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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 汞的测定 原子荧光光度法

适用范围

    本标准是将氢化物发生技术与原子荧光光谱分析技术相结合测定水中汞，从而实现水样检测的新

技术。原子荧光光度法具有操作简便、用样量少、灵敏度高、测量重现性好、自动化程度高、适合大

批量分析等特点。本标准适用于地表水、地下水、大气降水、污水及其再生利用水中汞的测定，方法

检出限为。. 011,g/l,，在。. 05.301Ag/L测定范围内，线性良好。大于301cg/L的样品，可稀释后

测定 。

2 干扰

    本标准采用氢化物发生法，使得待测元素与基体分离，干扰很少，常见共存离子和化合物不干扰

测定 。

3 方法原理

    样品经预处理，其中各种形态的科专化成二价汞 (Hg z+ )，加人硼氢化钾 (或硼氢化钠)与其反

应，生成原子态汞，用氢气将原子态汞导人原子化器，以汞高强度空心阴极灯为激发光源，汞原子受

光辐射激发产生荧光，检测原子荧光强度，利用荧光强度在一定范围内与汞含量成正比的关系计算样

品 中汞 的含量 。

4 仪器

:一;

:一:

原子荧光光度计。

汞高强度空心阴极灯。

恒温水浴锅。

常用玻 璃量器。

5 试 荆

5.1 本标准所用水均指去离子水或同等纯度的水。

5.2 硫酸 (Hz SO):p=1. 84g/mL，优级纯。

5.3 硝酸 (HNOy):p=1. 42 g/ mL，优级纯。

5.4 盐酸 (HCl) : p=1. 18g/mL，优级纯。

5.5 氢氧化钾 (KOH):优级纯。

5.6 重铬酸钾溶液:50g/L,

5.7 过硫酸钾溶液:20g/L,

5.8 澳酸钾 ((0. lmol/L)一滨化钾 (l Og/L)混合溶液:称取2. 8g澳酸钾 (优级纯)，溶解后，加

人log嗅化钾 (优级纯)，用水稀释至1000m工，置于棕色试剂瓶中保存，如有嗅析出，应重新配制。

5.9  5g/L盐酸经胺溶液:此溶液如含有少量汞，须对溶液先进行提纯，然后使用。

5.10  5%盐酸溶液 (体积分数):量取50m工、盐酸 (见5.4)，加人950mL水中，摇匀。

5. 11 20g/L硼氢化钾 (或硼氢化钠)溶液:称取 log硼氢化钾 (或硼氢化钠)，溶于500mLO. 5

氢氧化钾 (见5.5)溶液中.摇匀。

5.12 汞标准固定液:称取约。.5g重铬酸钾 (优级纯)溶于适量水中，再加人 50m工一硝酸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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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稀释至I OOOmL，摇匀。

5.13 汞标准储备液 (1000mg/L)，购置或自配:准确称取放置在硅胶干燥器中充分干燥过的

1. 3540g(准确至0. lmg)氯化汞，用汞标准固定液 (见5.12)溶解后，转移至1000mL容量瓶中，

再用汞标准固定液 (见5.12)准确稀释至标线，摇匀。

5.14 汞标准中间液 (1. Omg/L):准确移取浓度为1000mg/ I，的汞标准储备液 (见5. 13) 1. OmL,

转人1000mL容量瓶中，加人约。.5g重铬酸钾 (优级纯)，用汞标准固定液 (见5.12)稀释至刻度。

5.15 汞标准使用液 (0. O1Omg/L):准确移取浓度为1. Omg/L的汞标准中间液 (见5. 14) 1. OmL,

转人100mL容量瓶中，用汞标准固定液 (见5.12)稀释至刻度，摇匀。

5.16 氢气:纯度大于99. 99Y. e

6 分析步骤

6.1 水样保存

    水样采集后应尽快进行分析，如不能及时分析，应加硝酸 (见5.3)酸化水样至1%进行保存

6.2 水样的预处理

6.2.1 重铬酸钾一过硫酸钾消解法

    此法适用于地表水、地下水和污水。

    取摇匀的1. 0-5. OmL污水 (或lOmL较清洁净地表水、地下水)置于25mL比色管中，稀释至

10. OmL，加人0. 3mL硫酸 (见5.27, 0. 3mL硝酸 (见5.3),混匀。再加人 1. OmL重铬酸钾溶液

(见5. 6 )，应保持至少15min不退色，否则应予适量补加。然后加人1. OmL过硫酸钾溶液 (见5.7),

在水浴锅中闭塞保持近沸1h，取下冷却。使用前，逐滴加人盐酸经胺溶液 (见5.9)，直至溶液退色，

再稀释至刻度

6.2.2 澳酸钾一澳化钾消解法

    此法适用于较清洁地表水、地下水和有机污染物较少的污水。

    取5. 0-10. OmL水样置于 25mL比色管中，加人1. Oml硫酸 (见5.2), 1.OmL滨化剂 (见

5. 8)，闭塞，摇匀，20℃以上温度下至少放置5min以上。样品中如没有橙黄色澳析出，应适当补加

嗅化剂，但最多不得超过3. OmL，否则应使用重铬酸钾一过硫酸钾消解法进行处理。使用前，滴加

盐酸轻胺溶液还原过剩的滨，用水稀释至刻度。

6.3 样品的测定

6.3.1 设置仪器参数 (依仪器型号不同，测量参数会有所变动，以下可作为参考)

6.3.1.1 激发光波长:253. 7nm.

6.3.1.2 光电倍增管负高压:240-340V

6.3.1.3 灯电流:15-55mA.

6.3.1.4 原子化器温度:点火，200℃以上。

6.3.1.5 原子化器高度:8̂-12mm

6.3.1.6 载气流量 :300̂ -900mL/min,

6.3.1.7 屏蔽气流量:500.1200mL/min

6.3.1.8 测量方式:标准曲线法。

6.3.1.， 读数方式:峰高或峰面积

6.3.1.10 读 数时间:10-16s,

6.3. 1. 11 延迟 时间:0-2so

6.3.2 标准曲线的配制

    分别准确吸取0. O1Omg/L汞标准使用液 。AM工、1. Om工、2.OmL, 4.OmL, 6.OmL, 8.OmL,

10. OmL加人 100mL容量瓶中，用5%盐酸溶液 (见5. 10)稀释至刻度。此标准系列的浓度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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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opg/L, 0. 10pg/L, 0. 20pg/L, 0. 40Fcg/L, 0. 60ug/L, 0. 80,,g/L, 1. 001,g/1_，放置 15min后

测定 。

6. 3. 3  MMi定样品

    按照仪器操作规程，预热30min，接通气源、调整好出口压力，使用5%盐酸溶液 (见5.10)作

为载流，按照仪器工作参数调整好仪器，测定汞标准工作曲线。测定的标准工作曲线相关系数应大于

0. 9990，否则应查明原因重新测定标准曲线或用比例法处理数据。

    按前述测定程序，先测定样品空白，再按程序依次测定各样品浓度。

7 结果计算

    仪器随机软件有自动计算的功能，工作曲线为线性拟合曲线，测定待测样品荧光强度值后减去样

品空白荧光强度，代人拟合曲线的一次方程，即得出待测样品浓度。若人工计算，可采用式 (1);

。 V
LH，= c入 于不，

                  v}
(1)

式 中:

CHH— 待测样品浓度，单位为微克每升 (Rg/L);

  c— 一根据待测样品的荧光强度减去样品空白荧光强度后，从工作曲线上查得相应的样品浓度;

  v— 待测样品经处理、稀释定容后的最终体积;

V — 所取待测样品的体积 。

8 精密度与准确度

8.1 精密度

    3个实验室协作实验，

。22%一4.28%0

8.2 准确度

    3个实验室协作实验，

-104.0%

测定相对标准偏差结果:水样浓度小于301,g/L时，相对标准偏差为

测定加标回收率结果:水样浓度小于30t}g/I时，回收率为 93.0%

， 注意事项

9.1 锥形瓶、容量瓶等玻璃器皿均应及时使用稀硝酸盟洗后冲净使用，防止污染。

9.2 硼氢化钾和硼氢化钠是强还原剂，使用时注意勿接触皮肤和溅人眼睛。

9.3 仪器延迟时间和读数时间根据实验时的具体峰形确定 参考条件会因仪器型号、管路连接长短

及粗细的不同而有差异，适当调整使仪器能读出完整的峰高或峰形即可



水利技术标准汇编

一、综合卷 (上、下册)

二、水文卷

    综合技术 水文情报预报

    水文测验 (上，下册)

    水文仪器设备

三、水资源水环境卷

    综合技术

    分析方法

四、水利水电卷

    综合技术

    规划

    勘测综合技术

    勘测勘察方法

    勘测试验方法

    综合设计 (上、下册)一

    普通建筑物设计

    管理设计 机电设计

    水电站设计 施工设计

    施工 (上、中、下册)

    质量

    管理

    材料 试验

    仪器

    设备

    金属结构 机械

五、防洪抗旱卷

六、供水节水卷

七、灌溉排水卷

    综合技术

      节水灌溉

    节水设备与材料

      农用泵

八、水上保持卷
九、农村水电与电气化卷

    规划设计

      施工

    设备及运行管理

十、综合利用卷

定价:315.00元

定价: 68.00元

定价:206.00元

定价:78.00元

定价:66.00 7G

定价:189.00元

定价:85.00元

定价:92.00元

定价: 98.00元

定价:90.00元

定价:148.00元

定价:223.00元

定价:179.00元

定价:118.00元

定价: 75.00元

定价:492.00元

定价:127.00元

定价:130.00元

定价:125.00元

定价: 75.00元

定价:102.00元

定价:122.00元

定价:105.00元

定价:143.00元

定价:145.00元

定价: 60.00元

定价: 65.00元

定价:115.00元

定价: 86.00元

定价:105.00元

定价:135.00元

定价:108.00元

定价: 35.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