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检测和报告 
二 与二 类似物 PCB 的痕量检测

Agilent GC/MS/MS 饲料及食品中二 分析仪

二 和二 类似物 PCB 为剧毒环境污染物，属于持久性有机污

染物 (POP)，它们是纸浆漂白、农药制剂生产以及垃圾焚烧等工业

过程的副产物。这些化合物会在食物链中积聚，主要积聚在动物

脂肪组织中。而人类则可能通过食用肉类、乳制品、鱼类和其他

动物制品摄入这些剧毒化合物。

一些监管机构，尤其是欧盟 (EU) 委员会，已对饲料和食品中二

的含量规定了严格的限值。自 2014 年 6 月起，气相色谱/串联质

谱 (GC/MS/MS) 已经成为 EU 规程 589/2014 和 709/2014 中一项

公认的确证方法。

即刻可用的解决方案 
实现低浓度二 和呋喃的可靠检测与确证

全新的 Agilent 7010 三重四极杆 GC/MS 饲料及食品中 分析

仪是基于 Agilent 7010 GC/MS/MS 系统而建立的。与竞争品牌串

联四极杆分析仪相比，它拥有高达十倍的灵敏度，可以帮助您观察

到低于 EU 规定浓度的二 ，使您对结果充满信心。

此外，分析仪软件通过结合二 /呋喃和 PCB 两种样品成分的结

果简化了报告。它还可以自动执行复杂的计算，包括单个浓度和

总浓度，并且按照 EU 规程的要求将数据整合到一个报告中。该

报告将化合物分为四组：二 、呋喃、二 类似物 PCB 和非二

类似物 PCB。

Agilent 饲料及食品中二 分析仪运用了最新的

气相色谱和串联质谱创新技术，体现了我们对质

量和性能的关注，并且具有以下优势：

出厂

 • 系统设置和泄漏检测 

• 仪器校验 

• 安装经验证的 DB-5ms UI 气相色谱柱 

•  使用定制的二 分析仪校验混合标样运行工厂校验方法

交付

   •  运行方法所需的用户操作手册

•  实现自动报告的附加软件

•  含方法参数和校验数据文件的光碟，便于开箱立即运行

•  附带应用相关的消耗品，无需单独订购

• 方便再次订购消耗品的信息

安装

    •  使用校验样品重复工厂校验 — 由经过厂家培训的技术支持

工程师现场操作

• 提供可选的应用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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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色的重现性和飞克级灵敏度

符合严格的二 最大浓度限量规程

饲料及食品中二 分析仪是以 Agilent 7010 三重四极杆 GC/MS 
为基础建立的，已在安捷伦工厂对该应用进行了配置和化学测

试。可确保您的团队减少启动时间，并在仪器交付后快速获得

分析结果。

其先进功能包括：

•  配置了多模式进样口 (MMI)

•  二 和二 类似物 PCB 成分具有相同的气相色谱参数，方

便操作并且可以提高分析效率

• 实现 PCB 105 的保留时间锁定

• 加热的四极杆提高了检测灵敏度

•  具有 EU 规程要求的自动化复杂计算的性能

•    整合了二 /呋喃和 PCB 成分结果的高级报告

本次实验中，10 次进样浓度为 5 fg/µL 的 1 µL 2,3,7,8-TCDD 溶液。 
平均信噪比为 3.282，RMS 倍增器设为 5。

MMI 的进样技术和进样体积具有极高的灵活性。MMI 提供的进样模式包括： 
热和冷分流与不分流、脉冲分流与不分流、溶剂排空以及直接进样模式。

在二 分析中，一些用户可能习惯于使用较大的进样体积，因为这可以明

显改善信噪比并降低系统的检测限。该二 分析仪系统和 7010 MS/MS 的
一个显著优势是，它可以进样较小的样品量，将样品引入色谱柱 (1 µL)，并

对这类低浓度痕量化合物进行定量分析。用户通过使用溶剂排空模式，可

以选择更大的进样体积。

多模式进样口 (MMI) 的进样口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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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EU 规程对六-PCDD/F 异构体进行可靠的分离

EU 规程的一个监控标准是从干扰物质和共流出物中分离出 
PCDD/PCDF。通过 GC/MS/MS 可对各个同系物进行确证，并

单独进行定量分析。

安捷伦对两种定制标样混合物提供出厂校验，展示了每个样品 
 （二 /呋喃/DL-PCB 和 DL/NDL-PCB）中发现的分析物及其分

离情况。

简化定制报告

数据审查和强制性的报告要求均繁琐且耗时。

EU 规程规定，结果的报告中应包括尽可能多的信息，以便对结

果进行说明。这些信息包括考虑空白扣除的影响、测定定量限 
(LOQ)，以及计算每个 PCDD/PCDF 和二 类似物 PCB 同系物

的低/高/中界限。

按照 EU 规程的要求，安捷伦已经开发了特定的软件脚本和定

制报告，以用于分析饲料以及食品中的二 和二 类似物 
PCB。

六-PCDD/F 异构体的色谱图（原始和 C13 标记化合物的 2 个离子对；中值校准浓

度）及其分离，符合 EU 规程。

根据 EU 规程的要求，报告软件将二 、呋喃和 PCB（二 类似物和非二

类似物）的测定整合到了一个报告中。

如需了解有关该分析仪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agilent.com/chem/dioxins_analyzer



除仪器之外，我们还提供： 
全系列的定制产品和服务

满足您特殊分析需求的解决方案

安捷伦分析仪能够显著缩短从到达系统到最终验证之间的时

间。利用预配置硬件和特定方法分离工具，分析人员可以专注

于按照实验室 SOP 进行校准和验证。

先进的技术为您的实验室提供全面支持

安捷伦以自身的专业技术满足用户极具挑战性的需求。例如，

我们的 7890 气相色谱是全球应用广泛的气相色谱系统。它具

有通用的高性能进样系统以及改进的电子气路控制 (EPC)，可实

现准确的流速/压力，从而让您获得高重现性的保留时间。

来自全球气相色谱先锋的高质量色谱柱和备件

安捷伦制造的气相色谱柱和消耗品可满足您的食品和环境分析

应用需求，包括：

• 长期的可靠性与稳定性

• 无故障仪器运行

• 更快速的分离度无损失分析

提供现场与远程专家服务和支持 

不论您需要针对单台仪器还是大规模、多供应商仪器运行的技

术支持，安捷伦专业服务人员都可帮助您快速解决问题并延长

正常工作时间，从而使您专注于您最擅长的事情。安捷伦以 
40 年的行业先锋地位为后盾，为您提供值得信赖的方法和应用

建议。

本文中的信息、说明和指标如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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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提高实验室分析效率�

如需联系当地的安捷伦客户服务中心

或安捷伦授权代理商，请访问  
agilent.com/chem/contactus-cn

或致电免费专线：800-820-3278， 
400-820-3278（手机用户）

访问 agilent.com/chem/appkits  
了解各种分析仪和应用套装的说明

部件号 分析仪介绍

G3445 系列 #422 GC/MS/MS 饲料及食品中二 分析仪

订购信息：

质谱分析的灵敏度取决于测量的离子总

数。7010 三重四极杆气质联用系统的

超高效 EI 离子源可电离出更多的离子总

数，这些离子产生于离子源，并从其转移

出来，再进入四极杆分析器，由此实现下

述优势：

•  在所有浓度水平上实现更高的响应和精

密度

• 更低检测限

•  更准确的离子比值和更出色的定性信息

更高灵敏度... 
不仅仅是降低噪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