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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建立超声萃取结合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法测定纺织品中光引发剂907的分析方法。试验采用甲醇为萃取剂,

于40℃下超声萃取25min,采用外标法进行定量。结果显示,光引发剂907在0.2~20mg/L范围内,具有良好的线性

关系(R >0.999)。该方法操作简单,回收率为98.4%,精确度(RSD,n=6)为3.2%,检出限为(S/N =10)1.0mg/

kg,能够满足纺织品中光引发剂907的检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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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引发剂用于引发单体聚合交联的固化[1],在印

花类纺织产品中用于促进印花胶黏剂的固化以及增强

印花着色,同时在柔性智能可穿戴纺织材料表面黏合

成膜技术中用于导电材料的印制和固化,同时还广泛

用于各种聚合物的生产[2]。随着对光引发剂907的毒

理性研究发现:它不仅对皮肤具有刺激作用,还可通过

与人体细胞球磷脂复合层间的强作用力,影响细胞质

膜的运动和硬度,从而扰乱雌性激素受体反应,增加患

癌风险。2020年1月16日欧盟REACH法规将光引

发剂907列入第22批高关注物质清单,并明确指出该

物质具有生殖毒性,并对相关产品中该物质的含量进

行限制[3]。
目前关于光引发剂检测方法的研究主要在油墨、

涂料、食品包装材料及电子产品等方面,已报道的方法

有气相色谱-质谱法[4-5]、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6-8]等。
尚无有关纺织品中光引发剂检测方法的研究报道,因
此建立纺织品中光引发剂检测方法具有积极意义。本

研究采用超声萃取结合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测定纺

织品中光引发剂907,并在实际样品中进行运用。

1 试验部分

1.1 仪器与试剂

7890气相色谱仪:5977A 型 MSD检测器(Agi-
lent);KQ-250TDE型超声波清洗器。

光引发剂907(纯度99.9%)、乙腈(色谱纯)、甲醇

(色谱纯)、一次性针式注射器(3mL)、PTFE微孔滤膜

(25mm,0.45μm),均购自上海安谱实验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3个市售样品:水印T恤、印花枕套、胶印睡衣。

1.2 标准溶液配制

称取光引发剂907标准物质,用乙腈配制成1000
mg/L的标准储备液,再用乙腈逐级稀释成1.0、10.0、

50.0、100.0、200.0mg/L的标准工作液。

1.3 样品前处理方法

将纺织品试样剪成5mm×5mm碎片,混匀,然
后准确称取1.0g,置于50mL萃取器中,加入10mL
乙腈,于40℃条件下超声萃取25min,萃取液经0.22

μm滤膜过滤后,采用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GC/MS)
测定。

1.4 色谱条件

色谱柱:DB-5MS(30m×0.250mm×0.25μm);
进样量:1μL;
进样模式:无分流进样;
升温程序:初始柱温50℃(1min),以15℃/min

升至200 ℃(1min),以20 ℃/min升至320 ℃(5
min);

进样口温度:250℃;
载气:高纯氦,纯度≥99.999%,柱流量1mL/

min;
色谱-质谱接口温度:280℃;
监测模式:监测离子扫描(SIM)。
根据上述色谱条件,光引发剂907总离子色谱图

如图1所示,保留时间以及特征碎片离子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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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光引发剂907保留时间、定性和定量离子

目标物 保留时间/min
特征碎片离子/amu

定量离子 定性离子

光引发剂907 15.108 279.4 165.4 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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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光引发剂907的气相色谱图

2 结果与讨论

2.1 萃取条件的确定

2.1.1 萃取剂

萃取剂种类、萃取温度和萃取时间是影响萃取效

果的三大重要因素,试验对萃取重要影响因素进行研

究比较,确立最佳前处理萃取条件。
试验根据光引发剂907的物性,对甲醇、乙腈、正

己烷、丙酮4种溶剂的萃取效果进行比较试验。结果

表明,在相同试验条件下乙腈对目标物的萃取效果最

佳,具体见表2。
表2 不同溶剂的萃取效果

萃取溶剂 萃取效果/%

甲醇 90.45
乙腈 98.56

正己烷 67.34
丙酮 83.12

2.1.2 萃取温度

萃取温度是影响萃取过程中目标物传质速率的一

个重要因素,通过改变萃取温度来改变目标物在基质

上的作用力,从而改变目标物分子运动速率,最终影响

萃取速率。试验比较不同温度下的萃取效果,随着温

度的上升,萃取速率逐渐增大,当温度达到40℃,萃取

效率趋于最大值,结果如图2所示。

2.1.3 萃取时间

试验在40℃条件下,以乙腈为萃取剂时,对超声

萃取时间为15、20、25、30、35min下的萃取效果进行

比较。结果显示,超声时间增加可以提高萃取效果,当

超声时间达到25min,萃取效率最佳,因此选择25
min作为最佳萃取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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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不同萃取温度对光引发剂907萃取效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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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不同萃取时间对光引发剂907萃取效率的影响

2.2 线性范围、检出限和定量限

按前述色谱条件对浓度为1.0、10.0、50.0、100.0、

200.0mg/L的标准工作溶液进行测定。试验以目标

物峰面积为纵坐标,浓度为横坐标进行线性计算,以10
倍信噪比计算得到方法检出限为0.2mg/kg,具体结

果见表3。
表3 光引发剂907的线性范围、线性方程、

相关系数和方法定量限

物 质 光引发剂907

线性范围/(mg·L-1) 1.0~200.0
回归曲线 y =89305x+189.4

r 0.9999
LOQ/(mg·kg-1) 0.2

2.3 回收率与精密度测试

在阴性标准贴衬样品中分别添加10.0mg/L和

100.0mg/L的标准溶液,按优化后试验条件进行回收

率和精密度测试,每个条件下平行试验6次(结果见表

4),得 到 平 均 回 收 率 为 98.4% ~99.5%,精 确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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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D )为2.9%~3.2%。试验所得的回收率和方法

精确度可以满足纺织品中光引发剂907的测定。
表4 光引发剂907加标回收率和精确度(n=6)

化合物
添加浓度水平
/(mg·L-1)

回收率
/%

RSD
(n=6)/%

光引发剂907 10.0 98.4 3.2
100.0 99.5 2.9

2.4 实际样品测定

采用本方法对3个市售样品进行测定,结果发现在水

印T恤样品中检出光引发剂907,含量为3.8mg/kg。

3 结束语

建立了一个纺织品中光引发剂907超声萃取结合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法的分析方法,方法以乙腈为萃取

剂,试样经超声萃取后,通过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法进行

分析测试。该方法前处理简便,回收率高,精密度好,
能实现纺织品中光引发剂907的检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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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ationofPhotoinitiator907inTextilesbyUltrasonicExtraction-GC/MS
XUYunyang,XURenyi,YANGSiyao,LUOJiaying,LUFang

(HangzhouInstituteofTestandCalibrationforQualityandTechnologySupervision,Hangzhou310019,China)

  Abstract:Ananalyticalmethodforthedeterminationofphotoinitiator907intextilesbyultrasonicextractioncombinedwithgas

chromatography-massspectrometrywasestablished.Intheexperiment,methanolwasusedastheextractant,ultrasonicextraction

wascarriedoutat40℃for25min,andtheexternalstandardmethodwasusedforquantification.Theresultsshowedthatthepho-

toinitiator907hadagoodlinearrelationship(R>0.999)intherangeof0.2~20mg/L.Themethodwassimpletooperate,there-

coveryratewas98.4%,theprecision(RSD,n=6)was3.2%,andthedetectionlimit(S/N =10)was1.0mg/kg,whichcan

meetthedetectionrequireofphotoinitiator907intextiles.

Keywords:photoinitiator;ultrasoundextraction;textile;gaschromatographymassspectrome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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