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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

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化工学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泓泰天诚科技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九江分公司、中国

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长庆分公司、中国石油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大连石油化工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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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油性质的快速测定  低频氢谱核磁共振波谱法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低频氢谱核磁共振分析仪测定原油性质的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频率范围为 60 MHz 1 MHz 低频氢谱核磁共振分析仪。 

本文件适用于以下油品的性质分析（见表 1）。 

表 1 本文件适用物性范围 

油品名称 性质名称 

原油 密度、酸值、碳含量、氢含量、硫含量、氮含量、水含量、残炭、胶质、沥青质、馏程及各馏分段收

率、镍含量、钒含量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

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文件。 

GB/T 3358.1 统计学词汇及符号  第 1 部分：一般统计术语与用于概率的术语 

GB/T 4756  石油液体手工取样法 

GB/T 8322 分子吸收光谱法术语 

GB/T 8929  原油水含量的测定  蒸馏法 

GB/T 29858  分子光谱多元校正定量分析通则 

SY/T 6520  原油脱水试验方法  压力釜法 

3 术语和定义 

GB/T 3358.1、GB/T 8322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校正  calibration  

将一组样品的物性与其波谱进行关联，建立模型的过程。 

3.2  

校正模型  calibration model 

表达一组样品的物性与其波谱之间关联关系的数学表达式。 

3.3  

校正样品  calibration samples  

用来建立校正模型的样品，其物性数据已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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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预测  estimate 

用校正模型和样品的波谱计算物性的过程。 

3.5  

预测值  estimate values 

根据校正模型和样品的波谱计算出的样品的物性。 

3.6  

验证样品  validation samples  

用来验证模型性能的样品，其物性数据已知。 

3.7  

多元校正  multivariate calibration 

将一组样品的物性与其波谱进行关联，建立模型的过程。 

3.8  

参考方法  reference method 

用于测定校正样品和验证样品物性的分析方法，通常为标准方法或是推荐认可的方法。 

3.9  

参考值  reference values 

用参考方法测定的校正样品或验证样品物性结果。 

3.10  

模型验证  model validation 

用验证样品来检验校正模型预测值与参考值之间一致性的过程。 

3.11  

校正标准误差  standard error of calibration; SEC 

校正均方根误差 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calibration; RMSEC 

在多元校正中用来评价校正模型的预测能力，采用校正样品参考值和预测值计算的标准误差。 

3.12  

交互验证标准误差  stand error of cross validation; SECV 

交叉验证均方根误差  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cross validation; RMSECV 

在多元校正中用来评价校正模型的预测能力，采用验证样品参考值和预测值计算的标准误差。 

3.13  

验证标准误差  standard error of validation; SEV 

验证均方根误差  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validation; RMS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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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标准误差  standard error of prediction; SEP 

预测均方根误差  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prediction; RMSEP 

在多元校正中用来评价校正模型的预测能力，采用验证样品参考值和预测值计算的标准误差。 

3.14  

预测残差平方和  predictive residual error sum of square; PRESS 

在多元校正中用来选择建模最佳主成分数或潜变量数，采用校正样品参考值和使用交互验证的

预测值计算的残差平方和。 

3.15  

马氏距离  Mahalanobis distance; MD 

表示一个样品波谱与校正集数据之间的距离，可以有效计算未知样本集相似度。 

3.16  

主成分分析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 

通过正交变换将一组可能存在相关性的变量转换为一组线性不相关的变量，转换后的这组变量

叫主成分。 

3.17  

偏最小二乘法  partial least-square method; PLS 

表示一种通过最小化误差的平方和找到一组数据的最佳函数匹配的数学最优化技术。 

3.18  

多元线性回归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LR 

在多元回归分析中，如果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自变量，就称为多元回归。 

4 方法概要 

4.1 方法概述 

本文件方法基于核磁共振氢谱信息作为多元校正的因变量信息进行分析。其分析原理是，样品

组成变化引起样品性质变化，同样也引起核磁氢谱的变化。样品成分浓度或性质变化与对应的分子

波谱变化之间存在着相关关系。本文件方法即是基于这一相关关系，通过采用多元校正算法建立校

正模型，应用校正模型和未知样品波谱预测未知样品多种成分浓度或性质的一种快速定量分析方法。 

4.2 工作原理 

在外磁场作用下，氢原子核共振吸收的电磁波频率与氢原子核在分子中所处的微环境有关，不

同微环境的氢原子核有不同的化学位移（见表 2），而且共振吸收的强弱与产生核磁共振的氢原子核

的数目有关。因此，根据样品分子中氢原子核的核磁共振谱（1
H-NMR），可以得到样品分子结构和

含量方面的信息。而原油是由烷烃、环烷烃、芳香烃和烯烃等多种液态烃所组成的混合物。主要包

含了脂肪烃中的甲基（-CH3）、亚甲基（-CH2）以及芳烃中的苯环（ ）、甲基（-CH3）、亚甲基

（-CH2）等基团。其性质与原油的平均结构和含量具有对应关系，因此，可以根据核磁共振氢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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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出原油的各种性质。 

表 2 常见基团化学位移 

常见基团质子 
化学位移 

ppm 

甲基 0.8~1.2 

亚甲基 

-O-CH3 

0.98~1.54 

3.2~4 

-N-CH3 2.2~3.2 

=C- CH3 1.8 

-CO- CH3 2.1 

Ph- CH3 2~3 

端烯烃 

内烯烃 

4.8~5.0 

5.1~5.7 

共轭烯烃 

Ph-H 

-COOH 

-OH（醇） 

-OH（酚） 

-CHO 

4~7 

6.5~8 

10~13 

1.0~6.0 

4~12 

9~10 

4.3 计算原理 

4.3.1  本文件按 GB/T 29858 方法完成校正模型建立、校正模型验证以及用校正模型进行预测。模型

建立、验证过程主要包括：首先，收集一组具有代表性性质变化范围的校正样品和验证样品，组成

校正集和验证集；使用低频氢谱核磁共振分析仪测定校正集和验证集的原油波谱，采用参考方法测

定样品的性质参考值；然后，将测定的波谱数据和性质参考值进行预处理，选择合适的化学计量学

方法将预处理后的校正集波谱数据和性质参考值进行关联，通过矩阵运算，把波谱矩阵和性质矩阵

联系起来，建立校正模型；使用验证集波谱和校正模型计算验证集预测值，并与验证集性质参考值

比对，评价校正模型的预测能力和模型的有效性；根据评价结果决定校正模型能否使用或更新。 

4.3.2  本文件采用化学计量学中多元校正方法建立校正模型。多元线性回归（MLR）、主成分回归

（PCR）和偏最小二乘法（PLS）是常用方法，适用于波谱变化与原油性质变化呈线性相关关系或接

近线性相关关系的体系，具有较强的模型内插或模型外推能力。本文件所指的 PLS 是特定的 PLS1

算法，它每次仅处理一种参考值。PLS2 或多模块 PLS 算法可同时处理多种成分浓度或性质参考值，

但已证实这些算法不如 PLS1 效果好。有关原理介绍，可参考相关化学计量学文献。 

4.3.3  核磁共振分析仪扫描各类样品，得到包含样品结构信息的氢谱，利用化学计量学建立结构信

息和各种性质相关的校正模型，模型评价根据待测样品的氢谱，解析已建立的原油物性模型，计算

对应的性质值。预测模型采用基于单因变量的偏最小二乘法（PLS1）将谱图数据和物性值进行关联

来实现。偏最小二乘法是一种多因变量对多自变量的回归建模方法，很好地解决了以往用普通多元

回归无法解决的问题。它对变量 X 和 Y都进行分解，从变量 X 和 Y中同时提取成分（通常称为因子），

再将因子按照它们之间的相关性从大到小排列。根据需要选择较为合理的因子数，便可找到一个用

线性模型来描述独立变量 Y 与预测变量组 X 之间的关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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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式中： 

   ——截距； 

   ——是数据点 1 到 p 的回归系数； 

根据此方法，选取图谱中与物性关联度较大信号区段，将这些点与物性数据进行关联，求出相

应的系数，得到宏观物性与微观样品结构有直接对应关系的数据模型。基于低频氢谱核磁共振技术

的物性模型校准后即可使用。 

5 仪器 

5.1 低频氢谱核磁共振分析仪 

核磁共振分析仪的内部结构图，参见附录 A。 

硬件应具备以下条件： 

a) 检测核为氢核，工作频率满足 60 MHz 1 MHz； 

b) 具有均匀磁场的磁体，可保证液体标准样核磁共振的稳定性（见 8.3）； 

c) 具有自动测试装置，当样品管（见 5.2）插入仪器时可自动测试； 

d) 测试腔可插入直径 5 mm 样品管； 

e) 仪器连接一台计算机，以完成自动测试、自动匀场、结果计算等。 

5.2 样品管 

核磁管（含帽）：石英玻璃材质，外径 5 mm 0.25 mm，壁厚 0.9 mm 0.25 mm，长度 177.8 mm。

或由核磁共振仪厂商提供、指定样品管。 

6 试剂 

去离子水；乙基苯：分析纯；加氢精制柴油/煤油，方法建立及测试时用同一个样品。 

7 参考值的测定 

对于复杂体系的原油应使用参考方法测定校正集和验证集的参考值。浓度或性质的模型预测准

确度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参考值的精密度和准确度。测试过程中经重复多次测定的参考值的平均值

建模可有效提高模型精密度。 

用于波谱采集或参考值测量的样品组成应能够代表取样时样品组成，而且在样品储存运输过程

中，小心妥善采集、保存样品，确保组成不发生变化。 

原油样品按照 GB/T 4756 国家标准取样。 

参考方法按现行标准方法，用符合质量控制程序的数据，统计检验参考方法的重复性是否在标

准方法规定的范围内。按参考方法规定重复性和再现性数据，至少从校正集中选择 3 个能涵盖整个

模型参考值范围的样品，其中 1 个样品位于整个参考值范围的下部 1/3 范围，1 个样品则位于中部

1/3 范围，1 个样品位于上部 1/3 范围。每个样品至少测量 6 次，计算多次重复测量的标准偏差，并

与建模期望的重复性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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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样品的准备 

8.1 样品收集 

按照 GB/T 4756 中的步骤人工采集取样，将样品置于带聚四氟乙烯盖的棕色玻璃瓶中，低温避

光储存，防止油品在运输和贮存的过程中无损坏或变质。 

注：本文件适用的样品状态，适用于 80 ℃状态下呈均匀流体的样品。 

8.2 准备工作 

检查样品容器的密封性，如发现样品有渗漏，应废弃并重新取得新样品； 

试验前检查样品管是否清洁，避免对样品造成污染。 

9 仪器的准备 

9.1 仪器操作环境 

为保证仪器磁场的稳定，核磁仪器需安装在温度可控室内环境下，环境温度 20 ~ 30 ℃之间，温

度波动幅度在  3 ℃以内； 

9.2 仪器匀场 

当仪器因安装调试、安装位置变动、仪器周围环境磁场变化等，而引起磁场紊乱时，需要对仪

器进行匀场操作，操作步骤见仪器使用说明书。 

9.3 仪器稳定性判断 

在测试样品之前，首先判断核磁仪器的磁场是否处于均匀稳定状态下。磁场均匀性判断参数可

选择标准样品（如去离子水/加氢精制柴油/加氢精制航煤等）的频谱数据，包括： 

a) 标准样品在仪器磁场均匀稳定状态下脉冲信号最高峰不同峰高处的峰宽，如峰高在 0.5 %、

10 %、50 %处的峰宽值，当相应峰宽值小于参考值时，判断仪器状态良好，可进行样品测试，否则

需要待磁场稳定后再进行测试； 

b) 标准样品频谱最高峰峰高，当峰高值高于参考值时，判断仪器状态良好，可进行样品测试，

否则需要待磁场稳定后再进行测试。 

标准样品频谱最高峰不同峰高处峰宽和最高峰峰高的参考值在仪器安装调试时测试确定，或参

考使用说明书。 

为了消除测试过程中不同原油样对仪器磁场的影响，需定时测试标准样品并比对频谱数据参数，

以确保样品测试在磁场稳定均匀状态下进行，并得到可靠的样品谱图数据。 

9.4 仪器稳定 

当仪器断电后重新启动时，需要稳定一定时间，以保证磁体温度达到并稳定至设定温度值，磁

体温度与设定值偏差在  0.003℃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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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试验步骤 

10.1 测试程序 

关闭计算机软件标准样测试程序，选择原油测试程序设定仪器条件。 

10.2 取样 

按 GB/T 4756 取样。 

按 GB/T 8929 测定样品的水含量，若水含量（质量分数）大于 0.5%，应按 SY/T 6520 要求进行

脱水。 

10.3 样品测定 

取出仪器内标准样核磁管，放入待测核磁管开始进行测试。 

11 谱图采集 

将样品管放入仪器内进行扫描，所得自由振荡衰减信号经过傅里叶转换为核磁谱图。待产生谱

图后，代表此次样品分析结束。参见附录 B。 

注：谱图采集遵循最大限度避免分析误差原则，减少对分析模型以及预测结果造成不必要的影响。 

谱图采集过程中宜采用同一分析仪器，对所有样品进行同一条件下的分析，不同的分析仪器容

易造成误差，也可以进行相关系数校正。  

12 数据预处理 

按 GB/T 29858 中方法，为消除波谱测量过程中引入的噪声对模型的不利影响，宜在模型建立前

采用各种数据预处理方法对波谱数据进行预处理。常用数据预处理方法包括：卷积平滑、微分、中

心化和标准化等。微分可降低波谱基线变化的不利影响，但同时也会降低波谱的信噪比；平滑处理

可提高信噪比，但也会降低分辨率。 

为减少矩阵逆数学运算带来的误差，宜对参与建模的波谱数据和物性数据进行中心化处理。中

心化处理是将每个波谱减去校正集的平均波谱，或者将每个物性值减去校正集的平均物性数据值。 

如果利用预处理后的波谱数据建立的模型满足实际测量精密度要求并通过有效性检验，则该预

处理方法可用。 

对校正集原始波谱数据或预处理后波谱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选择随物性值变化而变化明显的波

长或频率建立模型要比采用全波长范围建立的模型效果好。在化学计量学软件中，一般都具备根据

样品波谱数据与参考值相关性选择波长或频率的功能。也可根据实际情况采用其他选择方法。在校

正之前，宜采用波长或频率选择方法选择校正所需的波长或频率。 

处理校正集波谱、验证集波谱及待测样品波谱时应采用相同的波谱预处理方法和波谱波段或波

长选择方法。 

13 物性关联与区间选择 

原油的组成比较复杂，主要是由烷烃、环烷烃、芳香烃和烯烃等多种液态烃所组成的混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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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油主要包含了脂肪烃中的甲基（-CH3）、亚甲基（-CH2）以及芳烃中的苯环（ ）、甲基（-CH3）、

亚甲基（-CH2）等基团。在不同种类的原油中，相应的结构和基团的相对含量也会有所差异。因此，

基于原油中基团组成的相对含量差异性，实现对原油进行准确测定。 

在使用低频氢谱核磁共振分析仪对原油性质进行快速分析时，针对不同的性质，建立不同的计

算模型。 

由同一种氢决定油品性质的计算模型，如原油水含量。水在核磁共振氢谱中的化学位移是 4.0 

ppm~5.2 ppm，因此在计算原油中水含量时选择氢谱中化学位移在 4.0 ppm~5.2 ppm 的区间即可。 

由多种氢决定油品性质的计算模型，如原油硫含量、酸值、氮含量。 

原油中的硫化合物主要包括硫醇、硫醚和噻吩等。因此在计算原油中硫含量时，需要考虑硫醇、

硫醚和噻吩的相应化学位移，硫醇氢的化学位移为 1.2 ppm~1.6 ppm，硫醚氢的化学位移为 3 ppm~4 

ppm，噻吩氢的化学位移为 10.2 ppm~10.8 ppm ，综合考虑在计算时选择的化学位移是 1.2 ppm~10.8 

ppm。 

原油中影响其酸值的化合物主要是羧酸、酚类、吡咯和胺类化合物，羧酸类氢的化学位移为 10 

ppm~13.2 ppm，酚类氢的化学位移为 4 ppm~12 ppm，吡咯氢的化学位移为 6.2 ppm~6.7 ppm，氨基与

酰胺氢的化学位移分别是1 ppm~5 ppm和5 ppm~9 ppm，因此酸值的化学位移区间在1 ppm~12 ppm。 

原油中的氮化物分为碱性氮化物和非碱性氮化物，主要有吡咯、吡啶、喹啉、吲哚、咔唑等。

其中，吡咯氢的化学位移为 6.2 ppm-6.7 ppm，吡啶氢的化学位移为 7.3 ppm-8.8 ppm，喹啉氢的化学

位移为 7.51 ppm-9.1 ppm，吲哚氢的化学位移为 7.2 ppm-8.2 ppm，咔唑氢的化学位移为 7.0 ppm-8.1 

ppm，所以氮含量的化学位移区间选择 6.2 ppm-9.1ppm。 

原油中镍和钒在石油中的存在形式为卟啉，金属卟啉在核磁共振氢谱中的化学位移是 9.9 

ppm~11.3 ppm 之间。 

由大多数氢直接或间接决定油品性质的计算模型，如密度、碳含量、氢含量、胶质、沥青质、

残炭、馏程及各馏分收率等。原油密度、碳含量、氢含量、胶质、沥青质、残炭、镍、钒、馏程及

各馏分收率与油品包含的所有结构的氢有直接关系或间接关系，因此这种类型的性质在选择区间时

选择化学位移区间为全区间。物性关联与区间选择见表 3。 

表 3 物性关联与区间选择 

物性 关联基团 
化学位移 

ppm 

选择区间 

ppm 

水含量 水 4.0~5.2 4.0~5.2 

硫含量 

噻吩 10.2~10.8 

1.2~10.8 硫醚 3~4 

硫醇 1.2~1.6 

酸值 

酚类 4~12 

1~12 

吡咯 6.2~6.7 

氨基 1~5 

胺类化合物 5~9 

羧酸 10~13.2 

氮含量 
吡啶 7.3-8.8 

6.2-9.1 
吡咯 6.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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吲哚 7.2-8.2 

咔唑 7.0-8.1 

喹啉 7.51-9.1 

钒 卟啉 9.9~11.3 9.9~11.3 

镍 卟啉 9.9~11.3 9.9~11.3 

密度 原油全基团 — 全区间 

碳含量 原油全基团 — 全区间 

氢含量 原油全基团 — 全区间 

胶质 原油全基团 — 全区间 

沥青质 原油全基团 — 全区间 

残炭 原油全基团 — 全区间 

馏程及各馏分收率 原油全基团 — 全区间 

 

低频氢谱核磁共振分析仪可直接对原油或其他成品油样品进行采谱，不需用氘代氯仿等稀释剂

进行预处理，也不用加入四甲基硅烷（TMS）做内标物，而选择峰强度最高的峰作为定标物，柴油

样品中一般为亚甲基峰，其他峰依次分布。 

为了使化学位移坐标系与建模软件坐标系相匹配，谱图在保存时，横坐标标识刻度用数据点数

代替化学位移值，纵坐标为峰强度。谱图横坐标标识刻度的最大值设为 700 点，即将横坐标分为 700

份。化学位移坐标换算公式（2）如下： 

    
     

 
   ......................................................... (2) 

式中： 

   ——未知峰的化学位移值； 

  ——未知峰最高点对应的点数值； 

  ——四甲基硅烷（化学位移为 0）对应的点数值； 

  ——一个化学位移对应的点数值。 

在 700 个点数的横坐标中，四甲基硅烷对应的点数为 600，即化学位移为 0 对应的点数为 600，

1 个化学位移对应的点数为 50，可根据下式（3）由特征峰点数（X）计算特征峰的化学位移  ： 

    
       

  
 .......................................................... (3) 

14 校正模型建立 

针对原油性质建立校正模型，参见附录 C。 

按 GB/T 29858 中方法，为满足实际应用要求，样本收集数量不少于 24 组样品，采集样品波谱，

测定样品成分浓度或物性参考值。测定参考值前，宜对样品波谱进行 PCA 分析，指导初步剔除异常

样品或相同或极为相近的样品，以避免不必要的参考值测定，降低参考值测定成本。选择合适的校

正样品和验证样品分别组成校正集和验证集。 

根据待分析体系的复杂程度和化学计量学可提供的多元校正算法，选择合适的算法。常用的多

元校正算法包括多元线性回归 MLR、主成分回归 PCR 和偏最小二乘法 PLS。 

选择合适的数据预处理方法对数据进行预处理，选择合适的建模波长或频率以及变量数等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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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建立校正模型。方法见 12。 

对校正模型进行评价和优化，方法见 15。 

为提高校正模型的预测能力和稳健性，在建模过程中宜进行异常样品统计与识别，方法见 17。 

如果校正模型有效且模型的预测能力满足实际需求，则模型建立完毕；如果模型预测能力不能

满足实际需求或模型有效性可疑，则检查模型建立中的每个步骤，选择其他算法或建模条件，重新

建立模型，直至模型符合要求。 

15 校正模型的评价与优化方法 

15.1 校正标准误差 

如果    是 n 个校正样品的预测值，  为对应的参考值，则校正误差   按公式（4）进行计算： 

        ............................................................(4) 

校正标准误差     按公式（5）进行计算： 

      
          

 
   

   
 .....................................................(5) 

式中： 

  ——校正样品数量； 

   ——第   个校正样品对应的参考值； 

    是评估校正集所有样品的模型预测值与参考值之间差异的标准偏差，代表模型的整个残余

误差。 

15.2 决定系数 

决定系数    是指校正模型可解释的变异占总变异的比重，也称判定系数，是评价模型拟合程

度的一项指标，是相关系数   的平方。决定系数按式（6）进行计算： 

    
    

    
 

         

    
 

           
   

          
   

   
         

  
   

          
   

..............................(6) 

式中： 

      ——总离差平方和，即参考值    的总变异平方和，等于           
    ； 

      ——回归平方和，即校正模型可解释的变异平方和，等于            
    ； 

      ——残差平方和，等于          
  

    ； 

由    定义可知，残差      越小，   越大，校正模型对于参考值解释得越好，模型拟合也就

越好。    取值范围为 0~1。 

15.3 优化模型因子数 

按 GB/T 29858 中方法，在建立校正模型时，选取多少个主成分因子数（变量数   ）用于校正模

型是关键的一步。通常，若所用的因子数过少，则可能未充分利用信息，模型会欠拟合，导致模型

预测准确度下降。若所用的因子数过多，则可能会引入噪声，模型会过拟合．导致模型不稳健，即

使小的波谱噪声变化也可能会导致预测值产生显著性变化。 

按 GB/T 29858 中方法，通常使用交互验证方法来评估用于校正模型的最佳因子数。交互验证基

本过程为：在多元校正过程中，从校正集剔除一个样品或一组样品后，使用校正集中剩余的样品建

立多元校正模型，利用所建校正模型对被剔除的样品进行预测，并计算其参考值和预测值之间的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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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将剔除的样品重新放回校正集，然后再从校正集中剔除另外一个或一组样品，重复以上过程，

使校正集中每个样品当且仅当被剔除一次。所计算的偏差数据用于选择建模的最佳主成分数或潜变

量数以及计算交互验证预测标准误差 SECV。 

在交互验证中，从波谱样本中剔除一个或多个样品的波谱，对应的参考值也从相应的参考值向

量中剔除。用剩余的样品建立模型．并用来计算被剔除样品的预测值。重复循环以上过程直至所有

样品都被剔除过。则交互验证的误差     按式（7）进行计算： 

            ......................................................... (7) 

式中： 

     ——交互验证中的预测值； 

     ——参考值。 

校正模型的预测残差平方和       按式（8）进行计算： 

           
                  

  
    ...................................... (8) 

交互验证标准误差 SECV 按式（9）进行计算： 

        
     

 
 ....................................................... (9) 

式中： 

   ——校正样品数量。 

      或者    值可作为模型所用变量数的因变量进行计算。通常从使用第一个变量或主成分

开始，从校正集中剔除一个或多个样品，用剩余样品建立的模型预测被剔除的样品，记录其参考值

与预测值之间的差异。然后将被剔除样品放回校正集，对其他样品重复迭代此过程，直至所有样品

被剔除一遍，计算      或者    值。依次增加因子数建模，重复以上过程，计算使用不同因子数

建模的      或者    值，直至预设的因子数才停止。 

通常，以      或者    值为   轴，因子数为    轴，将      或者    值与因子数作图来确定

最小的     值，以选取最佳因子数。图中      或者    最小值对应的因子数即为选用的最大因

子数。如果没有最小值，      或者    值接近阈值的第一个点对应的因子数可作为最佳因子数。

一般复杂体系样品的最佳因子数较大，但应审慎选取较大的因子数，以避免过拟合现象发生。 

      或者    的实际计算值依赖每轮交互验证过程中剔除的样品数。每轮剔除的样品数大于

1 的交互验证，其程序运行效率要比只剔除一个样品（即“留一法”）程序运行效率高，但其结果的可

靠性比“留一法”结果的可靠性差。 

以上统计方法仅作为评估模型所用因子数（变量数）的指导原则，没有一种方法能够永远提供

稳健的模型。因子数的最终检验标准是所建立的模型是否能通过模型有效性检验。通常，如果用所

选的因子数建立的最终模型具有期望的精密度，并能通过有效性验证，便可用该因子数建立校正模

型。 

16 样品检测和结果报告 

16.1 原油样品检测 

按照第 10 章试验步骤，对原油样品进行测试。 

16.2 结果表述 

按照要求，以测的数据直接呈现于报告中，测定的结果包含如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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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 

——单位； 

——有效位数等。 

报告样品中硫含量，用质量分数（w %）表示，结果取 3 位有效数据，并注明结果是依据本文件

获得； 

报告样品中氮含量，用质量分数（w %）表示，结果取 2 位有效数据，并注明结果是依据本文件

获得； 

报告样品中水含量，用质量分数（w %）或体积分数（v %）表示，结果取 3 位有效数据，并注

明结果是依据本文件获得； 

报告样品中钒含量，用质量含量（mg / kg）表示，结果取 3 位有效数据，并注明结果是依据本

文件获得； 

报告样品中镍含量，用质量含量（mg / kg）表示，结果取 3 位有效数据，并注明结果是依据本

文件获得； 

报告样品中酸值，以氢氧化钾质量分数[ KOH /（mg / g）]表示，结果取 3 位有效数据，并注明

结果是依据本文件获得； 

报告样品中馏程，用摄氏度（℃）表示，馏出体积，用毫升（mL）表示，结果均取 1 位有效数

据，并注明结果是依据本文件获得； 

报告样品中各馏分收率，用质量分数（w %）表示，结果取 1 位有效数据，并注明结果是依据本

文件获得； 

报告样品中碳含量，用质量分数（w %）表示，结果取 3 位有效数据，并注明结果是依据本文件

获得； 

报告样品中氢含量，用质量分数（w %）表示，结果取 3 位有效数据，并注明结果是依据本文件

获得； 

报告样品中密度，用国际单位（kg / m
3 或 g / cm

3）表示，结果报告到 0.1 kg / m
3 或 0.0001 g / cm

3，

并注明结果是依据本文件获得； 

报告样品中胶质，用质量分数（w %）表示，结果取 3 位有效数据，并注明结果是依据本文件获

得。 

报告样品中沥青质，用质量分数（w %）表示，结果取 3 位有效数据，并注明结果是依据本文件

获得。 

报告样品中残炭，用质量分数（w %）表示，结果取 3 位有效数据，并注明结果是依据本文件获

得。 

17 异常结果的确定和处理 

17.1 马氏距离值 

马氏距离    是用来检测校正过程中的异常样品、评估模型预测值的不确定性以及检测分析过

程中模型外推的标量。设   是从均值为    和协方差阵为设  的校正集波谱矩阵设   中抽出的任意样

品光谱，则该   与    的马氏距离定义为式（10）： 

                       ........................................... (10) 

式中： 

   ——校正样品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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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应用中，  常为样品波谱的主成分得分向量， 则为校正集波谱主成分得分矩阵的协方差矩

阵。 

17.2 异常样品的识别 

在校正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两类异常样品： 

第一类异常样品是含有极端组成的样本，称为高杠杆值样品，与校正集中其他样品相比，波谱

不具代表性，远离模型整体样品的平均光谱，在建模过程中波谱对用于建模的一个或多个变量具有

显著性贡献，对回归结果有强烈的影响，或者对至少一个回归系数起着相当重要的决定作用，对模

型的稳健性有强烈的扰动作用。通常利用主成分分析（PCA）和马氏距离（MD）相结合的方法检测

这类样品。 

第二类异常样品是预测值与参考值具有显著性差异的校正样品，由参考值测定误差较大、光谱

测量误差较大、参考值录入错误或模型不适用等原因所致。该类样品对回归分析影响明显，一般可

采用   检验的方法进行识别，并通过剔除、重新测定误差较大的相关数据、重新录入等方法进行修正。 

这类异常样品可使用   检验。按式（11）进行计算：  

    
  

          
.......................................................(11) 

式中： 

    ——校正集 i 样品的 t 检验值； 

    ——校正集 i 样品的预测值与参考值的差值； 

    ——校正集 i 样品的马氏距离； 

将   值与自由度为      的   分布临界值进行比较，确定估计误差是否符合预期分布的概率，

剔除大于临界值的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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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精密度 

本文件的精密度由实验室间的协同试验结果的统计计算得到。由下述规定判定试验结果的可靠性

（95 %置信水平）。 

18.1 重复性 

由同一操作者，在同一实验室，使用相同仪器，按相同的测定方法，对同一样品进行测定的多个单

次测试结果，所得两个独立测试结果的最大绝对差值不大于表 4 计算结果值（95 %置信水平）。 

18.2 再现性 

在不同的实验室、使用相同的方法、由不同的操作者、使用不同的仪器，对同一试样测得的两个单

一、独立的试验结果绝对差值不大于表 4 计算结果值（95 %置信水平）。 

表 4 原油各物性的重复性和再现性 

序号 物性 范围 重复性 r 再现性 R 

1 
水含量 

v% 
0.3～3.5 0.12 0.15 

2 
密度 

g/cm3  
— 0.0012 0.0018 

3 
硫含量 

w% 
— 0.0208 (X+0.089) 0.0675 (X+0.125) 

4 
酸值 

KOH/(mg/g) 
— 0.058 X 0.51 X 

5 
质量收率 

w% 

常压蒸馏 0.11 0.55 

减压蒸馏 0.16 0.72 

6 
钒 

mg/kg 
10~500 0.0154 X0.36 0.684 X0.42 

7 
镍 

mg/kg 
10~100 0.0148 X0.42 0.75 X0.38 

8 
碳 

w% 
75~87 0.0028（X+35.2） 0.008（X+42.3） 

9 
氢 

w% 
9~16 0.0853 X0.46 0.1532 X0.47 

10 
氮 

w% 
0.5~10 0.0092 0.0168 

11 
胶质 

w% 
— 0.126 X 0.187 X 

12 
沥青质 

w% 
— 0.089 X 0.172 X 

13 
残炭 

w% 
— 

log(r) = -0.785+0.367 logX 
+0.0811 (logX)2 

log(R)= -0.552+0.3192 logX 
+0.08863 (1og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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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仪器硬件配置图 

核磁共振仪器的内部结构截面图如下： 

单位为毫米 

 

图 A  核磁共振硬件配置截面图 

标引序号说明： 

1——核磁管； 

2——核磁线圈； 

3——核磁管加热器； 

4——核磁磁体； 

5——电控箱； 

6——磁体屏蔽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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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原油核磁共振氢谱 

原油核磁共振谱图： 

 

图 B  原油核磁共振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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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低频氢谱核磁共振波谱测定原油性质的建模与验证实施例 

C.1  样品收集 

根据校正集应涵盖待测样品化学组成变化范围原则，样品收集考虑因素包括原油来源、炼制工艺、

调合工艺和季节等因素。从我国九江炼油厂收集了 87 个原油样品。按照 GB/T 4756 中的步骤人工采集

取样，将样品置于带聚四氟乙烯盖的棕色玻璃瓶中，低温避光储存，防止油品变质。 

C.2  参考值测定 

按国标规定的标准方法作为参考方法测定原油样品的各项质量指标，如下表 C.2 物性列。每个样品

重复测定 2 次，取其平均值作为最终测定结果，即为参考值。尽可能缩短从采样到参考值测定时间，降

低原油样品存放时间过长使得组成发生改变。 

各质量指标的标准测试方法、重复性和再现性要求见表 C.2。 

表 C.2 原油各质量指标的参考方法、重复性和再现性要求 

序号 物性 参考标准 重复性 r 再现性 R 

1 
水含量 

GB/T 8929-2006 0.08 0.11 
v% 

2 
硫含量 

GB/T 17606-2009 0.02894（X+0.1691） 0.1215（X+0.05555） 

w% 

3 
酸值 

GB/T 18609-2011 0.117 X 0.44 X 
KOH/(mg/g)  

4 
质量收率 

GB/T 17280-2017 
0.6 1.3 

w% 0.9 2 

5 
钒 

GB/T 18608-2012 

1.1 X0.5 0.33 X0.9 
mg/kg 

6 
镍 

0.20 X0.65 1.3 X0.53 
mg/kg 

7 
碳 

SH/T0656-1998 

0.0072（X+48.48） 0.018（X+48.48） 

w% 

8 
氢 

0.1162 X0.5 0.2314 X0.5 
w% 

9 
氮 

0.167 0.4456 
w% 

10 
密度 

GB/T 1884-2000 0.0006 1.5 
g/cm3  

11 
胶质 

SY/T 7550-2012 

0.1 X 0.2 X 
w% 

12 
沥青质 

0.1 X 0.2 X 
w% 

13 
残炭 

GB/T 18610.1 
log(r) = -0.91666+0.825041 

logX +0.08239 (logX)2  

log(R)= -0.62668+0.724031 

logX +0.107 30(1ogX)2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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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  核磁共振波谱采集 

C.3.1  样品准备 

按第 8 章准备样品。 

C.3.2  仪器准备 

按第 9 章准备仪器。 

C.3.3  采集参数设置 

波谱范围：全区间；加热时间 60 s；扫描次数 32 次。 

C.3.4  原油样品谱图的采集 

按照物料命名规则采集原油的 NMR 波谱并保存到指定位置。 

图C.1为原油样品的NMR波谱叠加图。其中548 ~ 584 点数范围的谱峰为脂肪烃中的甲基（-CH3），

510 ~ 548 点数范围的谱峰为亚甲基（-CH2），460 ~ 502 点数范围的谱峰为芳烃中的苯环（ ）、甲

基（-CH3）、亚甲基（-CH2）等基团。 

 

 

图 C.1  采集原油的核磁共振波谱图 

C.4  校正样品和验证样品的选择 

对样品谱图进行 Savitzky-Golay 卷积平滑和 Savitzky-Golay 卷积导数，选择全区间的波谱数据，进

行 PCA 分析。根据样品集的得分空间分布，按照校正样品数量和验证样品数量比例为 3:2 的规则选择

校正集和验证集样品。 

图 C.2 为校正集合验证集样品在第一得分和第二得分的空间分布图，分析可知校正样品和验证样品

在波谱空间分布基本均匀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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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C.2  校正样品和验证样品的得分空间分布图 

C.5  密度模型建立和验证 

C.5.1  异常样品的剔除 

按第 17 章方法利用主成分分析（PCA）和马氏距离（MD）相结合的方法检测异常样品。 

将校正集的核磁共振波谱数据和密度参考值利用建模软件，经 Savitzky-Golay 卷积平滑和

Savitzky-Golay 卷积导数，利用 PLS 采用交叉验证方法建模模型。然后使用模型预测验证集的密度与参

考值进行比较。 

图 C.3 为校正集 PCA-MD 异常样品识别效果图。 

图 C.4 为校正集 PCA-MD 的偏差关系图。 

从图 C.3 ~ 图 C.4 可以看出在样品集中少数样品比其余样品离群。为减少这些离群样品对建模的

影响，将离群样品视为异常样品，从校正集和验证集中删除。图中星号标识为异常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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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C.3  校正集 PCA-MD 异常样品识别效果图 

 

图 C.4  校正集 PCA-MD 的偏差关系图 

C.5.2  模型的建立 

利用剔除异常样品后的校正集，结合 PLS 算法建立模型。采用交互验证标准偏差 SECV 优化模型

参数。 

图 C.5 图示了密度的 SECV 与主成分数关系。利用该图可以确定最佳主成分数为 8。 

表 C.3 列出了密度的建模参数和模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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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C.6 图示了校正集密度参考值与预测值关系。 

图 C.7 图示了校正集密度参考值与偏差的关系。 

从表 C.3 的建模结果分析，模型预测值与 GB/T 1884-2000 方法测定参考值的一致性好，决定系数

R
2
达到 0.99，参考值与预测值偏差远低于 GB/T 1884-2000 方法再现性 1.5，能够满足原油快速检测要

求。 

该模型最佳因子数 k 为 8，校正集样品数量为 50，是主成分数的 6.25 倍，符合 GB/T 29858 中规定

的“如果使用大于 3 的变量数 k 建立校正模型，剔除异常样品后校正集应至少含有 6 k 个样品”，即 48

个样品的要求。校正集密度变化范围为 34.37 kg/m
3
 ，为参考方法再现性 1.5 的 22.9 倍，符合 GB/T 29858 

中规定的“校正集浓度或性质范围大于或等于参考方法的再现性标准偏差即再现性除以 2.77 大小的 5

倍，至少不低于 3 倍”的要求。因此，可以利用验证集进一步考察该模型的性能。 

 

 

图 C.5  密度的 SECV 与主成分数图 

表 C.3  密度的建模参数和模型结果 

预处理方法 区间范围 主成分数 
校正集样品数

量 

密度范围 

kg/m3  
R2 SECV 

Savitzky-Golay 卷

积平滑、

Savitzky-Golay 卷

积导数 

1-700 8 50 854.3-889.5 0.99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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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C.6 校正集密度参考值与预测值关系。 

 

图 C.7 校正集密度参考值与偏差的关系。 

C.5.3  模型的验证 

利用建立的 PLS 模型预测验证集密度，并与参考值进行比较，见表 C.4。 

经统计分析，计算 SEV 、R
2、p，结果见表 C.5 

图 C.8 图示了验证集密度参考值与预测值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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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C.9 图示了验证集密度参考值与偏差的关系。 

从表 C.4 的模型验证结果分析，模型预测值与 GB/T 1884-2000 方法测定参考值的一致性好，决定

系数 R
2 达到 0.98，参考值与预测值最大偏差为 1.8，略高于 GB/T 1884-2000 方法再现性 1.5，模型分析

误差在±1.8 以内，其中 88 %的分析误差在±1.5 以内能够满足原油快速检测要求。 

验证集的样品数量为 34，是主成分数的 4.25 倍，符合 GB/T 29858 中规定的“如果模型使用了大

于 5 的变量 k，则验证集中的内插样品数应不少于 4 k”，即 32 个样品的要求。另外验证集密度的变化

范围和标准偏差，符合 GB/T 29858 中规定的要求。 

随机选择一个验证样品，采用模型重复测定 10 次密度, 测定结果见表 C.6。结果表明，该模型重

复性好，重复测定 10 次的密度最大偏差为 1.2, 略高于 GB/T 1884-2000 中参考方法重复性 1.5 的要求。 

因此，验证结果表明所建模型可以用于快速测定原油密度。 

表 C.4  验证集密度参考值、预测值及其偏差 

样品 
参考值 

kg/m3  

预测值 

kg/m3  

偏差 

kg/m3  

 

样品 
参考值 

kg/m3  

预测值 

kg/m3  

偏差 

kg/m3  

验证-1 876.5 876.7 -0.2 验证-18 880.2 881.4 -1.2 

验证-2 875.5 874.9 0.6 验证-19 872.2 872.4 -0.2 

验证-3 866 864.4 1.6 验证-20 888.1 886.8 1.3 

验证-4 876.1 876.8 -0.7 验证-21 889.5 888.3 1.2 

验证-5 876.2 875.6 0.6 验证-22 869.4 868.1 1.3 

验证-6 873.1 871.5 1.6 验证-23 886.7 887.4 -0.7 

验证-7 873.9 874.6 -0.7 验证-24 880.7 879.2 1.5 

验证-8 863.9 864.1 -0.2 验证-25 885 883.6 1.4 

验证-9 876.4 877.5 -1.1 验证-26 872.8 871.2 1.6 

验证-10 876.8 877.5 -0.7 验证-27 877.6 876.9 0.7 

验证-11 876.6 877.6 -1 验证-28 866.6 867.7 -1.1 

验证-12 871.6 870.2 1.4 验证-29 860.1 859.3 0.8 

验证-13 867.1 867.7 -0.6 验证-30 866.3 865.1 1.2 

验证-14 876.7 878.5 -1.8 验证-31 859.6 859.9 -0.3 

验证-15 872.7 872.2 0.5 验证-32 856.6 857.2 -0.6 

验证-16 867.2 868.6 -1.4 验证-33 859.3 858.1 1.2 

验证-17 876.9 876 0.9 验证-34 855.2 856 -0.8 

表 C.5  验证集密度的范围、R
2、SEV 和 p 

验证集样品数量 
密度范围 

kg/m3  
R2 SEV p 

34 855.2-889.5 0.98 1.84 88 % 

表 C.6  验证集密度的范围、R
2、SEV 和 p 

次数 
密度 

kg/m3  

第 1 次 876.3 

第 2 次 876.4 

第 3 次 876.7 

第 4 次 875.9 

第 5 次 876.9 

第 6 次 876.4 

第 7 次 875.7 

第 8 次 876.4 

第 9 次 876.1 

第 10 次 8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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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6  验证集密度的范围、R
2、SEV 和 p（续） 

最大值-最小值 1.2 

重复性要求 0.6 

 

 

 

图 C.8 验证集密度参考值与预测值关系。 

 

图 C.9 验证集密度参考值与偏差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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