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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版 前 言

本书第一版自2007年出版已有近9年时间,至今已重印多次。本书第一版得到了广大

同行的关注和厚爱,全国许多高校将此书用作本科高年级学生或研究生分离技术的教材,激

励我们进一步对此书进行完善和修订。此次再版保持了第一版的章节基本内容不变,对原

有部分内容的阐述进行了精炼并补充了新的内容。本书在第一次的基础上更新和增加的内

容有:分子间的相互作用与溶剂特性,液液萃取的乳化和去乳化,超临界萃取的操作技术,色

谱分离法,电泳法,分离方法的选择等。

本书张文清教授负责第1~5章和第7、第9、第10章的修订,王氢副教授负责第8章的

修订,张凌怡副教授负责第6章的修订。

本书可作为化学、化工、药学、材料科学、环境科学、生命科学等学科高年级本科生或研

究生的教材,也可作为从事上述学科研究和技术开发工作的科技人员的参考书。

本次修订虽然力求精益求精,但限于编者的学识,书中难免仍存在不足和疏漏之处,衷

心希望广大同仁多提宝贵意见。

张文清

2016年6月于华东理工大学



前 言

涉及复杂物质分析的领域都离不开分离。分离方法已发展成为分析化学中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本书主要介绍和讨论试样的采取、处理和分解,分离方法的选择以及八类分离方

法,对当前重要的分离方法的理论基础和实际应用、最新的研究进展都作了较为深入的介绍

和讨论。

虽然已有了《分离及复杂物质分析》及《分析化学中的分离技术》十余年的教学实践,但

编者认为作为研究生教材应该能够反映最新的科研进展,所以就相关内容进行了与时俱进

的调整和修改补充,对近年来各种分离技术发展进行了介绍。例如在萃取分离法一章中增

加了超临界萃取、双水相萃取等;在电泳法一章中增加了毛细管电泳法,还增加了膜分离法、

分离方法的选择等。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力求理论联系实际,既注意到各种分离方法之间的内在联系,又重

视各种分离方法的特殊个性,并以后者为主。本书由多位从事分离技术教学和实践的同志

参与编写,具体分工如下:四川大学的方梅完成萃取分离法初稿,江苏工业学院的吴国棋完

成离子交换分离法,福州大学的陈剑峰完成膜分离技术和沉淀分离法部分内容,华东理工大

学的王氢完成色谱分离法,夏玮完成泡沫浮选法,崔书亚完成电泳法,上海冠生园(集团)有

限公司检测中心的柴平海主任总结完成试样的采集及处理,张文清撰写了其他章节内容并

审定全稿。

本书不当及不足之处,请各位同行及师生批评指正。

编 者

2006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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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试样的采集及处理

 第1章

 试样的采集及处理

  一个完整的物质分析过程包括试样的采集、预处理、测定和结果计算分析得出结论等四

个步骤,其中试样的采集及预处理,是复杂物质分析中首先要碰到的问题,也是分析过程中

的关键步骤。由于实际工作中要分析的物料是各种各样的,因此试样的采集以及进行预处

理的方法也各不相同,在各种产品的国家标准、部颁标准及相关的工业分析书籍中都有其具

体的操作方法,在这里仅就一些共同性、原则性的问题,做一简要的介绍。

1.1 试样的采集

采集试样的基本目的是从被检的总体物料中取得具有代表性的样品,通过对样品的检

测,得到在允许误差内的数据,从而求得被检物料的某一或某些特性的平均值。在进行分析

前,首先要保证所取得的试样具有代表性,即试样的组成和被分析物料整体的平均组成一

致。否则,如果采集的试样由于某种原因不具备充分的代表性,那么使用再先进的仪器设

备、采用再精确的测试手段、得到再准确的分析结果也都毫无意义,最终也不会得到正确的

结论。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分析结果只不过代表了所取试样的组成,并不能代表被分析物料

整体的平均组成。更有害的是提供了错误的分析数据,可能导致科研工作上的错误结论,生
产中材料的损失、产品的报废,给实际工作带来难以估计的不良后果。因此有必要扼要地讨

论一下试样的采集方法。
实际工作中要分析的物料各种各样,有矿石原料、金属材料、煤炭、石油、天然气、中间产

品、化工产品、食品、化妆品,以及各种废气、废水、废渣等。这些物料中,有的组成极不均匀,
有的则比较均匀一致。对于组成比较均匀的物料,试样的采集相对容易;对于组成不均匀的

物料,要取得具有代表性的试样,即要使大批物料的每一部分被取入试样的机会都相等,必
须进行多方面的综合考虑。

采样工作在检验中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以食品检验的采样为例,食品采样检验的

目的在于检验试样感官性质上有无变化,食品的一般成分有无缺陷,加入的添加剂等外来物

质是否符合国家或其他相关的标准规定,食品成分中有无掺假现象,食品在生产、运输和储

藏过程中有无重金属、有害物质和各种微生物的污染以及有无变质和腐败现象。由于采样

是采集很少量的样品进行检验分析,其检验结果代表着整箱、整批食品的结果,而食品由于

储藏的时间不同,加工原料的差异以及组成食品的成分分布的不一致,所以食品样品的采集

过程中往往需要采取一些特定的方法,如对角线采样、四分法分样或分样器分样来取得一份

平均样品,使取得的平均样品中物料的组成成分能代表整批物料的成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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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食品检验分析中,除了采取正常采集样品进行检验发现问题外,经常还会碰到

在食品生产、运输和储藏过程中发现个别部位或个别批次,或个别箱(桶)中出现异常现象。
那么,样品采集时必须把正常样品与不正常样品分别进行抽样检验,检验结果处理时,还需

要尽量把正常产品与不正常产品严格分开和分别对待。

1.1.1 采样原则及方案

根据采样的具体目的和要求以及所掌握的被采物料的所有信息制订采样方案,包括确

定总体物料的范围,确定采样单元和二次采样单元,确定样品数、样品量和采样部位,规定采

样操作方法和采样工具,规定样品的加工方法,规定采样安全措施。
采样方案应保证所采样品的均匀性和代表性,采样数量应能反映所采物料的真实质量

情况和满足检验项目对试样量的需求。

1.1.2 采样记录

为明确采样与分析的责任,方便分析工作,采样时应记录被采物料的状况和采样操作,
如物料的名称、来源、编号、数量、包装情况、存放环境、采样部位、所采的样品数和样品量、采
样日期、采样人姓名等。如果发现货品有污染的迹象,应将污染的货品单独抽样,装入另外

的包装内,另行化验。可能被污染的货品的堆位及数量要详细记录。必要时根据记录填写

采样报告。
实际工作中例行的常规采样,可简化上述步骤,但至少要记录物料的名称、规格、批号,

采样数量、采样人员及日期等信息。

1.1.3 采样技术

1.采样误差

(1)随机误差

采样随机误差是在采样过程中由一些无法控制的偶然因素所引起的偏差,这是无法避

免的。增加采样的重复次数可以缩小这个误差。
(2)系统误差

由于采样方案不完善、采样设备有缺陷、操作者习惯性操作以及环境等的影响,均可引

起采样的系统误差。系统误差的偏差是定向的,必须尽力避免。增加采样的重复次数不能

缩小这类误差。
采得的样品都可能包含采样的随机误差和系统误差。在应用样品的检测数据来研究采

样误差时,还必须考虑试验误差的影响。

2.物料的类型

物料按特性值变异性类型可以分为两大类,即均匀物料和不均匀物料。不均匀物料又

可细分,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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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料

          均匀物料

            不均匀物料

                随机不均匀物料

                  非随机不均匀物料

                      混合非随机不均匀物料
                      定向非随机不均匀物料
                      周期非随机不均匀物料

均匀物料的采样,原则上可以在物料的任意部位进行。但要注意采样过程中不应带进

杂质,避免在采样过程中引起物料变化(如吸水、氧化等)。
不均匀物料的采样,除了要注意与均匀物料相同的两点外,一般采取随机采样。对所得

样品分别进行测定,再汇总所有样品的检测结果。
随机不均匀物料是指总体物料中任一部分的特征平均值与相邻部分的特性平均值无关

的物料。对其采样可以随机选取,也可以非随机选取。
定向非随机不均匀物料是指总体物料的特性值沿着一定方向改变的物料。例如,化工

产品在高温灌装后由近壁向中心逐渐凝固,其杂质含量必然随着凝固的先后而形成梯度的

物料。对这样的物料要用分层采样,并尽可能在不同特性值的各层中采出能代表该层物料

的样品。
周期非随机不均匀物料是指在连续的物料流中物料的特性值呈现出周期性变化的物

料,其变化周期有一定的频率和幅度。对这类物料最好在物料流动线上采样,采样的频率应

高于物料特性值的变化频率,切忌两者同步。增加采样数将有利于减少采样误差。
混合非随机不均匀物料是指用两种以上特性值变异性类型或两种以上特性平均值组成

的混合物料。对这类物料,首先尽可能使各组成部分分开,然后按照上述各种物料类型的采

样方法进行采样。
显然,采样技术与物料的物理状态、储存情况以及数量等条件有关。

1.1.4 采样数和采样量

为了取得具有代表性的试样,采样量应为多少? 在满足需要的前提下,样品数和样品量

越少越好。
早期的分析化学书籍上,采样量都参照这样的采样公式:

Q=Kda

式中,Q 是应采取试样的最低质量,单位为kg;d 是物料中最大颗粒的直径,单位为

mm;K、a为两个经验常数,随物料的均匀程度和易破碎程度而定,一般K 在0.02~0.15之

间,a在1.8~2.5之间。
这个公式只考虑了应取试样的质量,而未考虑到采样点问题。况且物料的种类各种各

样,很难采用同一个公式来解决所有的问题。
实际上对于不均匀的物料,为了取得具有代表性的试样,从统计的角度来看,更重要的

是考虑应选取多少个采样点(或称采样单元),而不单是应取多少质量。因此1.1.5节中介

绍另一种计算采样单元的采样公式。
采样单元的多少如何决定? 根据统计学,采样单元多少由下列两个因素决定:第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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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中组分的含量和整批物料中组分平均含量所容许的误差,亦即对采样准确度的要求问题,
准确度要求越高,要求误差越小,采样单元应越多;第二,物料的不均匀性,物料越不均匀,采
样单元应越多,它既表现在物料中各颗粒的大小上,又表现在组分在颗粒中的分散程度上。

总之,采样的准确度要求越高,物料越不均匀,采样单元应越多。在实际的采样操作过

程中,还要根据所采样品种类的不同,给予综合考虑。
下面以一些食品的采样为例来简单说明:食品种类繁多,有罐头类食品,有乳制品、蛋制

品和各种小食品(糖果、饼干、炒货类等)等。食品的包装类型也较多,有散装(如粮食、食糖

等),袋装(如糖果、蜜饯等),桶装(如蜂蜜、饮用水等),听装(如罐头、饼干等),木箱或纸盒装

(禽、肉和水产品等)和瓶装(各种酒和饮料类)等。食品采集的类型也不一,有的是采集成品

样,有的是半成品样,有的还是原料类型的样品。尽管食品的种类不同、包装形式不同或者

类型有区别,但是采取的样品一定要有代表性,即采取一部分作检验用的样品能代表整个批

次的真实情况。
在食品参照的各种相关标准中都有明确的采样数量说明,举例如下:

1)蛋制品

(1)全鸡蛋粉、鸡蛋黄粉、鸡蛋白片等成品按生产厂一日或一班的生产数量为一批,每
批抽样10%,但至少为5箱,将拣取的样品充分混合,分为四份,取两对角的两份,再次混合,
取两对角两份,最终得到约0.5kg一瓶的平均样品。

(2)冰鸡全蛋、冰蛋白、冰蛋黄以及巴氏冰全蛋的采样数,若是生产过程中的采样,按工

厂每4h生产量为一批,每隔半小时采取流动样一次,采样量约100g。1h合装1瓶。然后

将3瓶样品混合成一个样品。如果是对已制成的成品采样,则按采样比例的10%,先将马口

铁箱开口处用75%酒精消毒,而后将盖启开,用经消毒的电钻,由顶至底斜角钻入,边钻边用

消毒匙将样品装入瓶内,按生产批次混合成一个平均样品。

2)罐头食品

(1)按生产班次采样,采样数为1/3000,尾数超过1000罐者增采1罐,但每班每个品

种采样基数不得少于8罐。
(2)某些产品生产量较大,则按班产量总罐数2万罐为基数,其采样数按1/3000。2万

罐以上,其采样数可按1/10000拣取,尾数超过1000罐者增采1罐。
(3)个别产品生产量过少,同品种、同规格者可合并班次采样,但并班罐数不超过5000

罐,每生产班次取样数不少于1罐,并班后取样基数不少于3罐。

3)乳制品

(1)全脂乳粉按生产班次抽样,采样数量为1/1000,每个样品为250g,甜炼乳、淡炼乳

按锅取样,每锅为1听,奶油按日期或生产班次抽样,每10箱取一混合样。
(2)生产过程中采样,以一天为批次,一批次取一混合样品。

4)肉、禽和兔

(1)分割肉按百分之一箱数采样,每批不少于3箱,每箱在不同部位采取一混合样。
(2)家禽按千分之一采样,兔子按百分之一采样,合并后取一混合样。

5)糖果、饼干和袋(罐)装食品

按生产日期采样,采取袋或听数的1%,每袋(听)采样1只,混合后检验。

6)袋装糖或粮食

按袋装5%~10%,每袋分上、中、下三层采样三份;或按船舱,每舱按上、中、下不同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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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样,然后混合成每船舱得一平均样品或不同舱位的平均样品,最后得每一个舱位平均

结果。

7)化工产品

对于化工产品的采样,一般采集的样品数都可用多单元物料来处理,采样操作一般分两

步:第一步,选取一定数量的采样单元;其次是对每个单元按物料特性值的变异性类型分别

进行采样。总体物料的单元数小于500的,一般按表1.1中的规定确定采样单元数;总体物

料的单元数大于500的,可以总体单元数立方根的三倍数确定采样单元数,即3×
3
N (N

为总体的单元数),如遇有小数时,则进为整数。

表1.1 确定采样单元数的规定

总体物料单元数 最少采样单元数 总体物料单元数 最少采样单元数

1~10 全部 182~216 18

11~49 11 217~254 19

50~64 12 255~296 20

65~81 13 297~343 21

82~101 14 344~394 22

102~125 15 395~450 23

126~151 16 451~512 24

152~181 17

  采样时,样品量应满足以下要求:至少满足3次重复检测的需要;当需要留存备测样品

时,必须满足备测样品的需要;对采得的样品物料如需作制样处理时,必须满足加工处理的

需要。
当然,在讨论采样数量时,也应同时考虑以后在试样处理上所花费的人力、物力。显然,

应选用能达到可预期准确度的最节约的采样单元。

1.1.5 采样公式

1.一步采样公式

如果整批物料由N 个单元组成,则采样单元数n 应为

n=(tσ'/E)2 (1 1)

式中,E 为试样中组分含量和物料整体中组分平均含量间所容许的误差;σ'为各个试样

单元间标准偏差的估计值;t是某选定置信水平下的或然率系数。

σ'值可由下列几种方式获得:
(1)根据物料生产过程的统计规律预先估计;
(2)根据以前各批类似物料在相同情况下取样时所得标准偏差估算;
(3)如果无法获得估计值,可以预先测定。

t值在一般讨论误差的书中都备有附表可查,现摘录部分数值列于表1.2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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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 t表

测定次数 自由度
置 信 水 平

50% 90% 95% 99%

2 1 1.000 6.314 12.706 127.32

4 3 0.765 2.353 3.182 5.841

6 5 0.727 2.015 2.571 4.032

8 7 0.711 1.895 2.365 3.500

10 9 0.703 1.833 2.262 3.250

21 20 0.687 1.725 2.086 2.845

∞ ∞ 0.674 1.645 1.960 2.576

  从表1.2中可见,在选定的置信水平下,随着测定次数的增加,t值减小;在一定的测定

次数下,随着置信水平的增加,t值增大。因而物料越是不均匀,σ'越大;分析结果的准确度

和置信水平要求越高,即E 越小;而t越大,采样单元数n 就越大。
例如当标准偏差的估计值为0.19%,置信水平定为95%时,容许的误差为±0.15。如果

测定的次数较多,从上表可见t值约为2。于是取样单元数n 应为:n=(2×0.19/0.15)2=
6.3≈7,即应从七个不同的采样点,分别采取一份试样,混合后经过适当处理,送去分析;也
可以分别处理,分别分析后取其平均值。

2.二步采样公式

某些类型物料的采样单元可分为基本的和次级的两种。例如一船化肥共有 N 包,采样

时首先选取若干包(基本单元),然后从这些包中分别选取试样若干份(次级单元),这种采样

方法就是二步取样法。一般来讲,整批物料明显地分成许多单元(如桶、箱、坛、捆等),或者

可以人为地把它们分成许多单元的,都可用二步采样法。这时采样单元数应用下列公式

计算:

n=N(kσ'2b +σ'2w )/[kN(E/t)2+kσ'2b] (1 2)

式中,n 为采取试样的基本单元数;N 为整批物料总单元数;k 是从每份试样的基本单

元中采取试样的次级单元数;σ'2b 是各基本单元间方差(标准偏差的平方)的估计值;σ'2w 是各

个基本单元内的各次级单元间方差平均值的估计值;E 和t的意义同式(1 1)。
式(1 2)所说明的问题和式(1 1)基本上是一致的。即随着方差估计值的增大(即试

样越不均匀),容许误差E 的减小(即采样准确度要求越高),采样“单元”必须增加。
对于某种物料,在某一特定的准确度要求(即一定的E 和t)下,n 值随着k 值的不同而

改变。但k有一个最佳值,此时在相同的条件下,采取和处理试样所花费的人力、物力将最

为节约。这时的k值以ke 表示:

ke=
σ'w
σ'b
· c1

c2
(1 3)

式中,c1 是采取和处理试样基本单元时的平均费用;c2 是采取和处理试样次级单元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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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均费用。
方差值的估计如一步采样法中所述。如果方差值事先无法估计,可以通过实验来求得,

下面举例说明之。
例如,有某种液体物料,分装于400桶中。今选取10桶,从每桶中各取试样2管,分别

测定该物料的纯度,得如下数据,见表1.3。

表1.3 液体物料纯度 单位:%

桶  号
试样管编号

1 2
桶  号

试样管编号

1 2

1 96.37 96.46 6 95.85 95.75

2 97.50 96.36 7 96.46 95.44

3 95.75 96.05 8 94.62 96.16

4 97.09 97.38 9 96.41 96.26

5 97.31 96.78 10 95.44 96.46

  求σ'2b ,σ'2w。假定c1/c2=4,置信水平为95%,容许误差(即E)为±0.5%,试设计出最

合理的取样程序,即在求得σ'2b 和σ'2w 后,计算ke 和n 值。

解:先计算桶内方差(即各个基本单元内各次级单元间的方差)σ'2w。

表1.4 试样的桶内方差

桶 号 x |xi -x| (xi -x)2 桶 号 x |xi -x| (xi -x)2

1 96.42 0.05
0.04

0.0025
0.0016

6 95.80 0.05
0.05

0.0025
0.0025

2 96.93 0.57
0.57

0.3249
0.3249

7 95.95 0.51
0.51

0.2601
0.2601

3 95.90 0.15
0.15

0.0225
0.0225

8 95.39 0.77
0.77

0.5929
0.5929

4 97.24 0.15
0.14

0.0225
0.0196

9 96.34 0.07
0.08

0.0049
0.0064

5 97.05 0.26
0.27

0.0676
0.0729

10 95.95 0.51
0.51

0.2601
0.2601

∑(xi-x)2=3.124

σ'2w=
∑(xi-x)2

10(2-1) =
3.124
10 =0.3124

再计算桶间方差:总平均值x=9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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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5 各桶试样的平均值与总平均值的均方

桶 号 |xi -x| (xi -x)2 桶 号 |xi -x| (xi -x)2

1 0.12 0.0144 6 0.50 0.2500

2 0.63 0.3969 7 0.35 0.1225

3 0.40 0.1600 8 0.91 0.8281

4 0.94 0.8836 9 0.04 0.0016

5 0.75 0.5625 10 0.35 0.1225

∑(xi-x)2=3.3421

均方=(3.3421×2)/(10-1)=0.7427

把上述计算结果列于表1.6:

表1.6 方差的组成部分

方差来源 自 由 度 均  方 方差的组成部分

各桶之间 10-1=9 0.7427 σ'2w +2σ'2b

各桶之内 10×(2-1)=10 0.3124 σ'2w

  于是, σ'2w =0.3124
σ'2b=(0.7427-0.3124)/2=0.2152

最佳的次级单元数应为

ke=
σ'w
σ'b

c1
c2 = 0.3124/0.2152× 4=2.4

即每桶应采样3管。
从t表查得,当置信水平为95%,总的测定次数为20时,t值为2左右。于是:

n=400(0.3124+3×0.2152)/[400×3×(0.5/2)2+3×0.2152]

=383/75.6=5.07≈5(桶)

最合理的采样程序,应为先选择五桶,每桶中取样三管,再把这些取得的试样混合均匀,
适当处理然后送去分析测定物料的纯度;也可以分别处理,分别分析后取平均值。

1.1.6 采样方法

1.固体物料的采样

固体物料可以是各种坚硬的金属材料、矿物原料、天然产品等,也可以是各种颗粒状、粉
末状、膏状的化工产品、半成品等。

各种金属材料,虽然经过熔融、冶炼处理,组成比较均匀,但是在冷却、凝固过程中,由于

纯组分的凝固点比较高,常常在物体的表面先凝固下来,杂质向内部移动;物体的内部后凝

固,凝固点较低,杂质含量较高。铸件越大,这种不均匀现象越严重。因此不能仅从物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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