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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前言

　　　

仪器分析实验课程是生命科学、环境科学、食品、材料、农业、化学、化工等多个专业领域

的基础技能课程之一，是仪器分析课程教学中的重要环节。学好该课程不仅可以培养学生

的基本技能、实践能力、科学素养，而且可以增强学生的创新能力。加强仪器分析实验教学

对于全面提高学生的分析素质非常重要，而仪器分析实验教材则是搞好分析实验教学的重

要依据。因此，为了进一步适应新兴学科、高新技术的发展，适应高等工科院校实际情况和

当前教学改革的需要，以及服务地方企业的要求，编者对原有教材进行了修订。

本书在内容上，力求既结合实际，又面向未来，更加突出实验方法“实用、适用、简便和先

进性”的特点；分析对象选取了生物、食品、药品、地质、土壤、水体等，兼顾到各个专业的特点

和需要。增加了若干先进仪器的操作规程，以提高本书的适用性。增加了某些实验项目，以

提高本书的全面性。适当加了某些实验内容的深度，以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需要。

全书共１３章，选择了包括分析实验室规则，实验室安全规则，分析实验室用水的规格和

制备，常用玻璃器皿的洗涤，化学试剂、分析试样的准备和分解等仪器分析实验的前期准备

内容。具体的实验内容涉及原子发射光谱法、原子吸收光谱法、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红

外光谱法、质谱分析法、电导分析法、电位分析法、极谱和伏安分析法、气相色谱法和高效液

相色谱法，以及分析化学中的质量控制和统计分析、设计性实验等。

本书由郁桂云、钱晓荣主编，吴静、刘红霞为副主编。盐城工学院化工实验中心的冒爱

荣、陈亮、潘梅、葛成艳等教师参与了部分仪器分析实验内容的编写，在此深表谢意。

由于编者水平所限，书中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２０１５年３月



前　　言

　　分析化学是一门信息科学，可以提供有关物质定性、定量及结构等信息。分析化学包括

化学分析和仪器分析。仪器分析与化学分析相比，发展更快。目前，在科学研究、工农业生

产、医学、药物和环境等领域中，所遇到的大部分表征与测量任务已由仪器分析来承担。本

书是根据普通高等工科院校实际情况和当前教学改革的需要，以及服务地方企业的要求，在

多年教学实践和总结的基础上编写而成的。

鉴于仪器分析的方法和内容迅速增加，重要性日益突出，本教材编写过程中，将实验内

容安排了三个层次的实验，即基本实验、综合性实验及设计性实验。基本实验中有理论验证

性实验和反映化学理论应用的实际样品分析实验。综合性实验要求一个实验具有从采样、

制样、分析、数据处理及评价全过程的完整性。设计性实验是学生在完成教学要求的基本实

验和综合性实验的基础上，自选题目，在教师指导下，通过查阅文献资料，独立地拟定实际样

品的分析方法和实验步骤，完成实验并写出报告。

全书共１３章，选择了包括分析实验室规则，实验室安全规则，分析实验室用水的规格和

制备，常用玻璃器皿的洗涤，化学试剂、分析试样的准备和分解等仪器分析实验的前期准备

内容。具体的实验内容涉及原子发射光谱法、原子吸收光谱法、紫外 可见分光光度法、红外

光谱法、气相色谱法、液相色谱法、质谱分析法、电位分析法、极谱分析法、电导分析法，还有

设计性实验等。

本书由钱晓荣、郁桂云主编，吴静、刘红霞为副主编。盐城工学院化工实验中心的冒爱

荣、陈亮、潘梅、葛成艳和曹燕等教师参与了部分仪器分析实验内容的编写，在此深表谢意。

由于编者水平所限，书中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２００９年５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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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　仪器分析实验的要求

１．１　分析实验预习

１．预习是做好实验的前提。每次实验课结束前，实验指导教师对学生下次实验预习提

出明确要求，进行必要的预习辅导。

２．每个学生都要有一个实验记录本，实验记录本应有封面，并注明姓名、班级。每次实

验前，按教师要求认真预习，做好充分准备。

３．实验预习一般应达到下列要求。

（１）阅读实验教材、参考资料，明确本次实验的目的及全部内容。对实验仪器要有初步

了解，实验前要通过预习知道需要使用哪些仪器，并对仪器的相关知识进行初步学习（特别

是仪器的操作要领、注意事项）。

（２）掌握本次实验主要内容，重点阅读实验中有关实验操作技术及注意事项。

（３）按教材规定设计实验方案。回答实验教材中的思考题。

（４）提出自己不懂的问题。自己尝试总结实验所体现的思想，并与教师上课所讲授的

内容进行比较、归纳，以提高后期实验报告的质量。

（５）绘制记录测量数据的表格，一式两份。

总之，实验前要认真阅读教材，明确实验目的和要求，理解实验原理，掌握测量方案，初

步了解仪器的构造原理和使用方法，在此基础上写出预习报告。预习报告不是照抄实验

教材。

４．每次实验前指导教师都应检查学生的预习报告，采取全部检查或随机抽查、提问质

疑等多种形式，对学生的预习情况给出相应的成绩，作为平时考核的依据之一。

５．没有预习报告或预习达不到要求者，不准进行实验；若拿别人预习报告冒名顶替者，

该实验成绩以零分计。

１．２　实验数据的记录

对测量数据进行读数和记录时，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１．实验过程中的各种数据要及时、真实、准确而清楚地记录下来，并应用一定的表格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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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使数据记录得有条理，且不容易遗漏。

２．指针式显示仪表读数时，应使视线通过指针与刻度标尺盘垂直，读数指针应对准刻

度值。有些仪表刻度盘附有镜面，读数时只要指针和镜面内的指针像重合就可读数。记录

式显示仪表，如记录仪，记录纸上的数值可以从记录纸上印格读出，也可用尺子测量。

３．记录测量数据时，应注意有效数字的位数。例如，用分光光度计测量溶液吸光度的

时候，如吸光度在０．８以下，应记录０．００１的读数；大于０．８而小于１．５时，则要求记录０．０１

的读数；如吸光度在１．５以上，就失去了准确读数的实际意义。其他等分刻度的量器和显示

仪表，应记录所得全部有效数字，即要求记录至最小分度值的后一位。

４．记录的原始数据不得随意涂改，如需要废弃某些数据，应划掉重记。应将所得数据

交给指导教师审阅后进行计算，不允许抄袭和拼凑数据。

１．３　实验报告

１实验报告的一般构成

一份简明、严谨、整洁的实验报告是某一实验的记录和总结的综合反映。仪器分析实验

报告一般应包括以下内容。

（１）实验名称、完成日期、实验者姓名及合作者姓名。

（２）实验目的。

（３）实验原理。

（４）主要仪器（生产厂家、型号）及试剂（浓度、配制方法）。

（５）主要实验步骤。

（６）实验数据的原始记录及数据处理。

（７）结果处理，包括图、表、计算公式及实验结果。

（８）有关实验的讨论及思考题。

２分析（实验）数据的处理

分析（实验）数据的处理是指对原始数据的进一步分析计算，包括绘制图形或表格、数理

统计、计算分析结果等，必要时应用简要文字说明。在数据处理中，计算、作图与实验测定数

据的误差必须一致，以免在数据处理中带来更大的结果误差。

有时候我们还对实验数据进行记录、整理、计算、分析、拟合等，从中获得实验结果和寻

找物理量变化规律或经验公式，这一过程就是数据处理。常用的方法有如下几种。

犃．列表法

列表法就是将一组实验数据和计算的中间数据依据一定的形式和顺序列成表格。列表

法可以简单明确地表示物理量之间的对应关系，便于分析和发现资料的规律性，也有助于检

查和发现实验中的问题，这就是列表法的优点。

设计记录表格时要做到以下几点。

（１）表格设计要合理，以利于记录、检查、运算和分析。

（２）表格中涉及的各物理量，其符号、单位及量值的数量级均要表示清楚，但不要把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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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写在数字后。

（３）表中数据要正确反映测量结果的有效数字和不确定度，列入表中的除原始数据外，

计算过程中的一些中间结果和最后结果也可以列入表中。

（４）表格要加上必要的说明，实验室所给的数据或查得的单项数据应列在表格的上部，

说明写在表格的下部。

犅．作图法

实验数据用图形来表示时，可以使测量数据间的相互关系表达得更加简明直观，容易显

出最高点、最低点和转折点等，利用图形可直接或间接求得分析结果，便于应用。例如分光

光度法中吸光度与浓度关系的曲线，电位测定法中电位与浓度关系的标准曲线均可以直接

用来测定未知含量；电位滴定法则通过画出滴定曲线，从曲线上找到拐点来确定终点；气相

色谱中利用图解积分法求峰面积；标准加入法中用外推作图法间接求分析结果。因此，正确

地绘制图形是实验后数据处理的重要环节，必须十分重视作图的方法和技术。

作图法的基本规则如下。

（１）根据函数关系选择适当的坐标纸（如直角坐标纸、单对数坐标纸、双对数坐标纸和

极坐标纸等）和比例，画出坐标轴，标明物理量符号、单位和刻度值，并写明测试条件。

（２）坐标的原点不一定是变量的零点，可根据测试范围加以选择。在坐标系内，数据描

点的原则是，有效数字的可靠数要与可靠位对应；可疑数字与可疑位（或称估读位）对应；一

般标准的坐标纸上最小格的交点是与倒数第二位有效数字对应的可靠位。最小格之间标可

疑数。比如有效数字１３．５，就要用１３个半小格来表示。０．５是估读值，应在一个小格之间

估计半个小格来表示。纵横坐标比例要恰当，以使图线居中。

（３）描点和连线，根据测量数据，用直尺和笔尖使其函数对应的实验点准确地落在相应

的位置；一张图纸上画上几条实验曲线时，每条图线应用不同的标记如“＋”“×”“·”“△”等

符号标出，以免混淆；连线时，要顾及数据点，使曲线呈光滑曲线（含直线），并使数据点均匀

分布在曲线（直线）的两侧，且尽量贴近曲线；个别偏离过大的点要重新审核，属过失误差的

应剔去。

（４）标明图名，即作好实验图线后，应在图纸下方或空白的明显位置处，写上图的名称、

作者和作图日期，有时还要附上简单的说明，如实验条件等，使读者一目了然；作图时，一般

将纵轴代表的物理量写在前面，横轴代表的物理量写在后面，中间用“”连接。

（５）最后将图纸贴在实验报告的适当位置，便于教师批阅实验报告。

犆．图解法

在实验图线作出以后，可以由图线求出经验公式。图解法就是根据实验数据作好的图

线，用解析法找出相应的函数形式。实验中经常遇到的图线是直线、抛物线、双曲线、指数曲

线、对数曲线等。特别当图线是直线时，采用此方法更为方便。

（１）由实验图线建立经验公式的一般步骤如下：①根据解析几何知识判断图线的类型；

②由图线的类型判断公式的可能特点；③利用半对数、对数或倒数坐标纸，把原曲线改画为

直线；④确定常数，建立经验公式的形式，并用实验数据来检验所得公式的准确程度。

（２）用直线图解法求直线的方程

如果作出的实验图线是一条直线，则经验公式应为直线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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狔＝犽狓＋犫 （１ １）

要建立此方程，必须由实验直接求出犽和犫，其步骤如下。

在图线上选取两点犘１（狓１，狔１）和犘２（狓２，狔２），注意不得使用原始数据点，而应从图线

上直接读取，其坐标值最好是整数值。所取的两点在实验范围内应尽量彼此分开一些，以减

小误差。由解析几何知，上述直线方程中，犽为直线的斜率，犫为直线的截距。犽可以根据两

点的坐标求出。则斜率为

犽＝
狔２－狔１
狓２－狓１

（１ ２）

其截距犫为狓＝０时的狔值，若原实验中所绘制的图形并未给出狓＝０段直线，可将直线用

虚线延长交于狔轴，则可量出截距。如果起点不为零，也可以由式

犫＝
狓２狔１－狓１狔２
狓２－狓１

（１ ３）

求出截距，将求出的斜率和截距的数值代入方程（１ １）就可以得到经验公式。

（３）曲线改直，曲线方程的建立

在许多情况下，函数关系是非线性的，但可通过适当的坐标变换化成线性关系，在作图

法中用直线表示，这种方法叫作曲线改直。作这样的变换不仅是由于直线容易描绘，更重要

的是直线的斜率和截距所包含的物理内涵是我们所需要的。举例如下。

①狔＝犪狓
犫
　式中犪，犫为常量，可变换成ｌｇ狔＝犫ｌｇ狓＋ｌｇ犪，ｌｇ狔为ｌｇ狓的线性函数，斜

率为犫，截距为ｌｇ犪；

②狔＝犪犫
狓
　式中犪，犫为常量，可变换成ｌｇ狔＝（ｌｇ犫）狓＋ｌｇ犪，ｌｇ狔为狓的线性函数，

斜率为ｌｇ犫，截距为ｌｇ犪；

③犘犞＝犆　式中犆为常量，要变换成犘＝犆（１／犞），犘是１／犞的线性函数，斜率为犆；

④狔
２
＝２狆狓　式中狆为常量，狔＝± ２槡狆狓

１／２，狔是狓１
／２的线性函数，斜率为± ２槡狆；

⑤狔＝狓／（犪＋犫狓）　式中犪，犫为常量，可变换成１／狔＝犪（１／狓）＋犫，１／狔为１／狓的线性

函数，斜率为犪，截距为犫；

⑥狊＝狏０狋＋犪狋
２／２　式中狏０，犪为常量，可变换成狊／狋＝（犪／２）狋＋狏０，狊／狋为狋的线性函

数，斜率为犪／２，截距为狏０。

犇．逐差法

当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呈线性关系，自变量按等间隔变化，且自变量的误差远小于因变

量的误差时，可使用逐差法计算因变量变化的平均值。它既能充分利用实验数据，又具有减

小误差的效果，具体做法是将测量得到的偶数组数据分成前后两组，将对应项分别相减，然

后再求平均值。

犈．最小二乘法做直线拟合

作图法虽然在数据处理中是一个很便利的方法，但在图线的绘制上往往会引入附加误

差，尤其在根据图线确定常数时，这种误差有时很明显。为了克服这一缺点，在数理统计中

研究了直线拟合问题（或称一元线性回归问题），常用一种以最小二乘法为基础的实验数据

处理方法。由于某些曲线的函数可以通过数学变换改写为直线，例如对函数狔＝犪ｅ－犫狓 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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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得ｌｎ狔＝ｌｎ犪－犫狓，ｌｎ狔与狓的函数关系就变成直线型了。因此这一方法也适用于某些曲

线型的规律。

下面就数据处理问题中的最小二乘法原则做一简单介绍。

设某一实验中，可控制的物理量取狓１，狓２，…，狓狀 值时，对应的物理量依次取狔１，

狔２，…，狔狀值。我们假定对狓犻值的观测误差很小，而主要误差都出现在对狔犻的观测上。显

然如果从（狓犻，狔犻）中任取两组实验数据就可得出一条直线，只不过这条直线的误差有可能很

大。直线拟合的任务就是用数学分析的方法从这些观测到的数据中求出一个误差最小的最

佳经验式狔＝犪＋犫狓。按照这一最佳经验公式作出的图线虽不一定能通过每一个实验点，但

是它以最接近这些实验点的方式平滑地穿过它们。很明显，对应于每一个狓犻值，观测值狔犻

和最佳经验式的狔值之间存在一偏差δ狔犻，我们称它为观测值狔犻的偏差，即

δ狔犻 ＝狔犻－狔＝狔犻－（犪＋犫狓犻）　（犻＝１，２，３，…，狀） （１ ４）

最小二乘法的原理就是：如各观测值狔犻的误差互相独立且服从同一正态分布，当狔犻的

偏差的平方和为最小时，得到最佳经验式，根据这一原则可求出常数犪和犫。

以犛表示δ狔犻的平方和

犛＝∑（δ狔犻）
２
＝∑［狔犻－（犪＋犫狓犻）］

２ （１ ５）

式中，狔犻和狓犻是测量值，都是已知量；犪和犫是待求值，因此犛实际是犪和犫的函数。它应满

足犛为最小值。令犛对犪和犫的偏导数为零，即可解出满足式（１ ５）的犪、犫值。

犛
犪
＝－２∑（狔犻－犪－犫狓犻）＝０，

犛
犫
＝－２∑（狔犻－犪－犫狓犻）狓犻＝０

即

∑狔犻－狀犪－犫∑狓犻＝０，∑狓犻狔犻－犪∑狓犻－犫∑狓
２
犻 ＝０

解为

犪＝
∑狓犻狔犻∑狓犻－∑狔犻∑狓

２
犻

∑狓（ ）犻
２

－狀∑狓
２
犻

，犫＝∑
狓犻∑狔犻－狀∑狓犻狔犻

∑狓（ ）犻
２

－狀∑狓
２
犻

（１ ６）

将得出的犪和犫代入直线方程，即得到最佳的经验公式狔＝犪＋犫狓。

上面介绍了使用最小二乘法求经验公式中的常数犪和犫的方法。它是一种直线拟合

法，在科学实验中的应用很广泛，特别是有了计算器后，计算工作量大大减少，计算精度也能

保证，因此它是很有用又很方便的方法。用这种方法计算的常数值犪和犫是“最佳的”，但并

不是没有误差，它们的误差估算比较复杂。一般来说，一列测量值的δ狔犻 大（即实验点对直线

的偏离大），那么由这列数据求出的犪、犫值的误差也大，由此定出的经验公式可靠程度就低；

如果一列测量值的δ狔犻小（即实验点对直线的偏离小），那么由这列数据求出的犪、犫值的误差

就小，由此定出的经验公式可靠程度就高。直线拟合中的误差估计问题比较复杂，可参阅其

他资料，这里不做介绍。

为了检查实验数据的函数关系与得到的拟合直线符合的程度，数学上引进了线性相关

系数狉来进行判断。狉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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狉＝
∑（Δ狓犻Δ狔犻）

∑（Δ狓犻）
２·∑（Δ狔犻）槡

２

（１ ７）

式中，Δ狓犻＝狓犻－狓；Δ狔犻＝狔犻－狔。狉的取值范围为－１≤狉≤１。从相关系数的这一特性可

以判断实验数据是否符合线性关系。如果狉很接近于１，则各实验点均在一条直线上。普通

物理实验中，狉如达到０．９９９，就表示实验数据的线性关系良好，各实验点聚集在一条直线附

近。相反，相关系数狉＝０或趋近于零，说明实验数据很分散，无线性关系。因此用直线拟合

法处理数据时要计算相关系数。具有二维统计功能的计算器有直接计算狉及犪、犫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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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分析实验室用水

分析实验室用于溶解、稀释和配制溶液的水，都必须先经过纯化。分析要求不同，水质

纯度的要求也不同。故应根据不同要求，采用不同纯化方法制备纯水。

一般实验室用的纯水有蒸馏水、二次蒸馏水、去离子水、无二氧化碳蒸馏水、无氨水等。

２１１　分析实验室用水的规格

根据ＧＢ６６８２—１９９２《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及实验方法》的规定，分析实验室用水为三

个级别：一级水、二级水和三级水。分析实验室用水应符合表２ １所列的规格。

表２ １　分析实验室用水的级别及主要技术指标

指标名称 一　级 二　级 三　级

ｐＨ范围（２５℃） —① — ５．０～７．５

电导率（２５℃）／（ｍＳ·ｍ－１） ≤０．０１ ≤０．１ ≤０．５

比电阻（２５℃）／（ＭΩ·ｃｍ） ≤１０ ≤１ ≤０．２

可氧化物（以Ｏ计）／（ｍｇ·Ｌ－１） — ≤０．０８ ≤０．４０

吸光度（２５４ｎｍ，１ｃｍ光程） ≤０．００１ ≤０．０１ —

可溶性硅（以ＳｉＯ２计）／（ｍｇ·Ｌ－１） ＜０．０２ ＜０．０５ —

蒸发残渣／（ｍｇ·Ｌ－１） — ≤１．０ ≤２．０

　　① 难以测定，不做规定。

一级水用于有严格要求的分析实验，包括对微粒有要求的实验，如高效液相色谱用水。

一级水可用二级水经过石英设备蒸馏或离子交换混合床处理后，再经过０．２μｍ微孔滤膜过

滤来制取。

二级水用于无机痕量分析等实验，如原子吸收光谱分析用水。二级水可用多次蒸馏或

离子交换等方法制取。

三级水用于一般的化学分析实验。三级水可用蒸馏或离子交换等方法制取。

实验室使用的蒸馏水，为了保持纯净，要随时加塞，专用虹吸管内外均应保持干净。蒸

馏水瓶附近不要存放浓ＨＣｌ、ＮＨ３·Ｈ２Ｏ等易挥发试剂，以防污染。通常用洗瓶取蒸馏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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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洗瓶取水时，不要取出塞子和玻管，也不要把蒸馏水瓶上的虹吸管插入洗瓶内。

通常，普通蒸馏水保存在玻璃容器中，去离子水保存在聚乙烯塑料容器中。用于痕量分

析的高纯水，如二次亚沸石英蒸馏水，则需要保存在石英或聚乙烯塑料容器中。

２１２　水纯度的检查

按照ＧＢ６６８２—１９９２所规定的实验方法检查蒸馏水的纯度是法定的水质检查方法。根

据各实验室分析任务的要求和特点，对实验用水也经常采用如下方法进行一些项目的检查。

（１）酸度：要求水的ｐＨ为６～７。检查方法是在两支试管中各加１０ｍＬ待测的水，一管

中加２滴０．１％甲基红指示剂，不显红色；另一管中加５滴０．１％溴百里酚蓝指示剂，不显蓝

色，即为合格。

（２）硫酸根：取待测水２～３ｍＬ放入试管中，加２～３滴２ｍｏｌ／Ｌ盐酸酸化，再加１滴

０．１％氯化钡溶液，放置１．５ｈ，不应有沉淀析出。

（３）氯离子：取２～３ｍＬ待测水，加１滴６ｍｏｌ／Ｌ硝酸酸化，再加１滴０．１％硝酸银溶

液，不应产生浑浊。

（４）钙离子：取２～３ｍＬ待测水，加数滴６ｍｏｌ／Ｌ氨水使呈碱性，再加饱和草酸铵溶液２

滴，放置１２ｈ后，无沉淀析出。

（５）镁离子：取２～３ｍＬ待测水，加１滴０．１％镁试剂Ｉ（对硝基苯偶氮间苯二酚）及数滴

６ｍｏｌ／Ｌ氢氧化钠溶液，如有淡红色出现，即有镁离子，如呈橙色则合格。

（６）铵离子：取２～３ｍＬ待测水，加１～２滴奈氏试剂，如呈黄色则有铵离子。

（７）游离二氧化碳：取１０００ｍＬ待测水注入锥形瓶中，加３～４滴０．１％酚酞溶液，如呈

淡红色，表示无游离二氧化碳；如无色，则加０．１ｍｏｌ／Ｌ氢氧化钠溶液至淡红色，１ｍｉｎ内不

消失，即为终点，算出游离二氧化碳的量。（注：氢氧化钠溶液用量不能超过０．１ｍＬ）

２１３　水纯度分析结果的表示

水纯度分析结果通常用以下几种方法表示。

（１）毫克／升（ｍｇ／Ｌ），表示每升水中含有某物质的毫克数。

（２）微克／升（μｇ／Ｌ），表示每升水中含有某物质的微克数。

（３）硬度，我国采用１Ｌ水中含有１０ｍｇ氧化钙作为硬度的１度，这和德国标准一致，所

以有时也称为１德国度。

２１４　各种纯水的制备

１蒸馏水

将自来水在蒸馏装置中加热汽化，然后将蒸汽冷凝即可得到蒸馏水。由于杂质离子一

般不挥发，所以蒸馏水中所含杂质比自来水少得多，比较纯净。但还有少量杂质。

（１）二氧化碳溶于水中生成碳酸，使蒸馏水显弱酸性。

（２）冷凝管和接受器等装置所用的材料一般是不锈钢、纯铝或玻璃等，所以可能带入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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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离子。

（３）蒸馏时，少量液体呈雾状飞出而进入蒸馏水。

为了获得比较纯净的蒸馏水，可以进行重蒸馏，并在准备重蒸的蒸馏水中加入适当的试

剂以抑制某些杂质的挥发。如加入甘露醇能抑制硼的挥发，加入碱性高锰酸钾可破坏有机

物并防止二氧化碳蒸出。如要使用更纯净的蒸馏水，可进行第三次蒸馏或用石英蒸馏器进

行再蒸馏。

２去离子水

去离子水是使自来水或普通蒸馏水通过离子树脂交换后所得的水。制备时一般将水依

次通过阳离子树脂交换柱、阴离子树脂交换柱、阴阳离子树脂混合交换柱。这样得到的水纯

度比蒸馏水的纯度高，质量可达到二级或一级水指标，但对非电解质及胶体物质无效，同时

会有微量的有机物从树脂中溶出。因此，根据需要可将去离子水进行重蒸馏以得到高纯水。

３电导水

在第一套硬质玻璃（最好是石英）蒸馏器中装入蒸馏水，加入少量ＫＭｎＯ４晶体，经蒸馏

除去水中有机物质，即得重蒸水。再将重蒸水注入第二套硬质玻璃（最好也是石英）蒸馏器

中，加入少许ＢａＳＯ４和ＫＨＳＯ４固体进行蒸馏，弃去馏头、馏后各１０ｍＬ，取中间馏分。用这

种方法制得的电导水，应收集在连接碱石灰吸收管的接受器内，以防止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溶

入水中。电导水应保存在带有碱石灰吸收管的硬质玻璃瓶内，时间不能太长，一般在两周

以内。

４高纯水

高纯水系指以纯水为水源，经离子交换、膜分离（反渗透、超滤、膜过滤、电渗析）除去盐

及非电解质，使纯水中的电解质几乎完全除去，又将不溶解胶体物质、有机物、细菌、ＳｉＯ２等

去除到最低限度。

美国进口实验室制备高纯水Ｍｉｌｌｉ Ｑ系统的进水必须是经过电击电离作用（反渗透）蒸

馏或者双蒸馏等技术取得的蒸馏水。

Ｍｉｌｌｉ Ｑ系统制备的水为一级纯水，其水质优于ＡＳＴＭ、ＣＡＰ以及ＮＣＣＬＳ一级水的

标准。

高纯水的制备步骤如下。

（１）经预处理（电击电离作用、膜电离、二次蒸馏）的水进入系统，由泵进入Ｑ Ｇａｒｄ滤

柱作为最初的纯化步骤。

（２）经过预滤柱的水用波长为１８５～２５４ｎｍ的紫外灯处理，这样可以分解有机化合物

和杀灭细菌。

（３）再经过充分的过滤以除掉痕量离子以及紫外灯作用下产生的氧化产物，由紫外灯

处理过的水经过超滤柱，滤除胶体粒子以及相对分子质量大于５０００的有机物分子。超滤柱

的滤除物会堵塞通道，需定期清洗并由管道排出。

（４）经以上３个步骤处理的水进入最后的过滤柱，它是由０．２２μｍ的膜（ＭｉｌｌｉＰａｋ ４０）

组成的，用于除掉粒径大于０．２２μｍ的微粒及细菌。

（５）Ａ１０ＴＯＣ检测器取纯水样品检测痕量有机物的含量，样品在Ｐｒｏｄｕｃｔ模式中定期

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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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特殊用水的制备

１）无氨水

（１）每升蒸馏水中加２５ｍＬ５％的ＮａＯＨ溶液，煮沸１ｈ，然后用前述方法检查铵离子。

（２）每升蒸馏水加２ｍＬ浓硫酸，再重蒸馏，即得无氨蒸馏水。

２）无二氧化碳蒸馏水

煮沸蒸馏水，直至煮去原体积的１／４或１／５，隔离空气冷却即得。此水应贮存于连接碱

石灰吸收管的瓶中，其ｐＨ应为７。

３）无氯蒸馏水

将蒸馏水在硬质玻璃蒸馏器中先煮沸，再进行蒸馏，收集中间馏出部分，即得无氯蒸

馏水。

４）ｐＨ≈７的高纯水

在第一次蒸馏时，加入ＮａＯＨ和ＫＭｎＯ４，第二次加入磷酸（除去ＮＨ３），第三次用石英

蒸馏器蒸馏（除去痕量碱金属杂质）。在整个蒸馏过程中，要避免水与大气直接接触。

５）不含金属离子的纯水

在１Ｌ蒸馏水中加２ｍＬ浓硫酸，然后在硬质玻璃蒸馏器中蒸馏。为消除“暴沸”现象，

在蒸馏瓶中放入几粒玻璃珠或几根毛细管。这样制得的纯水含有少量硫酸，可用于金属离

子的测定。但对于痕量分析，这种水仍不能满足要求，需用亚沸蒸馏水。

６）不含有机物的纯水

在普通蒸馏水中加入少量碱性高锰酸钾或奈氏试剂，在硬质玻璃蒸馏器中蒸馏。电导

率为０．８～１．０μＳ／ｃｍ。

７）不含氧的纯水

将蒸馏水在平底烧瓶中煮沸１２ｈ，随即通过玻璃磨口导管与盛有焦性没食子酸的碱性

溶液吸收瓶连接起来，冷却后使用。

８）不含酚、亚硝酸和碘的水

在蒸馏水中加入氢氧化钠，使呈碱性，再用硬质玻璃蒸馏器蒸馏，也可用活性炭制备不

含酚的水。在１Ｌ水中加入１０～２０ｍｇ活性炭，充分振荡后，用二层定性滤纸过滤两次，除

去活性炭。

２１５　蒸馏法制纯水与离子交换法制纯水的比较

１蒸馏法

由于纯水中大部分无机盐不挥发，因此蒸馏法制得的纯水较纯净，适合一般化验室使

用。当用硬质玻璃或石英蒸馏器制取重蒸水时，加入少量ＫＭｎＯ４碱性溶液破坏有机物，可

得到电导率低于１．０～２．０μＳ／ｃｍ的纯水，适用于有机物分析。

２离子交换法

用离子交换法制取的纯水叫“去离子水”或“无离子水”，其纯度高，成本比蒸馏法低，产

量大，为目前各种规模化验室所采用。适用于一般分析及无机物分析。

表２ ２列出了各类方法制备纯水杂质的含量。

·０１·



第２章　实验室一般知识

表２ ２　各类方法制备纯水杂质的含量（单位：μ犵·犵
－１）

杂质元素 自来水 二次蒸馏水 混床离子交换水 石英亚沸蒸馏水

Ａｇ ＜１ １．０ ０．０１ ０．００２

Ｃａ ＞１００００ ５０．０ １．０ ０．０８

Ｃｄ — — ＜１．０ ０．００５

Ｃｒ ４０ — ＜０．１ —

Ｃｕ ３０ ５０．０ ０．２ －０．０２

Ｆｅ ２００ ０．１ ０．２ ０．０１

Ｍｇ ８０００ ８．０ ０．３ ０．０５

Ｎａ １００００ １．０ １．０ ０．０９

Ｎｉ ＜１０ １．０ ＜０．１ ０．０６

Ｐｂ ＜１０ ５０．０ ０．１ ０．００３

Ｓｎ ＜１０ ５．０ ＜０．１ ０．０２

Ｔｉ １０ — ＜０．１ ０．０１

Ｚｎ １００ １０．０ ＜０．１ ０．０４

２．２　玻璃器皿的洗涤

分析化学实验中使用的器皿应洁净，其内外壁应能被水均匀地润湿，且不挂水珠。在分

析工作中，洗净玻璃仪器不仅是一项必须做的实验前的准备工作，也是一项技术性的工作。

仪器洗涤是否符合要求，对实验的准确度和精密度均有影响。不同分析工作（如工业分析、

一般化学分析、微量分析等）有不同的仪器洗净要求。

分析实验中常用的烧杯、锥形瓶、量筒、量杯等一般的玻璃器皿，可用毛刷蘸去污粉或合

成洗涤剂刷洗，再用自来水冲洗干净，然后用蒸馏水或去离子水润洗３次。

滴定管、移液管、吸量管、容量瓶等具有精确刻度的仪器，可采用合成洗涤剂洗涤。其洗

涤方法是：将浓度为０．１％～０．５％的洗涤液倒入容器中，浸润、摇动几分钟，用自来水冲洗干

净后，再用蒸馏水或去离子水润洗３次；如果未洗干净，可用铬酸洗液洗涤。

分光光度法用的比色皿是用光学玻璃制成的，不能用毛刷洗涤，应根据不同情况采用不同

的洗涤方法。经常的洗涤方法是，将比色皿浸泡于热的洗涤液中一段时间后冲洗干净即可。

２２１　洗涤方法

仪器的洗涤方法很多，应根据实验要求、污物性质、玷污的程度来选用。一般来说，附着

在仪器上的脏物有尘土和其他不溶性杂质、可溶性杂质、有机物和油污，针对这些情况可以

分别用下列方法洗涤。

１刷洗

用水和毛刷刷洗，除去仪器上的尘土及其他物质。注意毛刷的大小、形状要适合，如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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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底烧瓶时，毛刷要做适当弯曲才能接触到全部内表面。脏、旧、秃头毛刷需及时更换，以免

戳破、划破或玷污仪器。

２用合成洗涤剂洗涤

洗涤时先将器皿用水润湿，再用毛刷蘸少许去污粉或洗涤剂，将仪器内外洗刷后用水边

冲边刷洗，直至干净为止。

３用铬酸洗液洗涤

被洗涤器皿尽量保持干燥，倒少许洗液于器皿内，转动器皿使其内壁被洗液浸润（必要

时可用洗液浸泡），然后将洗液倒回原装瓶内以备再用。再用水冲洗器皿内残存的洗液，直

至干净为止。如用热的洗液洗涤，则去污能力更强。

洗液主要用于洗涤被无机物玷污的器皿，它对有机物和油污的去污能力也较强，常用来

洗涤一些口小、管细等形状特殊的器皿，如吸管、容量瓶等。

洗液具有强酸性、强氧化性和强腐蚀性，使用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１）被洗涤的仪器不宜有水，以免稀释洗液而失效。

（２）洗液可以反复使用，用后倒回原瓶。

（３）洗液的瓶塞要塞紧，以防吸水失效。

（４）不可溅在衣服、皮肤上。

（５）洗液的颜色由原来的深棕色变为绿色，即表示Ｋ２Ｃｒ２Ｏ７已还原为Ｃｒ２（ＳＯ４）３，失去

氧化性，洗液失效而不能再用。

４用酸性洗液洗涤

１）粗盐酸

粗盐酸可以洗去附在仪器壁上的氧化剂（如 ＭｎＯ２）等大多数不溶于水的无机物。因

此，在刷子刷洗不到或洗涤不宜用刷子刷洗的仪器（如吸管和容量瓶等）的情况下，可以用粗

盐酸洗涤。灼烧过沉淀物的瓷坩埚可用盐酸（１∶１）洗涤。洗涤过的粗盐酸能回收继续

使用。

２）盐酸 过氧化氢洗液

盐酸 过氧化氢洗液适用于洗去残留在容器上的ＭｎＯ２。例如过滤ＫＭｎＯ４用的砂芯漏

斗，可以用此洗涤剂洗。

３）盐酸 酒精洗液

盐酸 酒精洗液适用于洗涤被有机染料染色的器皿。

４）硝酸 氢氟酸洗液

硝酸 氢氟酸洗液是洗涤玻璃器皿和石英器皿的优良洗涤剂，可以避免杂质金属离子的

沾附。常温下贮存于塑料瓶中，洗涤效率高，清洗速度快，但对油脂及有机物的清除效力差。

对皮肤有强腐蚀性，操作时需加倍小心。该洗液对玻璃和石英器皿有腐蚀作用，因此，精密

玻璃量器、标准磨口仪器、活塞、砂芯漏斗、光学玻璃、精密石英部件、比色皿等不宜用这种

洗液。

５用碱性洗液洗涤

碱性洗液适用于洗涤油脂和有机物。因它的作用较慢，一般要浸泡２４ｈ或用浸煮的

方法。

１）氢氧化钠 高锰酸钾洗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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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氢氧化钠 高锰酸钾洗液洗过后，在器皿上会留下二氧化锰，可再用盐酸洗液清洗。

２）氢氧化钠（钾）乙醇洗液

洗涤油脂的效率比有机溶剂的高，但不能与玻璃器皿长时间接触，使用碱性洗液时要特

别注意，碱有腐蚀性，不能溅到眼睛上。

６有机溶剂洗液

有机溶剂洗液用于洗涤油脂类、单体原液、聚合体等有机物。应根据污物性质选择适当

的有机溶剂。常用的有三氯乙烯、二氯乙烯、苯、二甲苯、丙酮、乙醇、乙醚、三氯甲烷、四氯化

碳、汽油、醇醚混合液等。一般先用有机溶剂洗两次，然后用水冲洗，接着用浓酸或浓碱洗液

洗，再用水冲洗。如洗不干净，可先用有机溶剂浸泡一定时间，然后再如上依次处理。

除以上洗涤方法外，还可以根据污物性质对症下药。如要洗去氯化银沉淀，可用氨水；

要除去硫化物沉淀，可用盐酸和硝酸；衣服上的碘斑可用１０％硫代硫酸钠溶液清洗；高锰酸

钾溶液残留在器壁上的棕色污斑，可用硫酸亚铁的酸性溶液清洗。

２２２　常用洗液的配制

常用的６种洗液的配制方法如下。

（１）铬酸洗液　将５ｇ重铬酸钾用少量水润湿，慢慢加入８０ｍＬ粗浓硫酸，搅拌以加速

溶解，冷却后贮存在磨口试剂瓶中，防止吸水而失效。

（２）硝酸 氢氟酸洗液　含氢氟酸约５％、硝酸约２０％～３５％，由１００～１２０ｍＬ４０％氢

氟酸、１５０～２５０ｍＬ浓硝酸和６５０～７５０ｍＬ蒸馏水配制而成。洗液出现浑浊时，可用塑料漏

斗和滤纸过滤；洗涤能力降低时，可适当补充一些氢氟酸。

（３）氢氧化钠 高锰酸钾洗液　４ｇ高锰酸钾溶于少量水中，加入１００ｍＬ１０％氢氧化钠

溶液。

（４）氢氧化钠 乙醇洗液　１２０ｇ氢氧化钠溶解在１２０ｍＬ水中，再用９５％的乙醇稀释至

１Ｌ。

（５）硫酸亚铁酸性洗液　含少量硫酸亚铁的稀硫酸溶液，此液不能久存，放置后会因

Ｆｅ２＋氧化而失效。

（６）醇醚混合物洗液　一份乙醇和一份乙醚混合。

２２３　玻璃仪器的干燥

实验经常要用到的仪器应在每次实验完毕后洗净干燥备用。由于不同实验对干燥有不

同的要求，一般定量分析用的烧杯、锥形瓶等仪器洗净即可使用，而用于食品分析的仪器很

多要求是干燥的，有的要求无水痕，有的要求无水。应根据不同要求进行仪器干燥。

１晾干

不急等用的仪器，可在蒸馏水冲洗后在无尘处倒置控去水分，然后自然干燥。可用安有

木钉的架子或带有透气孔的玻璃柜放置仪器。

２烘干

洗净的仪器控去水分，放在烘箱内烘干，烘箱温度为１０５～１１０℃，烘１ｈ左右；也可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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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外灯干燥箱中烘干。此法适用于一般仪器。称量瓶等在烘干后要放在干燥器中冷却和保

存。带实心玻璃塞的及厚壁仪器烘干时，要注意缓慢升温并且温度不可过高，以免破裂。量

器不可放于烘箱中烘干。

硬质试管可用酒精灯加热烘干，要从底部烤起，把管口向下，以免水珠倒流把试管炸裂，

烘到无水珠后把试管口向上赶净水气。

３热（冷）风吹干

对于急于干燥的仪器或不适于放入烘箱的较大的仪器，可用吹干的办法。通常用少量

乙醇、丙酮（或最后再用乙醚）倒入已控去水分的仪器中摇洗，然后用电吹风机吹，开始用冷

风吹１～２ｍｉｎ，当大部分溶剂挥发后吹入热风至完全干燥，再用冷风吹去残余蒸气，避免其

又重新冷凝在容器内。

２．３　化学试剂

化学试剂是化学分析和仪器分析的定性定量基础之一。整个分析操作过程，例如取样、

样品处理、分离富集、测定方法等无不借助于化学试剂来进行。用于分析化学的化学试剂，

常称为分析试剂。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分析测试技术不断提高，对分析试剂的纯度和

标准提出更高的要求，化学试剂在分析化学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显著。首先，化学试剂在分

析测定中要配制成标准，通过标准计算样品的含量；第二，化学试剂作为反应的试剂，与被测

组分发生化学反应，如质量分析的沉淀剂、滴定分析的滴定剂和吸光光度分析的显色剂等；

第三，化学试剂用于取样和样品处理，如掩蔽剂和萃取剂等。配制标准用的试剂纯度不够

高，就可能造成分析结果偏大。处理样品时所用试剂中的某些杂质含量过高，也会增加试剂

空白，使测定结果偏大。因此，正确选择化学试剂是很重要的。同时还要明确对所用试剂的

要求、查阅证书（或标签）上给出的主体含量和有关杂质的含量是否满足需要，而不能简单地

以纯度的等级作为选择的依据。倘若试剂中主体含量或某一杂质含量可能对分析结果带来

较大影响时，最好用可靠的方法检验那些关键的数据，对于不符合特定要求的试剂，则需要

对其进行纯化。

２３１　化学试剂的等级

化学试剂数量繁多，种类复杂。目前化学试剂的等级划分及其有关的名词术语在国内

外尚未统一。我国化学试剂通常根据用途分为一般试剂、基准试剂、高纯试剂、色谱试剂、生

化试剂、生物染色剂、光学纯试剂、标记化合物、指示剂、闪烁纯试剂等种类。常用于分析化

学方面的试剂主要有一般试剂、基准试剂、高纯试剂等。

１一般试剂

一般试剂通常分为三级：优级纯、分析纯、化学纯（见表２ ３）。此外，试剂还有四级品，

称为实验试剂，其杂质含量较多，纯度较低，在分析工作中作辅助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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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３　化学试剂等级对照表

质 量 次 序 １ ２ ３ ４ ５

我国化学试

剂等级标志

级别 一级品 二级品 三级品 四级品 五级品

中文标志
保证试剂 分析试剂 化学纯 化学用 生物试剂

优级纯 分析纯 化学纯 实验试剂

符号 Ｇ．Ｒ． Ａ．Ｒ． Ｃ．Ｐ． Ｌ．Ｒ． Ｂ．Ｒ．

瓶签颜色 绿 红 蓝 棕色 黄色等

德、美、英等国通用等级和符号 Ｇ．Ｒ． Ａ．Ｒ． Ｃ．Ｐ．

２基准试剂

基准试剂可细分为微量分析试剂、有机分析标准试剂、ｐＨ基准试剂等种类。

３高纯试剂

高纯试剂不是指试剂的主体含量，而是指试剂中某些杂质的含量。高纯试剂要严格控

制其杂质含量。高纯试剂等级表达方式有数种，其中之一是以“９”的个数表示，如用

９９．９９％，９９．９９９％表示，“９”的数目越多表示纯度越高，这种纯度的得来是由１００％减去杂

质的百分含量计算出来的。一般只计试剂中存在的阳离子百分含量和某些非金属离子如

硫、磷、硅等阴离子或气体的百分含量，也可根据不同的试样要求和测试手段而定。

高纯试剂种类繁多，按纯度分类，可分为高纯、超纯、特纯、光谱纯等。

光谱纯试剂的杂质含量用光谱分析法已测不出或低于某一限度，此种试剂主要作为光

谱分析中的标准物质或作为配制标样的基体。光谱纯试剂要求在一定波长范围内没有或很

少有干扰物质。

在实际分析工作中应根据不同的分析要求选用不同等级的试剂，如痕量分析要选用高

纯或一级品试剂，以降低空白和避免杂质干扰。作仲裁分析可选用一、二级品试剂。一般控

制分析可选用二、三级品试剂。

在超纯分析中对试剂纯度的要求很高，一般试剂往往难以满足要求，常需自行提纯。常

用的提纯方法有蒸馏法（液体试剂）和重结晶法（固体试剂）。

２３２　试剂的保管与取用

１试剂的保管

实验室中常用的各种试剂种类繁多，性质各异，应分不同情况处置。

通常，固体试剂装在广口瓶内，液体试剂和溶液装在细口瓶内。一些用量小而使用频繁

的试液（如定性分析试液、指示剂等）可用滴瓶盛装，见光易分解的试剂（如硝酸银等）应装在

棕色瓶内。盛碱或碱液的试剂瓶要用橡皮塞。

易氧化的试剂（如氯化亚锡、低价铁盐等）和易风化或潮解的试剂（如氯化铝、无水碳酸

钠、苛性钠等）应放在密闭容器内，必要时应用石蜡封口。用氯化亚锡、低价铁盐这类性质不

稳定的试剂配制的溶液不能久存，应现用现配。

易腐蚀玻璃的试剂（如氢氟酸等）应保存在塑料容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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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易燃、易爆和剧毒药品，特别是许多低沸点的有机溶剂（如乙醚、甲醇、汽油等）的保

管应特别注意，通常需单独存放。易燃药品要远离明火。南方夏季高温干燥，稍有不慎，极

易引起火灾。剧毒药品（如氰化物、高汞盐等）要有专人保管、记录使用，以明确责任，杜绝中

毒事故的发生，有条件的应锁在保险柜内。

各种试剂均应保存在阴凉、通风、干燥处，避免阳光直接曝晒，并远离热源。

各种试剂应分类放置，以便于取用。

盛装试剂的试剂瓶都应贴上标签，写明试剂的名称、化学式、规格、厂牌、出厂日期等。

溶液的标签除了书写名称、化学式之外，还应写明浓度、配制日期等。切不可在试剂瓶中装

入与标签不符的试剂。脱落标签的试剂在未查明以前不可使用。标签应用碳素墨水书写，

以保持字迹长久。标签四面剪齐，贴在试剂瓶高度的２／３处，以便整齐美观。为使标签耐

久，一般应涂一层石蜡保护。

定期检查试剂和溶液。发现标签脱落不要“凑合”使用，否则会造成更大的浪费。

２试剂的取用

取用试剂前，要认明标签，确认无误后方能取用。瓶盖取下不要随意乱放。取用液体试

剂时，手握试剂瓶，标签朝上，沿器壁（或沿玻棒）缓缓倾出溶液。不要将溶液泼洒瓶外，特别

注意处理好“最后一滴溶液”，尽量使其接入容器中。不慎流出的溶液要及时清理。取完试

剂后，随手盖好瓶盖。切不可“张冠李戴”，造成交叉污染。

取用试剂要本着节约的原则，用多少取多少。多余的试剂，不要倒回原瓶内。

取用易挥发的试剂（如浓盐酸、浓硝酸、溴等），应在通风橱中进行，以保持室内空气清

新。使用剧毒药品要特别注意安全，遵守有关安全规定。

２３３　分析试剂的提纯方法

对于不同的分析测试内容，常需要不同纯度的分析试剂。在常量分析中，直接使用市售

的一般试剂即可满足要求。对于某些特殊要求的元素分析，需要使用某些特殊试剂。例如

高纯物质的痕量分析，使用一般试剂不能满足要求，而需要使用高纯试剂。倘若没有市售高

纯试剂，就必须进行提纯，以除去某些杂质。半导体材料中的痕量元素分析，由于被测元素

含量极微，需要严格地控制分析中使用的纯水、酸、碱、溶剂、缓冲剂等化学试剂中的杂质元

素的含量。一般来说，这些试剂中杂质元素含量应控制在１０ｎｇ／ｇ以下。下面简要介绍实

验室制备或提纯高纯试剂的方法。

１蒸馏法

（１）普通蒸馏法　它是利用物质的挥发性和沸点的差异来进行分离的方法，是最常用

的制备和提纯高纯试剂的方法。因为试剂和杂质的挥发性不同，容易挥发的可以先蒸馏出

来而除去，不易挥发的则残留在底液中。如果在蒸馏设备上增加一个分馏柱，液体可以在柱

上多次地挥发和冷凝，这样分离的效果就会更好。

（２）亚沸蒸馏法　在液体表面加热，液体表面蒸发，本身不沸腾，热源在液面的上方，由

于不产生液体的雾粒而大大地提高了产品的质量。

（３）等温蒸馏法　又称为等压蒸馏法，挥发和冷凝吸收是在相同温度和压力下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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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结晶法

结晶法是最普通的提纯方法之一，常用于固体的纯化，特别是除去不溶性的颗粒。首先

把固体溶于适当的溶剂里，将其沸腾的饱和溶液减压过滤，然后让滤液冷却至室温或室温以

下，让溶解的物质结晶出来，再把晶体和滤液分开，有些杂质就留在母液中。这样的过程有

时可进行多次，又称为重结晶法。

３分级凝固法

分级凝固法是根据固体在熔融时不会分解的性质，通过固 液界面上的杂质的分布不同

来加以纯化的方法。因为许多化学试剂在凝固成固体时，大部分杂质留在熔体中。分级凝

固法亦称为逐步凝固法或定向凝固法。对于液体试剂来说，可以用冷却装置使其逐步冷冻

而凝固，所以又称为逐步冷冻法。区域熔融法实际上是分级凝固法的一种，它是反复通过熔

体连续凝固而达到提纯目的的。这种方法是可以完全自动化的。

分级凝固法只能批量生产，但它仍是一种快而省的提纯方法。许多试剂如环己烷、乙

酸、环己酮、二烷、苯胺、四氯化碳、对二甲苯等都可用此法提纯。区域熔融法既适用于提

纯熔点为－１０～３００℃的有机物，又适用于精炼无机物、盐类及金属。

４色谱法

色谱法的种类很多，叫法也不统一，下面介绍两种常用的分析和提纯试剂的方法。

（１）液相色谱法　又称为层析分离法，其中以离子交换色谱应用最普遍，它是利用离子

交换剂与溶液中的离子之间所发生的交换反应来进行分离的方法。将几种不同的离子交换

到树脂柱上，根据树脂对它们的亲和力的不同，选用适当的洗脱剂，可将它们逐个洗出而互

相分离。这种方法不仅可用于带相反电荷的离子之间的分离，也可用于带相同电荷或性质

相近的离子之间的分离。因此，利用不同性质的树脂，能广泛地应用于微量组分的富集和高

纯物质的制备。

除离子交换色谱法外，还有吸附色谱分离法。它是在用氧化铝或二氧化硅、纤维素等作

为载体的柱上进行的。有时就利用这些活性吸附剂的单一过滤作用。用此法纯化的有机溶

剂，足以符合吸光光度法的应用要求。这种方法也称为柱上色谱分离法或吸附过滤法。

（２）液 液萃取分离法　又称为溶剂萃取分离法，这种方法是利用与水不相溶的有机相

和试剂一起振荡，由于组分在两相间的分配系数不同，一些组分进入有机相，另一些组分仍

留在水相中，这样就能利用一些有机试剂形成的配合物，从各种基体中有效地去除痕量金属

元素，从而达到提纯试剂的目的。

５其他方法

（１）过滤　过滤常作为一种预纯化手段。例如，选择适当的过滤条件，能从碱性溶液中

有效地将有害的、不溶的金属碳酸盐除去。过滤可以使用各种型号的滤纸，也可以通过

０．２μｍ乙酸纤维加压过滤。还有一种涂有无机合成组分的多孔碳管，它可以分离直径为

０．００１～０．００５μｍ的颗粒。所以说，采用简单的加压过滤对水溶盐类进行预纯化，是很有价

值的方法。

（２）沉淀　共沉淀也是一种很好的预纯化方法。利用痕量元素在“载体”沉淀剂上共沉

淀的性质，除碱金属和碱土金属阳离子以外，至少有５０种元素都能以氧化物或氢氧化物的

形式从钾、钙、镁和钡盐中共沉淀出来。载体可用铁、铝、钛和镧等。

（３）升华　升华对某些试剂的纯化是有效的，但实验室的升华装置仅适合提纯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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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

（４）电解　电解法用于从溶液中去除痕量金属元素。汞阴极控制电位电解法既是一种

有效而简便的快速方法，又是一种将初步纯化后的物质继续进行最后的精细纯化的方法，它

是提纯超纯试剂的极好手段。为了保证产品的纯净，电解应在层流通风柜内进行，同时应选

用聚乙烯、聚丙烯或聚四氟乙烯制造的设备。电解后将已纯化的溶液虹吸到聚四氟乙烯容

器里，加压过滤时用０．２μｍ乙酸纤维滤片，滤片要放在聚乙烯的芯板上。只有这样严格地

控制各个阶段的操作，才能保证提纯试剂不被玷污。

试剂提纯并不是要除去所有杂质。这既不可能，又无必要。只需要针对分析的某种特

殊要求，除去其中的某些杂质即可。例如，光谱分析中所使用的“光谱纯”试剂，仅要求所含

杂质低于光谱分析法的检测限。因此，对于某种用途已适宜的试剂，也许完全不适用另一些

用途。

几种常用的溶剂或熔剂的提纯方法如下。

① 盐酸。盐酸用蒸馏法或等温扩散法提纯。盐酸能形成恒沸化合物，恒沸点为１１０℃，

因此借助于蒸馏便能够获得恒沸组成的纯酸。蒸馏器需要石英蒸馏器，取中段馏出液。等

温扩散法提纯盐酸的步骤是：在直径为３０ｃｍ的干燥器中（若是玻璃的，可在内壁涂一层白

蜡防止玷污），加入３ｋｇ盐酸（优级纯），在瓷托板上放盛有３００ｍＬ高纯水的聚乙烯或石英

容器。盖好干燥器盖，在室温下放置７～１０ｄ，取出后即可使用，盐酸浓度为９～１０ｍｏｌ／Ｌ，

铁、铝、钙、镁、铜、铅、锌、钴、锑、锰、铬、锡的含量为２×１０－９。

氨水也可以用等温扩散法提纯。

② 硝酸。硝酸能形成恒沸化合物，恒沸点为１２０．５℃，因此，硝酸能够用蒸馏法提纯。

提纯步骤是：在２Ｌ硬质玻璃蒸馏器中，放入１．５Ｌ硝酸（优级纯），在石墨电炉上用可调变压

器调节电炉温度进行蒸馏，馏速为２００～４００ｍＬ／ｈ；弃去初馏分１５０ｍＬ，收集中间馏分１Ｌ，

将得到的中间馏分放入３Ｌ石英蒸馏器中；最后将石英蒸馏器固定在石蜡浴中进行蒸馏，借

可调变压器控制馏速为１００ｍＬ／ｈ，弃去初馏分１５０ｍＬ，收集中间馏分８００ｍＬ。铁、铝、钙、

镁、铜、锌、铅、钴、镍、锰、铬、锡的含量在２×１０－９以下。

③ 氢氟酸。氢氟酸形成恒沸化合物的沸点为１２０℃，蒸馏提纯步骤为：在铂或聚四氟乙

烯蒸馏器中，加入２Ｌ氢氟酸（优级纯）以甘油浴加热，用可调变压器调节控制加热器温度，

控制馏速为１００ｍＬ／ｈ，弃去初馏分２００ｍＬ，用聚乙烯瓶收集中间馏分１６００ｍＬ；将此中段

馏出液１６００ｍＬ按上述手续再蒸馏一次，弃去前段馏出液１５０ｍＬ，收集中段馏出液

１２５０ｍＬ，保存在聚乙烯瓶中。铁、铝、钙、镁、铜、铅、锌、钴、镍、锰、铬、锡的含量在２×

１０－９～２×１０
－７以下。蒸馏时，加入氟化钠或甘露醇，即可得到除去硅或硼的氢氟酸。

④ 高氯酸。高氯酸形成的恒沸化合物沸点是２０３℃，需用减压蒸馏法提纯。提纯步骤：

在５００ｍＬ硬质玻璃蒸馏瓶或石英蒸馏器中，加入３００～３５０ｍＬ高氯酸（６０％～６５％，分析

纯），用可调变压器控制加热，温度为１４０～１５０℃，减压至压力为２．６７～３．３３ｋＰａ。馏速为

４０～５０ｍＬ／ｈ，弃去初馏分５０ｍＬ，收集中间馏分２００ｍＬ，保存在石英试剂瓶中备用。

⑤ 碳酸钠。将３０ｇ分析纯碳酸钠溶于１５０ｍＬ高纯水中，待全部溶解后，在溶液中慢慢

滴加２～３ｍＬ浓度为１ｍｇ／ｍＬ的铁标准溶液，在滴加铁标准溶液过程中要不断搅拌，使杂

质与氢氧化铁共沉淀。在水浴中加热并放置１ｈ使沉淀凝聚，过滤除去胶体沉淀物。加热

浓缩滤液至出现结晶膜时，取下冷却，待结晶完全析出后用布氏漏斗抽滤，并用纯制酒精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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涤２～３次，每次２０ｍＬ。在真空干燥箱中减压干燥，温度为１００～１０５℃，压力为２．６７～

６．６７ｋＰａ，烘至无结晶水。为了加速脱水，也可在２７０～３００℃灼烧之。

⑥ 焦硫酸钾。称取８７ｇ纯制硫酸钾置于铂皿中，加入２６．６ｍＬ纯浓硫酸，将铂皿放到

石墨电炉上加热至皿内物质开始冒少量烟，而且皿内熔物成为透明熔体不再冒气泡为止，取

下铂皿，冷却至５０～６０℃，趁热将凝固的焦硫酸钾用玛瑙研钵捣碎并将产品放至带磨口的试

剂瓶中保存。

２．４　分析试样

２．４．１　分析试样的准备

送到实验室分析的试样，对一整批物料应具有代表性。在制备分析试样的过程中，不使

其失去足够的代表性，与分析结果的准确性同等重要。下面介绍各种类型试样的采取方法。

１气体试样的采取

（１）常压下取样用一般吸气装置，如吸筒、抽气泵，使盛气瓶产生真空，自由吸入气体

试样。

（２）气体压力高于常压取样可用球胆、盛气瓶直接盛取试样。

（３）气体压力低于常压取样先将取样器抽成真空，再用取样管接通进行取样。

２液体试样的采取

（１）装在大容器中的液体试样的采取，采用搅拌器搅拌或用无油污、水等杂质的空气，

深入容器底部充分搅拌，然后用内径约１ｃｍ、长８０～１００ｃｍ的玻璃管，在容器的各个不同深

度和不同部位取样，经混匀后供分析。

（２）密封式容器的采样先放出前面一部分弃去，再接取供分析的试样。

（３）一批中分几个小容器分装的液体试样的采取，先分别将各容器中试样混匀，然后按

该产品规定取样量，从各容器中取近等量试样于一个试样瓶中，混匀供分析。

（４）炉水按密封式取样。

（５）管中样品的采取应先放去管内静水，取一根橡皮管，其一端套在水管上，另一端伸

入取样瓶底部，在瓶中装满水后，让其溢出瓶口少许即可。

（６）河、池等水源中采样在尽可能背阴的地方，离水面以下０．５ｍ深度，离岸１～２ｍ

采取。

３固体试样的采取

（１）粉状或松散样品的采取（如精矿、石英砂等），其组成较均匀，可用探料钻插入包内

钻取。

（２）金属锭块或制件样品的采取，一般可用钻、刨、切削、击碎等方法，按锭块或制件的

采样规定采取试样。如无明确规定，则从锭块或制件的纵横各部位采取。如送检单位有特

殊要求，可协商采取之。

（３）大块物料试样的采取（如矿石、焦炭、块煤等），不但组分不均匀，而且其大小相差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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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所以，采样时应以适当的间距，从各个不同部分采取小样，原始试样一般按全部物料的

万分之三至千分之一采集小样。对极不均匀的物料，有时取五百分之一，取样深度在０．３～

０．５ｍ处。固体样品加工的一般程序如图２ １所示。

图２ １　固体试样加工程序

实际上不可能把全部试样都加工成为分析试样，因此在处理过程中要不断进行缩分。

具有足够代表性的试样的最低可靠质量，按照切乔特公式进行计算

犙＝犽犱
２ （２ １）

式中，犙为试样的最低可靠质量，ｋｇ；犽为根据物料特性确定的缩分系数；犱为试样中最大颗

粒的直径，ｍｍ。

试样的最大颗粒直径（犱），以粉碎后试样能全部通过的孔径最小的筛号孔径为准。

根据试样的颗粒大小和缩分系数，可以从手册上查到试样最低可靠质量的犙值。最后

将试样研细到符合分析试样的要求。

缩分采用四分法，即将试样混匀后堆成锥状，然后略微压平，通过中心分成四等份，弃去

任意对角的两份。由于试样不同粒度、不同密度的颗粒大体上分布均匀，留下试样的量是原

样的一半，仍然代表原样的成分。

缩分的次数不是任意的。每次缩分时，试样的粒度与保留试样之间，都应符合切乔特公

式；否则就应进一步破碎，才能缩分。如此反复经过多次破碎缩分，直到试样的质量减至供

分析用的数量为止。然后放入玛瑙研钵中磨到规定的细度。根据试样的分解难易，一般要

求试样通过１００～２００号筛，这在生产单位均有具体规定。

我国现用分样筛的筛号和孔径大小如表２ ４所示。

表２ ４　分样筛的筛号（目①数）和孔径①

筛　号 ３ ５ １０ ２０ ４０ ６０ ８０ １００ １２０ ２００

孔径／ｎｍ ５．７２ ４．００ ２．００ ０．８４ ０．４２ ０．２５ ０．１７７ ０．１４９ ０．１２５ ０．０７４

·０２·

① 目：每平方英寸中的孔数（１英寸＝０．０２５４米），为方便计，下文中出现的目不加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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