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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荧光光谱法考察低浓度汞标准溶液有效保存期 

陈虹 ，韩勇，孙玉芳，蒋倩，钟明，龚华，王如海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土壤与环境分析测试中心，江苏 南京 210008) 

摘要：用原子荧光光谱法考察了低浓度汞标准溶液的有效期，结果发现在体积分数 5％的盐酸溶液中未添加其他稳定剂 

的条件下，低浓度汞标准溶液在 3周内均可使用。这不但降低了汞及某些稳定剂的环境污染，节约了标准溶液使用量， 

还方便了操作者，不必每次测定前都需配制汞标准曲线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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汞污染是环境污染状况的一项重要指标，汞 

会通过土壤、水和空气沉降由食物链直接或间接 

地对人类健康造成威胁，严重的甚至危及生命，尤 

其是长期大量食用水产类汞污染食物危险更 

大ll 。汞污染的途径很多，其中测汞时使用的汞 

产生的污染也不可小觊。在汞标准分析方法 J 

中，要求每次测定汞样品时均需重新配制汞标准 

曲线溶液。这样的操作，除造成汞污染外，操作者 

也会觉得很烦琐。且在现代仪器分析[6-1o]的帮助 

下，往往需样量也比较小，这就可能进一步加大汞 

的污染。 

谢少涛等l7 J认为在其试验条件(使用硫酸．氯 

化钠固定液)下，砷、硒、汞的混合标准溶液至少可 

稳定 12周。黄红等Is]认为在其实验条件(用重铬 

酸钾．硝酸固定液)下，汞标准溶液可稳定 1个月。 

使用重 铬酸钾．硝酸 固定 液为稀 释液的人较 

多l8。。。，这就要求对样品(如土壤 、植物等)进行前 

处理时，也应使样品溶液中稳定剂的浓度与相应 

的汞标准溶液中的一致，如此不仅使操作烦琐，也 

更增加了污染。本试验旨在较低酸度下、不加入 

其他稳定剂(常为有毒有害试剂)的条件下来考察 

汞标准曲线溶液的有效保存期，并与同酸度、加入 

稳定剂(0．5 g／L重铬酸钾．5％盐酸固定液)的汞 

标准曲线溶液作比较。结果发现两者有效保存期 

相当，那当然首选未加稳定剂的汞标准曲线溶液， 

以期尽可能减少污染，方便操作，提高工作效率。 

1 实 验部分 

1．1 主要仪器与试剂 

AIrS．230E型原子荧光光谱仪(北京科创海光 

仪器有限公司)；电子天平(精确至 0．001 g，上海 

良平仪器仪表有限公司)；纯水机(天津美瑞泰克 

有限公司)。 ． 

盐酸、硝酸、重铬酸钾为优级纯；硼氢化钾为 

化学 纯；氢 氧 化钾 为 分 析纯；氩 气 (纯度 ≥ 

99．99％)。国家 标准 溶液 ：汞浓 度 为 1 000 g／ 

mL，介质为 5％ HNO (国家钢铁材料测试中心 ，钢 

铁材料 研 究总 院)。汞环境 标 准样 品：GSBZ 

50016--90(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标准样品研究所)。 

1．2 实验方法 

实验用水均 为由纯水机制得 的超纯水 ；所用 

玻璃器皿等均用 1：1的硝酸溶液浸泡过夜，再经 

蒸馏水．超纯水冲洗干净晾干后使用。 

1．2．1 仪器工作条件 

AFS．230E型原子荧光光谱仪的工作参数见 

表 1。 

表 1 仪器工作参数 

Tab．1 W orking parameters of atomic fluorescence 

spectrometry(AFS) 

工作参数 参数值 工作参数 参数值 

负高压 250 V 延迟时间 1 s 

灯电流 20 mA 读数时间 13 S 

载气流量 4OO mL 注入量 1．2mL 

屏蔽气流量 1 000mL 测量方式 校准曲线法 

原子化器高度 10 cm 读数方式 峰面积 

原子化器温度 2OO aC 读数次数 2次 

仪器在测定曲线前都需预热大约0．5 h，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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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大致相同，即仪器在曲线测定前的载流空白 

值比较接近，且取当日现配制的浓度为 1 ttg／L的 

汞标准溶液进行测试，保证使每次测定时荧光值 

基本接近，即荧光值变化率在 ±10％范围内。 

1．2．2 所需溶液 

体积分数 10％盐酸溶液，体积分数 5％盐酸 

溶液，0．1 g／L硼氢化钾 +2 L氢氧化钾混合溶 

液，汞固定液(50 L重铬酸钾 +体积分数 5％盐 

酸溶液)。 

1．2．3 汞标准溶液的配制 

汞标准溶液储备液：100、10和 1 mg／L的汞标 

准储备液由 1 000 mg／L的汞标准溶液用 10％盐 

酸溶液逐级稀释而得。 

100 t~g／L的汞标准使用液：由 1 mg／L的汞标 

准溶液用 5％盐酸溶液稀释 10倍而得。 

汞标准曲线溶液的配制及标准曲线的绘制： 

取 6个 100 mL的容量瓶 ，分别加入 100 ttg／L 

的汞标准溶液 0、0．5、1、2、3、5 mL，用 5％盐酸溶 

液定容摇匀 ，并在设定好的仪器工作条件下测定。 

另取 6个 100 mL的容量 瓶 ，分别 加人 100 

ttg／L的汞标准溶液 0、0．5、1、2、3、5 mL，再分别加 

人 1 mL的汞固定液，用 5％盐酸溶液定容摇匀， 

并在设定好的仪器工作条件下测定。 

1．2．4 标准样品的配制与测定 

将汞环境标准样品按所要求的稀释方法配制 

成两份 ，其中一份配制成不含汞 固定液的汞标准 

样品，另一份配制成含固定液的汞标准样品，其配 

制方 法 与含汞 固定 液 的标 准溶 液 的配制 方 法 

相同。 

为了保持测定过程中本底值的一致，测定的 

标准曲线与验证其有效性的标 准样品应一致 ，即 

测定未加汞固定液的标准曲线时，则用未加汞 固 

定液标准样品来验证，反之亦然。每次测量时均 

需重新配制汞标准曲线溶液与汞标准样品溶液， 

来验证第一次所配制的标准曲线溶液的有效性 。 

1．2．5 汞标准溶液的保存 

所有配制的标准溶液的瓶口均用封口膜密封 

后储存于4 o【=冰箱中。在取出测定时需平衡至室 

温(一25℃)后方可使用。 

2 结果与讨论 

2．1 汞标准曲线的相关性 

将 2007年6月 1日所配制的汞标准曲线溶 

液分别在 2007—06—01—2007．06—29期间共进行了 5 

次测量，每周监测 1次，测得的汞标准曲线方程及 

相关系数见表 2。 

表2 汞标准曲线 

Tab．2 Working curve of mercury 

从表2中曲线的相关性来看，直至2007—06．22 

相关系数 r值均符合测定要求，即标准曲线溶液 

3周内均可使用。当再隔 l周后(2007—06—29)测定 

时，未加固定液和加固定液的标准曲线的相关系 

数 r均小于 0．999，已不能满足测定要求。这表明 

两组标准曲线溶液在第4周时已不再有效。 

2．2 汞标准样品的测定 

按汞环境标准样品的要求配制了汞标准校对 

样，其浓度为 8．13-t-O．84 ttg／L，由于该浓度超出 

标准曲线的线性范围，故将其再稀释 1倍(由于购 

买不到低浓度的汞环境标准样，只能将其再稀释 

1倍)，使其浓度落在标准曲线范围内(C1：不含固 

定液；c2：含固定液)，且每次测定时均再新配制 

该浓度 的汞标准校 对样 (C1一N：不含 固定 液；C2一 

N：含固定液)，用来校对 2007—06—01配制的汞标准 

曲线，并将 2007—06—01配制的该浓度校准样保留 

至最后。另再 按 逐 级 稀 释 的方 法 配制 浓 度 为 

1 ttg／L的汞校准溶液 (D1：不含固定液 ；D2：含固 

定液)，同样用来校准标准曲线的有效性，且每次 

测定时均再新配制该浓度汞校准样(D1．N：不含 

固定液；D2．N：含固定液)，并将第 1次配制的汞校 

准样保留至最后。 

除了将第 1次配制的汞标准曲线溶液(A1： 

不含固定液；A2：含固定液)保留外，另外，在后期 

每隔 1周测定时还需当日再配制新的汞标准曲线 

溶液(B1一N：不含固定液；B2一N：含固定液)，用来 

测定校准样，并与第 1次配制的汞标准曲线的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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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样测定值相比较，看是否有显著性差异。若差 

异大，则表明第 1次配制的汞标准曲线已失效；若 

无显著性差异，则表明第 1次配制的汞标准曲线 

仍有效。具体测定值见表3和表4，由于4周后汞 

标准曲线溶液已不再有效，故不再给出4周后的 

校准样的测定值。 

表3 汞环境标准样的测定值 

Tab．3 Measurated value of mercury environment 

standard ( g／L) 

表4 浓度为 1 g／L的汞校准样的测定值 

Tab．4 Measurated value of l g／L mercury standard 

( g／L) 

由测定值可看出，在 3周内，Al测得的校准 

样的值与 B1．N测得的校准样的值无显著性差异， 

这证明Al这条曲线的标准溶液在 3周内是有效 

的；A2所测定的校准样的值与 B2．N所测定的校 

准样的值也无显著性差异，只是两周后测定时 C2 

和 C2．N的测定值比未加固定液的要略大些，但它 

们之间的差值在允许的误差范围内，这同样表明 

A2这条嘧线的标准溶液在 3周内是有效的。 

由表 3中 B1．N测 C1的值纵向比较，表明 3 

周内Cl的变化很小，能达到误差允许的变化范围 

(通常认为偏差 <10％可用)，故在此 3周内该浓 

度的 Cl校准样是有效的。再由 B2一N测 C2的值 

纵向比较发现，C2在 3周内也是有效的。同样从 

表4中B1．N测 Dl和B2．N测 D2的值可知，Dl和 

D2在 3周内也是有效的。这说明单一的汞标准 

样品的有效期应该不低于3周，也可从侧面证明 

Al和 A2曲线的标准溶液的有效期可达 3周。 

通过 Al和 A2的比较 ，未加 固定液 的标准曲 

线的溶液，可以达到与加固定液的标准曲线的溶 

液同样的效果，故选择 Al更好，不仅可以减少操 

作，而且还可免除由固定液带来的环境污染。 

2．3 仪器的检出限、精密度与准确度 

每次测定时等仪器稳定后，连续测定 11次空 

白，求得空白值的标准偏差(STD)。根据标准曲 

线的溶液的浓度测得斜率 k，计算仪器检出限 

D=3d／k。再连续测定浓度为 1 g／L的汞标准 

溶液样品7次，以考察仪器的精密度(以相对标准 

偏差 RSD作参考值)。检测结果见表 5。 

表 5 仪器检出限及精密度测定 

Tab．5 detection limit and precision of AFS 

注 ：标 样 7次测量的平均值。 

由表 5可见，在这 1个月期间，仪器的汞检出 

限在 0．004～0．007／．tg／L之间，相对很稳定，完全 

可以满足低浓度汞的分析要求。另外，在此 1个 

月期间，仪器的相对标准偏差均 <3％(通常认为 

RSD<3％时，仪器的稳定性能视为良好)，随机误 

差小，测定结果可信，完全能满足汞的测定要求。 

2．4 酸介质的影响 

实验中，采用的体积分数 5％盐酸溶液作为 

载流是根据仪器操作说明书中推荐所选。 

在实验过程中，用体积分数 ．5％的硝酸代替 

盐酸作为载流，其他条件相同时，载流空白值要比 

体积分数 5％的盐酸介质高约 100荧光值。当采 

用0．5 g／L重铬酸钾 +体积分数 5％硝酸溶液代 

替0．5 g／L重铬酸钾 +体积分数 5％盐酸溶液作 

为固定液，并用体积分数 5％硝酸溶液稀释至刻 

度配制的 1 g／L汞标准样品时，其荧光值同样要 

比0．5 g／L重铬酸钾 +体积分数 5％盐酸溶液作 

为固定液配制的 1 g／L汞标准样品的荧光值约 

高 100。表明 盐酸介质的本底比硝酸介质更低， 

有利于低浓度汞样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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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不含固定液的低浓度汞标准曲线的溶液和含 

固定液的低浓度汞标准曲线的溶液，在试验条件 

下保存的3周内，其线性相关性均较好，符合对样 

品的测定要求，但在相同的有效期下，从经济性、 

环保性和操作简便性来比较，选择以5％盐酸为 

介质，不含固定液的汞标准曲线的溶液更好。通 

过对标准样品的验证发现，标准样品的测定值均 

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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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 series of halogenated 1-alkyl·-3·-methyl imidazolium 

compounds were synthesized in an unmodified microwave oven 

under the organic—solvent—free condition．At the same time，the 

microwave power，the heating time，the heating mode and the ratio 

of reactants were studied．The structure of products was character— 

ized by FI'-IR spectroscopy．Th e molecular wel ghts of the series of 

halogenated 1-alkyl·-3·-methyl imidazohum compo unds were ob·- 

tained by the precipitation and titration method．Th e method for 

the preparation of ionic liquids using microwave irradiation as the 

energy soul-ce is practical and efficient in open containers without 

using a large excess of organic solvents as the reaction medium to 

greatly shorten the reaction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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