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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前言

　

　　《分析化学(原著第七版)》汇聚了三代分析化学家在其各自专业领域积

累的丰富教学经验和科研成果。三位作者对分析化学深刻的理解贯穿于全

书对分析化学概念和原理的解释中。这是一本特别值得借鉴的国外分析化

学教科书,详细阐述了基本原理的来龙去脉,让读者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
本书的特点是内容丰富、格式新颖。从内容上来看,书中既简明扼要介绍了

经典的分析化学内容,又增加了近年来分析化学的新概念、新方法以及新发

展,同时简要介绍了分析化学未来发展方向。本书另外一大特点是在每章

内容中增加了来自不同大学的几十位知名教授分享的“教授推荐案例和问

题”,这些主要针对所学知识内容的实际应用,做到与理论知识紧密结合;
从格式上来看,利用网络多媒体(书中共有200多个网址和二维码,方便

链接至补充资料,或用智能手机登录网站。但遗憾的是,由于部分网址和

二维码都在国外的服务器上,打开并不顺利)承载多种学习资料,包括视

频、电子计算表格、相关技术的代表性实例、分析技术优势介绍以及实验

内容等。
由于本书篇幅较大,因此分为上下两册。《分析化学(上)》包括前言、第1

章至第11章以及附录。内容主要涉及分析化学的基本知识、误差和数据处

理、化学平衡、酸碱平衡与滴定、络合反应与滴定、沉淀平衡与滴定以及重量分

析法;《分析化学(下)》包括第12章至第26章,主要涉及和电化学相关的分析

方法、光谱分析、色谱分析、质谱分析、样品前处理、临床化学、动力学分析方

法、测量过程中的自动化、环境样品采集与分析和基因组学等。
本次翻译工作由西安交通大学李银环和华东理工大学杨丙成负责组织。

参加翻译工作的有华东理工大学杨丙成(前言、第18、19、20、21、22章)、西安

交通大学李银环(第1、2、7、8、16章)、厦门大学马剑(第3、4、5、26章)、美国得

克萨斯大学阿灵顿分校黄维雄(第6、9、10、11章)、东北大学杨婷(第12、13、

14、15、17、23、24章、附录)、浙江大学沈宏(第25章、第27章)。杨丙成、李银

环进行了译校、统稿和编排方面的协调工作。
在本书翻译过程中,厦门大学黄晓佳、东北大学陈明丽、陕西师范大学杜

建修给予了很大支持,在此一并向他们表示感谢!



在本书翻译出版过程中,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的编辑们付出了辛勤劳动。
在此一并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限于译者水平,译文中难免存在不足和疏漏之处,恳请读者不吝批评指

正,深表感谢。

译　者

2017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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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Teachersopenthedoor,butitisuptoyoutoenter———Anonymous

　　本书第七版新增了两位共同作者,分别是美国得克萨斯大学阿灵顿分

校的PurnenduK.(Sandy)Dasgupta和 KevinA.Schug教授。由此本书汇聚

了三代分析化学大家,他们均在其专业领域累积了丰富的教学与研究经验。
所有章节虽由三位作者共同校正修订,但每位作者侧重撰写的章节不同。
此版本与之前所有版本的不同之处在于:KevinA.Schug编写了一章全新

介绍质谱的章节(第22章);PurnenduK.(Sandy)Dasgupta重新撰写了光谱

化学方法(第16章)、原子光谱分析法(第17章)和气相色谱法与液相色谱

法(第20章和第21章),并新增了Excel使用方法和练习。GaryD.Christian
编辑并整理了课本配套网站的所有补充资料和网站信息二维码,并整理了

教学PPT内的图表。

本书适用人群

本书适用于化学专业或化学相关专业的学生,应用于本科生的定量分析

课程。书中教学内容远超过其他一学期或三个月的短学期课程的所有内容,
授课老师可选择其认为最重要的内容进行授课,其余章节或可作为补充资料。
基于分析实验的设计顺序,本书或可适用于定量分析和仪器分析两门课程。
无论如何,期望读者花费一定时间阅读课堂上并未讲授但自己感兴趣的章节,
其一定会为将来所用。

什么是分析化学?

分析化学是研究物质化学特性的学科,进行定性定量分析在人类生活中

尤为重要,因为日常用品几乎全由化学品组成。
本书讲述定量分析的原理与技术,即如何检测样品中某一物质的含量。

掌握如何依据所需获取的信息(了解所需检测项目与检测目的十分重要!)设
计分析方法,了解获取代表性实验样品的方法,掌握如何进行样品前处理,如
何选择检测分析仪器,并理解分析数据结果的意义。



医生从血液样品的分析结果中得出挽救病人生命的信息,制造商通过质

量控制分析保障产品质量避免次品。当意识到这一切结果背后的真正作用,
才会顿悟分析化学的非凡意义。

此版本更新内容

此版本(第七版)对很多章节重新进行了撰写,并加入了很多新的内容。
其目的是为广大学生提供基本的分析过程、仪器工具和计算方法与资源,以实

例阐述实际样品的分析问题,令读者理解分析化学的重要性。同时,利用数字

媒体技术提供补充资料,包括视频、网站、电子计算表格等;加入相关技术的代

表性实例,介绍分析技术的独特能力,介绍为何优先选择某一技术与其限制范

围。每章卷首列出该章重点,有助于同学们在阅读该章节时重点学习核心

概念。
以下是部分新增内容:

● 教授推荐案例和问题:本书邀请全世界的教授和分析化学工作者提供新

分析案例和问题,特别是实际样品的分析,经筛选后收录于此版本中,在
此对于那些慷慨提供趣味盎然且字字珠玑的实例与问题的学者表示万分

的感谢。书中教授推荐案例和教授推荐问题,标有 标志,并分别收

录于相应的章节中,而且选取部分内容放置在课程网站中。希望读者阅

读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并接受难度挑战。
对于以下为本书提供分析问题、实例、更新部分与实验部分的同行表

示诚挚的感谢! 排名不分先后:
● ChristineBlaine,CarthageCollege
● AndreCampiglia,UniversityofCentralFlorida
● DavidChen,UniversityofBritishColumbia
● ChristaL.Colyer,WakeForestUniversity
● MichaelDeGranpre,UniversityofMontana
● MaryKateDonais,SaintAnselmCollege
● TarekFarhat,UniversityofMemphis
● CarlosGarcia,TheUniversityofTexasatSanAntonio
● StevenGoates,BrighhamYoungUniversity
● AmandaGrannas,VillanovaUniversity
● GaryHieftje,IndianaUniversity
● ThomasIsenhour,OldDominionUniversity
● PeterKissinger,PurdueUniversity
● SamuelP.Kounaves,TuftsUniversity
● UlrichKrull,UniversityofToronto

ⅱ　分析化学(原著第七版)(上)



● ThomasLeach,UniversityofWashington
● DongSooLee,YonseiUniversity,Seoul,Korea
● MiltonL.Lee,BrighamYoungUniversity
● Wen-YeeLee,UniversityofTexasatElPaso
● ShaorongLiu,UniversityofOklahoma
● FredMcLafferty,CornellUniversity
● PeterGriffiths,UniversityofIdaho
● ChristopherHarrison,SanDiegoStateUniversity
● JamesHarynuk,UniversityofAlberta
● FredHawkridge,VirginiaCommonwealthUniversity
● YiHe,JohnJayCollegeofCriminalJustice,TheCityUniversityofNewYork
● CharlesHenry,ColoradoStateUniversity
● AlexanderScheeline,UniversityofIllinois
● W.RudolphSeitz,UniversityofNew Hampshire
● PaulS.Simone,Jr.,UniversityofMemphis
● NicholasSnow,SetonHallUniversity
● WesSteiner,EasternWashingtonUniversity
● ApryllM.Stalcup,CityUniversityofDublin,Ireland
● RobertSynovec,UniversityofWashington
● MichaelD.Morris,UniversityofMichigan
● NoelMotta,UniversityofPuertoRico,RíoPiedras
● ChristopherPalmer,UniversityofMontana
● DimitrisPappas,TexasTechUniversity
● AleetaPowe,UniversityofLouisville
● AlbertoRojas-Hernandez,UniversidadAutonomaMetropolitana-Iztapalapa,Mexico
● GalinaTalanova,HowardUniversity
● YijunTang,UniversityofWisconsin,Oshkosh
● JonThompson,TexasTechUniversity
● KrisVarazo,FrancisMarionUniversity
● AkosVertes,GeorgeWashingtonUniversity
● BinWang,MarshallUniversity
● GeorgeWilson,UniversityofKansas
● RichardZare,StanfordUniversity

● 质谱:是一种日益强大与常用的分析方法,特别适用于色谱联用技术,
作为第22章新编入本书中。同样,液相色谱,包括检测阴离子的离子

色谱在内,是现今应用最广泛的技术,甚至超越了气相色谱。应用不同

分析方法时,有一系列系统、仪器、分析柱和检测器可供选择。液相色

谱一章(第21章)在本科教材范围内达到全面覆盖,不仅介绍了许多分

析技术的基础、发展历史和操作,还阐述了不同系统的性能和为特定应

用选择合适系统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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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改的章节:所有章节都进行了修改,对部分涉及最新仪器技术发展的

章节改动较多,包括光谱化学(第16章)、原子光谱(第17章)、气相色谱

(第20章),并加入很多最新技术。有些章节也适用于仪器分析课程,也
为定量分析课程提供基础。授课老师可选择特定章节进行授课。

● 历史资料:全文新增了仪器的发展改进历史,以图片和注释的形式收录

于页边栏(原著中),介绍专业领域发展中的领军人物,现对该内容进行加

粗处理。
● Excel程序的教学视频:教材的主要新编内容和网站补充资料,包括如何

利用Excel程序进行复杂计算,创建滴定曲线,如α pH,lgc pH 等。
同时收录了Dasgupta教授的学生所制作的程序教学视频,在网站上按章

节和页码排序。每章节都提供了二维码(如下所示,页码为原著页码),可
使用智能手机进行扫描,读者会发现Excel软件的强大功能。
第3章

1.Solver,87
2.DataAnalysisRegression,87,120
3.F-test,88
4.t-testforPairedSamples,94
5.Pairedt-testfromExcel,94
6.PlottinginExcel,102,118
7.Errorbars,102
8.IntroductiontoExcel,113
9.AbsoluteCellReference,115
10.Average,116
11.STDEV,116
12.InterceptSlopeandr-square,119

13.LINEST,120
第6章

1.GoalSeekEquilibrium,201
2.GoalSeekProblem6.2,219
第7章

1.GoalSeekpH NH4F,238
2.GoalSeekmixture,244
第8章

1.ExcelH3PO4titrationcurve,302
第9章

1.H4YalphaplotExcel1,328
2.H4YalphaplotExcel2,328
3.Example9.6,339

　　感谢以下美国得克萨斯大学阿灵顿分校的同学:BarryAkhigbe,

JyotiBirjah,RubiGurung,AishaHegab,AkindeKadjo,KarliKirk,

HeenaPatel,DevikaShakya,MaheshThakurathi。

其他修改内容

本书第六版出版至今近乎十年,而在这十年中许多技术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分析化学》第七版对新材料、相关问题与实例以及参考文献进行了

修改和更新。
● 电子数据表:书中详细介绍了如何使用电子表格中的分析计算、绘图和

数据处理功能。该部分在第3章末作为独立部分,或在课堂讲授或作为

补充资料。读者可利用Excel单变量求解和规划求解功能处理复杂问题

和建立滴定曲线。在线教材指导读者如何使用程序在输入平衡常数、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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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与体积后建立滴定曲线和导数滴定曲线等。
● 参考文献:每章都有很多推荐的参考文献,值得一读。已故的托马斯·

赫希菲尔德曾说过,研究者应该阅读相关领域所有发展时期的文献。本

书中相关文献已进行更新,剔除过早的内容,但保留了首创性的经典报告

和方法学基础的文献。
● 调整至在线教材的内容:原书中部分章节(如下所示)调整至在线教材中

作为补充资料,而在书中更详细地介绍了最新的分析技术。
● 适用范围较少的单盘天平(第2章)和正态计算(第5章)。
● 实验。
● 不同章节的辅助电子表格计算。
● 分析化学特定领域应用的章节,如临床化学(第25章)和环境取样与分

析(第26章)。
● 基因组学与蛋白组学一章介绍分析化学如何在人类基因组计划中起到

关键作用,这部分内容并非定量分析课程的主流,所以调整至第27章。
如授课教师或其他相关学生需要可自行下载学习。①

电子表格

本教材介绍了如何利用Excel电子表格进行计算、数据分析和作图,例如

通过电子表格导出滴定曲线,计算α值,绘制α pH 曲线与浓度对数图表。如

何建立电子表格的教学演示PPT简单易懂。电子表格目录中按主题列有不

同类型的电子表格。

单变量求解(GoalSeek)

单变量求解是Excel中解决复杂问题的一种方法,利用试错法或逐次逼

近法解出答案。在多数的平衡计算中某个参数需要不断变化,使用单变量求

解功能可高效完成计算。第6.11节介绍了单变量求解,在线教材在目录后给

出了应用实例。

规划求解(Solver)

Excel规划求解功能更为全能强大,单变量求解只能完成单个方程中某一

参数的求解,而无法设定求解参数的约束限制。规划求解可同时求解一个以

上的参数变量(或一个以上的方程)。例题7.21运用了规划求解,在线教材给

ⅴ前　言　

① 译者注,第25~27章已收录于译著下册。



出了应用实例,并辅以具体说明。

数据回归分析

数据分析中的回归分析功能可能是计算所有校正曲线回归相关系数最强

大的工具,不仅可计算出r,r2,截距和斜率(X 作为变量),还可得出标准偏差

和95%置信水平的上下限。此外,还可选择根据原始数据直接拟合直线(通过

选中常数为零对话框选项,确信零浓度对应的响应为零)。名为“数据回归分

析”的教学视频收录于在线教材第3章中。第16.7节介绍了其使用教程,第
20.5节和第23章中的例题23.1与例题23.2给出实例应用。

程序使用

如上文所述,在线教材有许多补充资料,包括用于不同计算的Excel表格。
许多表格适用于特定案例,具有指导性。然而另外有一些表格只需输入数据无

须设计函数即可完成不同应用的计算,例如计算滴定曲线及其导数,或求解二次

方程或方程组的实例。以下列出一些实用案例,可在相应的在线教材中下载。
第2章

● 玻璃器皿校准,表2.4。
第6章

● 活度系数的计算,式(6.19)和式(6.20)(辅助数据)。
● 二次方程的求解(例题6.1)(或可见单变量求解二次方程)。
第7章

● StigJohannsonpH 值计算器,易于计算复杂混合物的pH 值。
● CurtiPotpH 复杂混合物pH 值计算器,也可建立pH 相关曲线。
●lgc pH 智能电子表,第7.16节具体介绍如何使用。
第8章

● 导数滴定———简易方法(第8.11节)。
● 通用型酸滴定仪———AlexScheeline———简易方法(第8.11节),多元酸

滴定曲线。
● 弱酸滴定的智能电子表———简易方法。
第10章

● 方程组的求解(例题10.5)。
第14章

● 导数滴定曲线(接近终点)。
第16章

● 校准曲线未知量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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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品浓度的标准差。
● 比尔定律二元组分溶液。
第17章

● 标准加入曲线与未知量的计算。
第20章

● 内标校准曲线和未知量的计算(第20.5节)。

实验

全书共收录46个实验,以不同主题分组阐述大部分的检测技术,均可从

网站上下载。每个实验都详细介绍了实验原理和涉及的化学反应,所以读者

可对检测对象和检测方法有清晰的了解。同时列出实验前需准备的溶液与试

剂,以保证实验高效完成。所有实验都以产生最少废料为宗旨,特别是需要测

定体积的,所配制试剂量为所需最少量,如滴定标准液。
两个团队实验(实验45和实验46)实例说明了第4章统计验证的原理。

一个是方法验证和质量控制,实验团队各成员执行同一实验不同验证部分。
另一个是能力验证,全班学生使用同一方法检测z值,每个学生的实验结果与

班级结果对比以验证其实验完成能力。
新实验 由 分 析 同 行 及 使 用 者 提 供,其 中 蒙 大 拿 大 学 (Universityof

Montana)的ChristopherPalmer教授提供的3个实验使用了分光光度酶标仪

(实验3,24,29)。
实验视频资源:圣地亚哥州立大学(SanDiegoStateUniversity)的Christopher

Harrison教授有一个不同实验类型的 Youtube视频库,讲解实验室和滴定技

术:http://www.youtube.com/user/crharrison。
在实验前,推荐观看有关滴定管冲洗、移液和等分样品的视频。或可观看

酸碱滴定使用甲基红或酚酞指示剂在滴定终点的颜色突变。有些实验视频与

课本相关,例如EDTA滴定钙或法扬司法滴定氯化物。葡萄糖分析视频良好

地显示了碘量滴定法的终点。

授课教师与学生的补充资料

网页地址和二维码:书中共有200多个网页地址,链接至有效补充资料。

　全部网址链接

在线教材的每一章节都列出了推荐网址,直接点击无须再输入网

址即可登录。
每章卷首还添加了网址的二维码,以便智能手机登录网站。

二维码会出现在相关内容的页边栏上(译著二维码在文内),本页

的二维码链接至所有章节的网址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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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章节的网站资料创建二维码,作为教材的补充。读者可使用智能手

机和iPad等扫描二维码获取补充资料,以便浏览补充资料的网页和观看教学

视频。

在线教材网站

约翰威利国际出版公司为《分析化学》维持在线教材网站,提供有价值的

补充资料。
网站地址:www.wiley.com/college/christian
网站资料包含书中不同章节的简要介绍内容的扩展补充资料,包括:
● 视频

● 网址

● 补充资料:WORD文档,PDF档案,Excel电子表格,PowerPoint演示

文档,JPEG图片

演示文档

在线教材每一章节的演示文档都收录了相应教材中所有的图片和表格,
任一图表都附有注释,可供授课教师下载以作课堂演示PPT。

习题解答

授课教师和学生用的全面解题指南共824页,如需购买和询价可至www.
wiley.com 了解更多信息。文后列有书中问题的参考答案,在线教材中含有电

子表格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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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表格目录

　

　　本书在各相关章节中分别介绍了如何使用电子表格绘制图表曲线和进行

复杂计算。序言中所列出的电子表格是实用案例,仅是完整目录的一部分。
以下列表是 MicrosoftExcel各应用的介绍,分类列出以便于参考学习。① 所

有电子表格都可在在线教材中下载,思考题中的表格只收录于在线教材,而其

他表格同时收录于课本与在线教材中。参考在线答案前,读者应先自行练习

如何利用电子表格完成作业。在线教材中的电子表格都可免费下载。

使用电子表格(第3.20节)
输入单元格内容,112
保存电子表格,113
打印电子表格,113
相对单元格以及绝对单元格的引用,114
使用Excel统计函数(复制功能),115
常用函数:LOG10(对数);PRODUCT(乘法);POWER(乘幂);SQRT

(平方 根);STDEV(标 准 偏 差);VAR(方 差);AVERAGE(平 均 值);

MEDIAN(中位数),116

统计计算

标准偏差:第3章,问题14,15,16,22,24
置信区间:第3章,问题22,24,25,29
合并标准差:第3章,问题34
F 检验:第3章,问题31,33,35
t 检验:第3章,问题37,38
t 检验,多次取样法:第3章,问题53
误差传递:第3章,问题18(加法/减法),问题19(乘法/除法)

使用电子表格绘制校正曲线

趋势线;最小二乘方程;R2(第3.21节,图3.10)

① 该部分所列页码对应原著页码。



斜率,截距和决定系数(无图表)(第3.22节;第3章,问题47,51,52)
附加回归统计的LINEST函数(第3.23节,图3.11)
十个函数:斜率,斜率的标准偏差,相关系数,F,回归平方和,截距,截距

标准偏差,估计标准误差,d.f.,残差平方和

绘制α pH 曲线(图7.2,H3PO4),251

绘制lgc pH 曲线

　　第7章,问题66(HOAc)

使用α值绘制lgc pH 图(第7.16节)

　　第7章,问题69(苹果酸,H2A)
　　第7章,问题73(H3PO4,H3A)

绘制滴定曲线

HCl对 NaOH (图8.1),283,285
HCl对 NaOH,电荷平衡(第8.2节),285
HOAc对 NaOH(第8.5节),293
Hg2+ 对EDTA:第9章,问题24
SCN- ,Cl- 对 AgNO3:第11章,问题12
Fe2+ 对Ce4+ (图14.1):例题14.3

导数滴定(第8.11节),305;第14章,458

绘制lgK′ pH 图(图9.2):第9章,问题23

绘制β值对[配体]图(Ni(NH3)2+
6 β值对[NH3]):第9章,问题25

电子表格计算/绘图

玻璃器皿校准(表2.4),38
真空质量误差与取样密度(第2章)
重量法计算

　　重量法计算Fe的质量分数,362
　　第10章,问题40(例题10.2,P2O5质量分数)

BaSO4溶解度对[Ba2+ ]绘图(图10.3):第10章,问题41
溶解度对离子强度绘图(图10.4):第10章,问题42
范迪姆特曲线:第19章,问题13

ExcelSolver(规划求解)

Excel规划求解功能可同时计算出几个参数或等式的解,例题7.21中详

细介绍了此功能。
第3章 Solver教学视频(求解二次方程,例题6.1)
例题7.21规划求解计算多组分溶液(H3PO4,NaH2PO4,Na2HP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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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3PO4),258
例题7.24规划求解计算(缓冲液组成),264
根据Ksp计算溶解度:第10章,问题43(例题10.9)

单变量求解(GoalSeek)
以下电子表格收录于在线教材的对应章节,其页码指的是介绍程序如何

设置相关内容的页数。单变量求解的介绍与基本应用见第6.11节,可计算出

多数平衡问题中一元方程的解。
试错法中Excel单变量求解的应用(第6.11节):
　　平衡问题———介绍单变量求解,197
　　练习单变量求解———程序功能设置,求解

　　单变量求解方程(例题6.1———一元二次方程),199
　　单变量求解一元二次方程———程序功能设置

　　一元二次方程的求解

第6章单变量求解教学视频,201
单变量求解缺点(如何规避其缺点)———程序功能设置(例题6.4),202
例题6.4单变量求解

例题6.13单变量求解电荷平衡

第6章单变量求解视频,问题6.2
单变量求解问题26(二次方程),第6章

例题7.7单变量求解(HOAcpH 值)
例题7.8单变量求解(NH3pH 值)
例题7.9单变量求解(NaOAcpH 值)
例题7.10单变量求解(NH4ClpH 值)
第7章视频单变量求解 NH4F的pH 值,238
第7章视频单变量求解混合物(NaOH+H2CO3),244
例题7.19电荷平衡和单变量求解计算 H3PO4的pH 值(如何设计电子表

格见例题)
例题7.19b单变量求解(H3PO4+NaOAc+K2HPO4)(电子表格设计见

例题7.19)
77PFP单变量求解计算———有三个表格(第7章,问题77),详细的解题思

路和方程设计见在线教材77PFP答案部分。
例题9.6———单变量求解(配合平衡);第9.6节,339(方程设计见例题)
例题11.1单变量求解0.001mol/LHCl中CaC2O4的溶解度

例题11.2单变量求解电荷平衡问题,0.1mol/LHCl中 MA的溶解度

例题11.5单变量求解与配合配体L共存的 MX溶解度

　　数据回归分析

此Excel工具计算标准曲线的所有回归参数,可计算决定系数r,相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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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r2,截距和斜率,标准差和95%置信区间的上下限

第3章数据回归分析视频,87,120
第16章,16.7节末,Excel练习。利用 Excel数据分析 回归分析计算标

准曲线及其不确定性,并应用其计算未知浓度和吸收的不确定性,502
第20.5节,GC内标法检测,640
第20章,问题11,GC内标法检测

例题23.1,Km双倒数作图

例题23.2,根据反应速率计算未知浓度

例题23.17,Km双倒数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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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ryChristian:美国俄勒冈州人,求学过

程中受老师影响终身致力于教育和研究事业。
获得俄勒冈大学学士学位,马里兰大学博士学

位。后在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院开始临床和生

物分析化学的研究。1967年就职于肯塔基大

学,1972年就任华盛顿大学的荣誉教授和理学

院荣誉系主任。

Gary于1971年撰写本书的初版,他对于

Dasgupta教授和 Schug教授加入成为第七版

的共同作者深感荣幸,感谢他们将其专业知识

与个人经验从各角度更新加入本书内容中。

Gary荣获多项国家级和国际级奖项,以表彰其在教育和研究领域的杰出

贡献,其中包括美国化学学会(ACS)分析化学卓越教学奖和 ACS分析化学

Fisher奖,获得清迈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和马里兰大学的杰出校友称号。
他还著有包括《仪器分析》在内的其他五本专著,发表300多篇研究论文,

并于1989年开始担任国际分析化学期刊Talanta 的主编。

PurnenduK.(Sandy)Dasgupta:印度人,
就读于爱尔兰传教士创办的教会大学化学专

业,1968年以优异成绩毕业。1970年获得印

度柏德旺大学的无机化学硕士学位,短暂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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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博士研究生。1977年获得分析化学博士学

位与电子工程第二专业学位,并在读博期间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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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加入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加州灵长类

动物研究中心的空气污染物吸入毒理学研究



课题组。他也曾是孟加拉语(其母语)诗人,并涉猎小说撰写,但最后发现其对

于分析化学深沉的爱。1981年加入得克萨斯理工大学,1992年被授予“Horn
教授”荣誉称号(此称号以得克萨斯理工大学第一任校长 Horn命名),成为获

此殊荣最年轻的教授。就职得克萨斯理工大学25年后,2007年作为系主任加

入得克萨斯大学阿灵顿分校。目前他已辞去系主任职务,最近荣获“Jenkins
Garrett教授”荣誉称号。

Sandy发表400多篇论文/专著章节,获23项美国专利,多数专利已商品

化。荣获陶氏化学 Traylor创意奖、离子色谱研讨会杰出成就奖(两次)、微量

化学Benedetti-Pichler纪念奖、美国化学学会色谱奖、分离科学 DalNogare
奖、得克 萨 斯 州 参 议 院 荣 誉 公 告 等。他 是 分 析 化 学 国 际 期 刊 Analytica
ChimicaActa 的编辑之一。他的主要贡献在于大气监测,离子色谱,高氯酸盐

所处环境的分析及其对碘营养的影响,完整的仪器系统。Sandy对于Excel电

子表格在分析化学领域的使用登峰造极。

KevinSchug:弗吉尼亚州黑堡人,弗吉尼

亚理工大学物理化学教授之子。从小在化学

系教学楼之间嬉戏长大,骑在父亲的肩上看化

学教材。1998年获得威廉与玛丽学院化学学

士学位,之后师承弗吉尼亚理工大学 Harold
McNair教授,2002年获得博士学位。随后在

奥地利维也纳大学 WolfgangLindner教授课

题组完成两年博士后工作,2005年加入得克萨

斯大学阿灵顿分校化学与生物化学系,现在是

该校“分析化学Shimadzu杰出教授”。

Kevin课题组研究领域广泛,包括样品前

处理、分离科学和质谱的理论研究与应用。此外,他还带领另一课题组致力于

化学教育研究。荣获EliLillyACACC分析化学青年研究家奖,LCGC分离科

学新兴领袖奖和美国化学学会分析化学分离科学青年研究家奖。

Kevin以第一作者或共同作者发表了65篇学术论文。他是 Analytica
ChimicaActa 和LCGC 杂志的编辑顾问委员会委员,LCGC 在线论文的定期

撰稿人,同时也是JournalofSeparationScience期刊的副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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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分析化学的目标①

　第1章网址

　　“Unlessourknowledgeismeasuredandexpressedin
number,itdoesnotamounttomuch.” ———LordKelvin

学习要点

● 分析科学研究物质的化学特性———是什么,有多少

● 分析者必须知道真正需要获得什么信息,如何获得具有代表性的样本

● 专属性的测量方法甚少。因此,如何通过适当的步骤去提高方法的选择性

● 选择适当的测量方法

● 方法校准非常重要

● 与分析化学相关的一些有用的网站

LordKelvin(WilliamThomson,
1824—1907年)

分析化学主要研究物质的化学特征并回答两

个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定性)以及有多少(定量)。
我们所使用和消耗的一切都是由化学物质组成

的,所以了解日常生活中物质的化学成分是非常

重要的。分析化学几乎在化学的各个领域中都扮

演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农业、临床、环境、法医、
制造业、冶金以及药物化学。化学肥料中氮的含

量决定了其价值。对食物而言,必须分析其中的

污染物(比如杀虫剂残留)和必要的营养成分(如
维生素含量)。对我们所呼吸的空气而言,必须分

析其中的有毒气体一氧化碳的含量。糖尿病患者需要监测血糖变化(事实上,
大多数疾病都是通过化学分析来诊断的)。谋杀嫌疑犯手上残留的火药中痕

量元素可以证明他是这把枪的射击者。出厂产品的质量通常取决于适当的化

学成分比例,对产品化学组成的测定是质量保证中必不可少的环节。钢铁中

碳的含量影响了其质量,药物的纯度影响了其药效。

① 边栏方框内页码为原版图书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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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事物都是由化学物质组成的,分析化学确定是什么和有多少。
在本书中,我们将介绍检测不同类型分析物时所需用到的工具和技术。

网站上有很多非常有用的辅助材料,包括你能用到的Excel程序,配有视频教

你如何使用它们。你应该首先阅读引言以了解你可以获得哪些工具,进而使

用这些工具。

1.1　分析科学

通过以上描述,我们对分析化学这门学科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为了更

确切地定义这门学科,人们也曾有过种种尝试。已故的CharlesN.Reilley曾

说过:“分析化学就是分析化学家所从事的工作”(文献2)。分析化学这一学科

的发展现已超出了纯化学的范畴,许多人已提倡使用“分析科学”这一术语来

描述该领域。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分析科学的课程发展”专题讨论会上已使

用这一术语。但这一术语未能涵盖仪器开发和应用这一部分。有人建议使用

“分析科学和技术”这一术语(文献3)。
在1992年,欧洲化学会联合会就分析化学的定义举办了一次专题会议,

K.Cammann所提出的如下建议被采纳[Fresenius’J.Anal.Chem.,343
(1992)812 813]。

分析化学为我们提供了认识物质世界所需的方法和工具,回答了关于某

一物质样品的四个基本问题:
● 是什么?
● 在何处?
● 有多少?
● 何种排列、结构或形态?
这四个基本问题涵盖了分析科学领域中的定性分析、空间分析、定量分析以及

形态分析。此处摘录了美国化学会分析化学分会对分析化学定义的部分内容:
分析化学探索改进的方法,测量天然和人工合成材料的化学组成。此种科

学技术手段被用来鉴别某种材料中可能存在的物质,测定有关物质的准确含量。
分析化学服务于很多领域:
● 在医药领域中,分析化学是临床实验室检测的基础。通过检验可以帮

助医生诊断疾病,绘制病人康复过程图。
● 在工业领域中,分析化学提供原材料的测试方法,确保对化学成分要求

严格的最终产品的质量。许多家庭用品、燃料、涂料、药物等在出售给

消费者之前都需要对其产品质量进行检测,这些分析流程都是由分析

化学家们发展建立的。
● 环境质量常常是通过运用分析化学技术对疑似污染物进行检测评价的。
● 食品的营养价值常常是通过分析其主要成分如蛋白质、碳水化合物以

2　分析化学(原著第七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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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微量元素(如维生素和矿物质)等得以判断。事实上,食物中的卡路

里含量也是通过化学分析计算得到的。
分析化学在其他众多领域如法医学、考古学和航天科学中也做出了重要

的贡献。

1935年,美国国家标准局的一位顶级分析化学家 G.E.F.Lundell发表了一

篇十分有趣的文章:“TheAnalysisofThingsAsTheyAre”。该文阐述了我们为

什么 要 进 行 分 析 测 试 和 分 析 过 程(IndustrialandEngineeringChemistry,

AnalyticalEdition,5(4)(1933)221 225)。网站上有该论文的全文。

GaryChristian发表了题为:“WhatAnalyticalChemistsDo:APersonal
Perspective”的文章。这篇文章简要概述了分析化学对社会的重要性,并举

WhatAnalytical
ChemistsDo

例说明了其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工具和能力的。这一论文

发表在ChiangMaiJournalofScience,32(2)(2005)81 92。

http://it.science.cmu.ac.th/ejournal/journalDetail.php?

journal_id=202
在学习这门课程之前,阅读这篇文章有助于你充分了解所要

学习的内容。网站上有这篇文章的单行本。

1.2　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

分析化学学科包括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前者回答样品中存在什么元

素、离子或化合物(我们感兴趣的仅仅是样品是否存在某种给定的物质),而后

者回答一个或多个成分的含量是多少。需要分析的样品可能是固体、液体、气
体,也可能是混合物。手上的火药残留检验通常只需要定性分析,并不需要知

道残留量是多少。但煤炭的价格则由煤炭中有害杂质硫的含量所决定。
定性分析告诉我们所含的化学物质。定量分析告诉我们其含量是多少。

■■■■■■■■■■■■■■■■■■■■■■■■■■■■■■■■■■■■

分析化学是如何起源的?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事实上,一些工具和基本化学测量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的历史

记载中。在 Zechariah13:9中提及了火试金法。巴比伦王向埃及法老阿门菲斯四世

(AmmenophistheFourth,公元前1375—前1350年)抱怨:法老送来的金子在放入火炉中

后,其质量会减轻。事实上,对金的价值的感知很有可能是人们获取分析知识的一种主要

激励。阿基米德(Archimedes,公元前287—前212年)曾对叙拉古王喜朗二世的金冕进行

无损纯度测试分析。他将与金冕相同质量的金块与银块分别放入三个盛满水的罐子中,测

量三个罐子溢出的水的量。根据放置金冕的那个罐子中水的溢出量处于放置金块和银块

的罐子中水的溢出量之间,证实了金冕非纯金制作。

根据最早的文献记载发现,天平的最初起源归咎于神。在公元前2600年,巴比伦人创

3第1章　分析化学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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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了标准砝码。考虑到其重要性,标准砝码的使用由神父监管。

炼金术士积累的化学知识为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定量分析奠定了基础。罗伯特·波义耳

(RobertBoyle)在1661年所写的《怀疑派的科学家(TheScepticalChymist)》一书中提出了分

析化学师(Analyst)这一术语。基于拉瓦锡(AntoineLavoisier)利用分析天平所做的关于质量守

恒的定量分析实验,他被誉为“分析化学之父”。(实际上,拉瓦锡是一位税收员,研究科学是他的

兴趣爱好。1793年5月8日,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他因担任过税收员而被处以死刑。)

1661年,罗伯特 · 波义耳
(RobertBoyle)在《怀疑派

的科学家》这本书中 提 出
“分析化学师”这一术语

　　　
拉瓦锡(AntoineLavoisier)
采用精密天平定量测定得

出了质量守恒定律,被誉为
“分析化学之父”

重量分析法发展起源于17世纪,滴定分析法发展起源于18世纪和19世纪。滴定分

析法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729年,Geoffroy通过在反应终止前称量所加入 K2CO3 的量来估

测醋酸的质量,他视气泡的不再产生作为反应终点的判定(参考文献 4)。1829年,Gay-

Lussac通过滴定法测定银含量,其相对准确度和精密度为0.05%!

2000年前的天平,出现于10世纪的汉代,收藏于台湾“国立”博
物馆。图片由 G.D.Christian收集

4　分析化学(原著第七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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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化学教材问世于19世纪。1845年,KarlFresenius在德国出版了Anleitungzur
QuantitavenChemischenAnalyse一书。1894年,Wilhelm Ostwald出版了一本对分析化学

科学基础相当有影响力的书,书名为 DieWissenschaflichenGrundagenderAnalytischem
Chemie。这本书利用平衡常数对分析化学中的一些现象给予了理论解释(感谢他对第6章

的贡献,这一方法也被应用在别的章节)。
仪器分析技术问世于20世纪。1927年,StevenPopoff在QuantitativeAnalysis(第二

版)中介绍了电化学分析法、电导滴定法和比色分析法。当然,强有力的、精密的计算机控

制仪器的出现促进了今天分析技术的发展,这使得我们有能力分析十分复杂的样品,测量

浓度极低的分析物。
本书将讲述一些基础知识及处理分析化学问题的方法,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开启快乐学

习之旅。该领域更多的发展演化请阅读参考文献8。

　

1846年,KarlRemigiusFresenius(1818—1897年)出版了《定量

分析》一书,该书历经六版,被人们视为该领域的标准。他于

1862 年 创 刊 了 第 一 本 分 析 化 学 期 刊 Zeitschrift Fur
AnalytischeChemie

　1894年,Wilhelm Ostwald(1853—1932年)出版了一本相当有

影 响 力 的 书,书 名 为 Die Wissenschaflichen Grundlagender
Analytischem Chemie (The scientific fundamentals of
analyticalchemistry)。在该书中,他将理论解释引入分析化学

现象之中,还引入了平衡常数的概念

■■■■■■■■■■■■■■■■■■■■■■■■■■■■■■■■■■■■

定性检验可以利用选择性的化学反应或借助于仪器而实现。当把含硝

酸银的稀硝酸溶液加入某溶解样品溶液时,若有白色沉淀生成,则说明样品

溶液中存在卤化物。通过特定颜色反应可以判断是否含有某类有机化合

物,例如酮类化合物。红外光谱可以为有机化合物或者官能团提供“指纹

图谱”。
要明确地区分选择性和专属性这两个术语:
● 选择性的反应或检验指某一物质可以与其他物质发生反应,但对敏感

物质具有一定程度的倾向性。
● 专属性的反应或检验指某一物质只与敏感物质发生反应。

5第1章　分析化学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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