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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版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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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可以提高学生使用各类分析仪器的能力,并增强学生

的创新能力。加强仪器分析实验教学对于全面提高学生分析仪器操作、分析数据处理能力

非常重要,为以后从事相关工作打好基础,而仪器分析实验教材则是做好分析实验教学的重

要依据。因此,为了进一步适应材料等新兴学科和分析仪器高新技术的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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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在原有教材基础上进

行了修订。
本教材在修订后,内容上力求既结合实际,又面向未来,更加突出实用性的特点。根据

最新仪器设备的情况,对实验条件进行了优化;分析对象除原有的生物、食品、药品、土壤等

之外,还涉及环境监测、新材料和地方企业产品分析;兼顾各个专业的特点和需要,并更加贴

近生活和地方企业需求,增加了质量控制与统计分析内容。增加了若干先进仪器及其操作

规程,替换淘汰设备,以提高本教材的适用性。替换了某些实验项目,适当提高了设计性实

验内容的比例,增加了某些实验内容的难度,以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需要,提高了教材的适

应性。增加了正交试验设计,以及Qrigin、MicrosoftExcel等软件在数据处理中的应用等内

容,提高学生数据处理和数据分析的能力,丰富了教材内容。
全书共13章,包括仪器分析实验的要求、实验室一般知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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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导分析法和设计性实验等内容,涵盖了各种分析方法的数据分析等

内容。
本书由钱晓荣、郁桂云主编,吴静、刘红霞为副主编。盐城工学院化学化工学院的陈亮、

葛成艳、张蓓蓓、徐加应、石文艳等教师参加了部分实验内容的编写,在此深表谢意。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202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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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本次实验的主要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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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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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式,使数据记录得有条理且不容易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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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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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我们还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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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的数据处理方法有如下几种。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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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写在数字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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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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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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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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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图解法

在实验图线绘出以后,可以由图线求出经验公式。图解法就是根据实验绘出图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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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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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kx+b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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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建立此方程,必须由实验直接求出k和b,其步骤如下。
在图线上选取两点P1(x1,y1)和P2(x2,y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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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为直线的斜率,b 为直线的截距。k 可以根据

两点的坐标求出,即

k=
y2-y1

x2-x1
(1 2)

截距b为x=0时的y值,若原实验中所绘制的图形并未给出x=0段直线,可将直线用虚线

延长交于y 轴,则可量出截距。如果起点不为零,也可以由式

b=
x2y1-x1y2

x2-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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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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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y=axb 式中a,b为常量,可变换成lgy=blgx+lga,lgy为lgx的线性函数,斜
率为b,截距为lga;

②y=abx  式中a,b为常量,可变换成lgy=(lgb)x+lga,lgy为x的线性函数,斜
率为lgb,截距为lga;

③PV=C  式中C 为常量,要变换成P=C(1/V),P 是1/V 的线性函数,斜率为C;

④y2=2px 式中p 为常量,y=± 2px1/2,y 是x1/2 的线性函数,斜率为± 2p;
⑤y=x/(a+bx) 式中a,b为常量,可变换成1/y=a(1/x)+b,1/y为1/x的线性

函数,斜率为a,截距为b;
⑥s=v0t+at2/2 式中v0,a 为常量,可变换成s/t=(a/2)t+v0,s/t为t的线性函

数,斜率为a/2,截距为v0。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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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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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e-bx 取对

数得lny=lna-bx,lny与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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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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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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1,x2,…,xn 值时,对应的物理量依次取y1,

y2,…,yn 值。我们假定对xi 值的观测误差很小,而主要误差都出现在对yi 的观测上。

显然如果从(xi,y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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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最佳经验公式y=a+bx。 按照这一最佳经验公式作出的图线虽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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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 值,

观测值yi 和最佳经验式的y 值之间存在一偏差δyi
,我们称它为观测值yi 的偏差,即

δyi =yi-y=yi-(a+bxi) (i=1,2,3,…,n)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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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差的平方和为最小时,得到最佳经验公式,根据这一原则可求出常数a 和b。
以S 表示δyi

的平方和

S=∑(δyi
)2=∑[yi-(a+bxi)]2 (1 5)

式中,yi 和xi 是测量值,都是已知量;a 和b是待求值。因此,S 实际是a 和b的函数,a、b
应满足使S 为最小值。令S 对a 和b的偏导数为零,即可解出满足式(1 5)的a、b值。

S
a=-2∑(yi-a-bxi)=0,

S
b=-2∑(yi-a-bxi)xi=0

即

∑yi-na-b∑xi=0,∑xiyi-a∑xi-b∑x2
i =0

解得

a=∑xiyi∑xi-∑yi∑x2
i

∑xi  2-n∑x2
i

,b=∑xi∑yi-n∑xiyi

∑xi  2-n∑x2
i

(1 6)

将得出的a 和b代入直线方程,即得到最佳的经验公式y=a+bx。
上面介绍了使用最小二乘法求经验公式中的常数a 和b 的方法。它是一种直线拟合

法,在科学实验中的应用很广泛,特别是有了计算机后,计算速度大大提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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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和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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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yi
大(即实验点对直线的

偏离大),那么由这列数据求出的a、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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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yi

小(即实验点对直线的偏离小),那么由这列数据求出的a、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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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来进行判断。r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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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ΔxiΔyi)

∑(Δxi)2·∑(Δyi)2
(1 7)

式中,Δxi=xi-x;Δyi=yi-y。

r的取值范围为-1≤r≤1,根据相关系数r的大小可以判断实验数据是否符合线性关

系。如果r很接近于1,则各实验点均在一条直线上。普通物理实验中,r如果达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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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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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正交实验在仪器分析实验中的使用

在仪器分析实验过程中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如用原子荧光光谱仪测定水或矿物中的

铅时,发现灯电流、光电倍增管、负高压、载气(氩气)流量、观测高度和温度、硼氢化钾浓度、
盐酸和铁氰化钾、草酸混合溶液浓度等都对测定灵敏度有影响,因此用最简单的方法、最少

的检测次数找出最佳的仪器分析条件是十分必要的。若对上述各影响水平的组合进行全面

实验,则需做n=4×4×4×4×4×4×4×4=65536次实验。若每天做1000组实验,则需

N =65536/1000≈66天。 因此,对于多因素实验,存在一个如何安排好实验的问题。正交

实验设计就是通过多因素实验来寻求最优化水平组合的一种高效率实验设计方法。它利用

一套现存规格化的表———正交表,来安排实验,通过少量的实验获得满意的实验结果。

  1.4.1 正交实验设计的基本方法

正交实验设计包含两个内容:(1)怎样安排实验;(2)如何分析实验结果。
正交表是预先编制好的一种表格。例如,正交表L4(23),见表1 1,其中字母L表示正

交,它的3个数字有3种不同的含义:
(1)L4(23)表的结构:有4行3列,表中出现2个反映水平的数码1,2。
(2)L4(23)表的用法:做4次实验,最多可安排2水平的因素3个。
(3)L4(23)表的效率:3个2水平的因素。它的全部实验数为23=8次,使用正交表只

需从8次实验中选出4次来做实验,这样效率是高的。

表1 1 正交表L4(23)

实验号
列     号

1 2 3

1 1 1 1
2 1 2 2
3 2 1 2
4 2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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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交表的特点:
(1)表中任一列,不同数字出现的次数相同。如正交表L4(23)中,数字1,2在每列中均

出现2次。
(2)表中任两列,其横向形成的有序数对出现的次数相同。如表L4(23)中任意两列,数

字1,2间的搭配是均衡的。

  1.4.2 正交实验结果直观分析

正交实验设计的直观分析就是通过计算,将各因素、水平对实验结果指标的影响大小,
通过极差分析进行综合比较,以确定最优化实验方案。我们也称之为极差分析法。

下面以L4(23)正交实验结果为例介绍极差分析法(表1 2)。极差指的是各列中各水

平对应的实验指标平均值的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用极差法分析正交实验结果可引出以下

几个结论:
(1)在实验范围内,各列对实验指标的影响从大到小排队。某列的极差最大,表示该列

的数值在实验范围内变化时,使实验指标数值的变化最大。因此各列对实验指标的影响从

大到小排队,就是各列极差R 的数值从大到小排队。
(2)实验指标随各因素的变化趋势。为了能更直观地看到变化趋势,常将计算结果绘

制成图。
(3)使实验指标最好的适宜的操作条件(适宜的因素水平搭配)。
(4)可对所得结论和进一步的研究方向进行讨论。

表1 2 L4(23)正交实验计算

实验号n
列    号

1 2 3
实验指标yi

1 1 1 1 y1

2 1 2 2 y2

3 2 1 2 y3

4 2 2 1 y4

Ⅰj Ⅰ1=y1+y2 Ⅰ2=y1+y3 Ⅰ3=y1+y4

Ⅱj Ⅱ1=y3+y4 Ⅱ2=y2+y4 Ⅱ3=y2+y3

kj k1 =2 k2 =2 k3 =2
Ⅰj/kj Ⅰ1/k1 Ⅰ2/k2 Ⅰ3/k3
Ⅱj/kj Ⅱ1/k1 Ⅱ2/k2 Ⅱ3/k3

极差(Rj) max{ }-min{ } max{ }-min{ } max{ }-min{ }

注:Ⅰj———第j列“1”水平所对应的实验指标的数值之和;
Ⅱj———第j列“2”水平所对应的实验指标的数值之和;
kj———第j列同一水平出现的次数,等于实验的次数(n)除以第j列的水平数;
Ⅰj/kj———第j列“1”水平所对应的实验指标的平均值;
Ⅱj/kj———第j列“2”水平所对应的实验指标的平均值;
Rj———第j 列 的 极 差,等 于 第 j 列 各 水 平 对 应 的 实 验 指 标 平 均 值 中 的 最 大 值 减 最 小 值,即

Rj =max{Ⅰj/kj,Ⅱj/kj}-min{Ⅰj/kj,Ⅱj/k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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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正交实验设计及结果分析实例

【例1 1】 采用酶解辅助水蒸气蒸馏的方法提取玫瑰精油,通过对酶解条件的探索,对
玫瑰精油的提取工艺进行设计和优化,找到最佳的提取条件。

解:考虑到影响精油提取率的主要因素有酶解时间、酶解温度和酶用量,所以选取这

3个因素为变量。那么如何安排实验才能获得最高的萃取率呢? 如果对每个因素每个水平

进行搭配实验,必须做27次实验。进行27次实验需要耗费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所以在

不影响实验结果的情况下,尽量地减少实验次数是非常必要的,把代表性的搭配保留下来。
具体的方法就是使用L9(33)正交表。

设计进行3因素3水平的正交实验,采用L9(33)正交表,见表1 3。实验设计及结果见

表1 4。

表1 3 精油提取率的正交实验(3因素3水平)

水 平
因    素

酶解时间A/h 酶解温度B/℃ 酶用量C/g

1 2 45 0.03%
2 3 50 0.04%
3 4 55 0.05%

表1 4 玫瑰精油提取正交实验设计及结果

实验号
因    素

A B C
提取率/%

1 1 1 1 0.07
2 1 2 2 0.084
3 1 3 3 0.086
4 2 1 2 0.134
5 2 2 3 0.153
6 2 3 1 0.143
7 3 1 3 0.135
8 3 2 1 0.121
9 3 3 2 0.139
Ⅰ 0.240 0.339 0.334
Ⅱ 0.430 0.358 0.357
Ⅲ 0.395 0.368 0.374
K1 0.080 0.113 0.111
K2 0.143 0.119 0.119
K3 0.132 0.123 0.125

极差R 0.063 0.01 0.014
因素主次 A>C>B
最优方案 A2C3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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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 4中,Ⅰ 为该列中“1”水平所对应的实验指标的数值之和,如A列中Ⅰ =0.07+
0.084+0.086=0.240,相应可求得B列和C列数值。

Ⅱ为该列中“2”水平所对应的实验指标的数值之和,如 A列中 Ⅱ =0.134+0.153+
0.143=0.430,相应可求得B列和C列数值。

Ⅲ为该列中“3”水平所对应的实验指标的数值之和,如 A列中 Ⅲ =0.135+0.121+
0.139=0.395,相应可求得B列和C列数值。

K1为Ⅰ/kj(kj为j列中同一水平出现的次数),即“1”水平所对应的实验指标的平均

值。如A列中K1=0.24/3=0.080,相应可求得B列和C列数值。
K2为“2”水平所对应的实验指标的平均值,如A列中K2=0.43/3=0.144,相应可求得

B列和C列数值。

K3为“3”水平所对应的实验指标的平均值,如A列中K3=0.395/3=0.132,相应可求得

B列和C列数值。
极差R 表示该因素在其取值范围内实验指标变化的幅度,R=max(Ki)-min(Ki)。

如A列中R=0.143-0.08=0.063,相应可求得B列和C列数值。
极差R 越大,说明这个因素的水平改变时对实验指标的影响越大。根据权重的大小判

断,在选取的3个因素中,对玫瑰精油的提取率影响的顺序为:酶解时间>酶用量>酶解温

度,因素A2C3B2的权重最大,正交实验的最优组合为 A2C3B2,即酶解时间3h,酶用量

0.05%,酶解温度50℃。在得到的最优提取条件下,玫瑰精油的提取率为0.153%。

1.5 Qrigin软件在仪器分析实验数据处理中的应用

Origin软件在仪器分析实验数据处理中的应用主要包括两部分:图表绘制和标准曲线绘制。

  1.5.1 图表绘制

利用 Origin软件处理仪器分析实验数据,进行图表的绘制,主要包括光谱图、色谱图和

电化学曲线,如紫外 可见吸收曲线、荧光激发光谱和发射光谱、红外吸收光谱、气相色谱图、
高效液相色谱图和循环伏安曲线图等。本书基于Origin8.5,以紫外可见吸收曲线的绘制为

例进行说明。工作界面如图1 1所示,A是整个工程;B是窗口的列表,所有的数据、图标

窗口均显示于此;C是窗口。

1.数据的输入

打开Origin8.5软件,出现“A(X)和B(Y)”两空白列,可以在工作表单元格中直接输入

数据。如果实验数据多于两列,则把鼠标移动到“Column”处单击,在其下拉菜单中选择

“AddNewColumns”项,弹出如图1 2所示对话框,输入要添加的数据列数,单击“OK”,然
后将需要的实验数据输到表格中。将从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上所有全波长扫描实验数据粘

贴到Origin作图软件中,此时,波长处于“A(X)”列,而吸光度处于“C(Y)”列。每列的

“LongName”(名称)、“Units”(单位)、“Comments”(注释)可以修改。将鼠标移至相应的空栏

中单击,输入想要输入的文字,即可对数据列进行命名、标注单位和其他相关注释,见图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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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1 工作界面

图1 2 数据列设置对话框

如果需要对数据进行计算,可以新添加一列。添加新的数据列:单击工具栏上的图标

,即可新添加一列。数据分析包括简单的数学运算、统计、快速傅立叶变换、平滑和滤波、

基线和峰值分析几个部分。以下主要介绍一些简单的数学运算。
将鼠标移至列首[例:C(Y)处],单击右键,选择“SetColumnValues”,单击。在弹出窗

口中单击窗口左上角的“AddFunction”“AddColumn”两个按钮来进行比较简单的数据计

算。此次紫外可见分光光度实验无须计算。

2.画图表

选中任意一列或几列数据,单击绘图区下部工具栏(图1 3)中的任意一个图标,即可作

出不同类型的图。用此方法画出的图默认以第一列数据为X 轴。

图1 3 绘图工具栏(部分)

·01·



第1章 仪器分析实验的要求

在仪器分析实验数据处理时,常常将多条实验曲线画在一起,我们可以通过刚才的方法

绘制曲线,也可以在原来画的一条曲线的基础上,点击“Graph”,在其下拉菜单中选择“Add
PlottoLayer”,再在展开的菜单中选择需要的图形,然后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需要添加曲

线的X 轴和Y 轴,点击“Add”,再点击“OK”,就可以添加曲线了。多个曲线在同一个图中,
有利于实验数据的分析和研究。

若想自己随意设置X 轴和Y 轴,则先不选数据列,先点击图1 3中的任意图标,在弹

出的窗口中就可以设置任意数据列为X 轴或Y 轴(图1 4)。

图1 4 绘图设计界面

(1)设置坐标轴样式

用鼠标双击坐标轴,即可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不同的标签,改变坐标轴的样式,如图

1 5所示。常用的是改变数据范围、设定数值间隔。

图1 5 坐标轴样式修改界面

(2)设置数据点、线的样式

同样用鼠标双击数据点,在弹出的对话窗口中也可以选择不同的标签分别对数据点的

样式、颜色和线的颜色进行设置等。
(3)设置图表的细节

在左边一列的工具栏中,单击 或 后,将光标移到曲线上,对准数据点击鼠标左键,

即可在右下角的黑底绿字的小屏幕上看到所索取数据点的坐标。
通过使用Origin软件绘制紫外波长扫描图(图1 6),我们可分析得最大吸收波长为

270cm-1,为进一步定量分析找到了测量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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