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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

硫 化 物 的 测 定

亚甲蓝分光光度法

总则

主题内容

本标准规定了用对氨基二甲基苯胺分光光度法测定水中的硫化物

适用范围

本方法适用于硫化物含量小于 的水和废水的测定 本法最低检出浓度为

测定上限为 当采用酸化 吹气预处理法时 可进一步降低检出浓度 酌情减少取样量 测

定浓度可达

干扰及消除

亚硫酸盐 硫代硫酸盐超过 将影响测定 必要时 增加硫酸铁铵用量 则其允许量可达

亚硝酸盐达 时 产生干扰 其他氧化剂或还原剂亦可影响显色反应 亚铁氰化物可

生成蓝色 产生正干扰

当水样有色 浑浊 含有干扰物质时 将水样进行预处理 使硫化物分离 从而消除干扰

方法原理

硫离子与对氨基二甲基苯胺 二甲基 对苯二胺 在含高铁离子的酸性溶液中生成亚甲蓝染料

在波长 处进行吸光度测定 其蓝色与水样中硫离子含量成正比

样品的保存

由于硫离子很容易氧化 硫化氢易从水样中逸出 因此在采样时应防止曝气 并加入一定量的乙酸

锌溶液和适量氢氧化钠溶液 使呈碱性并生成

硫化锌沉淀 通常 水样中加入 的乙酸

锌溶液 硫化物含量

高时 可酌情多加至沉淀完全为止 水样盛满

瓶后立即密封保存

仪器

中速定量滤纸或玻璃纤维滤膜

吹气装置见图

分光光度计 比色皿

比色管

常用实验设备

图 光度法测定硫化物的吹气装置

平底烧瓶 装废水样用 流量计 包式

吸收管 恒温水浴 分液漏斗

水利部 批准 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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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

本标准所用试剂除另有说明外 均为分析纯试剂 实验用水为去离子水或同等纯度的水

乙酸铅棉花 称取 乙酸铅溶于 水中 将脱脂棉置于溶液中浸泡 后 晾干备用

磷酸溶液

乙酸锌 乙酸钠吸收溶液 称取 乙酸锌 和 乙酸钠

溶于水中 用水稀释至 若溶液浑浊 应过滤

载气 氮气

无二氧化碳水 将蒸馏水煮沸 后 加盖冷却至室温 所有实验用水均为无二氧化碳水

硫酸铁铵溶液 取 硫酸铁铵 溶解于含有 浓硫酸的水中 稀释至

对氨基二甲基苯胺溶液

称取 对氨基二甲苯胺盐酸盐 或 溶于

水中 缓缓加入 浓硫酸 冷却后 用水稀释至

硫酸溶液

硫代硫酸钠标准滴定溶液

称取 五水合硫代硫酸钠 溶于无二氧化碳水中 转移至 棕色容量瓶

内 稀释至标线 摇匀 并按下述方法标定其浓度

准确称取在 下烘烤 的碘酸钾 份各约 分别放于 碘量瓶中 各加 纯

水 待碘酸钾溶解后 各加 碘化钾及 冰乙酸在暗处静置 用待标定的硫代硫酸钠标准滴定

溶液滴定至溶液呈淡黄色时 加入 淀粉指示液 继续滴定至恰使蓝色刚褪去为止 记录硫代硫

酸钠标准滴定溶液的用量 按下式计算出硫代硫酸钠标准滴定溶液的浓度

式中 硫代硫酸钠标准滴定溶液的浓度

碘酸钾的重量

硫代硫酸钠标准滴定溶液的体积

乙酸锌溶液

溶解 乙酸锌 于水中 用水稀释至

碘标准溶液

准确称取 碘于 烧杯中 加入 碘化钾 加适量水溶解后 转移至 棕色容量

瓶中 用水稀释至标线 摇匀

淀粉指示液

硫化钠标准贮备溶液 取一定量结晶硫化钠 置布氏漏斗中 用水淋洗除去表面杂质

用干滤纸吸去水分后 称取 溶于少量水中 转移至 棕色容量瓶中 用水稀释至标线 摇匀备

测

标定 在 碘量瓶中 加入 乙酸锌溶液 待标定的硫化钠标准贮备溶

液 及 碘标准溶液 用水稀释至 加入 硫酸溶液 加塞摇匀 在暗

处放置 用硫代硫酸钠标准滴定溶液 滴定至溶液呈黄色时 加入 淀粉指示剂 继续

滴定至蓝色刚好消失为止 记录标准滴定液用量 同时 以 水代替硫化钠溶液 作空白试验

按下式计算硫化钠标准贮备液中所含硫化物的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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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硫化物的浓度

滴定硫化钠溶液时 硫代硫酸钠标准滴定溶液用量

空白滴定时 硫代硫酸钠标准滴定溶液用量

硫代硫酸钠标准滴定溶液的浓度

的摩尔质量

硫化钠标准使用液的配制 吸取一定量标定过的硫化钠溶液 用水稀释成 含

硫化物 的标准使用液 临用时现配

步骤

水样预处理

当水样成份复杂 干扰物较多时应进行预处理 预处理操作是测定硫化物的一个关键性步骤 必须

根据不同干扰物所产生的影响 按下述方法进行水样的预处理

乙酸锌沉淀 过滤法

当水样中只含有少量硫代硫酸盐 亚硫酸盐等干扰物质时 应将现场采集并已固定的水样 用中速

定量滤纸或玻璃纤维滤膜进行过滤 然后按含量高低选择适当方法 直接测定沉淀中的硫化物

酸化 吹气法

若水样中存在悬浮物或浑浊度高 色度深时 应将现场采集固定后的水样加入一定量的磷酸 使水

样中的硫化锌转变为硫化氢气体 利用载气将硫化氢吹出 用乙酸锌一乙酸钠溶液或 氢氧化钠溶液

吸收 再行测定

过滤 酸化 吹气分离法

若水样污染严重 不仅含有不溶性物质及影响测定的还原性物质 并且浊度和色度均高时 宜用此

法 即将现场采集且固定的水样 按 方法过滤后 再按 吹气法进行预处理

吹气步骤

按图 连接好吹气装置 通载气 检查各部位是否漏气 完毕后关闭气源

向吸收管 包式吸收管或 比色管 中 加入 吸收液

向 平底烧杯中放入采样现场已固定并混匀的水样适量 硫化物含量 加水

至 放入水浴锅内 装好导气管和分液漏斗 开启气源 以连续冒泡流速 由转子流量计控制流

速 吹气 并再次检查装置的各部位是否漏气 关闭气源

向分液漏斗 中加入磷酸溶液 开启分液漏斗活塞 待磷酸溶液全部流入烧瓶后 迅速

关闭活塞 开启气源 水浴温度控制在 以控制好载气流速 吹气 将导气管及吸收管取

下 关闭气源 吸收管中硫化物待测定

绘制校准曲线

分别取 的硫化钠标准使用液 置于 比色管中 加

水至 加 对氨基二甲基苯胺溶液 加塞 颠倒一次 加 硫酸铁铵溶液 立即加塞 充

分摇匀 后用水稀释至标线 混匀 用 比色皿以水为参比 在 处测量吸光度 并作空

白校正 用吸光度校正值对浓度绘制校准曲线

水样测定

将预处理后的吸收液转移至 比色管或在原吸收管中 加水至 以下操作同校准曲线绘制

空白试验

以水代替试样 按水样测定相同步骤进行空白试验 以此对试样作空白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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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表示

水样中硫化物浓度按下式进行计算

式中 硫化物的浓度

从校准曲线查出的硫化物 的量

水样体积

精密度和准确度

六个实验室分析含 的硫化物加标水样 回收率为 单个实验室的相

对标准偏差不超过 单个实验室分析含 的硫化物加标水样 回收率为

相对标准偏差不超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