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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i 青

    本标准在体例格式上遵循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GB/T 1. 1-

2000)的规定，并参照 《水利技术标准编写规定》(SL 1-2002)的要求。

    本标准的主要内容包括:水样的保存、水样的预处理方法、原子荧光分析、方法的精密度和准

确度

    本标准为全文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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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器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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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审查会议技术负责人:齐文启

    本标准体例格式负A勺、:乐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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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 铅的测定 原子荧光光度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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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从而实现水样检测的新

技术。原子荧光光度法与双硫踪分光光度法、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测定水中铅相比，具有基体干扰

小、操作简便、用样量少、灵敏度和准确度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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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的测定。方法检出限

1. Opg/L，在 2̂ -200pg/L范围内，线性良好。大于200p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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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存离子和化合物不干扰测

定。当铅含量为40.Opg/L时，若共存离子分别为609.2pg/L三价铁、214pg/L二价锰、201.6pg/L

二价镍、200pg/L二价汞、52360pg/L二价锌、200即g/L六价铬，对测定无干扰。

3 方法原理

    样品经预处理，其中各种形态的铅均转化为四价铅 (Pb‘+)，加人硼氢化钾 (或硼氢化钠)与其

反应，生成气态氢化铅，用氢气将气态氢化铅载人原子化器进行原子化，以铅高强度空心阴极灯作激

发光源，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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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液中铅

含量成正比的关系计算样品中的铅含量。

4 仪器

4.1

4.2

4.3

4.4

原子荧光光度计。

铅高强度空心阴极灯。

3kW电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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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硝酸 (HNOO: p=1.42g/mL，优级纯。

5.3 盐酸 (HCll: p=1.18g/mL，优级纯。

5.4 氢氧化钾 (KOH):优级纯。

5.5  50%盐酸溶液 (体积分数):量取50mL盐酸 (见5. 3 )，缓慢加人50mL水中，摇匀。

5.6  5%盐酸溶液 (体积分数):量取50mL盐酸 (见5.3),缓慢加人950mL水中，摇匀。

5.7  40g/L草酸溶液:称取4g草酸，溶于适量水中，用水稀释至100mL,

5.8  1008/L铁氰化钾溶液:称取log铁氰化钾，溶于适量水中，并用水稀释至l00mL。用时现配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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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mL0. 5 0 a氢

氧化钾 (见5.5)溶液中，摇匀。

5.10 铅标准储备液 (1000mg/L)，购置或自配:准确称取1. 5990g(准确至。. lmg)硝酸铅 (纯度

)99.500)，溶解于200mL水中，加人20m工一硝酸 (见5. 2)，移人1000mL容量瓶中，用水稀释至标

线 ，摇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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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铅标准中间液 (10. Omg/L ):准确移取浓度为

10. OmL，转人1000mL容量瓶中，用水稀释至标线，摇匀。

5.12 铅标准使用液 (1. OOmg/L):准确移取浓度为

10. OmL，转人109mL容量瓶中，用水稀释至标线，摇匀

5.13 氢气:纯度大于99.9900,

1000mg/L的铅标准储备液 (见 5.10)

10. Omg/L的铅标准中间液 (见 5.11)

‘ 分析步骤

61 水样的保存

    采样后水样加硝酸 (见5.2)酸化至1%进行保存，一个月内完成测定。

6.2 水样的预处理

6.2.1 清洁透明的水样

    取一定体积 (视浓度而定，准确至。1mL)水样于50mL容量瓶中，加人2. 0.L50 盐酸溶液

(见5.5), 0.5mL40g/L草酸溶液 (见5. 7 )，再加人2. OmL100g/L铁氰化钾溶液 (见5. 8 )，用水定

容，摇匀。放置30min后上机测定

6.2.2 较浑浊或基体干扰较严重的水样

    准确移取50. OmL水样于100mL锥形瓶中，加人3. OmL硝酸 (见5. 2 )，于电热板上微沸消解至

近干，加水2OmL,加热至近干，再加入 1. Om工盐酸 (见S.3)，消解至近干，以充分赶去硝酸，至

溶液澄清，加人2. OmL50 0 o盐酸溶液 (见5.5),。.5mL40g/L草酸溶液 (见5.7), 2.OmL100g/L铁

氰化钾溶液 (见5. 8)，用水定容，摇匀。放置30min后待测。

6.3 样品的测定

6.3.1 设置仪器工作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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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 8nm.

6.3.1.2 光电倍增管负高压:250. 310V.

6.3.1.3 空心阴极灯灯电流:40̂  90mA.

6.3.1.4 原子化器高度:10一14mm,

6.3.1.5 原子化器温度:点火，200℃以上。

6.3.1.6 载气流量:300̂-900m1./min.

6.3.1.7 屏蔽气流量:600̂-1200mL/min,

6.3.1.8 测量方式:标准曲线法。

‘3.1.9 读数方式:峰高或峰面积。

6.3.1.10 读数 时间:12-16s,

6.3.1.11 延迟 时间:0-2s,

6.3.2 标准工作曲线的配制

    分别准确移取铅标准使用液 (见5.12) 0.OmL, 0.5mL, 1.OmL, 2.OmL, 3.OmL, 4.OmL,
5. OmL置于50mL容量瓶中，各加人2. OmL50肠盐酸溶液 (见5.5), 0.5mL40g/L草酸溶液 (见

5.7), 2.OmLlOOg/L铁氰化钾溶液 (见5.8)，定容至 50mL,此标准系列的浓度分别为。.Opg/L,

lo. opg/L,20. 0pg/L, 40. opg/L, 60. Opg/1、80.Opg/L, 100.Opg/1，放置30min后待Ml ,

6.3.3 样品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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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盐酸溶液 (见5.6)作

为载流，按照仪器工作参数调整好仪器，测定铅标准工作曲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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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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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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P卜一 c入 石;-

                Vo

(1)

式 中:

CPb— 待测样品浓度，单位为微克每升 (pg/L)s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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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待测样品经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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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个实验室测定相对标准偏差结果:水样浓度小于 200pg/L时，相对标准偏差为。.30%

一5·96

8.2 准确度

    6个实验室测定加标回收率结果:水样浓度小于200pg/L时，加标回收率为92.9% -̂104.8%.

， 注意事项

9.1 消解水样时务必充分赶尽硝酸，因硝酸有较强的抑制荧光的作用。废液pH值应控制在8-9.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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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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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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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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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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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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 3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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