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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α-烯烃中金属含量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警示：本文件并不是旨在说明与其使用有关的所有安全问题。使用者有责任采取适当的安全与健康
措施，保证符合国家有关法规的规定。
1

范围
本文件描述了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ICP-OES）测定低碳α-烯烃中金属含量的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C6~C10低碳α-烯烃中铁、铝和铬金属含量的测定，其最低测定浓度分别为0.2 mg/kg、

0.5 mg/kg和0.2 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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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GB/T 3723

工业用化学产品采样安全通则

GB/T 6680

液体化工产品采样通则

GB/T 6682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GB/T 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稀释剂 diluent
黏度较低，具有中等挥发性，容易进入气动雾化器，并能够完全雾化的一种有机溶剂。
4

方法提要
将试样用稀释剂稀释，在本文件推荐的工作条件下采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ICP-OES）

测定，引入内标元素，采用内标工作曲线法定量。
5

试剂与材料

5.1

稀释剂
可选用二甲苯（优级纯）、煤油等有机溶剂。稀释剂中应不含被测元素或被测元素含量应不高于本

方法规定的最低测定浓度。
5.2

硝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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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级纯，浓度（65~68）%（质量分数）。
警示：强氧化性，强腐蚀性。

5.3

硝酸溶液（10%）（体积分数）
用硝酸溶液（5.2）与水（5.10）按1∶9体积比配制而成。

5.4

铁、铝和铬元素标准储备液Ⅰ（500 mg/kg）
市售有证油溶性标准溶液，各元素含量为 500 mg/kg（或其他适宜的含量），混合元素标准溶液或

单元素标准溶液均可。
5.5

铁、铝和铬元素标准储备液Ⅱ（10 mg/kg）
分别准确称取铁、铝和铬标准储备液Ⅰ（5.4）2.00 g±0.02 g（精确至 0.0001 g）到 150 mL 样品瓶

中，加入稀释剂（5.1）至总质量约为 100.0 g±1.0 g（精确至 0.0001 g），加盖密封后充分摇匀。
5.6

内标储备溶液Ⅰ（500 mg/kg）
市售有证含钴、钇或铟的油溶性标准溶液，含量为500 mg/kg（或其他适宜的含量）。待测试样和

标准样品中应不含该内标元素。
5.7

内标储备溶液Ⅱ（10 mg/kg）
准确称取内标储备溶液Ⅰ（5.6）2.00 g±0.02 g（精确至0.0001 g）至150 mL样品瓶，加入稀释剂（5.1）

至总质量为100.0 g±1.0 g（精确至0.0001 g），加盖密封后充分摇匀。
5.8

氩气
纯度不低于 99.99%（体积分数）。
警示：氩气为高压气体。

5.9

氧气
纯度不低于 99.999%（体积分数）。
警示：氧气为高压易爆气体。

5.10 水
符合 GB/T 6682 中规定的二级水。
6

仪器设备

6.1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具备石英炬管和射频发生器，能形成并维持等离子体的发射光谱仪。

6.2

雾化器
推荐使用玻璃同心雾化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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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雾化室
使用旋流雾化室。

6.4

半导体制冷装置（推荐使用）
能控制雾化室温度在-10 ℃以下。

6.5

加氧系统
氧气流量范围在（0~1.0）L/min，推荐使用外置加氧系统。

6.6

蠕动泵
为提供稳定的进样系统，推荐使用蠕动泵进样，泵速范围为（0.2~3.0）mL/min。

6.7

蠕动泵进样管
应确保蠕动泵进样管与有机溶剂（稀释剂）接触至少6 h不会出现溶胀、溶解或变硬等性状变化。

6.8

样品瓶
（30~150）mL带螺旋盖的塑料瓶或玻璃瓶。

6.9

电子天平
感量为0.1 mg。

7

取样

7.1

采样容器（6.8）在使用前应使用硝酸溶液（5.3）浸洗，然后用水反复冲洗，晾干后备用。

7.2

按照 GB/T 3723 和 GB/T 6680 规定的安全和采样要求进行样品采集。

7.3

样品采集到实验室后应尽快分析，如果不能及时分析，应将该样品置于（0~5）℃条件下密封保

存。
8

试验步骤

8.1

仪器准备

8.1.1

仪器条件设置

由于各种仪器及电感耦合等离子体激发源之间的差异，不能给出统一的仪器操作条件，请参照各仪
器操作手册中给出的有机溶剂进样的操作条件，建立适应本测试样品的仪器操作条件。表1列出了各元
素的推荐谱线波长。推荐的典型仪器操作条件见表2。
表1
元

素

测定元素和推荐波长
推荐波长/（nm）

Co

228.615

Y

371.030

In

303.396

Fe

238.20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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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396.152

Cr

267.716

注：以上波长仅供用户参考，用户可根据所使用仪器情况选择其他合适的波长进行测定。

表2
项

典型电感耦合等离子发射光谱仪的操作参数

目

工作参数

雾化器

同心雾化器
旋流雾化室

雾化室

（外加半导体制冷，-10℃）

中心管内径/ mm

2.0
1300

功率/W
雾化气流量/ (L·min-1)

0.5

冷却气流量/(L·min-1)

15.0

辅助气流量/ (L·min-1)

2.0

氧气流量/(L·min-1)

0.02

泵速/ (mL·min-1)

0.28
3

积分次数

8.1.2

进样系统检查

检查中心管和雾化器安装得当，检查蠕动泵管与雾化器是否连接紧密，防止试液泄漏，保证试液导
入和排出畅通，调节所需要的进样泵速，使导入雾化器的试液均匀，保证点火后的等离子体炬焰稳定。
8.1.3

点火

仪器开机后，按照仪器操作手册对仪器进行预热后，点燃等离子体，保证制冷设备（稳定在-10 ℃）
和加氧装置已经开启，先吸入稀释剂（5.1）进入进样系统，并观察等离子状态是否稳定。
8.1.4

光学系统检查

根据仪器操作说明定期对仪器光学系统进行校正，检验光学系统是否满足元素测定要求。
8.2

标准工作溶液和试样溶液的制备

8.2.1

标准工作溶液的制备

分别准确称取0、0.10 g、0.20 g、0.40 g、1.00 g、2.00 g、4.00 g（称量范围均在±0.02 g内）铁、铝
和铬元素标准储备液Ⅱ（5.5）于50 mL样品瓶中，精确至0.0001 g；准确加入4.00 g±0.02 g（精确至0.0001
g）内标储备溶液Ⅱ（5.7），加入稀释剂（5.1）至总质量约为20.00 g±0.02 g（精确至0.0001 g），加盖
密封后充分摇匀，获得一系列浓度依次为0 mg/kg（空白）、0.05 mg/kg、0.10mg/kg、0.20 mg/kg、0.50 mg/kg、
1.00 mg/kg和2.00 mg/kg的系列浓度标准工作溶液，含有内标物的含量为2.0 mg/kg。
标准溶液中元素的浓度按式（1）计算
Ca=（Cb×Mb）/Ma……

………………..……………………（1）

式中：
Ca——配制目标标准溶液中元素的浓度，单位为毫克每千克（mg/kg）；
Cb——称取已知标准溶液中元素的的浓度，单位为毫克每千克（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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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称取已知标准溶液的质量，单位为克（g）；
Ma——配制目标标准溶液稀释后的总质量，单位为克（g）。
8.2.2

试样溶液的制备

准确称取2.00 g±0.02 g（精确至0.0001 g）试样于50 mL样品瓶中，加入4.00 g±0.02 g（精确至0.0001
g）内标溶液储备溶液Ⅱ（5.7），加入稀释剂（5.1）至总质量约为20.00 g±0.02 g（精确至0.0001 g），
加盖密封，充分摇匀后待测。
8.2.3

核查标准溶液

按照配制标准工作溶液（8.2.1）同样的方法配制仪器核查标准溶液，浓度应在标准工作曲线线性范
围内，并接近待测试样溶液的浓度。
8.3

标准曲线的绘制
仪器稳定后，按浓度由低到高的顺序依次测试系列标准工作溶液（8.2.1），每个溶液连续测定 3

次，读取溶液中各元素与内标元素的光谱信号强度，并计算测定元素与内标元素光谱信号强度比的平均
值，以扣除空白后的各标准工作溶液中测定元素与内标元素的光谱信号强度比平均值（IX/IY - IX0/IY0）
为纵坐标，测定元素与内标元素的浓度比（CX/CY）为横坐标，绘制标准曲线，曲线的线性相关系数应
不低于 0.99。
在每组试样开始分析时，要进行空白溶液和核查标准溶液（8.2.3）的校对，当核查结果与配制浓度
相对偏差在±5%范围内时，则可进行试样测定，否则需要重新绘制标准曲线。
8.4

试样测定
在与 8.3 相同条件下，分别测定试样溶液（8.2.2）和空白溶液，每个溶液连续测定 3 次，读取测定

元素与内标元素光谱信号强度并计算测定元素与内标元素光谱信号强度比的平均值，根据扣除空白溶液
后的测定元素与内标元素光谱信号强度比平均值（IX/IY- IX0/IY0），从标准曲线上查得试样溶液测定元素
与内标元素的浓度比（CX/CY）。
每一个试样溶液测定后，用稀释剂冲洗进样系统，在两次试样溶液测定之间，注意需用稀释剂冲洗
至少 15 s 再继续测定，测定中注意观察矩管内壁是否有积炭出现。如果发现矩管内壁有积炭生成，立
即减少或停止进样，利用氧气对矩管空烧除去积炭，如果仍难以烧除积炭，需要熄灭等离子体，对矩管
进行清理或更换矩管。再次点燃等离子体炬后，应重新绘制标准曲线后进行试样测定。
建议每分析五个试样之后，测试一次核查标准溶液（8.2.3），如果不足五个试样，测定最后一个样
品后，测试一次核查标准溶液。如果测定结果超出确认值±5%时，需重新绘制标准曲线并重新测定核查
标准溶液。
9

计算
试样中各元素含量 w，以毫克每千克（mg/kg）计，按式（2）计算：
w = (CX / CY) × CY× mi/m………………………………………………（2）
式中：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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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X / CY——由标准曲线得出的试样溶液各元素与内标元素的浓度比；
CY——试样溶液中内标物元素的含量，单位为毫克每千克（mg/kg）；
mi——试样用稀释剂稀释后的总质量，单位为克（g）；
m——试样的质量，单位为克（g）。
10

结果表示
取两次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测定结果，按 GB/T 8170 的规定进行数值修约，
精确至 0.1 mg/kg。

11

精密度

11.1 重复性
在同一实验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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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出的重复性限（r），以大于重复性
限（r）的情况不超过 5%为前提。
11.2 再现性
在不同的实验室，由不同操作者操作不同的设备，按相同的测试方法，对同一被测对象相互独立进
行测试所获得的两次独立测试结果的绝对差值不大于表 3 列出的再现性限（R），以大于再现性限（R）
的情况不超过 5%为前提。
表3

重复性限（r）和再现性限（R）

元素

重复性限（r）/（mg/kg）

再现性限（R）/（mg/kg）

铁（Fe）

r =0.067w

0.766

R =0.266w 0.929

铝（Al）

r =0.084w 0.800

R =0.263w 0.816

铬（Cr）

r =0.070w 0.689

R =0.225w 0.868

注：表中 w 为同一试样在相同试验条件下测得两个独立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以 mg/kg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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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
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a) 有关样品的全部资料，例如样品名称、批号、采样地点、采样日期、采样时间等；
b) 本文件编号；
c) 分析结果；
d) 测定中观察到的任何异常现象的细节及其说明；
e) 分析人员的姓名及分析日期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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