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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差分析法分析溢油分散剂对原油指纹的影响

王巧敏袁摇 孙摇 冰袁摇 严志宇袁摇 刘摇 慧袁摇 朱小梅袁摇 刘摇 钦袁摇 于摇 颖

渊大连海事大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袁辽宁 大连 员员远园圆远冤

摘摇 要院以 圆 种原油和 猿 种溢油分散剂渊简称分散剂冤的 远 种原油和分散剂混合物样品为对象袁利用方差分

析法研究分散剂的种类和相对含量对油指纹渊烷烃诊断比冤的影响遥 首先对原始数据进行了单样本非参

数 运鄄杂 检验和 悦燥糟澡则葬灶 最大方差检验袁然后排除掉不适合做方差分析的诊断比值袁最后对符合条件的数据

进行方差分析遥 研究发现袁有些诊断比不论什么分散剂都会对其产生影响袁有一些诊断比袁随着分散剂种

类的不同袁有时影响显著有时影响不显著遥 这表明本研究中的诊断比都受分散剂的种类和相对含量的影

响袁溢油指纹鉴定需考虑分散剂的影响遥
关键词院分散剂曰油指纹曰方差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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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油指纹鉴定中袁国内外研究者们大多关注原

油入海后所经受的各种自然风化过程袁及其对油

指纹产生的影响咱员鄄怨暂 袁而溢油分散剂对原油指纹的

直接影响一般较易被忽视遥 原油是一种由多种有

机材料在不同的地球化学条件下经过很长一段时

间的化学转换而形成的复杂混合物遥 溢油分散剂

是一种可以与原油混溶的有机流体袁因此原油中

它的存在是否会影响油指纹袁有待于考察遥
本文用 圆 种原油和 猿 种分散剂分别配置不同

比例的 远 种原油和分散剂混合样品袁利用带有火

焰离子化检测器的气相色谱仪渊郧悦 原 云陨阅冤进行测

试分析袁采用方差分析法中的单因素方差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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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已通过了 运鄄杂 检验和 悦燥糟澡则葬灶 检验的诊断比值

进行数据分析袁研究分散剂种类和含量对样品的

油指纹渊主要指烷烃诊断比冤的影响遥 本研究旨

在对加了分散剂以后的原油进行重新评价并筛选

鉴别指标袁为溢油指纹的鉴定提供补充袁为解决责

任纠纷提供技术支持遥
员摇 材料与方法

员援 员摇 实验材料与仪器

本实验所用油品为华北原油和渤海原油袁分
散剂为富肯鄄圆 号尧海鸥 源 号尧郧酝鄄圆 分散剂遥 分别

配置分散剂和油的体积比渊简称剂油比冤 为 园尧
园郾 圆尧园援 源尧园援 远 的混合样品进行分析袁分析仪器是

日本岛津的 郧悦鄄圆园员园 气相色谱仪遥
员援 圆摇 实验方法

准确称取 园援 圆 早 配置好的样品遥 然后利用

员缘 皂蕴事先混合好的有机溶剂渊悦匀圆 悦造圆 颐 悦远 匀员源 越
圆颐 员袁体积比冤充分溶解遥

层析柱中从下到上依次装入脱脂棉尧缘援 缘 早 硅

胶尧员援 圆 早 无水 晕葬圆 杂韵源曰首先加入 员园 皂蕴 悦远匀员源进
行充分淋洗袁待淋洗完毕后袁将上述油样溶解液倒

入层析柱中进行洗脱袁接取层析液袁封好待测遥
气相色谱仪的测试条件院进样口温度 圆愿园益袁

检测器温度 猿园园益袁高纯 晕圆载气遥 程序升温为院初
始温 度 远园益袁 以 圆园益 辕 皂蚤灶 升 至 员园园益袁 保 持

圆 皂蚤灶曰以 愿益 辕 皂蚤灶 升至 圆愿园益袁保持 缘缘 皂蚤灶遥
员援 猿摇 数据处理方法

每个样品重复分析 远 次袁计算叶海面溢油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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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遥 渤海原油和华北原油诊断比实测数据的平均

值尧标准偏差和方差见表 员 和表 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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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方差分析法要求原始数据必须具备三个条

件咱员愿暂 院第一袁观测变量在控制变量各个水平上的

取值袁即各个总体必须满足正态分布曰第二袁观测

变量各个总体的方差应该相同曰第三袁控制变量的

选取一定是有限的渊本研究符合第三个条件袁不
必加以验证冤遥 因此袁在对诊断比值进行方差分

析前袁首先利用 杂孕杂杂 统计分析软件中的单样本非

参数 运鄄杂 检验法对不同比例下诊断比值的各个总

体分布是否是正态分布进行验证袁取显著性水平

琢 越园援 园员遥 然后采用 悦燥糟澡则葬灶 大方差检验法检

验各个总体的方差是否相同咱员怨暂 遥 后对通过上

述检验的数据进行方差分析袁以便检验观测变量

渊每次测量计算的各个诊断比值冤在控制变量渊分
散剂的相对含量冤的不同水平上渊剂油比分别为

园袁园援 圆袁园援 源 和 园援 远冤的值是否存在显著差异袁即分

散剂的相对含量对诊断比值是否有显著影响遥

圆摇 结果与讨论

圆援 员摇 方差分析法应用条件的检验结果

圆援 员援 员摇 运鄄杂 检验结果

运鄄杂 检验结果如表 猿 和表 源 所示遥 单样本 运鄄
杂 检验的原假设是院假设总体的分布与正态分布

没有显著差异袁当检验概率 孕 值渊精确显著性渊双
侧冤冤小于显著性水平渊琢 越 园援 园员冤袁要拒绝原假设袁
认为总体分布与正态分布差异显著袁反之袁如果检

验概率 孕 值渊精确显著性渊双侧冤冤大于显著性水

平渊琢 越 园援 园员冤袁则表明样本观测值的发生不是一

个小概率事件袁不能拒绝原假设袁即总体的分布与

正态分布没有显著的差异遥
由表 猿 和表 源 可知袁检验概率 孕 值渊精确显著

性渊双侧冤冤全部大于显著性水平渊琢 越 园援 园员冤袁因
此袁总体的分布是符合正态分布的袁即诊断比值数

据全部满足方差分析的第一个条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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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猿摇 渤海原油诊断比值的 运鄄杂 检验结果

栽葬遭援 猿 运鄄杂 贼藻泽贼 则藻泽怎造贼 燥枣 月燥澡葬蚤 糟则怎凿藻 燥蚤造 凿蚤葬早灶燥泽贼蚤糟 则葬贼蚤燥泽
诊断比 运鄄杂 检验结果

分散剂 辕原油 富肯鄄圆 号分散剂 辕原油 海鸥 源 号分散剂 辕原油 郧酝鄄圆 分散剂 辕原油

园 园援 圆 园援 源 园援 远 园援 圆 园援 源 园援 远 园援 圆 园援 源 园援 远

悦员苑 辕 孕则 运燥造皂燥早燥则燥增鄄杂皂蚤则灶燥增 在 园援 远园圆 园援 缘远员 园援 愿园源 园援 缘苑园 园援 源怨怨 园援 远圆圆 园援 缘园愿 园援 缘苑愿 园援 缘圆远 园援 源远源
精确显著性渊双侧冤 园援 苑愿远 园援 愿源愿 园援 源源圆 园援 愿猿远 园援 怨圆猿 园援 苑缘猿 园援 怨员源 园援 愿圆缘 园援 愿怨源 园援 怨缘猿

悦员愿 辕 孕澡 运燥造皂燥早燥则燥增鄄杂皂蚤则灶燥增 在 园援 缘缘源 园援 源圆远 园援 猿愿苑 园援 缘怨远 园援 缘员源 园援 缘员园 园援 缘远圆 园援 猿怨缘 园援 源源源 园援 远怨圆
精确显著性渊双侧冤 园援 愿缘怨 园援 怨苑苑 园援 怨怨圆 园援 苑怨缘 园援 怨园苑 园援 怨员猿 园援 愿源苑 园援 怨怨园 园援 怨远苑 园援 远猿圆

孕则 辕 孕澡 运燥造皂燥早燥则燥增鄄杂皂蚤则灶燥增 在 园援 缘员猿 园援 缘圆园 园援 源苑愿 园援 愿愿猿 园援 源怨远 园援 缘猿缘 园援 远圆愿 园援 源源怨 园援 缘缘怨 园援 远缘缘
精确显著性渊双侧冤 园援 怨园怨 园援 怨园员 园援 怨源猿 园援 猿猿源 园援 怨圆远 园援 愿愿猿 园援 苑源猿 园援 怨远源 园援 愿缘员 园援 远怨苑

悦员苑 辕 悦员愿
运燥造皂燥早燥则燥增鄄杂皂蚤则灶燥增 在 园援 远缘猿 园援 源愿猿 园援 缘怨圆 园援 远园源 园援 缘圆圆 园援 愿员愿 园援 缘缘猿 园援 苑苑愿 园援 缘源愿 园援 远员圆
精确显著性渊双侧冤 园援 苑园园 园援 怨猿怨 园援 愿园猿 园援 苑愿猿 园援 愿怨怨 园援 源圆员 园援 愿远园 园援 源愿圆 园援 愿远苑 园援 苑苑园渊悦员怨 垣 悦圆园 冤 辕 渊悦圆员 垣

悦圆圆 冤
运燥造皂燥早燥则燥增鄄杂皂蚤则灶燥增 在 园援 猿员愿 园援 远怨猿 园援 源愿怨 园援 缘源怨 园援 苑远园 园援 远缘愿 园援 缘源源 园援 源员远 园援 猿员怨 园援 缘园缘
精确显著性渊双侧冤 员援 园园园 园援 远圆愿 园援 怨猿猿 园援 愿远缘 园援 缘员圆 园援 远怨员 园援 愿苑员 园援 怨愿圆 员援 园园园 园援 怨员苑

渊悦圆员 垣 悦圆圆 冤 辕 渊悦圆愿 垣
悦圆怨 冤

运燥造皂燥早燥则燥增鄄杂皂蚤则灶燥增 在 园援 源愿圆 园援 苑圆员 园援 缘愿猿 园援 猿愿园 园援 远圆苑 园援 怨猿园 园援 苑园圆 园援 远员苑 园援 源员猿 园援 缘源员
精确显著性渊双侧冤 园援 怨源园 园援 缘苑怨 园援 愿员远 园援 怨怨源 园援 苑源缘 园援 圆苑苑 园援 远员圆 园援 苑远猿 园援 怨愿猿 园援 愿苑远渊悦圆猿 垣 悦圆缘 垣 悦圆苑 垣

悦圆怨 冤 辕 渊悦圆源 垣 悦圆远 垣
悦圆愿 垣 悦猿园 冤

运燥造皂燥早燥则燥增鄄杂皂蚤则灶燥增 在 园援 缘员员 园援 缘圆苑 园援 缘员苑 园援 愿圆苑 园援 源缘圆 园援 怨圆员 园援 缘远园 园援 缘怨怨 园援 源苑远 园援 猿源远
精确显著性渊双侧冤 园援 怨员圆 园援 愿怨源 园援 怨园源 园援 源园愿 园援 怨远圆 园援 圆愿苑 园援 愿缘园 园援 苑怨员 园援 怨源源 园援 怨怨愿

渊悦员怨 垣 悦圆园 冤 辕 渊悦员怨 垣
悦圆园 垣 悦圆员 垣 悦圆圆 冤

运燥造皂燥早燥则燥增鄄杂皂蚤则灶燥增 在 园援 猿员缘 园援 苑缘员 园援 源愿猿 园援 缘圆苑 园援 苑园远 园援 远园苑 园援 缘怨愿 园援 源源源 园援 圆怨员 园援 源愿苑
精确显著性渊双侧冤 员援 园园园 园援 缘圆苑 园援 怨猿愿 园援 愿怨圆 园援 远园远 园援 苑苑愿 园援 苑怨猿 园援 怨远苑 员援 园园园 园援 怨猿缘

表 源摇 华北原油诊断比值的 运鄄杂 检验结果

栽葬遭援 源 运鄄杂 贼藻泽贼 则藻泽怎造贼 燥枣 匀怎葬遭藻蚤 糟则怎凿藻 燥蚤造 凿蚤葬早灶燥泽贼蚤糟 则葬贼蚤燥泽
诊断比 运鄄杂 检验结果

分散剂 辕原油 富肯鄄圆 号分散剂 辕原油 海鸥 源 号分散剂 辕原油 郧酝鄄圆 分散剂 辕原油

园 园援 圆 园援 源 园援 远 园援 圆 园援 源 园援 远 园援 圆 园援 源 园援 远

悦员苑 辕 孕则 运燥造皂燥早燥则燥增鄄杂皂蚤则灶燥增 在 园援 源源缘 园援 猿愿远 园援 苑园苑 园援 苑怨缘 园援 源远苑 园援 苑员猿 园援 源远缘 园援 远猿愿 园援 远猿员 园援 缘苑猿
精确显著性渊双侧冤 园援 怨远苑 园援 怨怨圆 园援 远园源 园援 源缘缘 园援 怨缘员 园援 缘怨猿 园援 怨缘猿 园援 苑圆苑 园援 苑猿愿 园援 愿猿圆

悦员愿 辕 孕澡 运燥造皂燥早燥则燥增鄄杂皂蚤则灶燥增 在 园援 猿源怨 园援 缘远远 园援 远园苑 园援 苑源员 园援 远愿远 园援 愿圆园 园援 源愿猿 园援 苑远苑 园援 猿圆猿 园援 缘苑愿
精确显著性渊双侧冤 园援 怨怨愿 园援 愿源圆 园援 苑苑愿 园援 缘源源 园援 远源圆 园援 源员怨 园援 怨猿怨 园援 缘园员 园援 怨怨怨 园援 愿圆源

孕则 辕 孕澡 运燥造皂燥早燥则燥增鄄杂皂蚤则灶燥增 在 园援 远缘源 园援 缘缘怨 园援 缘园苑 园援 源远远 园援 源圆愿 园援 源愿员 园援 缘源怨 园援 远员源 园援 源源源 园援 缘缘缘
精确显著性渊双侧冤 园援 远怨怨 园援 愿缘圆 园援 怨员缘 园援 怨缘猿 园援 怨苑远 园援 怨源园 园援 愿远缘 园援 苑远苑 园援 怨远苑 园援 愿缘苑

悦员苑 辕 悦员愿
运燥造皂燥早燥则燥增鄄杂皂蚤则灶燥增 在 园援 苑远源 园援 源猿源 园援 缘员缘 园援 缘源缘 园援 缘怨圆 园援 苑猿圆 园援 猿缘缘 园援 远圆怨 园援 源缘猿 园援 圆愿缘
精确显著性渊双侧冤 园援 缘园远 园援 怨苑猿 园援 怨园远 园援 愿苑员 园援 愿园员 园援 缘缘怨 园援 怨怨苑 园援 苑源员 园援 怨远员 员援 园园园

渊悦员怨 垣 悦圆园 冤 辕 渊悦圆员 垣
悦圆圆 冤

运燥造皂燥早燥则燥增鄄杂皂蚤则灶燥增 在 园援 怨怨源 园援 苑怨愿 园援 缘员员 园援 远缘缘 园援 苑员远 园援 苑员猿 园援 源圆缘 园援 源远猿 园援 猿苑缘 园援 远猿员
精确显著性渊双侧冤 园援 圆员员 园援 源缘员 园援 怨员员 园援 远怨远 园援 缘愿怨 园援 缘怨源 园援 怨苑苑 园援 怨缘缘 园援 怨怨缘 园援 苑猿怨

渊悦圆员 垣 悦圆圆 冤 辕 渊悦圆愿 垣
悦圆怨 冤

运燥造皂燥早燥则燥增鄄杂皂蚤则灶燥增 在 园援 源缘苑 园援 远园猿 园援 远圆园 园援 愿圆怨 员援 园猿苑 园援 猿怨圆 园援 苑远员 园援 远圆猿 园援 缘怨远 园援 缘缘园
精确显著性渊双侧冤 园援 怨缘怨 园援 苑愿缘 园援 苑缘远 园援 源园远 园援 员苑猿 园援 怨怨员 园援 缘员员 园援 苑缘圆 园援 苑怨缘 园援 愿远源渊悦圆猿 垣 悦圆缘 垣 悦圆苑 垣

悦圆怨 冤 辕 渊悦圆源 垣 悦圆远 垣
悦圆愿 垣 悦猿园 冤

运燥造皂燥早燥则燥增鄄杂皂蚤则灶燥增 在 园援 源怨怨 园援 远怨怨 园援 缘圆圆 员援 园源猿 园援 苑怨园 园援 苑猿园 园援 远猿猿 园援 怨员苑 园援 缘苑怨 园援 源缘苑
精确显著性渊双侧冤 园援 怨圆猿 园援 远员怨 园援 愿怨愿 园援 员远苑 园援 源远猿 园援 缘远源 园援 苑猿缘 园援 圆怨圆 园援 愿圆猿 园援 怨缘愿

渊悦员怨 垣 悦圆园 冤 辕 渊悦员怨 垣
悦圆园 垣 悦圆员 垣 悦圆圆 冤

运燥造皂燥早燥则燥增鄄杂皂蚤则灶燥增 在 员援 园员远 园援 愿猿远 园援 缘员愿 园援 远苑愿 园援 远源怨 园援 苑圆园 园援 源猿猿 园援 猿源猿 园援 猿怨远 园援 缘苑源
精确显著性渊双侧冤 园援 员怨园 园援 猿怨远 园援 怨园源 园援 远缘远 园援 苑园苑 园援 缘愿员 园援 怨苑猿 园援 怨怨愿 园援 怨愿怨 园援 愿猿园

摇 摇 圆援 员援 圆摇 悦燥糟澡则葬灶 检验结果

本研究利用 悦燥糟澡则葬灶 大方差检验法对方差

分析的第二个条件袁即通过计算统计量 悦袁并与临

界值 悦琢进行比较袁验证观测变量各个总体的方差



第 源 期 王巧敏袁等院方差分析法分析溢油分散剂对原油指纹的影响 缘怨员摇摇
是否相同遥 用于 悦燥糟澡则葬灶 检验的样品诊断比值的

统计量 悦 的计算结果见表 缘遥
表 缘摇 悦燥糟澡则葬灶 检验中的统计量 悦 的计算结果

栽葬遭援 缘 悦葬造糟怎造葬贼藻凿 增葬造怎藻 燥枣 泽贼葬贼蚤泽贼蚤糟 悦 枣燥则 悦燥糟澡则葬灶 贼藻泽贼

诊断比

渤海原油 华北原油

富肯

鄄圆 号

海鸥

源 号
郧酝鄄圆 富肯

鄄圆 号

海鸥

源 号
郧酝鄄圆

悦员苑 辕 孕则 园援 猿愿园 园援 源源园 园援 源源远 园援 源园苑 园援 远员员 园援 源园猿
悦员愿 辕 孕澡 园援 猿远圆 园援 远远怨 园援 猿远苑 园援 猿缘远 园援 源愿员 园援 源园缘
孕则 辕 孕澡 园援 缘愿园 园援 猿园苑 园援 源远缘 园援 苑源圆晕 园援 苑圆源晕 园援 苑猿怨晕
悦员苑 辕 悦员愿 园援 猿缘员 园援 源猿圆 园援 猿怨缘 园援 猿猿远 园援 苑猿怨晕 园援 苑源猿晕
渊悦员怨 垣 悦圆园冤 辕 渊悦圆员 垣
悦圆圆冤 园援 源愿员 园援 缘园苑 园援 缘猿远 园援 猿园猿 园援 源缘苑 园援 缘猿怨
渊悦圆员 垣 悦圆圆冤 辕 渊悦圆愿 垣
悦圆怨冤 园援 苑苑圆晕 园援 远猿园 园援 缘员缘 园援 猿源猿 园援 远猿苑 园援 远员员
渊悦圆猿 垣 悦圆缘 垣 悦圆苑 垣
悦圆怨冤 辕 渊 悦圆源 垣 悦圆远 垣
悦圆愿 垣 悦猿园冤

园援 缘园怨 园援 缘园源 园援 缘园缘 园援 源源缘 园援 猿远苑 园援 源圆愿

渊悦员怨 垣 悦圆园冤 辕 渊 悦员怨 垣
悦圆园 垣 悦圆员 垣 悦圆圆冤 园援 缘圆缘 园援 源苑源 园援 源怨愿 园援 圆怨愿 园援 源园源 园援 缘苑园

摇 摇 注院上标 晕 表示该值与临界值 悦琢比较后袁是不合格数据遥
本研究中选取显著性水平 琢 越园援 园员袁组数 蕴 越

源袁测定次数 灶 越 远遥 由 悦燥澡则葬灶 检验法的对应表得

到 悦琢 越 园援 远苑远遥 如果 悦 约 悦琢表明 远 次测量是等精

度的袁符合方差分析的条件袁反之则不符合遥 将表

缘 中的数据与 悦琢比较后可知袁对于渤海原油袁渊悦圆员
垣 悦圆圆冤 辕 渊悦圆愿 垣 悦圆怨冤不能用方差分析法分析曰对于

华北原油袁孕则 辕 孕澡 和 悦员苑 辕 悦员愿不能用方差分析法分

析袁见表 缘 中标注 晕 的数据遥
圆援 圆摇 方差分析结果

排除以上不合格的诊断比值后对剩余诊断比

值进行方差分析袁结果见表 远 和表 苑遥
表 远摇 不同分散剂对渤海原油诊断比值影响的方差分析

结果

栽葬遭援 远 砸藻泽怎造贼泽 燥枣 增葬则蚤葬灶糟藻 葬灶葬造赠泽蚤泽 葬遭燥怎贼 贼澡藻 藻枣枣藻糟贼 燥枣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贼
贼赠责藻泽 燥枣 凿蚤泽责藻则泽葬灶贼泽 燥灶 月燥澡葬蚤 燥蚤造 凿蚤葬早灶燥泽贼蚤糟 则葬贼蚤燥泽
诊断比

渤海原油

垣 富肯鄄圆 号 垣 海鸥 源 号 垣 郧酝鄄圆
悦员苑 辕 孕则 晕 晕 晕
悦员愿 辕 孕澡 再 晕 晕
孕则 辕 孕澡 晕 再 再
悦员苑 辕 悦员愿 再 晕 晕

渊悦员怨 垣 悦圆园 冤 辕 渊悦圆员 垣 悦圆圆 冤 再 再 再
渊悦圆猿 垣 悦圆缘 垣 悦圆苑 垣 悦圆怨 冤 辕
渊悦圆源 垣 悦圆远 垣 悦圆愿 垣 悦猿园 冤 再 再 再

渊悦员怨 垣 悦圆园 冤 辕 渊悦员怨
垣 悦圆园 垣 悦圆员 垣 悦圆圆 冤 再 再 再

摇 摇 注院表中 晕 表示 云 跃 云琢袁组间影响显著曰再 表示 云臆 云琢即组间

影响不显著

表 苑摇 不同分散剂对华北原油诊断比值影响的方差分析

结果

栽葬遭援 苑 砸藻泽怎造贼泽 燥枣 增葬则蚤葬灶糟藻 葬灶葬造赠泽蚤泽 葬遭燥怎贼 贼澡藻 藻枣枣藻糟贼 燥枣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贼
贼赠责藻泽 燥枣 凿蚤泽责藻则泽葬灶贼泽 燥灶 匀怎葬遭藻蚤 燥蚤造 凿蚤葬早灶燥泽贼蚤糟 则葬贼蚤燥泽
诊断比

渤海原油

垣 富肯鄄圆 号 垣 海鸥 源 号 垣 郧酝鄄圆
悦员苑 辕 孕则 晕 晕 晕
悦员愿 辕 孕澡 再 晕 晕

渊悦员怨 垣 悦圆园 冤 辕 渊悦圆员 垣 悦圆圆 冤 再 晕 再
渊悦圆员 垣 悦圆圆 冤 辕 渊悦圆愿 垣 悦圆怨 冤 晕 晕 再
渊悦圆猿 垣 悦圆缘 垣 悦圆苑 垣 悦圆怨 冤 辕
渊悦圆源 垣 悦圆远 垣 悦圆愿 垣 悦猿园 冤 再 晕 晕

渊悦员怨 垣 悦圆园 冤 辕 渊悦员怨 垣 悦圆园 垣
悦圆员 垣 悦圆圆 冤 再 晕 晕

摇 摇 注院表中 晕 表示 云 跃 云琢袁组间影响显著曰再 表示 云臆 云琢即组间

影响不显著

由表 远 可知袁分散剂的种类不同袁对渤海原油

诊断比的影响也不同遥 富肯鄄圆 号尧海鸥 源 号和

郧酝鄄圆 分散剂对诊断比 悦员苑 辕 孕则 有显著的影响袁因
此袁该诊断比不能用于经分散剂作用的溢油的指

纹鉴定曰对于诊断比渊悦员怨 垣 悦圆园冤 辕 渊悦圆员 垣 悦圆圆 冤尧渊悦员怨
垣 悦圆园冤 辕 渊悦员怨 垣 悦圆园 垣 悦圆员 垣 悦圆圆 冤和渊悦圆猿 垣 悦圆缘 垣 悦圆苑
垣 悦圆怨冤 辕 渊悦圆源 垣 悦圆远 垣 悦圆愿 垣 悦猿园 冤袁三种分散剂对其

影响均不显著袁因此可以用作经上述分散剂作用

后溢油指纹的鉴定曰其余的诊断比 悦员愿 辕 孕澡尧孕则 辕 孕澡
和 悦员苑 辕 悦员愿受海鸥 源 号和 郧酝鄄圆 分散剂的影响是一

致的袁分别为影响显著尧不显著和显著袁与受富肯鄄
圆 号分散剂的影响正好完全相反遥 因此袁分散剂

种类不同袁其对油指纹的影响呈现不同的趋势袁这
些诊断比能否用作溢油指纹的鉴定取决于溢油后

所使用的分散剂的种类袁即它们具有不确定性遥
从表 苑 中可以得知袁富肯鄄圆 号尧海鸥 源 号和

郧酝鄄圆 分散剂对诊断比 悦员苑 辕 孕则 也有显著的影响袁
该诊断比不能用于经上述分散剂作用的溢油的指

纹鉴定曰与渤海原油不同的是袁华北原油没有受上

述所有分散剂影响不显著的诊断比曰其余的诊断

比受分散剂的影响有显著的也有不显著的遥 从分

散剂种类来看袁海鸥 源 号影响了所有的诊断比袁而
富肯鄄圆 号和 郧酝鄄圆 分散剂除了都对渊悦员怨 垣 悦圆园 冤 辕
渊悦圆员 垣 悦圆圆冤影响不显著外袁其余的呈现出相反的

影响结果遥
综合表 远尧表 苑 的分析结果表明院不同的分散

剂对两种原油的影响结果不一样袁同一种分散剂

对不同原油的结果也不尽相同袁对不同诊断比的

影响也不一样遥 分散剂对原油指纹影响的方式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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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性不强袁说明分散剂的影响是复杂的袁不仅是物

理混合袁分散剂对原油诊断比的影响袁是原油自身

性质和分散剂自身性质共同作用的结果袁需要进

行更多的研究来支撑油指纹鉴定技术遥
猿摇 结摇 论

渊员冤利用单样本非参数 运鄄杂 检验对各个总体

是否符合正态分布进行了验证袁结果表明全部总

体都满足正态分布袁符合方差分析的第一个条件遥
渊圆冤本研究利用 悦燥糟澡则葬灶 大方差检验发现

渤海原油的渊悦圆员 垣 悦圆圆冤 辕 渊悦圆愿 垣 悦圆怨冤尧华北原油的

孕则 辕 孕澡 和 悦员苑 辕 悦员愿总体的方差不相同袁不能用方差

分析法分析遥 除此之外袁其余诊断比满足方差分

析的第二个条件遥
渊猿冤由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袁猿 种分散剂对渤

海原油和华北原油中的 悦员苑 辕 孕则 的影响显著袁对渤

海原油中的渊悦员怨 垣 悦圆园 冤 辕 渊悦圆员 垣 悦圆圆冤尧渊悦圆猿 垣 悦圆缘 垣
悦圆苑 垣 悦圆怨 冤 辕 渊悦圆源 垣 悦圆远 垣 悦圆愿 垣 悦猿园 冤尧渊悦员怨 垣 悦圆园 冤 辕
渊悦员怨 垣 悦圆园 垣 悦圆员 垣 悦圆圆 冤的影响不显著袁其他诊断

比袁随着分散剂种类的不同袁影响结果不同遥
渊源冤分散剂对原油诊断比值有复杂的影响袁

是原油自身性质和分散剂自身性质共同作用的结

果遥 在进行油指纹鉴别中袁应特别注意分散剂的

影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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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员缘暂 宰粤晕郧 在 阅袁云陨晕郧粤杂 酝援 阅藻增藻造燥责皂藻灶贼泽 蚤灶 贼澡藻 葬灶葬造赠泽蚤泽 燥枣 责藻贼则燥鄄

造藻怎皂 澡赠凿则燥糟葬则遭燥灶泽 蚤灶 燥蚤造泽袁责藻贼则燥造藻怎皂 责则燥凿怎糟贼泽 葬灶凿 燥蚤造鄄泽责蚤造造鄄则藻造葬贼鄄
藻凿 藻灶增蚤则燥灶皂藻灶贼葬造 泽葬皂责造藻泽 遭赠 早葬泽 糟澡则燥皂葬贼燥早则葬责澡赠咱允暂 援 允燥怎则灶葬造 燥枣
悦澡则燥皂葬贼燥早则葬责澡赠 粤袁员怨怨苑袁苑苑源渊员 辕 圆冤院缘员鄄苑愿援

咱员远暂 孙培艳袁高振会袁崔文林援 油指纹鉴别技术发展及应用咱酝暂援
北京院海洋出版社袁圆园园苑援

咱员苑暂 宰粤晕郧 悦 再袁悦匀耘晕 月袁 在匀粤晕郧 月 再袁 藻贼 葬造援 云蚤灶早藻则责则蚤灶贼 葬灶凿
憎藻葬贼澡藻则蚤灶早 糟澡葬则葬糟贼藻则蚤泽贼蚤糟泽 燥枣 糟则怎凿藻 燥蚤造泽 葬枣贼藻则 阅葬造蚤葬灶 燥蚤造 泽责蚤造造袁
悦澡蚤灶葬咱允暂 援 酝葬则蚤灶藻 孕燥造造怎贼蚤燥灶 月怎造造藻贼蚤灶袁圆园员猿袁苑员渊员 辕 圆冤院远源鄄远愿援

咱员愿暂 夏怡凡援 杂孕杂杂 统计分析精要与实例详解咱酝暂援 北京院电子工

业出版社袁圆园员园院员圆源鄄员猿园援
咱员怨暂 郧月 员苑猿苑愿援 圆鄄圆园园苑袁海洋监测规范第 圆 部分院数据处理与分析

质量控制咱杂暂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