。通风罩正面开门。通风罩尺寸及孔的位置如图2所示。

    通风罩中水平支撑两块硬质的6 mm厚的石棉耐热隔板。中间开有圆孔，上块孔径约为 50 mm.

下块孔径约为110 mm，两孔在同一圆心上。耐热隔板应与通风罩的四壁严密吻合，确保热源产生的热

量不从四边散发出来。石棉耐热隔板也可用陶瓷架和陶瓷板代替。

    当使用电加热器时，可用一个厚度为（(3-6)mm、中心孔直径为32 mm或38 mm、边长为15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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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方形陶瓷板，直接放在电加热器上。当使用电加热器时，通风罩下部可用调节支架来调节，使加热

器适合蒸馏烧瓶的高度，见图3。

                                                                                                  单位为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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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圈2 使用煤气灯的燕馏装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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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为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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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视圈 俯视图

                                圈 3 使用电加热器的燕馏装2

5．4 热源

    可调节的煤气灯或电加热器。应能产生足够的热量，使流出液按8.3所规定的蒸馏速率流出。应

使用与煤气灯加热相比较能得到满意结果的电加热器，并应考虑引起过热的因素。其他能满足试验要

求的热源也可使用。

    注：若使用电炉加热，炉盘直径应尽量小，一般为75 mm左右；电炉丝功率应从。-1 000 w可调。

                                                                                                单位为毫米

七日
                                        圈4 1型冷凝器

5.5 冷凝器

5.5.1  1型冷凝器如图2中所示，冷凝管由长约560 mm无缝黄铜管制成，其外径14 mm，壁厚（(0.8-

0. 9) mm，外围是金属槽，冷凝管在槽中与冷却液的接触长度约为390 mm，上端露出部分长约5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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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端露出部分约为115 mm，向下弯曲部分长约76 mm，向下弯曲使其在蒸馏时能与接收器内壁接触，

接触点应在援收器顶端以下（25-32)mm。冷凝管下端切成锐角。金属槽容积不少于5. 5 L。底端有

进水口，上端有出水口。

5.5.2  II型冷凝器如图4所示，硼硅酸盐玻璃制。冷凝器内管：内径：(14.0士1.0)mm；壁厚：(1. 0-

1. 5) mm；直管部分长：(60。士10)mm；尾部弯管长：(55士5)mm；弯管角度：97“士30；冷凝器水夹套长度：

(450士10)mm；水夹套外径：(35士3)mmo

5.6 接收器

    容量为100 mL的量筒，分刻度1 mL。见图5,

                                                                                                单位为毫米

                                                                                              1.75士0.25

                                                          十日 1 胜兰兰se止竺」

  c4   N                                  5040302010
                                          图 5 接收器

5.7 气压计

    精度为0. 1 kPa,

6 安全和预防措施

6.1 有关采样的安全应符合GB/T 3723的规定。

6.2 某些溶剂和化学中间体，特别是醚类和不饱和化合物，在存放过程中可能产生过氧化物。当蒸馏

这些化学品时，特别是在接近干点时，这些过氧化物可能存在爆炸的危险。如有必要，应预先进行过氧

化物的试验，或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

    注：过氧化物试验：在与试样等体积的预先加人约100mg碘化钠或碘化钾的冰乙酸中加入（(0. 5.1. 0) mL的被测试

        样。出现黄色，指示试样中有低浓度的过氧化物；出现棕色，指示试样中有较高浓度的过氧化物。

6.3 绝大多数有机溶剂和化学中间体都会燃烧，蒸馏时可能着火，应采取预防措施。如：检查烧瓶是否

有裂缝，检查装置的密封性及备有防护罩等。应有足够的通风设施，使在蒸馏装置周围溶剂的蒸气浓度

低于爆炸极限，并且在整个工作区域内的溶剂蒸气浓度低于阑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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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仪器的组装和试验准备

7.1 组装蒸馏装置如图2或图3所示。检查各部件的完好性和各连接处的严密性。用柔软不起毛的

布清洁冷凝管并使其干燥。

7.2 参照附录C表C. 1选取温度计或使用被测产品标准中要求的温度计。选取的温度计刻度应包括

该产品的全部馏程。将温度计用合适的胶塞或木塞固定在烧瓶颈中，使温度计收缩泡的上端与蒸馏烧

瓶颈与烧瓶支管连接处的下端成水平。若使用全浸式温度计，则辅助温度计附在主温度计上，使其水银

球位于在沸点时主温度计露出塞上部分的水银柱高度的二分之一处。

7.3 将蒸馏瓶固定在紧靠耐热隔板孔圈的位置上，其支管用塞子与冷凝管上端紧密连接，且使支管插

人冷凝管约25 mm，并在同一中心线上。

7.4 在冷凝器内装人足够量的适当温度的冷却水，应能保证蒸馏开始时和蒸馏过程中的冷却水温度符

合表2要求。

                                  表2 冷却水温度和试样温度 单位为摄氏度（℃）

卜V7I A50 UT50-7070-150150 Vk F一4*911A0̂-30̂,1025̂-3035-50丫洲
8 分析步骤

8. 1用清洁干燥的100 mL量筒（5.6)量取（100士0. 5) mL按表2调节好温度的试样，倒人蒸馏烧瓶

中，将量筒沥干15 s-20 s。对于粘稠液体，应使量筒沥干更长时间，但不应超过5 min。避免试样流人

蒸馏烧瓶支管。

8.2 将蒸馏烧瓶和冷凝器接好，插好温度计。取样量筒不需干燥直接放在冷凝管下端作为接收器。冷

凝管末端进人量筒的长度不应少于25 mm，也不低于100 mL刻度线。量筒口应加适当材料的盖子，以

减少液体的挥发或潮气进人，若样品的沸点在70℃以下，将量筒放在透明水浴中，并保持温度如表2

所示。

8.3 对于不同馏出温度的试样，需经判断选择最佳操作条件以得到可接受的精密度。一般情况下，初

馏点低于150℃的试样，可选用孔径为32 mm的耐热板，从开始加热到馏出第一滴液体的时间为（(5-

10)min，蒸气从烧瓶颈部上升到支管的时间为（2. 5̂ -3. 5) min；初馏点高于150℃的试样，可选用孔径为

38 mm的耐热板，从开始加热到馏出第一滴液体的时间为（10-15)min,蒸气从烧瓶颈部上升到支管应

有足够的速率，使得馏出第一滴液体的时间在巧min以内。记录流出第一滴蒸馏液体时的温度（校正

到标准状况）为初馏点。移动量筒，使量筒内壁接触冷凝管末端，使馏出液沿着量筒壁流下。适当调节

热源，使蒸馏速度约为（(4-5)mL/min。如有需要，记录不同温度下的馏出体积或不同馏出体积下的温

度。记录蒸馏瓶底最后一滴液体汽化时的瞬间温度（校正到标准状况）为干点。立即停止加热。

    如不能获得干点（在达到干点前试样就发生分解，即有蒸气或浓烟雾迅速逸出，或在温度计上已观

察到最高温度而在烧瓶的底部尚有液体残留），记录此现象。

8.4 当不能获得干点时，将所观察到温度计最高温度作为终点报告。在试样发生分解时，随着蒸气和

浓烟雾的迅速逸出，蒸馏温度常会有缓慢的下降，记录温度并以分解点报告。如未发生降温，则达到馏

出950o（体积分数）点后5 min记录所观察到的最高温度，并以“终点，5 min"报告，表明在给定的时间限

度内不能达到真实的终点。终点不得超过到达馏出95%（体积分数）点后5 min.

8.5 读取和记录大气压，精确到0. 1 kPa。同时记录室温。

标准分享网 www.bzfxw.com 免费下载



www.bzfxw.com

                                                                                  GB/T 7534-2004

8.6 对不粘稠的沸程小于10℃的液体，所获得的馏出液总收率应不少于97％（体积分数），而对粘稠性

且沸程大于10℃的液体，应达到馏出95%（体积分数）的收率，如果收率达不到以上要求，应重复试验。

8.7 如有任何残液存在，冷至室温，将残液倒人一个具有0. 1 mL分刻度的量筒中，量取其体积作为残

液记录。在冷凝器管已沥干后，读取馏出液的总体积作为回收记录。100减去残液及回收量所得的差

作为蒸馏损耗。

9 引起过热的因素及操作注意事项

9．1 导言

    通常，引起蒸气周围的温度超过与液体达成平衡的蒸气温度的任何条件都将造成过热。以下为导

致过热的特定因素，应加以避免。

9.2 火焰与燕馏烧瓶接触

    应用以下方法避免煤气火焰与蒸馏烧瓶接触：

9.2.1 保持石棉板的尺寸准确和规定的孔径，开孔应呈圆形，无不规则形状；

9.2.2 使用没有裂缝的石棉板；

9.2.3 将蒸馏烧瓶紧密地安装在耐热板的孔上。

9.3 加热的应用

    对煤气灯的放置位置和火焰的特性应注意如下：

9.3.1 将热源直接放置在蒸馏烧瓶下加热，任何偏离都会使周围空气温度升高至高于蒸馏烧瓶的

温度；

9.3.2 所用的火焰不应比需要的有更大的横截面，而且火焰应不发光；

9.3.3 煤气灯的位置：使不发光的安全燃烧区在耐热隔板下面约20 mm处。

9.4 外来热源

    外来热源（例如阳光直射）会造成过热。

9.5 设备条件

    重新使用仪器时应仔细观察后再使用。对于低沸点物质，在开始试验前应将仪器冷却到室温。

9.6 电加热器的使用

    通常，电加热器会引起过热现象，只有对比煤气灯的使用结果后才能使用。通过选择具有最小陶瓷

材料结构并能够使加热面积集中在最小区域内的电加热器，可将电加热器所造成的过热效应减到最小，

但不能完全消除。同样的，以上措施只能减少但不能完全消除围绕在置于蒸馏烧瓶下方的耐热板周围

的多余热量辐射。

10 结果计算

10.1 按照一定的标准方法或经有关检定部门对温度计内径和水银球收缩进行校正。

10.2 按照式（1)对温度计读数进行气压偏离标准大气压校正，取温度计读数和校正值的代数和为测定

结果。校正值（a,）的计算如下：

                                        (a,）＝K{101. 3一尸） ······························⋯⋯（1）

    式中：

    K— 沸点随压力的变化率，单位为摄氏度每千帕（0C /kPa)，由附录C表C. 1给出；

    P— 通过表C. 2校正到0℃的试验大气压，单位为千帕（(kPa),

    注：未列于表C. 1中其他纯化合物的K值可从文献中取得。对窄沸程烃类物质 K值可定为标准沸点（绝对温标）

        的0.000 12倍。

10.3 如果蒸馏范围不超过20C ,温度计和气压的综合校正，可按观察到的馏出50%（体积分数）的沸点

和表C. 1中给出的在101. 3 kPa的标准沸点之差进行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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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试样的沸程由初馏点和干点之间的温度间隔表示，单位为摄氏度（℃）。

11 精密度

    通过统计分析，试验室内试验结果的精密度与试样的纯度和沸点有关。一般而言，精密度随试样纯

度的提高和沸点的降低而提高，对于在蒸发温度下沸程较宽的混合物其精密度较差。

11. 1 皿复性（r)

    在同一试验室，由同一操作者使用相同设备，按相同的测试方法，并在短时间内对同一被测对象相

互独立进行测试获得的两次独立测试结果的绝对差值不大于表3所示的值，以大于表 3所示的值的情

况不超过5％为前提。

11.2 再现性（R)

    在不同的试验室，由不同的操作者使用不同的设备，按相同的测试方法，对同一被测对象相互独立

进行测试获得的两次独立测试结果的绝对差值不大于表3所示的值，以大于表3所示的值的情况不超

过5％为前提。

                                            表3 精密度

亡亡｛
12 实验报告

    实验报告至少应包括下列内容：

    a) 被测试样的类型和特性；

    b） 对本标准或相应的国家标准的引用；

    c） 在产品说明书中要求记录的试验结果。如果不需要报告详细的结果，则报告每一观察体积下

        的校正温度，残液、回收及蒸馏损失的体积分数；

    d） 与产品说明书中的规定有任何的偏差；

    e) 试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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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章条编号与ISO 4626:1980章条编号对照

A. 1表A. 1给出了本标准章条编号与ISO 4626:1980章条编号对照一览表。

                    表 A. 1 本标准章条编号与ISO 4626:1980章条编号对照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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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与ISO 4626:1980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

B. 1 表B. 1给出了本标准与ISO 4626:1980的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的一览表。

                      表B. 1 本标准与ISO 4626:1980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

泣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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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正常沸点及沸点随压力变化校正值

C. 1 使用的温度计、正常沸点及沸点随压力变化的校正值见表C. 1，气压计读数校正到。℃的校正值

见表C. 2,

                    表 C. 1 使用的温度计、正常沸点及沸点随压力变化的校正值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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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C. 1（续）

一
标准分享网 www.bzfxw.com 免费下载



www.bzfxw.com

                                                                                    GB/T 7534-2004

                            表C. 2 气压计读数校正到0℃的校正值

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