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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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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的第 3 章）；
c) 更改了试验方法的部分内容（见 5.2 和 5.3，2012 年版的 4.2 和 4.3）；
d) 更改了检验规则的部分内容（见第 6 章，2012 年版的第 5 章）；
e) 更改了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的部分内容（见第 7 章，2012 年版的第 6 章）；
f) 增加了安全的内容（见第 8 章）；
g) 更改了附录 A 的部分内容（见附录 A，2012 年版的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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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荣、吴发洪、史英俊、刘彩霞、黄子馨、王玉林、易建国。
本文件及其所替代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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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用亚硫酸氢铵
警示——使用本文件的人员应有正规实验室工作的实践经验。本文件并未揭示所有可能的安全问
题，使用者应严格按照有关规定正确使用，并有责任采取适当的安全和健康措施。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工业用亚硫酸氢铵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贮存和安

全。
本文件适用于以碳酸氢铵或其它氨源吸收二氧化硫制得的工业用亚硫酸氢铵产品。
注：考虑到亚硫酸氢铵中存在硫酸盐会对产品的密度和黏度有一定的影响，本文件提供了测定硫酸根的试验方法，
参见附录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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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GB/T 601 化学试剂 标准滴定溶液的制备
GB/T 603 化学试剂 试验方法中所用制剂及制品的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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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要求
工业用亚硫酸氢铵技术指标应符合表1的要求。
表1
项

目
外观

亚硫酸氢铵与亚硫酸铵的质量分数总和(ω3)
%

技术指标
指

标

高浓度

中浓度

低浓度

淡黄色透明液体

淡黄色透明液体

淡黄色透明液体

≥60.0

≥57.0

≥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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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续）
项

目

亚硫酸氢铵与亚硫酸铵的质量分数比值(γ)
硫代硫酸铵的质量分数(ω4)
%
氯离子的质量分数(ω5)
%

5

指

标

高浓度

中浓度

低浓度

≥2.5

≥2.5

≥2.5

≤0.08

≤0.08

≤0.08

≤0.4

≤0.6

≤0.8

试验方法

5.1

一般规定

本文件中所用的试剂和水，在没有注明其他要求时，均指分析纯试剂和符合GB/T 6682 规定的三级
水。试验中所用标准滴定溶液、制剂及制品，在没有注明其他要求时，均按GB/T 601、GB/T 603的规定
制备。
5.2

外观
在250 mL的无色试剂瓶中于自然光白色背景下目视观察。

5.3
5.3.1

亚硫酸氢铵与亚硫酸铵质量分数的测定
亚硫酸氢铵质量分数的测定

5.3.1.1

原理

试料中的亚硫酸氢铵经过氧化氢氧化生成硫酸氢铵，然后以甲基红-亚甲基蓝混合液作指示剂，用
氢氧化钠标准滴定溶液滴定至灰绿色为终点。由氢氧化钠标准滴定溶液的消耗体积计算出亚硫酸氢铵的
质量分数。
反应式为：
NH4HSO3+H2O2→NH4HSO4+H2O
2NH4HSO4+2NaOH→(NH4)2SO4+Na2SO4+2H2O
5.3.1.2

试剂

5.3.1.2.1 甲基红-亚甲基蓝混合指示剂。
5.3.1.2.2 氢氧化钠标准滴定溶液：c（NaOH）=0.1 mol/L。
5.3.1.2.3 过氧化氢中性溶液：以甲基红-亚甲基蓝混合指示剂为指示剂，用氢氧化钠标准滴定溶液将
过氧化氢溶液（3%）中和至由红色变为灰绿色。
5.3.1.3
5.3.1.3.1

操作步骤
试液的制备

称取约5.0 g～6.5 g试样，精确至0.000 1 g，置于盛有150 mL水的250 mL容量瓶中，用水稀释至刻度，
摇匀。此试液用于测定亚硫酸铵、亚硫酸氢铵和硫酸根的质量分数。此液制备后应及时进行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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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3.2

测定

准确量取10.00 mL～20.00 mL试液，注入盛有25 mL过氧化氢中性溶液和30 mL水的250 mL三角烧瓶
中，摇匀。加入5滴甲基红-亚甲基蓝混合指示剂，此时溶液呈红色。用氢氧化钠标准滴定溶液滴定至溶
液呈灰绿色为终点。
5.3.1.4

试验数据处理

亚硫酸氢铵（NH4HSO3）的质量分数ω1，按公式（1）计算：

1 

V1 / 1000c1M 100% ..................................................................... (1)
m

式中：
ω1——亚硫酸氢铵（NH4HSO3）的质量分数，以百分数（%）表示；
V1 ——滴定时消耗氢氧化钠标准滴定溶液的体积的数值，单位为毫升（mL）；
c1 ——氢氧化钠标准滴定溶液浓度的准确数值，单位为摩尔每升（mol/L）；
M ——亚硫酸氢铵的摩尔质量的数值，单位为克每摩尔（g/mol）(M=99.11)；
m ——分取试料的质量的数值，单位为克（g）。
取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应不大于0.15%。
5.3.2

亚硫酸铵质量分数的测定

5.3.2.1

原理

在中性或弱酸性溶液中，碘将试液中的亚硫酸氢铵和亚硫酸铵分别氧化成硫酸氢铵和硫酸铵。然后
以淀粉为指示剂，用硫代硫酸钠标准滴定溶液滴定过量的碘，根据硫代硫酸钠标准滴定溶液的消耗量和
测定亚硫酸氢铵的质量分数时氢氧化钠标准滴定溶液的消耗量，计算出亚硫酸铵的质量分数。
反应式为：
NH4HSO3+I2+H2O→NH4HSO4+2HI
(NH4)2SO3+I2+H2O→(NH4)2SO4+2HI
2Na2S2O3+I2→Na2S4O6+2NaI
5.3.2.2
5.3.2.2.1
5.3.2.2.2
5.3.2.2.3
5.3.2.3

试剂
硫代硫酸钠标准滴定溶液：c(Na2S2O3)=0.1 mol/L；
碘标准滴定溶液：c(1/2I2)= 0.1 mol/L；
淀粉指示液：10 g/L。
测定

准确量取5.00 mL～10.00 mL试液，注入盛有50.00 mL碘标准滴定溶液的250 mL碘量瓶中，摇匀。用
硫代硫酸钠标准滴定溶液滴定至溶液呈淡黄色后，加入2 mL淀粉指示液，继续滴定至蓝色刚消失为终点。
同时进行空白试验。
5.3.2.4

试验数据处理

亚硫酸铵[(NH4)2SO3]的质量分数ω2，按公式（2）计算：

 V  V2 C 2 / 1000 M / 2

 1.17181   100% ................................................ (2)
2   0
m


3

HG/T 2785—202X
式中：
ω2——亚硫酸铵[(NH4)2SO3]的质量分数ω2，以百分数（%）表示；
ω1——按5.3.1测得的亚硫酸氢铵的质量分数，以百分数（%）表示。
V0——空白试验消耗的硫代硫酸钠标准滴定溶液的体积的数值，单位为毫升（mL）；
V2——测定时消耗硫代硫酸钠标准滴定溶液的体积的数值，单位为毫升（mL）；
c2——硫代硫酸钠标准滴定溶液浓度的准确数值，单位为摩尔每升（mol/L）；
M ——亚硫酸铵的摩尔质量的数值，单位为克每摩尔（g/mol）(M=116.14)；
m——分取试料的质量的数值，单位为克（g）；
1.1718——亚硫酸铵[（NH4）2SO3]与亚硫酸氢铵（NH4HSO3）摩尔质量的比值（116.14/99.11）。
取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应不大于 0.35%。
5.3.3

亚硫酸氢铵与亚硫酸铵的质量分数总和的计算

亚硫酸氢铵与亚硫酸铵的质量分数总和ω3，按公式（3）计算：

3  1   2 ............................................................................... (3)
式中：
ω3——亚硫酸氢铵与亚硫酸铵的质量分数总和，以百分数（%）表示；
ω1——按5.3.1测得的亚硫酸氢铵的质量分数，以百分数（%）表示；
ω2——按5.3.2测得的亚硫酸铵的质量分数，以百分数（%）表示。
5.3.4

亚硫酸氢铵与亚硫酸铵的质量分数比值的计算

亚硫酸氢铵与亚硫酸铵的质量分数比值γ，按公式（4）计算：

  1 ..................................................................................... (4)
2
式中：
γ——亚硫酸氢铵与亚硫酸铵的质量分数比值；
ω1——按5.3.1测得的亚硫酸氢铵的质量分数的数值，以百分数（%）表示；
ω2——按5.3.2测得的亚硫酸铵的质量分数的数值，以百分数（%）表示。
5.4
5.4.1

硫代硫酸铵质量分数的测定
原理

在pH值为5～6时，以淀粉为指示剂，甲醛作掩蔽剂，用碘标准滴定溶液滴定试液中的硫代硫酸铵，
根据碘标准滴定溶液的消耗体积计算出硫代硫酸铵的质量分数。
反应式为：
2(NH4)2S2O3+I2→(NH4)2S4O6+2NH4I
5.4.2

试剂

5.4.2.1
5.4.2.2
5.4.2.3
5.4.2.4
5.4.3

甲醛。
乙酸-乙酸钠缓冲溶液：pH≈6。
碘标准滴定溶液：c(1/2I2)= 0.1 mol/L。
淀粉指示液：10 g/L。

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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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取试样约13 g，精确至0.000 1 g，置于盛有10 mL甲醛的250 mL碘量瓶中，摇匀，放置3 min，加
入20 mL乙酸-乙酸钠缓冲溶液，2 mL淀粉指示液，然后加入冰块，用碘标准滴定溶液滴定至溶液呈蓝色
为终点。
5.4.4

试验数据处理

硫代硫酸铵[(NH4)2S2O3]的质量分数ω4，按公式（5）计算：

4 

V / 1000cM  100% ..................................................................... (5)
m

式中：
ω4——硫代硫酸铵[(NH4)2S2O3]的质量分数，以百分数（%）表示；
V——测定时消耗碘标准滴定溶液的体积的数值，单位为毫升（mL）；
c——碘标准滴定溶液浓度的准确数值，单位为摩尔每升（mol/L）；
M——硫代硫酸铵的摩尔质量的数值，单位为克每摩尔（g/mol）(M=148.21)；
m——试料的质量的数值，单位为克（g）。
取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应不大于0.008%。
5.5

氯离子质量分数的测定

5.5.1

原理

在酸性溶液中，加入过量的硝酸银溶液，使氯离子转化成为氯化银沉淀，用邻苯二甲酸二丁酯包裹
沉淀，以硫酸铁铵为指示剂，用硫氰酸铵标准滴定溶液滴定剩余的硝酸银。
5.5.2

试剂

5.5.2.1
5.5.2.2
5.5.2.3
5.5.2.4
5.5.2.5
5.5.2.6
5.5.3

邻苯二甲酸二丁酯。
硝酸溶液：1+1。
过氧化氢溶液：30%。
硝酸银标准滴定溶液：c（AgNO3）=0.02mol/L。
硫氰酸铵标准滴定溶液：c（NH4SCN）=0.01 mol/L。
硫酸铁铵指示液：80 g/L。

测定

称取约0.5g～1.5 g试样（精确至0.0001 g），于250 mL锥形瓶中，加80mL水、2 mL过氧化氢溶液和
5mL硝酸溶液，在低温电炉上加热微沸5min。冷却后，加入20.00mL硝酸银标准滴定溶液，摇动至沉淀分
层，再加入5 mL邻苯二甲酸二丁酯，摇动片刻。加水使溶液体积约为100 mL，加入5 mL硫酸铁铵指示液，
用硫氰酸铵标准滴定溶液滴定剩余的硝酸银，至出现浅橙红色或浅砖红色为终点。同时进行空白试验。
5.5.4

试验数据处理
-

氯离子（Cl ）的质量分数ω5，按公式（6）计算：
5 

V0’V3  / 1000cM  100% .................................................................. (6)
m

式中：
ω5——氯离子（Cl-）的质量分数，以百分数（%）表示；
V0’——空白试验消耗的硫氰酸铵标准滴定溶液（5.5.2.5）的体积的数值，单位为毫升（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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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3——测定时消耗硫氰酸铵标准滴定溶液的体积的数值，单位为毫升（mL）；
c——硫氰酸铵标准滴定溶液浓度的的准确数值，单位为摩尔每升（mol/L）；
M——氯的摩尔质量的数值，单位为克每摩尔（g/mol）(M=35.45)；
m——试料的质量的数值，单位为克（g）。
取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应不大于0.05%。
6

检验规则

6.1 亚硫酸氢铵应由生产厂的质量监督检验部门进行检验，保证出厂产品各项指标符合本文件的要求。
每批出厂的产品都应附有质量证明书或产品合格证，内容包括：生产企业名称、地址、产品名称、生产
日期或批号、产品等级、净含量或件数、本文件编号等。
6.2 亚硫酸氢铵按批量抽查检验。以稳定生产的一只槽罐、一只铁路罐车、一只汽车罐车或一胶袋为
一批。亚硫酸氢铵的取样，可在生产厂槽罐内取样，也可在罐车内取样。若遇气温低，产品中有固体结
晶析出时，应将产品充分搅拌使结晶的固体分布均匀后取样，也可由供需双方协商取样。采样按 GB/T
6680 的规定进行。采样体积应不少于 500mL。将样品分装于两个清洁、干燥、具塞的广口瓶中，密封。
瓶上粘贴标签，注明产品名称、生产企业名称、类别、批号、采样日期和采样者姓名。一瓶供检验用，
另一瓶保存备查。
6.3 氯离子的质量分数为型式检验项目，下列情况时，应检测氯离子的质量分数：
a) 正式生产时，原料、工艺发生变化；
b) 正式生产时定期或积累到一定量后，应周期性进行一次检验；
c)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出现型式检验要求时。
6.4 本文件所列的指标中外观、亚硫酸氢铵与亚硫酸铵的质量分数总和、亚硫酸氢铵与亚硫酸铵的质
量分数比值、硫代硫酸铵的质量分数等四项为出厂检验项目，应逐批检验。氯离子的质量分数为抽检项
目，在正常情况下，每月抽检 1 次。
6.5 使用单位有权按照本文件对所收到的亚硫酸氢铵进行验收，核准其质量指标是否符合本文件的要
求。当供需双方对产品质量发生异议时，由供需双方协商处理或进行仲裁检验。
6.6 检验结果按 GB/T 8170 中规定的修约值比较法判定是否符合本文件的要求。检验结果中有一项指
标不符合本文件的要求，应重新自产品容器中取两倍量的样品进行检验，重新检验的结果，即使只有一
项指标不符合本文件要求，则整批产品为不合格。
7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7.1 每批出厂的亚硫酸氢铵包装容器上应有清晰的符合 GB 190 中规定的“腐蚀品”标志；每批出厂亚
硫酸氢铵都应有质量证明书或产品合格证，内容包括：产品名称、商标、生产企业名称、企业地址、净
含量、批号、产品等级、本文件编号等。
7.2 亚硫酸氢铵可装于铁路罐车、汽车罐车、贮罐或胶袋内，充装系数为 0.85 或为容器容积的 85%。
7.3 亚硫酸氢铵运输时不应泄漏，应避免太阳直晒或受热。
7.4 亚硫酸氢铵应贮存于阴凉、通风、干燥的库房内，不得与酸、碱、有强氧化性或还原性的物质混
合存放。贮存时间不宜超过一个月。
8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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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亚硫酸氢铵操作现场应配备应对二氧化硫和氨气（非氨气为氨源的除外）泄漏的隔绝式防毒面具，
数量应满足现场需要。
8.2 从事亚硫酸氢铵产品的现场作业人员应穿戴适当劳动防护用品，佩戴胶皮手套、防护面罩等。
8.3 亚硫酸氢铵沾染到皮肤时，应先用大量水冲洗，送医院抢救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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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硫酸根质量分数的测定
A.1

原理

将试料中的亚硫酸根氧化成硫酸根，测定出试料中总硫酸根的质量分数。从总硫酸根的量中减去由
亚硫酸根转化成的硫酸根的量即为试料中固有的硫酸根的量。试料中总硫酸根的质量分数用称量法进行
测定，由亚硫酸根转化成的硫酸根的质量分数根据亚硫酸铵质量分数测定的结果经计算得出。
反应式为：
22SO3 +H2O2→SO4 +H2O
22+
SO4 +Ba →BaSO4↓
A.2

试剂

A.2.1 氯化钡溶液：100 g/L。
称取100 g±1 g二水合氯化钡（BaCl2·2H2O）溶解于约800 mL水中，加热有助于溶解，冷却并稀释
2至1 L。此溶液能长期保持稳定，1mL该溶液可沉淀约40 mg 硫酸根（SO4 ）。
A.2.2 盐酸溶液：1+1。
A.2.3 甲基红-亚甲基蓝混合指示剂。
A.3

仪器

A.3.1
A.3.2
A.4

恒温鼓风干燥箱：可控制温度105 ℃±2 ℃。
玻璃砂芯坩埚：G4，约30 mL。
操作步骤

量取5.00mL～10.00mL(根据含量而定)试液，注入盛有15 mL过氧化氢中性溶液和30 mL水的250 mL
高型烧杯中，摇匀。加入5滴甲基红-亚甲基蓝混合指示剂，此时溶液呈红色，用氢氧化钠标准滴定溶液
滴定至溶液呈灰绿色为终点。再加2 mL盐酸溶液，然后补加水使试液的总体积约为200 mL。加热煮沸5
min，缓慢加入约10 mL热的氯化钡溶液，直到不再出现沉淀，再过量2mL。放置过夜或在50℃～60℃下
保持6 h使沉淀陈化。
用已干燥至恒量的玻璃砂芯坩埚过滤沉淀。用带橡皮头的玻璃棒将烧杯中的沉淀完全转移到坩埚
中，用热水少量多次地洗涤到没有氯离子为止。
取下坩埚并在120 ℃±2 ℃温度下干燥1.5 h，然后将坩埚放在干燥器中，冷却至室温后，称量，
精确至0.0001 g。[确定具体干燥时间，便于统一不同实验室的操作方法]
A.5

试验数据处理
2-

硫酸根（SO4 ）的质量分数ω，按公式（A.1）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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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115 m1 V0  V2 c 2 / 1000 M / 2 
................................................ (A.1)


  100%
mV3 / 250
 mV4 / 250 


式中：
ω——硫酸根（SO42-）的质量分数，以百分数（%）表示；
m1——沉淀的质量的数值，单位为克（g）；
m——试料的质量的数值，单位为克（g）；
V4——测定硫酸根时量取试液体积的数值，单位为毫升（ mL）；
V0——测定亚硫酸铵时空白试验消耗的硫代硫酸钠标准滴定溶液的体积的数值，单位为毫升（mL）；
V2——测定亚硫酸铵时试料溶液消耗硫代硫酸钠标准滴定溶液的体积的数值，单位为毫升（mL）；
c2——硫代硫酸钠标准滴定溶液浓度的准确数值，单位为摩尔每升（mol/L）；
M ——硫酸根的摩尔质量的数值，单位为克每摩尔（g/mol）(M=96.07)；
V3——测定亚硫酸铵质量分数时量取试液的体积数值，单位为毫升（mL）；
20.4115——硫酸钡（BaSO4）换算为硫酸根（SO4 ）的系数。
取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应不大于0.3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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