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验 1  邻二氮菲分光光度法测定铁含量条件试验 

一、目的要求 

1．了解分析测定中确定实验条件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2．学习 722 分光光度计和酸度计的使用方法。 

二、实验原理 

在可见光分光光度测定中，通常是将被测物质与显色剂反应，使之生成有色物质，然

后测量其吸光度，进而求得被测物质的含量。因此，显色反应的完全程度和吸光度的物理

测量条件都影响到测定结果的准确性。 
显色反应的完全程度取决于介质的酸度、显色剂的用量、反应的温度和时间等因素。

在建立分析方法时，需要通过实验确定 佳反应条件。为此，可改变其中一个因素（例如

介质的 pH 值），暂时固定其它因素，显色后测量相应溶液的吸光度，通过吸光度－pH 曲

线确定显色反应的适宜酸度范围。其它几个影响因素的适宜值，也可按这一方式分别确定。 
本实验以邻二氮菲为显色剂，找出测定微量铁的适宜显色条件。 

三、仪器与试剂 

1．仪器 

SP2100 型分光光度计、酸度计、容量瓶（50mL）、吸量管（5mL，10mL）等。 

2．试剂 

（1）铁标准溶液 

准确称取 0.176 克分析纯硫酸亚铁铵（FeSO4 ·(NH4)2 SO4·6H2O）于小烧杯中，加水

溶解，加入 6mol∕L HCl溶液 5mL，定量转移至 250mL容量瓶中稀释至刻度，摇 。所得

溶液每毫升含铁 0.100 mg（即 100ug/mL）。 

（2）0.1％邻二氮菲（又称邻菲咯琳）水溶液： 

称取 1g 邻二氮菲，先用 5～10mL 95％乙醇溶解，再用蒸馏水稀释到 1000mL。 

（3）10％盐酸羟胺水溶液（新鲜配制）； 

（4）HAc－NaAc 缓冲溶液（pH＝4.6）： 

称取 136g醋酸钠（CH3COONa·3H2O），加 60 mL冰醋酸，加水溶解后，稀释到 1000mL。 

（5）0.5 mol∕L NaOH 溶液 

四、实验步骤 



1．酸度影响 

于8只50 mL容量瓶中，用刻度移液管各加入1.0 mL 0.100mg∕mL的铁标准溶液（A），

再加入 1 mL 盐酸羟胺溶液和 2mL 邻二氮菲溶液，摇 。然后分别加入 NaOH 溶液 0.0 mL、

0.2 mL、0.5 mL、1.0 mL、1.5 mL、2.0 mL、2.5 mL、3.0 mL。用蒸馏水稀释至刻

度，摇 。放置 10 min 后分别测定各溶液的 pH 值和吸光度。 

吸光度测定条件为：1cm 比色皿，蒸馏水作参比，测定波长 510 nm。 

2．显色剂用量的影响 

取 8 个 50 mL 容量瓶，依次加入 1.0 mL 0.100mg∕mL 的铁标准溶液（A），1mL 盐酸

羟胺溶液和5mL HAc－NaAc缓冲溶液，摇 。然后分别加入邻二氮菲溶液0.1 mL、0.3 mL、

0.5 mL、0.8 mL、1.0 mL、1.5 mL、2.0 mL、4.0 mL。用蒸馏水稀释至刻度，摇 。

放置 10 min 后测定各溶液的吸光度。 

吸光度测定条件为：1cm 比色皿，以蒸馏水作参比，测定波长 510nm。 

3．显色反应时间的影响及有色溶液的稳定性 

取第 2 步中（也可另取一容量瓶新配）加入 2.0 mL 邻二氮菲显色剂的有色溶液，记

下容量瓶稀释至刻度后的时刻（t＝0），立即以蒸馏水为参比溶液，在波长 510 nm 处测量

溶液的吸光度。然后依次测量放置 5、10、30、60、90、120 和 150 min 的吸光度，每次测

完将溶液倒回原瓶中，下一时刻再取原瓶中的溶液测量。 

五、数据记录和处理 

1．将测量数据填入下表 

（1）酸度的影响 

编号 1 2 3 4 5 6 7 8 

pH 值         

吸光度         

 

（2）显色剂用量的影响 

编号 1 2 3 4 5 6 7 8 

V显∕mL         

吸光度         

（3）显色反应时间的影响及有色溶液的稳定性 



时间 t 

（min） 
0 5 10 30 60 90 120 150 

吸光度         

2．根据上列三组数据分别绘制： 

（1）吸光度－pH 曲线（吸光度为纵坐标）； 

（2）吸光度－显色剂用量曲线（吸光度为纵坐标）； 

（3）吸光度－反应时间曲线（吸光度为纵坐标）。 

3．根据所得三条曲线，确定显色反应适宜的 pH 值范围、显色剂用量范围和适宜的显

色时间范围。 

六、思考题 

1．根据什么原则从吸光度－pH 曲线选定显色的适宜 pH 值范围？如果选择不当，其

后果怎样？ 

2．从吸光度－反应时间曲线确定适宜的显色时间范围时，主要应考虑什么问题？如

果时间选择过短或过长对测定有何影响？ 

附录：SP2100 型分光光度计使用指南 
SP2100 型光度计是以碘钨灯为光源、衍射光栅为色散元件、端窗式光电管为光电转换器的单光束、

数显式可见光分光光度计。波长范围 330～800nm，吸光度范围 0～1.999，试样架有 4 个吸收池，具有

浓度直读功能。 
操作使用方法和步骤： 

1） 使用前开机预热 20min；仪器会自检，通过后会显示“×××nm  100.0%”。 
2） 仪器的“MODE”转换键，用于选择测量功能；用上下箭头键，输入测试的工作波长；“0％”键，

用于调零点，按下此键后显示 000.0；“100％”键，用于调参比，在 A、T 状态下有效，将参比溶

液置于光路中，按键后显示 0.000A 或 100.0T。 
3） 待测溶液置于比色皿中，依次放入试样架的吸收池； 
4） 依次将比色皿推入光路中，读取吸光度值。 

比色皿使用注意事项： 
1）拿取比色皿时，手指不能接触其透光面； 
2）装溶液时，先用该溶液润洗比色皿内壁 2～3 次；测定系列溶液时，通常按由稀到浓的顺序测定； 
3）被测溶液以装至比色皿的 3/4 高度为宜； 
4）装好溶液后，先用滤纸轻轻吸去比色皿外部的液体，再用擦镜纸小心擦拭透光面，直到洁净透明； 
5）一般参比溶液的比色皿放在第一格，待测溶液放在后面三格； 
6）实验中勿将盛有溶液的比色皿放在仪器面板上，以免玷污和腐蚀仪器，实验完毕，及时把比色皿

洗净、晾干，放回比色皿盒中。 

 



实验 2   微量铁的测定（邻二氮菲分光光度法） 

一、目的要求 

1．掌握邻二氮菲分光光度法测定微量铁的方法原理； 

2．熟悉绘制吸收曲线的方法，正确选择测定波长； 

3．学习标准曲线的制作。 

二、实验原理 

邻二氮菲（1，10—二氮杂菲），也称邻菲啰啉，是测定微量铁的高灵敏、高选择性显

色剂。在pH2～9 范围内（一般控制在 5～6 间）Fe2+与邻二氮菲试剂生成稳定的橙红色配

合物Fe(Phen)3
2+  lgK＝21.3，在 510nm下，其摩尔吸光系数为 1.1×104 dm3·cm－1·mol－1 。 

Fe3+也和邻二氮菲生成配合物（呈蓝色）。因此，在显色之前需用盐酸羟胺或抗坏血酸

将全部的Fe3+还原为Fe2+。 

2Fe3+ + 2NH2OH = 2Fe2+ +N2  +2H2O +2H+

Fe2+  +  3
N

N

N

N
Fe

2+

3

本方法的选择性很高，相当于含铁量 40 倍的 Sn、AI、Ca、Mg、Zn、Si，20 倍的 Cr、
Mn、V、P 和 5 倍的 Co、Ni、Cu 不干扰测定。 

本实验采用标准曲线法（又称工作曲线法），即配制一系列浓度由小到大的标准溶液，

在确定条件下依次测量各标准溶液的吸光度（A），以标准溶液的浓度为横坐标，相应的吸

光度为纵坐标，在坐标纸上绘制标准曲线。将未知试样按照与绘制标准曲线相同的操作条

件的操作，测定出其吸光度，再从标准曲线上查出该吸光度对应的浓度值就可计算出被测

试样中被测物的含量。 

三、仪器与试剂 

1．仪器 

SP2100 型分光光度计、容量瓶（50mL、100mL）、刻度吸管（5mL，10mL）等。 

2．试剂 

铁标准储备溶液：准确称取 0.176 克分析纯硫酸亚铁铵（FeSO4 ·(NH4)2 SO4·6H2O）

于小烧杯中，加水溶解，加入 6mol∕L HCl溶液 5mL，定量转移至 250mL容量瓶中稀释至

刻度，摇 。所得溶液每毫升含铁 0.100 mg（即 100ug/mL）。 

0.1％邻二氮菲； 10％盐酸羟胺（新配）；HAc－NaAc 缓冲溶液（pH＝4.6）；6 mol
∕L HCl； 



待测铁水样。 

四、实验步骤 

1．10 ug/mL 铁标准使用液和水样的配制 

用移液管移取 100 ug/mL 的铁标准储备液10.00 mL，置于 100mL 容量瓶中，加入 2 mL 
6 mol∕L HCl，用蒸馏水稀释至刻度，摇 。 

2．标准系列的配制 

用刻度移液管分别移取上一步骤配制的铁标准使用溶液（10ug/mL）：0.0、1.0、2.0、

4.0、6.0、8.0、10.0 mL 依次放入 7 只 50mL 容量瓶中，分别加入 10%盐酸羟胺溶液 1.0 
mL，稍摇动，再加入 0.1%邻二氮菲溶液 2.0 mL 及 Hac-NaAc 缓冲溶液 5 mL，稀释至刻

度，充分摇 。 

3．绘制吸收曲线 

取上述标准系列中铁标准溶液用量为 6.0 mL 的显色溶液，在分光光度计上，从波长

440nm 开始，以含铁标准溶液为 0.0 mL 的试液为参比，每隔 20nm 测定一次吸光度 A 值。

当临近 大吸收波长附近时应每间隔 5～10nm 测定一次 A 值。（注意：每改变一次波长都

必须重新调整 0 和 100％）测定到 650nm 波长为止。然后以波长为横坐标，吸光度 A 值为

纵坐标，绘制吸收曲线，并找出 大吸收峰的波长，作为下面测定标准曲线时所用的波长。 

4．标准曲线的绘制 

以不加铁标准溶液的试液为参比液，上一步骤所选择的 大吸收波长为测定波长，依

次测定标准系列中各溶液的吸光度 A 值。 

以铁的质量浓度为横坐标，A 值为纵坐标，绘制标准曲线。 

5．水样微量铁的测定 

准确移取 5～10mL（以所测吸光度在标准曲线范围内为宜）未知试样溶液，按同样步

骤和方法测定吸光度 A 值。在标准曲线上查出所含铁的浓度，计算水样中铁的含量。 

6．自来水中微量铁分析（选做） 

移取 25.00mL 自来水，按前述同样方法和步骤测定吸光度 A 值。从标准曲线上查出

和计算其含铁量。 

五、思考题 

1．如果试液测得的吸光度不在标准曲线范围内怎么办？ 

2．根据自己的实验数据，计算所用波长下的摩尔吸光系数。 

 
 

 



实验 3  分光光度法测定双组分混合物含量 

一、目的要求 

1．掌握单波长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的使用； 

2．学会用解联立方程组的方法，定量测定吸收曲线相互重叠的二元混合物。 

二、 方法原理 

根据朗伯—比尔定律，用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很容易定量测定在此光谱区内有吸收

的单一成分。由两种组分组成的混合物中，若彼此都不影响另一种物质的光吸收性质，可

根据相互间光谱重叠的程度，采用相对应的方法来进行定量测定。如：当两组分吸收峰部

分重叠时，选择适当的波长，仍可按测定单一组分的方法处理；当两组分吸收峰大部分重

叠时，则宜采用解联立方程组或双波长法等方法进行测定。 
解联立方程组的方法是以朗伯—比尔定律及吸光度的加合性为基础，同时测定吸收光

谱曲线相互重叠的二元组分的一种方法。 

 

从图中可以看出，混合组分在λ1的吸收等于A组分和B组分分别在λ1的吸光度之和

Aλ1
A+B，即 

Aλ1
A+B=κλ1

A·bcA+κλ1
B·bcB

同理，混合组分在λ2的吸光度之和Aλ2
A+B应为 

Aλ2
A+B=κλ2

A·bcA+κλ2
B·bcB

若首先用A，B组分的标样，分别测得A，B两组分在λ1和λ2处的摩尔吸收系数κλ1
A，κλ2

A和κλ1
B，

κλ2
B，当测得未知试样在λ1和λ2的吸光度Aλ1和Aλ2后，解下列二元一次方程组： 

Aλ1 =κλ1
A·bcA+κλ1

B·bcB

Aλ2 =κλ2
A·bcA+κλ2

B·bcB

即可求得A，B两组分各自的浓度cA和cB。 
一般来说，为了提高检测的灵敏度，λ1和λ2宜分别选择在A，B两组分 大吸收峰处或

其附近。 
三、仪器与试剂 

SP-2100 型分光光度计、比色皿（1cm）一套、吸量管、容量瓶、烧杯等； 

0.020mol/L KMnO4 溶液（含 0.5mol/L  H2SO4  和 2g/L  KIO4 ）； 



0.020mol/L K2Cr2O7溶液（含 0.5mol/L  H2SO4  和 2g/L  KIO4 ）。 

四、实验步骤 

1．分别取一定量的 0.020 mol·L-1KMnO4溶液，稀释配制成浓度为 0.0008 mol·L-1，0.0016 
mol·L-1，0.0024 mol·L-1，0.0032 mol·L-1和 0.0040 mol·L-1的标准系列溶液。 

2．分别取一定量的 0.020 mol·L-1K2Cr2O7溶液，稀释配制成浓度为 0.0008 mol·L-1，0.0016 
mol·L-1，0.0024 mol·L-1，0.0032 mol·L-1和 0.0040 mol·L-1的标准系列溶液。 

3．在教师的指导下，开启分光光度计。 
4．  绘制上述 10 种标准系列溶液在 375~625nm 范围内的吸收光谱图，并测定它们在 440nm

和 545nm 处的吸光度。 
5．  测定教师给定的试样在 440nm 和 545nm 处的吸光度。 
五、数据处理 

1． 由实验步骤 4 所得的吸光度，分别求得KMnO4和K2Cr2O7在 440nm和 545nm处的摩尔

吸收系数κλ1
A，κλ2

A和κλ1
B，κλ2

B。 
2． 由实验步骤 5 所测得的吸光度A440和A545列出二元一次方程组，求得cA和cB的浓度。 

六、思考题 
1．今有吸收光谱曲线相互重叠的三元体系混合物，能否用解联立方程组的方法测定它

们各自的含量？ 

2．设计一个用双波长法测定本实验内容的实验方案 

 
 
 
 
 
 
 
 
 
 
 
 
 
 
 
 
 
 
 
 
 
 
 



实验 4  水溶液中铬、钴的同时测定（分光光度法） 

一、目的要求 

学习用分光光度法测定有色混合物组分的原理和方法。 

二、实验原理 

当混合物两组分M及N的吸收光谱互不重叠时，则只要分别在波长λ1和λ2处测定试样

溶液中的M和N的吸光度，就可以得到其相应含量。但是，若M及N的吸收光谱互相重叠（如

图所示），则可根据吸光度的加和性质在M和N的 大吸收波长λ1和λ2处测量总吸光度

及 。假如采用 1cm比色皿，则

可由下列方程式求出M及N组分的含量： 

NMA +
1λ

NMA +
2λ

NMA +
1λ ＝ ＋ ＝ cMA 1λ

NA 1λ
M
1λε M＋ cN

1λε N   

NMA +
2λ ＝ ＋ ＝ cMA 2λ

NA 2λ
M

2λε M＋ cN
2λε N

解此联立方程可得： 

cM＝ NMNM

NNMNNM AA

1221

1221

λλλλ

λλλλ

εεεε
εε

−
− ++

  

cN＝ N
M

MNM cA

1

11

λ

λλ

ε
ε−+

 

式中 、 、 、  分别代表组分N及M在λM
1λε

N
1λε

M
2λε

N
2λε 1和λ2处的摩尔吸光系数。 

本实验中测定Cr和Co的混合物。分别配制Cr和Co的系列标准溶液，在λ1和λ2分别测

量Cr和Co系列标准溶液的吸光度，并绘制标准曲线。四条标准曲线的斜率即为Cr和Co在λ

1和λ2处的摩尔吸光系数，代入上面公式中即可求出所测溶液中Cr和Co的浓度。 

三、仪器与试剂 

1．仪器 

SP2100 型分光光度计、容量瓶（50mL）、刻度吸管（5mL，10mL）等。 

2．试剂 

0.700 mol⁄L Co(NO3)2 溶液；0.200 mol⁄L Cr(NO3)3 溶液；Cr3+、Co2+ 混合液  。 

四、实验步骤 

1．溶液的配制 



1）Co2+ 系列溶液：取 0.700 mol∕L的Co2+溶液 2.50、5.00、7.50、10.00 mL于 50 mL

容量瓶中，用蒸馏水稀释至刻度，摇 。计算各溶液的Co2+ 浓度； 

2）Cr3+ 系列溶液：取 0.200 mol∕L的Cr3+溶液 2.50、5.00、7.50、10.00 mL于 50 mL

容量瓶中，用蒸馏水稀释至刻度，摇 。计算各溶液的Cr3+ 浓度； 

3）待测 Cr、Co 混合溶液的稀释：取 5.00 mL 待测未知液， 用 50 mL 容量瓶稀释至

刻度。 
2．吸收曲线的测绘，确定λ1、λ2

选取Co2+ 和Cr3+ 系列溶液中的一个，以蒸馏水为参比，从 450 nm到 700 nm，每隔 20 

nm测一次吸光度，在吸收峰附近可多测几个点。分别绘制Co2+ 和Cr3+ 的吸收曲线，确定

λCo和λCr 。 
3．标准曲线的绘制 
以蒸馏水为参比，在λCo和λCr 处分别测定Co2+ 和Cr3+ 系列标准溶液的吸光度。分别

绘制λCo和λCr 波长处Co2+ 和Cr3+ 的四条标准曲线。 
4．未知溶液的吸光度测定 

以蒸馏水为参比，在λCo和λCr 处分别测定未知溶液的吸光度 和  。 CoCr
λCo

A + CoCr
λCr

A +

五、数据处理 

1．绘制Cr3+、Co2+ 吸收曲线，确定 大吸收波长λCr 和λCo ； 

2．分别绘制Co2+ 和Cr3+ 在λCr 和λCo的 4 条标准曲线，并计算摩尔吸光系数 、 、

、  ； 

Cr
1λε

Co
1λε

Cr
2λε

Co
2λε

3．试样中Cr3+、Co2+ 含量的计算： 

由未知溶液的吸光度 和 ，计算未知溶液中CrCoCr
λCo

A + CoCr
λCr

A + 3+、Co2+ 的浓度。 

六、思考题 

1．同时测定两组分混合液时，如何选择吸收波长？ 

2．若同时测定三组分混合液，怎么办? 

 
 
 

实验 5    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水中总酚的含量 



一、实验目的  

1．掌握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酚的原理和方法。 
2．掌握应用紫外分光光度计进行定量分析的方法和基本操作。 

二、实验原理  

苯酚是工业废水中的一种有害物质，如果流入江河，会使水质受到污染，因此在检测

饮用水的卫生质量时，需对水中酚含量进行测定。 
苯具有环状共轭体系，由 π→π*跃迁在紫外吸收光区产生三个特征吸收带：强度较

高的 E1 带，出现在 180nm 左右；中等强度的 E2 带，出现在 204nm 左右；强度较弱的 B
带，出现在 255nm。有机溶剂、苯环上的取代基及其取代位置都可能对 大吸收峰的波长、

强度和形状产生影响。具有苯环结构的化合物在紫外光区均有较强的特征吸收峰，在苯环

上的部分取代基（助色团）使吸收增强，而苯酚在 270nm 处有特征吸收峰，在一定范围内

其吸收强度与苯酚的含量成正比，符合 Lambert-Beer 定律，因此，可用紫外分光光度法直

接测定水中总酚的含量。 

三、仪器与试剂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石英比色皿（1cm）一套，50mL 容量瓶，移液管等。  
苯酚标准溶液 250 mg·L -1：准确称取 0.0250g苯酚于 50mL烧杯，加 20mL去离子水溶

解，移入 100mL容量瓶，用去离子水定容至刻度，摇 。 

四、实验步骤  

1．标准系列溶液的配制 

取 5 只 50mL容量瓶，分别加入 2.00，4.00，6.00，8.00，10.00mL浓度为 250 mg·L -1

的苯酚标准溶液，用去离子水稀释至刻度，摇 。计算其浓度（mg·L -1）。 
2．吸收曲线的测定 
取上述标准系列中的任一溶液，用 1cm 石英比色皿，以溶剂空白（去离子水）作参比，

在 220～350nm 波长范围内，扫描绘制吸收曲线。 
3．标准曲线的测定 
选择苯酚的 大吸收波长（λmax），用 1cm 石英比色皿，以溶剂空白（去离子水）作

参比，按浓度由低到高顺序依次测定苯酚标准溶液的吸光度。 
4．水样的测定 
在与上述测定标准曲线相同的条件下，测定水样的吸光度。 



五、数据记录与处理 

1．以吸光度为纵坐标，波长为横坐标绘制吸收曲线，找出 大吸收波长λmax，并计

算其εmax。 
2．以吸光度为纵坐标，标准溶液浓度为横坐标，绘制标准曲线。然后，根据水样吸

光度在标准曲线上查出相对应的浓度值，计算出水样中苯酚的含量（g·L-1 ）。 

六、思考题  

1．紫外分光光度法与可见分光光度法有何异同？ 
2．紫外分光光度计与可见分光光度计的仪器部件有什么不同？ 
3．在用分光光度计进行定量分析时，哪些操作可能影响测定结果的准确性？ 
 

 

附录：UV-2450 型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使用操作指南：  
1、打开仪器主机电源，再启动电脑。 

2、点击电脑中的紫外分光光度计图标，启动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3、点击界面工具栏中的“连接”按钮，仪器进行自检，自检通过后按“确定”按钮。  

4、在窗口栏中选择测量方式，创建测定方法，选择[编辑]——[方法]，打开“光度测定方

法向导”。 

4.1 设置测定波长——然后选择“点”，表示在固定波长点测定样品。选择“范围”，表

示在设置的波长范围内测量样品光谱的峰、谷、 大、 小或面积。 

4.2 设置方法创建校准曲线。 

4.3 输入文件的名称和信息。 

5、输入样品信息：在对话框中输入样品的 ID 和浓度。 

6、测定：在样品室中放入样品。在标准样品测量时点击“标准表”，在未知样品测量时点

击“样品表”。 

7、测量完成后，保存图谱，关机。 

 
 

 

实验 6   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色氨酸的含量 

一、目的要求 



1. 掌握 UV-2450 型紫外可见分光宽度计的原理及其可分析物质的结构特征。 

2. 学会制作吸收曲线和标准曲线，能正确选择合适的测定波长，并对未知浓度的色氨酸

溶液进行测定。 

3, 了解运用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分析未知化学物质的思路。 

二、实验原理 

    组成蛋白质的二十多种氨基酸，在可见光区均无吸收，由于酪氨酸、色氨酸和苯丙氨

酸特有的共轭结构，它们在紫外光区有吸收且符合朗伯-比尔定律（酪氨酸的λмaX =278nm、

色氨酸的λмaX=279nm、苯丙氨酸的λмaX=259nm），因此，利用紫外分光光度法可测定这三

种氨基酸的含量。 

三、仪器与试剂 

UV-2450 型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比色皿（1cm）一套、吸量管（5mL，3 只）、容量

瓶（50mL，1 只； 25mL，6 只）、烧杯、洗瓶； 

色氨酸标准溶液（1.0mg/mL）和未知液。 

四、实验步骤 

1.吸收曲线的绘制 

 用移液管取色氨酸标准溶液 5.00mL 于 50mL 的容量瓶中，稀释至刻度，摇 ，选用

1cm 石英比色皿，以蒸馏水为参比，在 240—320nm 波长范围内使用仪器自动扫描。从显

示窗调取：每间隔 5nm 相应的吸光度 A 值，在峰值附近，每隔 2nm 取一 A 值，绘出 A—λ

吸收曲线，该曲线确定的 大吸收波长即为测定波长。 

2. 标准曲线的绘制及未知试样的测定 

 在 5 只 25mL 的容量瓶中分别取上一步配制好的标准溶液（100ug/mL）0.50 mL，1.00 

mL，1.50 mL，2.00 mL，2.50 mL,用蒸馏水稀释至刻度处，摇 。 

在 大波长处，用 1cm 石英比色皿，以蒸馏水为参比测吸光度 A 值，并绘制标准曲线。 

另取一 25mL 的容量瓶，移入色氨酸未知样 2.00mL,用蒸馏水稀释至刻度,摇 ；条件

同上测定吸光度值，从标准曲线上查出对应浓度值，并换算未知样的含量。 

五、数据处理： 

1、记录对应不同波长下的吸光度，绘制色氨酸的吸收曲线，找到色氨酸的 大吸收波长。 

2、记录不同标准溶液的吸光度，绘制标准曲线，并由此计算色氨酸未知样的平均值 x 

mol/L，及标准偏差。 

 

六、思考题 



1、色氨酸的紫外吸收主要来源于其结构中的哪些部分？ 

2、标准曲线绘制时，色氨酸的纯度对样品测量结果有影响吗？ 

3、如何利用紫外吸收光谱进行物质的纯度检查？ 

 

 

 

 

 

 

 

 
 

 

 

 

 

 

 

 

 

 

 

 

 

 

 

 

 

 

 

实验 7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测定苯甲酸离解常数 pKa 

一、实验目的  



1. 进一步巩固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的基本原理和基础知识； 

2. 熟悉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的仪器构造和基本操作技术； 

3. 掌握分光光度法测定苯甲酸离解常数pKa的原理和方法。  

  二、实验原理  

如果某一元弱酸其紫外吸收光谱随其溶液的pH（即溶液中氢离子浓度）不同而变化，

就可以利用紫外光谱测定其离解常数pKa，它的平衡式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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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
ccK ⋅

=
+

 

对于不同pH 下c mol·L-1 弱酸： 

当pKa - pH > 2 时，弱酸几乎全部以HB存在，用 1 cm吸收池在某一定的波长下，测量

其吸光度 ccA ⋅=⋅= HBHBHB HB)( κκ  即  
c

AHB
HB =κ ；当pH - pKa > 2 时，弱酸几乎全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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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制弱酸在低、高两种pH状态时的紫外-可见光谱吸收曲线，此时弱酸可分别以B-和 

HB形式存在于溶液中，由两条吸收曲线就能方便的求出各自的λmax值，再配制成不同pH值

的一系列指示剂溶液，于这两个λmax处测量它们的吸光度。可以通过实验获得它们在强酸、

强碱、中性三类不同pH值介质中的稀溶液的吸光度。 

弱酸离解常数pKa的计算方法： 

1. 将测量数据代入上述计算公式即可求出该化合物的离解常数pKa。 



2. 若以pH对
AA

AA
-

-
lg

HB

B-
 作图可以

获得一条直线，其截距(当

2
-BHB AA

A
+

= )时为离解常数pKa。  

3. 若以pH值为横坐标，吸光度为

纵坐标作图，能获得两条S形曲线，

该曲线中
2

-BHB AA
A

+
= 所对应的pH

值即为离解常数pKa。 

三、仪器和试剂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UV-2450）；pH 计；精密分析天平；二面通石英或玻璃比色皿

（10mmx10mm）；25 mL、100 mL 容量瓶；5 mL、20 mL 刻度移液管；250mL 烧杯；吸

耳球；洗瓶；擦镜纸。  

苯甲酸（C6H5COOH）(浓度为 1.00 mmol·L-1) 、醋酸钠（NaAc·3H2O）、6 mol·L-1醋

酸（HAC）、蒸馏水、pH =3.6 缓冲溶液（8 g醋酸钠溶于 100 mL蒸馏水中，加入 134 mL 的

6 mol·L-1醋酸，用蒸馏水稀释至 500 mL），pH = 4.8 缓冲溶液（50 g醋酸钠溶于 100 mL蒸

馏水中，加入 85 mL 的 6 mol·L-1 醋酸，用蒸馏水稀释至 500 mL）  

四、实验步骤  

    1. 准确称取 0.0122 g 苯甲酸，溶于蒸馏水中，然后移至 100 mL 容量瓶中，用二次蒸馏

水稀薄释至刻度。  

2. 按下表配制 4 种加入不同介质的待检测苯甲酸工作溶液： 

表 1  不同介质的苯甲酸待测工作溶液 

1  2  3  4     溶  

 液     

取  

  量  

0.05 mol·L-1  

硫酸  

苯 

甲 

酸  

0.1 mol·L-1  

氢氧化钠  

苯

甲 

酸 

pH = 3.6 

缓冲  

溶液  

苯 

甲 

酸  

pH = 4.5 

缓冲  

溶液  

苯 

甲 

酸  

   



   

mL  

   

2.5  

   

5  

   

2.5  

  

5 

   

20  

   

5  

   

20  

   

5  

紫外扫描，打印扫描紫外曲线，确定 大吸收波长 

pH 计测定

pH 值 

缓冲液空

白值 A 

测量值 A 

 

备  注：容量瓶为 25 mL，1、2 加水稀释到 25 mL 

   

3. 打开紫外-可见光谱仪主机进行仪器初始化，预热 15 分钟。  

4. 用 pH 计对以上配制的 4 种不同介质的苯甲酸溶液测定其 pH 值。  

5. 在紫外-可见光谱仪的分类菜单中选择光谱扫描，设置扫描参数包括扫描开始波长

（300 nm）、结束波长(230 nm)、扫描间隔(1 nm)和扫描速度(中速)，选择“ABS”模式，以

二面通石英比色皿 （10mmx10mm）装进 2/3 池溶液，分别以 0.05 mol·L-1硫酸、0.1 mol·L-1

氢氧化钠、pH = 3.6 缓冲溶液、pH = 4.5 缓冲溶液等进行空白基线校正，再分别以它们作

为参比溶液，经波长定位后对以上配制的 4 种不同介质的苯甲酸溶液绘制其紫外定性吸收

扫描光谱谱图和确定 大吸收波长。 

6. 在分类菜单中选择光度计模式，在选定波长下测定 4 种溶液的吸光度AHB, AB-, A (pH 

= 3.6), A(pH = 4.5)。 

五、结果处理 

    1. 打印 4 种不同介质苯甲酸溶液的光谱扫描图和 大吸收波长处吸光度值。  

    2. 将溶液的 pH 值代入以下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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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计算pH = 3.6 和pH = 4.5 条件下的苯甲酸的离解常数pKa，并且计算其离解常数的平

均值。  

3. 以选定吸收波长下的 4 种溶液A值对pH作图，图解求出pKa。 

4. 比较所求pKa并与标准值。 



 六、思考题  

     1. 综述如何才能用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测获准确可信的弱酸溶液的离解常数？  

     2. 测得的弱酸溶液的离解常数是否与溶液的 pH 及其它因素有必要关系？  

     3. 改变测定波长，离解常数将会有什么变化？倘若苯甲酸溶液在强酸性介质和强碱性

介质中其吸收光谱无显著差异，请问能否用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测定其离解常数？  
 

 

 

 

 

 

 

 

 

 

 

 

 

 

 

 

 

 

 

 

 

 

 

 

实验 8   原子发射光谱摄谱操作 

一、目的要求 

1、通过对不同目的，不同对象的摄谱，掌握不同摄谱方法及其原理。 

2、掌握摄谱仪的基本原理和使用方法。 



二、基本原理 

物质中每种元素的原子或离子在电能（或热能）作用下能够发射特征的光谱线，这种

特征的光谱线经过摄谱仪的色散器后，得到按不同波长顺序排列的光谱，把这种光谱记录

在感光板上，以便作定性和定量分析。由于各种元素及其化合物的沸点不同，其蒸发速度

也各异，可利用这些特征采用不同的曝光时间，把不同元素的谱线分别摄在不同位置上。 

三、仪器与试剂 

WPG—100 型（或WP1型）平面光栅摄谱仪；Ø6 mm光谱纯石墨电极—锥型上电极，

普通凹型下电极；铁电极；天津紫外I型光谱感光板；秒表；带绝缘把的医用镊子 

定性分析试样——粉末、金属片；半定量分析 PbO 标样（Pb%3、1、0.3、0.1、0.03）；

显影液、定影液。 

四、实验步骤 

1. 将分析用的标样及分析试样分别准备好，用小匙把粉末试样装入相应的电极，装样时

适当地压紧，每个样压紧的程度尽可能一致。用剪刀将待分析的金属片剪下两小片折成小

块状，分别放入凹形下电极内。准备好的样品按编号放在电极架上。 

2. 装感光板。在暗室红灯下（勿直照感光板）取出感光板（取感光板时勿大面积摸感光

板面，以免损坏乳剂面）。然后用手指轻轻摸感光板的边角，找出其乳剂面（粗糙面）。把

乳面向着曝光的方向装入暗室，切勿装反。 

3. 摄谱。 

根据不同分析对象选择摄谱条件如：光源、电极、摄谱仪的参数、选用的波长范围等。

摄谱选用的波长范围是根据分析元素的光谱灵敏线选择所需的中心波长，选用的中心波长

按表 1 中选用其对应的参数。例如需用中心波长为 3000Å，则按表调节的三个参数如下： 

光栅转角（度）——10.37；狭缝调焦（毫米）—5.4；狭缝倾角（度）——5.8。 

选用中心波长为 4200Å 时，自己按表调节三个参数： 

光栅转角（度）——  ；狭缝调焦（毫米）——  ；狭缝倾角（度）——    

在此波长摄谱为了消除二级光谱的重叠，摄谱在第三聚光镜前应套上标有“I”记号的滤

光片。 

表 1 WPG—100 型摄谱仪选择中心波长的参数 

光栅 1200 条/mm     光栅编号 1705—2 

光谱级次 一级衍射光谱 

中心波长（Å） 光栅转角（度） 狭缝调焦(毫米) 狭缝倾角(度) 



3000 10.37 5.40 5.80 

200 11.07   

400 11.77   

500 12.12 5.40 5.90 

800 13.13   

4000 13.89 5.40 5.00 

200 14.60   

400 15.31   

500 15.61 5.40 6.10 

摄谱记录及计划如下： 

摄谱仪： 

光源：交流电弧 

感光板： 

显影温度：         时间： 

定影温度：      时间： 

按已列好的摄谱计划表进行摄谱，仪器的操作方法见摄谱仪操作规程。 

表 2     摄谱计划 
条  件 实 

验 

内 

容 

 

编 

号 

 

样 

品 中心 

波长 

（Å） 

狭缝 

宽度 

（μ） 

中间 

光栏 

（mm） 

电流 

大小 

（Å）

激发 

时间 

（sec） 

哈 

特 

曼 

光 

栏 

 

板 

移 

1 Fe 3000 5 3 5 15 2 

5 

8 

3000 5 3 5 30 1 2 粉 

末 
3000 5 3 8 30 3 

3 粉末 3000 5 3 8 60 4 

4 金属片 3000 5 3 7 60 9 

5 Fe 4200 5 3 5 15 6 

6 金属片 4200 5 3 7 60 7 

 

 

 

 

20 

1 标样 1 1 

2 标样 2 2 

3 标样 3 3 

4 标样 4 4 

 

 

 

光 

谱 

定 

性 

分 

析 

5 标样 5 

 

 

 

3000 

 

 

 

5 

 

 

 

 

5 

 

 

 

7 

 

 

 

40 

5 

 

 

30 



6 试样 6 

7 Fe 3000 5 5 5 15 7 

1、洗感光板（在暗室进行）。 

（1）准备显影液及定影液。 

把预先配好的显影液及定影液分别倒入带盖搪瓷盘里，插入温度计检查其温度，若不

足 20℃， 可用电炉或热水加热。 

（2）显影及定影。 

在红外灯工作下打开暗盒，取出感光板，将乳胶面朝上放入显影液中，盖上盖子不断

轻轻摇动。显影 2 min，取出感光板用清水泡洗数分钟，然后将感光板放入 20℃的定影液，

定影 10 min，取出后用自来水冲洗（小流量）感光板 15 min，若感光板发现有小颗粒用湿

棉花轻轻擦去。再进行冲洗。将冲洗好的感光板放在感光板架上，待干后装入感光板袋，

以便译谱用。 

五、数据处理 

用眼初步检查所摄谱得到的感光板的质量，并记录之。根据摄谱实践，总结如何才能

摄得好的光谱谱线底板。 

[注意事项]：由于摄谱仪使用较大的电流，因此操作时应注意绝缘，以免触电的危险，

注意保持透镜及狭缝的干净，切勿用手触摸。 

六、思考题 

1、发射光谱定性的依据是什么？ 

2、哈特曼光栏的作用是什么？ 

 

 

 

 

 

 

 

实验 9   原子发射光谱定性分析练习 

 

一、目的要求： 

1. 掌握发射光谱定性分析方法的基本原理及基本操作技术； 



2. 了解发射光谱仪及映谱仪的结构及使用方法。 

二、实验原理： 

每种元素的原子受激发时，将发射出特征的光谱。因此，可根据特征谱线定性确定元

素。实际上在定性分析中一般选用 2—3 条 后线来判断某一元素是否存在。 

另外，因为铁光谱的各谱线都已精确测定且有标准谱图可查，所以将铁光谱并列摄在

试样谱的旁边就可以作为波长标尺来使用。记录有光谱的感光板在映谱仪上放大 20 倍，

使感光板上的铁谱与铁的标准光谱图片上的铁光谱线重合，就可以方便的从试样光谱图上

记录的谱线来辨认摄得的试样谱线并确定试样元素。 

三、仪器与试剂： 

光栅型原子发射光谱仪；映谱仪；铁电极（Ø=4mm）一对；铝合金棒状电极一对；秒

表；天津紫外 II 型感光板； 

显影液（高反差显影粉配置）；定影液（FS 酸性坚膜定影液）。 

四、实验步骤： 

1. 感光板的安装：在暗室的暗红灯光下，起封已载好的感光板，开启暗盒后盖，将感

光板装入暗盒（注意：手指触摸感到粗糙的一面朝下），关好暗盒盖备用。 

2. 摄谱仪的工作条件：交流电弧电流 4A；狭缝 5μm；中心波长 3000Ǻ；中间总栏狭

缝高 1mm；用比较光栏，遮光板 3.2mm；曝光时间 1 分钟；显影时间 5 分钟；温

度 20℃。 

3. 摄谱：装上暗盒，对好光轴，抽出暗盒挡板，按次序摄谱，装上铁电极，调整极距

3mm；用哈特曼比较光栏 2，5，8 位置拍摄铁光谱，在 1，3，4 位置拍摄试样，曝光

条件为 1 分钟。 

4. 冲洗感光板： 

a.显影：将感光板取出（在暗室操作），将乳剂面朝上放入盛有显影液的磁盘中，轻

轻晃动磁盘，显影 5 分钟。 

b.停显：将感光板片以清水淋湿使显影停止。 

c.定影：将感光板乳剂面朝上浸入盛有定影液的磁盘中 5 分钟。 

d.水洗：以蒸馏水淋洗 25 分钟。 

e.干燥：早酒精中浸一下后取出，冷风吹干。 

5. 查谱：将谱片长波端放左方，乳剂面向上置于映谱仪谱片台上，调节透镜组至谱线

清晰为止。转动拉杆，移动谱片，查找 2400—3600 Ǻ范围内的谱线。 

五、数据处理 



     检查获得的摄谱中在 2400—3600 Ǻ范围内的谱线，下列元素是否存在： 

元素 谱线 谱线 谱线 谱线 谱线 谱线 谱线 

Al 3082.115 3092.713      

Si 2504.118 2506.899 2514.331 2516.123 2519.207 2528.516 2881.578 

Cu 3247.54 3273.962      

Mg 2795.53 2802.696 2852.129     

Mn 2794.817 2798.271 2801.063     

 

六、问题讨论 

 

 

 

 

 

 

 

 

 

 

 

 

 

 

 

 

 

 

 

 

 

实验 10   原子发射光谱定量分析 

 

一、目的要求： 

1．掌握光谱定量分析的基本方法； 



2．了解乳剂校正曲线的意义及作用； 

3．了解测微光度计的构造及使用方法。 

三、实验原理： 

感光板经过显影、定影以后，所得到的光谱影响变黑的程度可以用黑度S表示。若Tp为

相板上光谱影像的头过率，则有S=-logTp。照相参数S与曝光量H或谱线强度I之间的关系比

较复杂。S与logI之间的图解曲线称为乳剂校正曲线。乳剂校正曲线一般有一个线性范围，

其斜率rp称为反衬度，它随感光板的不同及谱线波长区间的不同而变化。在进行光谱定量

分析时可利用乳剂校正曲线的直线部分，此段中S∝logI，所以S∝logC。当用内标法时，

分析线对的黑度差△S∝logC。我们常用的定量分析法是三标准试样法，即在同一感光板

上，在同一条件下将三个以上的标准系列样与试样同时摄谱且用测微光度计测出它们分析

线对的黑度值，酸出黑度差△S，然后以标准系列的△S∝logC作图得出标准曲线。试样的

△S求出后，可以从图上直接得出其中的待测因素的含量。 

另外，如将阶梯减光板放在狭缝前进行摄谱，在谱片上对同一谱线会得到黑度值不同

的影像来，因为减光板的透过率已知，则可用 S∝logT（T 为各减光板的透过率）作图，

即为此减光板的乳剂特征曲线。 

三、仪器与试剂： 

原子发射光谱仪；映谱仪；测微光度计；铁电极（Ø=4mm）一对；石墨电极一对；棒

状锌标样电极一套（Ø=6mm）；棒状锌试样电极一套（Ø=6mm）。  

四、实验步骤： 

1．试样的准备：将一套锌标样和分析试样在砂轮上磨成尖端呈 2mm 的尖圆平台状；

另磨好一对电极备用。 

2．摄谱仪的工作条件：交流电弧电流 4A；狭缝宽 15μm x 高 2mm；中心波长 3000Ǻ；

遮光板 3.2mm；板移 3mm。 

3．摄谱：装好暗盒，移动板移至 6，装上铁电极，曝光 10 秒钟。 

（1）移动板移动一次，以石墨电极为上电极，锌标样为下电极摄谱预燃 5 秒，曝光 15

秒；同上法板移，依次摄标样、试样。 

（2） 将狭缝前光栏转至九阶递减光器处，换上铁电极，板移一次，条件同 c)摄谱。 

（3） 摄谱完毕，将仪器各部分复原。 

（4） 冲洗感光板： 

a.显影：将感光板取出（在暗室操作），将乳剂面朝上放入盛有显影液的磁盘中，轻

轻晃动磁盘，显影 5 分钟。 



b.停显：将感光板片以清水淋湿使显影停止。 

c.定影：将感光板乳剂面朝上浸入盛有定影液的磁盘中 5 分钟。 

d.水洗：以蒸馏水淋洗 25 分钟。 

e.干燥：早酒精中浸一下后取出，冷风吹干。 

4． 查谱：将谱片长波端放左方，乳剂面向上置于映谱仪谱片台上，调节透镜组至谱

线清晰为止。转动拉杆，移动谱片，在 2400—3600 Ǻ范围内查找下列谱线并作上记号： 

元素 谱线 谱线 谱线 

Cu 3273.962   

Zn 2542.32   

Fe 3100.7 3092 3299 

5． 黑度的测定：在测微光度计上用 S 标尺分别测出上述谱线的黑度值。 

五、数据处理： 

先以三条铁谱线减光板的透光率的对数值与其黑度值作图绘出三段乳剂校正曲线。将

此三段曲线平移连接成一条光滑的乳剂曲线，求出反衬度；然后用 Cu：3273.962/ Zn：2542.32

为分析线对算出黑度差△S，以标样的△S∝logC 作图，再根据试样的△S 求其中的含铜量。 

六、测微光度计的使用方法： 

    

 
 
 
 
 
 
 
 



实验 11  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定水中的钙 

一、实验目的 
1． 加强理解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的原理。 
2． 掌握火焰原子吸收光谱仪的操作技术。 
3． 熟悉原子吸收光谱法的应用。 

二、方法原理 
原子吸收光谱法是基于气态基态原子外层的电子对共振线的吸收。气态的基态原子数

与物质的含量成正比，故可用于进行定量分析。利用火焰的热能使样品转化为气态基态原

子的方法称为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 
当试样组成复杂，配制的标准溶液与试样组成之间存在较大差别时，常采用标准加入

法。该法是在数个容量瓶中加入等量的试样，分别加入不等量（倍增）的标准溶液，用适

当溶剂稀释至一定体积后，依次测出它们的吸光度。以加入标样的质量（μg）为横坐标，

相应的吸光度为纵坐标，绘出标准曲线，如图 2—1 所示。图中横坐标与标准曲线延长线

的交点至原点的距离 x 即为容量瓶中所含试样的质量（μg），从而求得试样的含量。 
本法是一种成分分析法，常用于测定易挥发元素，可消除基体干扰和某些化学干扰。

测定含量可达 10-9g；精密度较高，一般小于 1%。 
三、仪器和试剂 

单光束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钙空心阴极灯。 25mL 容量瓶若干。 
钙标准溶液 10.0μg /mL。 
自来水试样。 

四、实验步骤 
1． 按下列数据，设置测量条件 

（1）钙吸收线波长    4227A 
（2）灯电流    4mA 
（3）狭缝宽度    0.1mm 
（4）空气流量    250L/h 
（5）乙炔流量    1.4L/min 
（6）燃烧器高度    8mm 

2． 吸取 5 份 10.00mL 试样溶液，分别置于 50mL 容量瓶中，各加入钙标准溶液 0.0mL，
1.0mL，2.0mL，3.0mL，4.0mL 于容量瓶中，以去离子水稀释至刻度，配制成一组标准

溶液。 
3． 以去离子水为空白，测定上述各溶液的吸光度。 

五、结果处理 
1． 绘制吸光度对含量的标准曲线。 
2． 将标准曲线延长至与横坐标轴相交处，则交点至原点间的距离对应于 10.00mL 试样

中钙的含量。 
3． 换算水样中钙的含量（mL/L）。 

六、思考题 
1．从原理、仪器、应用三方面对原子吸收和原子发射光谱法进行比较。 
2． 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具有哪些特点？ 

 
 

 

 



实验 12  原子吸收光谱法测自来水中镁的含量 

 

一、目的要求： 

 1.掌握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的基本原理 

 2.了解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的主要结构及操作方法 

 3.学会定量分析结果的评价方法 

二、实验原理： 

 溶液中的镁离子在火焰温度下变成镁原子，由光源—镁空心阴极灯辐射出的镁原子光

谱锐线（镁特征共振线波长为 285.2nm）在通过镁原子蒸汽时被强烈吸收，其吸收的程度

与火焰中镁原子蒸汽浓度的关系是符合比耳定律的，即：A=log(1/T)=KNL（其中：A—吸

光度，T—透光度，L—镁原子蒸汽的厚度，K—吸光系数，N—单位体积镁原子蒸汽中吸收

辐射共振线的基态原子数），镁原子蒸汽浓度 N 是与溶液中离子的浓度成正比的，当测定

条件一定时 A=kc（c—溶液中镁离子的浓度，k—与测定条件有关的比例系数。） 

 在既定条件下，测一系列不同镁含量的标准溶液的 A 值，得 A—C 的标准曲线，再根

据未知溶液的吸光度值即可求出未知液中镁的浓度。 

 由于自来水中除镁外还有其他离子，它们的存在使镁的测定偏低，故加入锶盐作干扰

抑制剂，以得到准确的结果。 

三、仪器与药品：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镁空心阴极灯，电子打火枪，乙炔钢瓶，空气压缩机，容量瓶，

移液管，吸量管，洗瓶。 

镁标准溶液 10ug/mL,氯化锶溶液 10mg/mL. 

四、实验步骤 

1.仪器操作条件的选择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严格按操作步骤启动点火后将波长轮调在 285.2nm,灯电流 4mA,

狭缝选择为 2（0.1nm），光电倍滑管工作电压（高压）-250V，空气流量 5L/min，乙炔流

量：1 L/min，燃烧器高度：9mm。 

2．抑制剂加入量的选择 

吸取自来水样 25mL 共 6 份，分别放入 6 只 50mL 容量瓶中，分别加锶溶液 0mL，1mL，

2mL，3mL，4mL，5mL 稀释摇 ，在上面设定的操作条件下，每次用蒸馏水调吸光度为

零，依次测定各试样的吸光度值，由测得的 大吸光度选择出抑制干扰的锶溶液的加入量。 

3. 标准曲线的绘制 



在 6 只 50mL 容量瓶中，加入镁标准溶液 0mL，1mL，2mL，3mL，4mL，5mL，再加

入上步选定的 佳量的锶溶液，以蒸馏水稀释至刻度，摇 ，然后以加 0mL 镁标准溶液的

稀释液为空白分别测其它的 A 值，得 A—c 标准曲线。 

4. 未知样的测定 

移取 25mL 自来水样于 50mL 容量瓶中，加入 佳量的锶溶液，稀释至刻度，摇 ，

在上步条件下测吸光度，由标准曲线求出水样中的镁含量。 

5. 回收率的测定 

移取 25mL 自来水样于 50mL 容量瓶中，加入镁标准溶液（10ug/mL）10mL，再加入

佳量的锶溶液，稀释至刻度，摇 ，按 3 步条件测吸光度值，并由标准曲线上求出水样

中的镁含量，按下式计算回收率 

回收率% =【（测得总镁量-水中的含镁量）/加入的镁量】×100% 

 
 
 
 
 
 
 
 
 
 
 
 
 
 
 
 
 
 
 
 
 
 
 
 
 
 
 
 
 



五、WYX—402C 型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操作步骤 

顺序 操作内容 显示内容 

打开风机使室内空气流通几分钟，检查废液管水封是否严密（操作的

整个过程中，废液管要绝对保持良好的水封，否则可能发生重大事故）；

置仪器板面上的所有开关（燃气、空气流量计旋钮，电源开关，灯源

开关）于“关”的位置，检查空心阴极灯的装量是否得当 

 1 

打开主机电源开关，灯源开关；打开空气压缩机开关，使空气压缩机

输出气压为 2 ㎏/cm；打开空气流量计控制钮；开启乙炔钢瓶，调乙炔

减压器，使输出气压在 0.5 ㎏/cm；打开燃气流量计控制钮，用电子打

火枪点燃火焰；调节两流量计旋钮，使火焰呈 佳状态 

402C 2 

按“确定”键(y 为原子吸收符号、t 为能量符号、x.xxx 表示当前能量值

大小的有效数字)；再调节波长手轮，将波长调节在 285.2nm 处 y  t  x.xxx 3 

在 y  t  x.xxx 状态下按“电流”键（此时可以通过灯 1、灯 2 键进行两

路元素灯的选择）（0.00 为当前待输入的电流值，x.xxx 为当前的能量

值） 
0.00  x.xxx 4 

然后通过数字键输入电流值(x.xx 为当前输入的电流值，其值可用“↑”、
“↓”微调，x.xxx 为当前的能量值)  x.xx  x.xxx 5 

6 按“确定”键 y  t  x.xxx 
在 y  t  x.xxx状态下按“高压”键（150为当前待输入的负高压值，x.xxx
为当前的能量值；调节过程与电流调节过程相同，此时还可以对灯位、

波长轮甚至电流进行微调以保证能量达到 0.8 以上） 
150  x.xxx 7 

8 按“确定”键  y  t  x.xxx 
在 y  t  x.xxx 状态下按 A/T 键切换到吸光度状态 y  A  x.xxx9 

10 吸入空白液待消光值稳定后按“基准”键 0.00 
11 第一个坐标点的建立：按数字键“1”（1 表示标样 1） 0.00=0.00 

输入 1 的理论浓度值，然后按“确定”，再按“↑”键，待读数稳定（左、

右分别表示理论浓度值和试样的消光值） 
12 x.xx  x.xx 

13 x.xx=x.xx 按“确定”键 
14 y  A  x.xxx按“取消”键 

…… 15 输入 2 的理论浓度值……（建立标准曲线） 
测量结束后，降低灯电流和高压至 低，关闭空心阴极灯电源开关，

继续吸收蒸馏水清洗燃烧系统；关闭乙炔减压阀，使管路中残气燃尽，

火焰熄灭，然后关闭乙炔止通阀；几分钟后，切断空气压缩机电源，

关闭主机总电源开关。 

16  

说明 对于学生实验，从第 11 开始，逐个测定标准溶液的消光值并记录，从

而得到 C-A 标准曲线。 
 

注意：乙炔气体的高压阀逆时针旋转为打开，打开高压阀之前应确保低压阀关闭，即逆时

针旋转低压阀选柄使顶头放松；开气瓶时操作动作要缓慢小心，出气口处不应有人，以免

意外。 

 

 
 



实验 13  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定水样中的铜含量—标准加入法 

一、目的要求 

    掌握原子吸收光谱法的基本实验技术，并对同一未知样品做一组加入量不等的曲线。

领会标准加入法的操作关键。 
二、基本原理 

在原子吸收中，为了减小试液与标准之间的差异而引起的误差；或为了消除某些化学

和电离干扰均可以采用标准加入法。例如，用原子吸收法测定镀镍溶液中微量铜时，由于

溶液中盐的浓度很高，若用标准曲线法，由于试液与标液之间的差异，将使测定结果偏低，

这是由于喷雾高浓盐时，雾化效率较低，因而吸收值降低。为了消除这种影响，可采用标

准加入法。 

    分别吸取 10mL镀液于 4 个 50mL容量瓶中，于 0、1、2、3 号容量瓶中分别加入 0、1、

2、3 μl/mL的Cu2+用蒸馏水稀释至刻度。在相同条件下测量同一元素的吸光度，绘图，由

图中查得试液中铜的含量。这种方法亦称“直接外推法”。 

也可以用计算方法求得试液中待测元素的浓度。 

设试样中待测元素的浓度为 Cx，测得其吸光度为 Ax，试样溶液中加入的标准溶液浓

度 Co，在此溶液中待测元素的总浓度 Cx+Co；测得其吸光度为 Ao，根据比尔定律 

                         Ax=K·cx

                       Ao=K（co+cx） 

     将上面两式相比，可得： 

o
xo

x
x c

AA
Ac
−

=  

标准加入法也可以用来检验分析结果的可靠性。 

三、仪器与试剂 

WFD—Y2型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50 毫升容量瓶；铜标准溶液：100 μg/mL：溶解 0.1000 

g纯金属铜于 15 mL1:1 硝酸中，转入 1000 mL容量瓶中，用去离子水稀释至刻度；10 μg/mL：

由 100 μg/mL的铜标准溶液准确稀释 10 倍而成。 

四、实验步骤 

1、标准加入法测定溶液的配制 

将 5 个 50 毫升容量瓶（或比色管）编为一组。按 1—4 编号。0 号为样品。1—4 为样

品及标准加入点。每支管中都装 5.0 mL 样品（同学到指导老师处领取）除 0 号外 1—4 号

管中分别按下表加入不同量的铜标准溶液。 



编   号  

0 1 2 3 4 

加入 10 μg/mL 铜标液的毫升数 0 0.5 1.0 1.5 2.0 

测定液中加入铜标液浓度 μg/mL 0 0.1 0.2 0.3 0.4 

测定结果      

    后都用蒸馏水稀释定容。用测定溶液中加入的铜标液浓度作横坐标。测得相应的吸

光度为纵坐标绘制工作曲线。 

2、原子吸收测定： 

（1）按WFD—Y2型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的使用操作规程熟悉仪器，并按下列条件调整好

仪器。 

灯电流：6 mA；铜分析线：3248 Å；燃烧器高度：2～4 mm； 

空气流量：自选；乙炔流量：自选；狭缝宽度：2.1 Å；增益粗调：3 档。 

（2）点燃火焰后用蒸馏水做空白溶液喷雾调节仪器零点。 

（3）然后由稀到浓依次测定各点。并记录吸收值及测定条件。 

五、数据处理 

将以上数据在坐标纸上分别作出浓度（μg/mL）—吸光度（A）曲线。根据外推法分别

求出未知样中铜含量。 

六、思考题 

1、标准加入法有什么优缺点？若使标准加入法测定结果更加可靠，应注意什么问题？ 

 

 

 

 

 

 

 

 

 

 

 



实验 14    红外吸收光谱定性分析 

一、目的要求 

1. 了解红外光谱仪的结构和原理，掌握红外光谱仪的操作方法。 

2. 掌握溶液试样红外光谱图的测绘方法。 

3. 学习利用红外光谱图进行化合物的鉴定的方法。 

二、基本原理 

    在红外光谱分析中，固体试样和液体试样都可采用合适的溶剂制成溶液，置于光程为

0.01—1 mm 的液槽中进行测定。当液体试样量很小或没有合适的溶剂时，就可直接测定其

纯液体的光谱。通常是将一滴纯液体夹在两块盐片之间以得到一层液膜，然后放入光路中

进行测定，这种方法适用于定性分析。 

    制作溶液试样时常用的溶剂有CCl4（适用于高频范围）、CS2、（适用于低频范围）、CHCl3

等，对于高聚物则多采用四氢呋喃（适用于氢键研究）、甲乙酮、乙醚、二甲亚砜、氯苯

等。一般选择溶剂时应做到：(1)要注意溶剂—溶质间的相互作用，以及由此引起的特征谱

带的位移和强度的变化，例如在测定含羟基及氨基的化合物时，要注意配成稀溶液，以避

免分子间的缔和；(2) 由于溶剂本身存在着吸收，所以选择时要注意溶剂的光谱，通常其

透光率小于 35%的范围内将会有干扰，大于 70%的范围内则认为是透明的；(3)使用的溶剂

必须干燥，以消除水的强吸收带，防止损伤槽盐片；(4)有些溶剂由于易挥发、易燃且有毒

性，使用时必须小心。 

    进行红外光谱定性分析，通常有两种方法： 

  （1）用标准物质对照 

    在相同的制样和测定条件下（包括仪器条件、浓度、压力、湿度等），分别测绘被分

析化合物（要保证试样的纯度）和标准的纯化合物的红外光谱图。若两者吸收峰的频率、

数目和强度完全一致，则可认为两者是相同的化合物。 

  （2）查阅标准光谱图 

    标准的红外谱图集，常见的有萨特勒（Sadtler）红外谱图集，“API”红外光谱图，“DMS”

周边缺口光谱卡片。 

    上述的定性分析方法，一般是验证被分析的化合物是否为所期待的化合物的一种鉴定

方法。如果要用红外光谱定性未知物的结构，则必须结合其他分析手段进行谱图解析。如

果解析结果是前人鉴定过的化合物，则可继续采用上述方法进行鉴定。如是未知物，就需

得到其他方面的数据（如核磁共振谱、质谱、紫外光谱等），以提出 可能的结构式。 



三、仪器与试剂 
红外分光光度计；压片和压膜设备；镊子；洗耳球；2 mL 注射器；可拆式液槽；固定

式液槽（0.5 mm 和 0.1 mm）。 

一组已知分子式的未知试样：1.C8H10；2.C4H10O；3.C4H8O2；4.C7H6O2、分析纯溴化

钾粉末、四氯化碳、氯仿、丙酮等溶剂。 

四、实验步骤 

  1. 液膜法 

    用滴管吸取未知液体试样，滴 1～2 滴于一盐片上，再压上另一盐片，两块盐片将会

由于毛细作用而粘在一起，中间形成一层厚度小于 0.01 mm 的液膜层。将两盐片小心地放

置在可拆液槽的后框片上，盖上前框片，旋上四个螺帽，为避免用力不均 导致盐片破碎，

必须同时对角地小心旋紧，然后放入仪器的光路中测绘其吸收光谱，用同样方法测绘二至

三个未知试样的红外光谱图。 

  2. 压片法：取 1-2mg 的未知试样粉末，与 200mg 干燥的溴化钾粉末（颗粒大小在 2μ m

左右）在玛瑙研钵中混 后压片，测绘红外谱图。 

3. 液槽法 

    按教师要求，配制 1—2 种未知试样的四氯化碳溶液（1%）和氯仿溶液（5%），用 2

毫升注射器将溶液注入进 0.5 mm 液槽或 0.1 mm 液槽的试样注入口，直至试样溶液由液槽

上部试样出口小孔溢出为止，并立即用塞子塞住入口和出口，然后将液槽放到仪器的测量

光路中。另取一相同厚度的液槽，注入相应量的溶剂（与试样中的溶剂量应大致相同）后，

放到参比光路中，随即测绘它们的红外光谱图。 

注意：测量完毕后应立即倒出试样，并清洗液槽，可用注射器从试样注入口注入溶剂，由

试样出口将溶剂抽出，速度要慢，以防溶剂迅速蒸发时空气中湿气凝集在盐片上而损坏盐

片。清洗三次后，用洗耳球吹入干燥空气使之干燥，对于可拆式液槽，应卸下盐片，用棉

花浸丙酮后擦去试样，再使其干燥。 

  4. 查阅萨特勒红外光谱图 

    按教师给出的未知试样的分子式，使用萨特勒红外光谱图的分子式索引，根据分子式

中各元素的数目顺序查出可能的光谱号（光栅），再根据光谱号找出与未知试样光谱图相

同的标准谱图，进行对照，并确定该试样是什么化合物。 

五、结果处理 

  1、在测绘的谱图上准确标出所有吸收峰的波数。 



  2、根据标准谱图查到的结构，列表讨论谱图上的主要吸收峰，并分别指出其归属。 

六、思考题 

  1、用固定液槽测量溶液试样时，为什么要用另一液槽装入溶剂后作出参比？ 

  2、配制试样溶液后，应如何选择溶剂？ 

 

 

 

 

 

 

 

 

 

 

 

 

 

 

 

 

 

 

 

 

 

 

 

 

 

 



实验 15   红外光谱法测定苯甲酸的结构 

一、目的与要求 

1．掌握红外光谱分析固体样品的制备技术。 

2．了解如何根据红外光谱识别官能团，了解苯甲酸的红外光谱图。 

二、实验原理 

    将固体样品与卤化碱（通常是 KBr）混合研细，并压成透明片状，然后放到红外光谱

仪上进行分析，这种方法就是压片法。压片法所用的碱金属的卤化物应尽可能的纯净和干

燥，试剂纯度一般应达到分析纯，可以用的卤化物有 NaCl、 KCl、 KBr、 KI 等。由于

NaCl 的晶格能较大，不易压成透明薄片，而 KI 又不易精制，因此大多采用 KBr 或者 KCl
做样品载体。 

由于氢键的作用，苯甲酸通常以二分子缔合体的形式存在。只有在测定气态样品或非

极性溶剂的稀溶液时，才能看到游离态苯甲酸的特征吸收。用固体压片法得到的红外光谱

中显示的是苯甲酸二分子缔合体的特征，在 2400~ 3000cm－1处是O-H伸展振动峰，峰宽且

散，由于受氢键和芳环共轭两方面的影响，苯甲酸缔合体的C=O伸缩振动吸收位移到 1700~ 
1800cm－1区（而游离C=0 伸展振动吸收是在 1710~1730cm－1区，苯环上的C=C仲展振动吸

收出现在1480~1500 cm－1 和1590~1610 cm－1），这两个峰是鉴别有无芳核存在的标志之一，

一般后者峰较弱，前者峰较强。 

三、主要仪器及试剂 

带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及附件、KBr 压片模具及压片机、玛瑙研钵、红外烘箱等。 
苯甲酸（分析纯）、KBr（分析纯）、无水乙醇等。 

四、实验步骤 

1．在玛瑙研钵中分别研磨 KBr 和苯甲酸至 2μ细粉，然后置于烘箱中烘 4~5h；烘干后

的样品置于干燥器中待用。 
2．取 1~2 mg 的干燥苯甲酸和 100~200mg 的干燥 KBr，一并倒入玛瑙研钵中进行研磨

直至混合均 。 
3．取少许上述混合物粉末倒入压片模中压制成透明薄片，然后放到红外光谱仪上进行

测试。 
4．测定一个未知样的红外光谱图。 

五、实验结果处理 

1．解析苯甲酸红外谱图中的各官能团的特征吸收峰，并作出标记。 
2．将未知化合物官能团区的峰位列表，并根据其他数据指出可能结构。 

六、思考题 

1．测定苯甲酸的红外光谱，还可以用哪些制样方法？ 
2．影响样品红外光谱图质量的因素是什么？ 



实验 16   聚苯乙烯样品红外吸收光谱的测定 

一、实验目的 

通过红外吸收光谱的测定，掌握红外光谱仪的使用方法。 

二、实验原理 

1. 本实验用有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仪测定有机物以及高分子的红外吸收光谱。 

2. 红外光谱作为“分子的指纹”广泛用于分子结构和物质化学组成的研究。根据分子对

红外光吸收后得到谱带频率的位置、强度、形状以及吸收谱带和温度、聚集状态等的关系

便可确定分子的空间构型，求出化学键的力常数、键长和键角。从光谱分析的角度看主要

是利用特征吸收谱带的频率推断分子中存在某一基团或键，由特征吸收谱带频率的变化推

测临近的基团或键，进而确定分子的化学结构，当然也可由特征吸收谱带强度的改变对混

合物及化合物进行定量分析。对苯二酚的红外吸收谱图 1 如上，可以看到在 3500cm-1处有

个大的吸收峰，这是羟基的吸收峰，3000 cm-1左右是C-H的吸收峰，1500 cm-1是C=C的吸

收峰。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55

 60

%
Tr

an
sm

itt
an

ce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4000  
Wavenumbers (cm-1)  

图 1 对苯二酚的红外吸收光谱 

三、实验仪器和试剂 

带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仪；压片机；多功能反射头。 

对苯二酚；聚苯乙烯薄膜；自备样品（塑料）。 

KBr 固体。 

四、实验内容 

1. 空气中CO2的测定：不放样品的情况下测试空气中的红外吸收谱图，在不扣除背景

的情况下可以看到CO2的红外吸收谱图，在分辨率为 4cm-1和 1cm-1两种情况下分别测

试。 



图 1   CO2分子的反对称伸缩振动(分辨率＝1 和 4 cm-1) 

 2260   2280   2300  2320  2340   2360   2380   
Wavenumbers (cm-1)

S
in

gl
e 

B
ea

m
 

R 枝 P 枝 

 

 

 

 

 

 

 

 

 

2. 邻苯二酚的测定 

（1）压片：将少量邻苯二酚固体加入到 KBr 粉末中，碾碎并拌 ，用压片机压成薄片。 

（2）测试：将压好的样品薄片放置在红外光谱仪中，测定样品的红外吸收光谱，需要

扣除背景。 

3. 聚苯乙烯薄膜的测定：将聚苯乙烯薄膜放置在红外光谱仪中，测定样品的红外吸收

光谱，需要扣除背景。 

五、结果处理 

   1. 空气中CO2的测定：分析两种分辨率下的谱图的异同。观察CO2的红外吸收精细结构。 

2. 邻苯二酚的谱图解析：将测得的谱图在谱图库中查询比对，看看是不是自己测得的

物质，并记录匹配度；分析谱图，将各种官能团指出来。 

3. 聚苯乙烯薄膜的谱图解析：将测得的谱图在谱图库中查询比对，看看是不是自己测

得的物质，并记录匹配度；分析谱图，将各种官能团指出来。 

 

 

 

 

 

 

 

 

实验 17   荧光光度分析法测定维生素 B2 



一、目的要求 

1. 学习和掌握荧光光度分析法测定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2. 熟悉荧光分光光度计的结构和使用方法。 

二、实验原理 

在紫外或波长较短的可见光照射后，一些物质会发射出比入射光波长更长的荧光。以

测量荧光的强度和波长为基础的分析方法叫做荧光光度分析法。 

对同一物质而言，若 alc<<0.05，即对很稀的溶液，荧光强度 F 与该物质的浓度 c 有以

下关系： 

                  F=2.3φf I0 alc                                         

式中：φf ——荧光过程的量子效率；I0 ——入射光强度；a——荧光分子的吸收系数；l——

试液的吸收光程。 

当I0和l不变时，F=Kc 。式中K为常数。因此，在低浓度的情况下，荧光物质的荧光

强度与浓度呈线性关系。 

维生素BB2 (VB2) 又叫核黄素，是橘黄色无臭的针状结晶。维生素B2B 易溶于水而不溶于

乙醚等有机溶剂。在中性或酸性溶液中稳定，光照易分解，对热稳定。其在 430~440nm蓝

光或紫外光照射下会发生绿色荧光，荧光峰峰值波长为535nm。VB2水溶液的荧光在pH=6~7

时 强，在pH=11 时消失。而维生素BB2在碱性溶液中经光线照射，会发生光分解而转化为

光黄素，后者的荧光比核黄素的荧光强的多。因此，测量维生素B2B 的荧光时，溶液要控制

在酸性范围内，且须在避光条件下进行。 

荧光分析实验首先选择滤光片（包括激发滤光片和荧光滤光片），基本原则是使测量

获得 强荧光，且受背景影响 小。激发光谱是选择激发滤光片的依据，该滤光片的 大

透射比与待测物质激发光谱的 大峰值波长相近。荧光物质的激发光谱是指在荧光 强的

波长处，改变激发光波长测量荧光强度的变化，用荧光强度激发光波长作图所得的谱图。

荧光光谱是选择荧光滤光片的主要依据。它是将激发光波长固定在 大激发波长处，然后

扫描发射波长，测定不同发射波长处的荧光强度即得荧光（发射）光谱。 

本实验采用标准曲线法来测定VB2的含量。 

三、仪器与试剂 

LS-55 型荧光分光光度计。 

（1）10.0 mg/L VB2标准溶液：准确称取 10.0 mg VB2，将其溶解于少量的 1%HAc中，

转移至 1000 mL  容量瓶中，用 1%HAc稀释至刻度，摇 。该溶液应装于棕色试剂瓶，置

于阴凉处保存。 



（2）待测液：取市售VB2一片，用 1%HAc溶液溶解，定容成 1000 mL，贮于棕色试剂

瓶中，置阴凉处保存。 

冰乙酸（AR）。 

四、实验内容及步骤 

1. 标准系列溶液的配制 
    在五个洁净的 50 mL容量瓶中，分别加入 1.00 、2.00 、3.00 、4.00 和 5.00 mL VB2标

准溶液，用稀释至刻度，摇 备用。 
2. 标准溶液的测定 
将适当的滤光片置于光路中，选择激发波长为 435 nm，发射波长为 535 nm。进入“标

准曲线”菜单，以蒸馏水为空白测“本底值”。然后按浓度由低到高顺序依次测定五个标准溶

液的荧光强度，并点击“拟合”，绘制标准曲线并保存。 
3. 待测试样的测定 
取待测溶液 2.50 mL 置于 50 mL 容量瓶中，用稀释至刻度，摇 。打开 2 中保存的标

准曲线，在相同条件下测定其荧光强度并记录其浓度。 

五、实验记录及数据处理 

以相对荧光强度为纵坐标，维生素BB2的质量为横坐标绘制标准曲线。 

从标准曲线上查出待测试液中维生素BB2的质量，并计算出试样中维生素B2B 的百分含

量。 

六、思考题 

1.  试解释荧光光度法较吸收光度法灵敏度高的原因。 

2. 维生素BB2在pH=6~7 时 强，本实验为何在酸性溶液中测定？ 

3. 怎样选择激发滤光片和荧光滤光片？荧光仪中为什么不把他们安排在一条直线上？ 
 

附录、LS-55 荧光分光光度计的使用 

1、打开电脑，打开荧光仪电源。 
2、荧光仪预热 5 分钟后，双击电脑上 FL-Winlab 图标。 
3、点击主窗口快捷图标出现彩色光路图，表明连接成功，若两分钟内不能连接，则需重

启计算机。    
4、点击（Apllication）菜单，选择（Scan）扫描，出现新窗口 Scan. 
5、点击 Set  Parameters，设定参数（注意更改文件名） 
6、开始扫描。 
7、扫描结束后，保存文件退出。 

 



实验 18   荧光分析法测定邻-羟基苯甲酸和间-羟基苯甲酸 
一.目的要求 

 1.掌握荧光分析法的基本原理和操作。 

 2.用荧光分析法进行多组分含量的测定的 

二.实验原理 

邻-羟基苯甲酸（亦称水杨酸）和间-羟基苯甲酸分子组成相同，均含一个能发射荧光

的苯环，但因其取代基的位置不同而具有不同的荧光性质。在 pH=12 的碱性溶液中，二者

在 310nm 附近紫外光的激发下均会发射荧光；在 pH=5.5 的近中性溶液中，间-羟基苯甲酸

不发射荧光，邻-羟基苯甲酸由于分子内形成氢键增加了分子刚性而有较强的荧光，且荧光

强度与 pH=12 时相同。利用这一性质，可在 pH=5.5 测定二者混合物中邻-羟基苯甲酸的含

量，间-羟基苯甲酸不干扰。另取同样量的混合物溶液，测定 pH=12 的荧光强度，减去 pH=5.5

时测得的邻-羟基苯甲酸的荧光强度，即可求出间-羟基苯甲酸的含量。 

三.仪器与药品 

LS-55 型荧光分光光度计；10mL 比色管；分度吸量管； 

邻-羟基苯甲酸标准溶液：60μg/mL (水溶液)；间-羟基苯甲酸标准溶液：60μg/mL (水

溶液)；NaOH 水溶液：0.1mol/L； 

pH=5.5 的 HAc-NaAc 缓冲溶液：47gNaAc 和 6g 冰醋酸溶于水并稀释至 1L 即得。 

四、实验步骤 

1. 标准系列溶液的配制： 

（1）分别移取 0.40，0.80，1.20，1.60，2.00mL 邻-羟基苯甲酸标准溶液于已编号的 10mL

比色管中，各加入 1.0mL pH=5.5 的 HAc-NaAc 缓冲溶液，以蒸馏水稀释至刻度，摇 。 

（2）分别移取 0.40，0.80，1.20，1.60，2.00mL 间-羟基苯甲酸标准溶液于已编号的 10mL

比色管中，各加入 1.2mL0.1mol/L 的 NaOH 水溶液，以蒸馏水稀释至刻度，摇 。 

（3）取未知溶液 2.0mL 于 10mL 比色管中，其中一份加入 1.0mL pH=5.5 的 HAc-NaAc 缓

冲溶液，另一份加入 1.2mL0.1mol/L 的 NaOH 水溶液，以蒸馏水稀释至刻度，摇 。 

2．荧光激发光谱和发射光谱的测定：测定（1）中第三份溶液和（2）中第三份溶液各

自的激发光谱和发射光谱，先固定发射波长为 400nm，在 250-350nm 区间进行激发波长扫

描，获得溶液的激发光谱和荧光 大激发波长 ；再固定激发波长 ，在 350-500nm

区间进行发射波长扫描，获得溶液的发射光谱和荧光 大发射波长 。此时，在激发波

长 处和发射波长 处的荧光强度应基本相同。 

max
exλ max

exλ

max
emλ

max
exλ max

emλ



3.荧光强度测定：根据上述激发光谱和发射光谱扫描结果，确定一组波长（ 和 ），使

之对二组分都有较高的灵敏度，并在此组波长下测定前述标准系列各溶液和未知溶液的荧

光强度I

emλ x
emλ

f。 

仪器操作注意：1. 工作曲线的测定和未知液测定时应保持仪器设置参数的一致；2. 开

机时先开氙灯再开计算机；3. 关机时先关计算机再关主机电源； 

五、结果处理： 

    以各标准溶液的If为纵坐标，分别以邻-羟基苯甲酸或间-羟基苯甲酸的浓度为横坐标制

作工作曲线。根据pH=5.5 的未知液的荧光强度，可以从邻-羟基苯甲酸的工作曲线上确定

邻-羟基苯甲酸在未知液中的浓度；根据pH=12 时未知液的荧光强度与pH=5.5 时未知液的

荧光强度的差值，可从间-羟基苯甲酸的工作曲线上确定未知液中间-羟基苯甲酸的浓度。 

六、思考题： 

1、 、 各代表什么？为什么对某种组分其 和 处的荧光强度应基本相同？ max
exλ max

emλ max
exλ max

emλ

2、从实验可以总结出几条影响物质荧光强度的因素？ 

 

 

 

 

 

 

 

 

 

 

 

 

 

 

 

 

 

 

 



实验 19  氨基酸的荧光激发、发射及同步荧光光谱的测量 

一、实验目的 

学习荧光分析法的基本原理和 LS－55B 发光分析仪的操作。 

二、实验原理 

荧光是分子从激发态的 低振动能级回到原来基态时发射的光。利用物质被光照射后

产生的荧光辐射对该物质进行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方法，称为荧光分析。 

在一定光源强度下，若保持激发波长 exλ 不变，扫描得到的荧光强度与发射波长 emλ 的

关系曲线，称为荧光发射光谱；反之，保持 emλ 不变，扫描得到的荧光强度与 exλ 的关系曲

线，则称为荧光激发光谱。在一定条件下，荧光强度与物质浓度成正比，这是荧光定量分

析的基础。荧光分析的灵敏度不仅与溶液的浓度有关，而且与紫外光照射强度及所选测量

波长等因素有关。 

酪氨酸(Tyr)、色氨酸（Try）、苯丙氨酸（Phe）是天然氨基酸中仅有的能发射荧光的组

分，可以用荧光分析法测定。它们的激发光谱和发射光谱有互相重叠的现象。同步扫描荧

光光谱技术可以简化、窄化光谱，提高选择性。 

三、实验仪器和试剂 

LS-55B 型荧光光谱仪；移液枪；50mL 容量瓶 2 支; 废液池（烧杯）一只； 

氨基酸储备液：色氨酸 4mg/l，苯丙氨酸 100mg/l；去离子水。 

四、实验步骤 

1．打开电脑和光谱仪主机，将仪器预热 20 分钟左右。设定仪器参数：全波长预扫描参

数，用储备液在 50mL 容量瓶中配置溶液，加水定溶后，使得色氨酸浓度为 0.1mg/l, 苯丙

氨酸 10mg/l；对两种溶液进行预扫描，并记录扫描结果。同时查看其拉曼波长、瑞利散射

波长、以及双倍频峰波长。 

2．从预扫描得到激发和发射波长的初步结果（200 – 600nm），分别对两种氨基酸溶液测

量它们的荧光激发、发射和同步荧光光谱。 

激发光谱参数：扫描波长范围 200 - 350nm。 emλ (Phe)=287nm， 扫描速度=1000nm/min, 

Ex-Slit=10nm, Em-slit=5nm, 记 录 信 息 ； emλ (Try)=357nm, 扫 描 速 度 =1000nm/min, 

Ex-Slit=10nm, Em-slit=7.5nm,记录信息。 

发射光谱参数：扫描波长范围 200 - 400nm；λex（Phe）=206nm, 扫描速度=1000 nm/min, 



Ex-Slit=10nm, Em-slit=5nm, 记 录 信 息 ； λex(Try)=217nm, 扫 描 速 度 =1000 nm/min, 

Ex-Slit=10nm, Em-slit=7.5nm,记录信息记住取文件名。 

同步荧光光谱：扫描波长范围 200-350nm, Δλ( emλ - exλ )（Phe）=81nm,扫描速度

=1000nm/min, Ex-Slit=10nm, Em-slit=15nm,记录信息； Δλ( emλ - exλ )（Try）=140nm,扫描速

度=1000nm/min, Ex-Slit=10nm, Em-slit=12.5nm。 

（注意：由于物质的荧光性质受许多条件的影响，以上实验参数仅供参考，具体参数

的选择视实际情况而定。） 

五、数据处理 

1．用实验获得的数据绘制两种氨基酸的激发、发射、同步光谱图（如图 1、1）。 

2．从激发和发射光谱中找出 大激发波长和 大发射波长值，以及它们相对应的峰高。

在它们的同步荧光光谱中也确定 大波长和对应的峰高。 

 

图 1. 苯丙氨酸荧光谱图 

苯丙氨酸扫描激发波长在 206nm 和 260nm 两处出现 高峰，本实验选择 206nm 为

大激发波长。此外，激发波长曲线在 280－300nm 处出现了一个十分完美的峰，请注意，

此峰为倍频峰，非激发波长峰（由于发射波长固定为 287nm，因此激发波长曲线实际在 200

－286nm 之间。） 



 
图 2. 色氨酸的荧光光谱图 

色氨酸扫描激发波长在 217nm 和 277nm 处有两个 大峰，本实验选择 217nm 固定为

大激发波长。 

六、思考题 

1．对待测溶液进行预扫描的有何作用？ 

2．观察激发波长的整数倍处荧光发射光谱在有何特点？该波长是否适合于进行定量分

析？ 

3．同步荧光技术有哪些优点？比较激发、发射和同步荧光光谱中的峰值及对应波长，

比较他们的不同，并解释原因。 

4．通过两种氨基酸的化学结构，是否可以不经试验判断其荧光强度的大小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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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比较紫外分光光度法和荧光分析法的区别和各自的优缺点。 
 
 
 
 
 
 

 



实验 20   电位滴定法测定 HCl 和 HAc 含量 

一、实验目的 

1. 通过实验了解电位滴定仪的构造、原理和使用方法； 

2. 学会电位滴定法的结果处理方法。 

二、实验原理 

电位滴定法是根据指示电极在等当点处产生“电位突跃”，从而确定滴定终点的一种方

法。碳酸盐和重碳酸盐的电位滴定是以HCl为滴定剂，以玻璃电极为指示电极，饱和甘汞

电极为参比电极，和试液组成电池，指示电极的电位随H+离子活度不同而变化，根据加入

滴定剂的体积和电位变化，利用切线法和一阶微商、二阶微商法求出滴定终点体积，根据

HCl的浓度可以计算出碳酸盐和重碳酸盐的浓度，设置好滴定终点的pH值可以由电位仪自

动控制滴定。 

三、仪器和试剂 

SB-10 酸度计；pH 玻璃电极+饱和甘汞电极复合电极；电磁搅拌器；酸式滴定管。 

   pH 值分别为 4.00、6.86、9.18 的标准缓冲液（20℃）；HCl+HAc 混合液； 

0.1000 mol•L-1的NaOH标准液（已标定） 

四、实验步骤 

1. 校正：用标准缓冲液校正酸度计的 pH 值（方法见酸度计的使用指南）。 

2. 测定滴定过程的pH值： 吸取内含HCl和HAc的混合液 25.00mL于 50ml的烧杯中，浸

入玻璃电极—甘汞电极组，利用电磁搅拌器搅拌，以 0.1000 mol•L-1的NaOH标准液作滴定

剂，进行电位测定。每加入一定体积的滴定剂记录其相应的平衡pH值，在开始滴定时每加

入 0.5mL的滴定剂记录一次pH，接近等量点附近时，每加入 0.1mL的滴定剂记录一次pH，

等量点过后仍每加入 0.5mL的滴定剂记录一次pH至过量 20%时止。 

3.以记录的 pH 值对应消耗 NaOH 标准液体积绘制滴定曲线，采用“三切线法”获得到

第一等量点和第二等量点时消耗的 NaOH 标准液体积值；也可采用微商法获得滴定终点。 

五、数据处理 

1. 列表记录pH—V（ml）数据，根据加入NaOH体积和相应pH值计算∆pH、∆V、∆pH/∆V、

∆2pH/∆V2，绘制pH—V曲线，确定出滴定终点消耗的NaOH的V1（ml）、V21（ml）值。 

表  以 0.1000 mol·L-1的NaOH标准液滴定HCl和HAc的混合液 



加入 NaOH 体积 

V（ml） 
pH pH /V ∆ pH /∆V ∆2 pH /∆V2

     

     

     

     

     

     

     

     

     

     

     

 

2. 按下式计算未知样中 HCl 和 HAc 的浓度： 

00.25
1000.0 1

HCl3

V
c

×
=  mol·L-1 

00.25
)(1000.0 12

HAc3

VV
c

−×
=  mol·L-1

六、思考题 
1. 在该混合体系中，如何判断哪种成分先被滴定？ 
2. 可以预计混合体系中哪种成分的滴定突跃会较大吗？为什么？ 

 

 

 

 

 

 

 

 

 



实验 21   电位滴定法连续测定碘氯混合液中I
-
、Cl

-
的浓度 

一、实验目的 
1. 熟练电位滴定实验技术。 
2. 熟练电位滴定法连续测定I-、Cl-（Br-）的基本原理。 

二、实验原理 
用电位滴定法测定I-或连续滴定卤素离子混合液分别测定I-、Cl-、Br-，通常用AgNO3溶

液作滴定剂，银电极作指示电极（负极）、双液接饱和甘汞电极作参比电极（正极）插入

样液中组成电池滴定反应如下： 
Ag+ + X-=AgX↓ 

滴定过程中，电池的电动势可根据沉淀的溶度积和被测离子浓度（或银离子浓度）由

Nernst 方程式算出： 
E =φSCE-φAg+/Ag

             =φSCE -(φ0
Ag+/Ag + 0.059lgc（Ag+）)     

25℃时，φSCE =0.244V， φ0
Ag+/Ag=0.799V 

代入得：E=-0.555 – 0.059lg c（Ag+）              
对于I-的滴定，在化学计量点前，Ag电极的电极电位决定于I-浓度： 

c（Ag+）=Ksp·AgI/c（I-）=8.3×10-17/ c（I-） 
化学计量点时： 

c（Ag+）= c（I-）=Ksp·AgI = 9.1×10-9mol·L-1

代入得：Ee.p= -0.080V 
化学计量点后，Ag 电极的电极电位决定于过量滴定 Ag+的浓度，电池的电动势可算

出。 
由上知：随着滴定剂的加入，待测离子和 Ag+的浓度在不断变化，化学计量点前后

Ag+浓度的实变将使电池电动势（即 Ag 电极的电位）呈现明显的突跃。 
如果滴定I-、Cl-、Br-的混合物，根据分步沉原理，首先生成AgI沉淀，再依次生成AgBr

沉淀、AgCl沉淀，滴定将产生三个电位突跃，可据各个终点所用滴定剂体积分别求得碘、

溴、氯的含量。 
由=Ksp·AgI/Ksp·AgCl=4.7×10-7知：当AgCl开始沉淀时，I-已沉淀。可准确地连续滴定I-和

Cl-。 

三、仪器与试剂 
酸度计，附 Ag极和 217 型双液接饱和甘汞电极（或用饱和KNO3溶液琼脂盐桥与SCE

相连）；电磁搅拌器；25mL酸式滴定管（棕色）； 25mL移液管；细砂纸。 
0.1 mol·L-1 AgNO3标准溶液；未知液Ⅰ（约 0.025mol·L-1溶液）；未知液Ⅱ（约 0.025mol·L-1 

I-、Cl-、Br-混合液）。固体Ba(NO3)2或Ca(NO3)2(A·R)；饱和KNO3溶液。 

四、实验步骤 
1. 仪器安装与调校： 
将Ag电极打磨光亮并洗净后接酸度计负极上，将饱和甘汞电极（套管内充饱和KNO3溶

液）接在正极上。接通电源，预热后按照酸度计的使用说明调校好仪器（开+mV档）。 
2. 测定： 
（1）准确移取未知液Ⅰ25.00mL于 100mL烧杯中，加蒸馏水 25mL、6mol·L-1 HNO3溶

液 3 滴和Ba(NO3)20.5g，放入搅拌器，插入电极，开动搅拌器，即可用AgNO3标准溶液进



行滴定。记录各点所用AgNO3标准液的mL数和相应电池电动势的mV数(静态下)。滴定始、

末每次滴加 0.5-1mL标准液记录一次，化学计量点附近每次滴加 0.1mL标准液记录一次。

两次平行滴定结果相对误差在 1%以内即可。 
（2）再移取示知液Ⅱ25.00mL，按上述步骤用AgNO3标准溶液滴定。 
3. 实验完毕，用镜头纸擦去电极上的沉淀，并插入浓氨水中溶解干净沉淀，用蒸馏水

洗净干燥后保存。 

五、数据处理 
1. 用电动势对加入AgNO3溶液体积作图，绘出E-VAgNO3滴定曲线。 
2. 用三切线法求出终点时消耗的AgNO3溶液体积，算出未知液中各离子的含量。以

mol·L-1和g·L-1表示。 
注意： 
1. 每次滴定前都需用细砂纸将 Ag 电极轻轻打光，用水洗净，以保证滴定数据的重复

性。 
2. 若无双液接甘汞电极，可用饱和硫酸亚汞电极(φ=0.620V)或玻璃电极作参比电极插

入未知液中。也可用 232 型SCE插入盛有饱和KNO3溶液烧杯中，用盐桥与被滴液相连。 
3. 将未知液用HNO3酸化或加入强电解质Ba(NO3)2、Ca(NO3)2等可消除沉淀吸附，提

高测定的准确度。 
4. 盛未知液的烧杯必须洗净，以防止自来水中Cl-对结果的严重响。 
5. 为使突跃更明显，可在被滴液中加入一些有机溶剂（乙醇、丙酮等），以降低沉淀

的溶解度。 

六、思考题 
1. 试计算I-、Cl-开始被滴定时电池电动势的mV值（设I-、Cl-的浓度都为 0.01 mol·L-1）？

所用电极对中谁是正极？ 
2. 滴定Cl-时，化学计量点的电动势是多少？ 
3. 化学行量点后电池的电动势是多少？此时电极对中那一电极是正极？ 
4. 滴定过程中电池的正负极为什么要调换方向？是否可以不调？ 
5. 在沉淀滴定中玻璃电极为什么可作参比电极使用？还有什么电极可作为指示电极

使用？ 
 

 

 

 

 

 

 

 

 

 

 



实验 22   离子选择性电极分析水样中的氟含量 

 

一、实验目的： 

1、了解用F－
离子选择电极测定水中微量氟的原理和方法。 

2、了解总离子强度调节缓冲溶液的组成和作用。 

3、掌握用标准曲线法测定水中微量F－
的方法。 

二、实验原理： 

饮用水中氟含量的高低，对人体健康有一定影响，含量太低时易得龋齿病，含量高时

又产生氟中毒现象，一般比较适宜的含量为 0.5~1mg/mL，离子选择电极电位法测定氟含量

操作简便，干扰少，不必进行预处理，故而已成为氟的常规分析方法。 

氟离子选择电极是一种均相晶体膜电极，当它与甘汞参比电极组成电池： 

         

Hg HgCl2,KCl(饱和)
试液

LaF3单晶膜 NaF,NaCl,AgCl Ag
甘汞电极 氟电极  

时整个电池的电动势为：E电池= EF¯E参                                

甘汞电极电位在测定中保持不变，氟离子选择电极电位在测定中要随氟离子活度的变

化而变化，加入TISAB后，电池的电动势E在一定条件下与F－
离子的活度的对数值成直线

关系： 

                          FF
RTKE αlg303.2

−=  

式中K值为包括内外参比电极的电位，液接电位等的常数。通过测量电池电动势可以

测定F－
离子的活度。当溶液的总离子强度不变时，离子的活度系数为一定值，则 

                  Fc
F

RTKE lg303.2
−′=  

E与F－
离子的浓度cF－的对数值成直线关系。因此，为了测定F－

离子的浓度，常在标准

溶液与试样溶液中同时加入相等的足够量的惰性电解质作总离子强度调节缓冲溶液，使它

们的总离子强度相同。氟离子选择电极适用的范围很宽，当F－
离子的浓度在 1~10－6 mol/L

范围内时，氟电极电位与pF（F－
离子浓度的负对数）成直线关系。因此可用标准曲线法或

标准加入法进行测定，本实验采用标准曲线法。 
应该注意，因为直接电位法测得的是该体系平衡时的F－

，因而氟电极只对游离F－
离子

有响应。在酸性溶液中，H＋
离子与部分F－

离子形成HF或HF2
－
，会降低F－

离子的浓度。在

碱性溶液中LaF3薄膜与OH－
离子发生交换作用而使溶液中F－

离子浓度增加。因此溶液的酸

度对测定有影响，氟电极适宜测定的pH范围为 5~7。另外测定氟含量时，温度、离子强度、



共存离子也要影响测定的准确度。因此，需向标准溶液和待测试样中加入TISAB。 

三、仪器与试剂： 

PB-10 离子计、氟离子选择电极、甘汞电极、电磁搅拌器、容量瓶、移液管、吸耳球、

小烧杯。 

试剂：（1）100 μg/mL 氟标准溶液：准确称取在 120℃干燥 2 小时并冷却的分析纯 NaF 

0.221 g，溶于去离子水中，转入 1000 mL 容量瓶中稀释至刻度，储于聚乙烯瓶中。使用时

可逐步稀释得到其他浓度氟标准溶液。 
（2）TISAB（总离子强度调节缓冲溶液）：于 1000 mL烧杯中加入 500 mL去离子水和

57 mL冰醋酸，58 g NaCl、12 g柠檬酸钠（Na3C5H5O7。2H2O），搅拌使之溶解，将烧杯放在

冷水浴中，缓缓加入 6 mol/L NaOH溶液，直至pH在 5.0~5.5 之间（约 125 mL，用pH计检

查）。冷至室温，转入 1000 mL容量瓶中，用去离子水稀释至刻度。 

自来水样。 

四、实验内容与步骤： 

1. 氟离子选择电极的准备：氟离子选择电极在使用前于 10-3mol/L的NaF溶液中浸泡活化

1—2 小时，用蒸馏水清洗电极（其在蒸馏水中的电位值约-200mV）。 

2. 预热仪器 20 分钟，置离子计于 mV 档，校正仪器，调仪器零点。氟电极接仪器负极

接线柱，甘汞电极接仪器正极接线柱。将两电极插入蒸馏水中，开动搅拌器，使电位小于

-200mV，若读数大于-200mV，则更换蒸馏水，如此反复几次即可达到电极的空白值。若

仍不能使电位小于-200mV，可用金相砂纸轻轻擦拭氟电极，继续清洗至-220mV。 

3. 标准曲线的绘制：吸取 1 mL 10 μg/mL氟标准溶液 0.00 、1.00 、3.00、5.00、7.00、

9.00 mL。分别放入 50 mL容量瓶中，加入 0.1％溴甲酚绿溶液 1 滴，加 2 mol/L NaOH溶液

至溶液由黄变蓝。再加入HNO3溶液至恰变黄色。加入总离子强度缓冲溶液 10 mL，用去离

子水稀释至刻度，摇 ，得到F－
离子溶液的标准系列。将标准系列溶液由低浓度到高浓度

依次转入塑料烧杯中，插入氟电极和参比电极，在电磁拌器上搅拌 4 min，停止搅拌半分

钟，开始读取平衡电位，然后每隔半分钟读一次，直至 3 min内不变为止，记下读数。以

测得的电位值为纵坐标，以F-浓度为横坐标在半对数坐标纸上作mV－[F－]图，或在普通坐

标纸上作mV－pF图，即得标准曲线。 

4. 水样中F-活度的测定：吸取含氟水样 25 mL于 50 mL容量瓶中，加入 0.1％溴甲酚绿溶

液 1 滴，加 2 mol/L NaOH使溶液由黄变蓝，再加 1 mol/L HNO3溶液至由兰恰变黄色。加入

总离子强度调节缓冲液 10 mL，用去离子水稀释至刻度，摇 。在与标准曲线相同的条件

下测定电位，重复三次。 



5. 清洗电极：测定结束后，用蒸馏水清洗电极多次，收入电极盒保存。 

五、数据处理： 

1. 在标准曲线的线性区间，计算其斜率 k，截距 b，相关系数 r。 

2. 计算水样中F-活度的平均值x mol/L，及标准偏差。 

六、思考题 

1. 氟电极测定F－
离子的原理是什么？ 

2. 用氟电极测得的是F－
浓度还是活度？如果要测定F－

离子的浓度，应该怎么办？ 
3. 总离子强度调节缓冲溶液包含哪些组分？各组分的作用怎样？ 

 

 

 

 

 

 

 

 

 

 

 

 

 

 

 

 

 

 

 

 

 

 

 

 

 

 



实验 23  循环伏安法判断电极过程 

一、实验目的 

1. 了解电化学工作站仪器的基本构造和使用方法 

2. 掌握伏安扫描测定法,理解并掌握循环伏安法判断电极行为的原理和方法。 

二、 实验原理 

铁氰化钾溶液在循环伏安激励信号的作用下将发生氧化-还原反应： 

O + e = R 
峰电流可表示为 

cvKip ⋅⋅= 2
1

 

可见峰电流与被测物浓度成正比，与扫描速率 v有关。 

对一个氧化还原的可逆体系，氧化峰电流与还原峰电流之比： 

                   1
pc

pa =
i
i

 

氧化峰电位与还原峰电位之差： 

             )V(058.0
pcpa Z
≈−=Δ ϕϕϕ   Z 为电极反应得失的电子数。 

根据阳极峰电位和阴极峰电位之差和氧化峰电流与还原峰电流之比，可判断电极在铁

氰化钾溶液中的可逆性。 

三、仪器与试剂 

仪器：电化学分析仪（LK2005A，连接到计算机）；以铂电极为对电极，Ag|AgCl 电极

（或甘汞电极）为参比电极，玻碳电极为工作电极构成三电极系统。 
试剂：去离子水；无水乙醇（分析纯）；0.5mol/L KNO3溶液；1.00mmol/L K3Fe(CN)6

溶液。 

四、实验步骤 

1. 洗净电解池（小玻璃烧杯），加入 0.5mol/L KNO3+1.00mmol/L K3Fe(CN)6溶液作为

试液； 
2. 电极预处理：用金相砂纸从粗到细逐渐磨光电极表面，再用Al2O3粉将铂电极表面抛

光。用丙酮、乙醇檫洗，用蒸馏水冲洗干净，用滤纸吸干电极面的水，将它接入电解池.
接好各电极接线. 

3. 点击电化学系统图标，打开操作界面。在测量技术中选择 CV(循环伏安法)方法，在

测量参数中输入合适的参数，以扫描速度 60mV/s 扫描+0.80～－0.20 V 的循环伏安图 2 圈。

记录结果。 
4. 不同扫描速率下体系的循环伏安曲线及峰值：以不同扫描速率：10、40、60、80、1

00 和 200 mV/s 进行扫描；分别记录从+0.80～－0.20 V 扫描的循环伏安图。注意每次扫描

之间，为使电极表面恢复初始条件，应将电极提起后再放入溶液中或用搅拌子搅拌溶液，

等溶液静止 1～2 min 再扫描。 



5. 选择 LSV（线性扫描伏安法），改变扫描速度（从 10mV/s～500mV/s）进行扫描. 

五、结果处理 

1. 计算阳极峰与阴极峰的电位差和氧化峰电流与还原峰电流之比，判断其电极的行为。 

2. 计算该体系的得失电子数. 

3. 处理 LSV 的数据. 

六、思考题 

1. 该电极反应的可逆性如何？ 

2. 从 LSV 数据能说明哪些问题？ 

 
 
 
 
 
 
 
 
 
 
 
 
 
 
 
 
 
 
 
 
 
 
 
 
 
 
 
 
 
 
 
 
 
 

 



实验 24    溶出伏安法测定水中微量铅和镉 

一、实验目的 

1．熟悉溶出伏安法的基本原理。 

2．掌握同位镀汞阳极溶出法的技术特点和汞膜电极的使用方法。 

3．了解一些新技术在溶出伏安法中的应用。 

4．了解废液中汞，铅的处理方法，加强环保意识。 

二、方法原理 

溶出伏安法的测定包含两个基本过程。即首先将工作电极控制在某一条件下，使被测

物质在电极上富集，然后施加线性变化电压于工作电极上，使被富集的物质溶出，同时记

录电流（或者电流的某个关系函数）与电极电位的关系曲线，根据溶出峰电流（或者电流

函数）的大小来确定被测物质的含量。 

溶出伏安法主要分为阳极溶出伏安法，阴极溶出伏安法和吸附溶出伏安法。如果以还

原电位为富集电位，线形变化的氧化电位为溶出电位，则称此方法为常规阳极溶出伏安法。

本实验采用溶出伏安法测定水中的 Pb（Ⅱ）、Cd（Ⅱ），其两个过程可表示为： 

M2+（Pb2+、Cd2+） + 2e- +  Hg    M（Hg） ⎯⎯→⎯富集

本法使用玻碳电极为工作电极，采用同位镀汞膜测定技术。这种方法是将分析溶液中

加入一定量的汞盐（通常是 10-5~10-4mol·L-1Hg(NO3)2），在被测物质所加电压下富集时，

汞与被测定物质同时在玻碳电极的表面上析出形成汞膜（汞齐）。然后在反向电位扫描时，

被测物质从汞中“溶出”，而产生“溶出”电流峰。所产生的溶出电流峰与被测物浓度成

正比。 

在酸性介质中，当电极电位控制位-1.0V（vs.SCE）时，Pb2+、Cd2+与Hg2+离子同时富

集在玻碳工作电极上形成汞齐膜。然后当阳极化扫描至-0.1V时，可得到两个清晰的溶出电

流峰。铅的波峰电位约为-0.4V左右，而镉的为-0.6V左右（vs.SCE）。如下图所示： 

 
本法可分别测定低至 10-11 mol·L-1的铅、镉离子。 



三、仪器和试剂 

LK2005A 电化学工作站；玻碳工作电极、甘汞参比电极及铂辅助电极组成测量电极

系统。磁力搅拌器；秒表；容量瓶 50mL 若干。 

1.00×10-2 mol·L-1铅离子标准储备溶液；1.00×10-2 mol·L-1镉离子标准储备溶液。 

5.0×10-3mol·L-1硝酸汞溶液；1 mol·L-1盐酸。 

纯氮气（99.9%以上）。 

四、实验步骤 

1．预处理工作电极。 

将玻碳电极在 6﹟金相砂纸上小心轻轻打磨光亮，成镜面。用蒸馏水多次冲洗， 好

是用超声波清洗 1~2min。用滤纸吸去附着在电极上的水珠。 

2．配制试液。 

取两份 25.0mL水样置于 2 个 50mL容量瓶中，分别加入 1 mol·L-1HCl 5mL，5×

10-3mol·L-1硝酸汞溶液 1.0mL。在其中一个容量瓶中加入 1.0×10-5 mol·L-1铅离子标准溶

液 1.0mL和 1.0×10-5 mol·L-1镉离子标准溶液 1.0mL（铅、镉标准溶液用标准贮备溶液稀

释配制）。均用蒸馏水稀释至刻度，摇 。 

3．测定。 

将未添加Pb2+、Cd2+标准溶液的水样置电解池中，通N2气 5min后放入清洁的搅拌磁子，

插入电极系统。将工作电极电位恒于-0.1V处再通入N2气 2min。启动搅拌器，调工作电极

电位至-1.0V，在连续通N2气和搅拌下，准确计时，富集 3min。停止通N2气和搅拌，静置

30s。以扫描速度为 150mV/s反向从-1.0V至-0.1V阳极化扫描，记录伏安图。 

 将电极在-0.1V 电位停留，启动搅拌器 1min，解脱电极上的残留物。如上述重复测

定一次。 

按上述操作手续，测定加入Pb2+、Cd2+标准溶液的水样，同样进行两次测定。 

测量完成后，置工作电极电位在+0.1V 处，开动电磁搅拌器清洗电极 3min，以除掉电

极上的汞。取下电极清洗干净。 

五、结果处理 

1．列表记录所测定的实验结果。 

2．取两次测定的平均峰高，按下述公式计算水样中Pb2+、Cd2+的浓度。 

  
VhH

Vch
c ss

x ⋅−
⋅⋅

=
)(

       



式中：h为测得水样的峰电流高度；H为水样加入标准溶液后测得的总高度；cs为标准

溶液的浓度（mol·L-1）；Vs为加入标准溶液的体积（mL）；V为取水样的体积（mL）。 

六、思考题 

1．溶出伏安法有哪些特点？ 

2．哪几步实验手续应该严格控制？ 

 
 

 

 

 

 

 

 

 

 

 

 

 

 

 

 

 

 

 

 

 

 

 

 

 



实验 25  气路系统的连接、检漏、载气流速的测量与校正 

一、目的要求 

1. 了解气相色谱仪的结构，熟悉各单元组件的功能 

2. 熟悉气路系统，掌握检验方法。 

3. 掌握载气流速的测量和校正方法。 

二、基本原理 

1. 气路系统 

气路系统是气相色谱仪中极为重要的部件。气路系统主要指载气连续运行的密闭管

路，包括连接管线、调节测量气流的各个部件以及汽化室、色谱柱、检测器等。使用氢焰

检测器时，还需引入辅助气体，如氢气、空气等。它们流经的管路也属于气路系统。 

由高压钢瓶供给的载气，先经减压表使气体压力降至适当值，再经过净化管进入色谱

仪。色谱仪上的稳压阀、压力表、调节阀、流量计等部件是用来调节、控制、测量载气的

压力和流速的。氢气、空气气路系统也分别装有相应的调节、控制、测量部件。 

气路系统必须保持清洁、密闭，各调节、控制部件的性能必须正常可靠。 

2. 载气流速 

载气流速是影响色谱分离的重要操作之一，必须经常测定。色谱仪上的转子流量计，

用以测量气体体积流速，但转子高度与流速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且与介质有关。故需用

皂膜流量计加以校正。 

（1）视体积流速（F ′ CO） 

用皂膜流量计在柱后直接测得的体积叫视体积流速。它不仅包括了载气流速，且包括

了当时条件下的饱和蒸汽流速。 

（2）实际体积流速（FCO） 

Pc
PwPocoFFco −′=  

PO：大气压，mmHg；PW：室温下的饱和水蒸气压，mmHg 

（3）校正体积流速（FC） 

由于气体体积随温度变化，而柱温又不同于室温，故需作温度校正。 

FC=FCO 
Ta
Tc        TC：柱温；Ta：室温 

（4）平均体积流速（ cF ） 

气体体积与压力有关。但色谱柱内压力不均，存在压力梯度，需进行压力校正。 



cF =FC
1)/(2
1)/(3

3

2

−
−

PoPi
PoPi

Pi：柱入口处载气压力；Po：柱出口处载气压力，计算时 Pi、Po 单位要相同 

三、仪器和试剂 
气相色谱仪，气源；秒表；皂膜流速计。 
10%NaOH 

四、实验步骤 

气相色谱常以高压钢瓶气为气源，使用钢瓶必须安装减压表。 

1. 正确选择减压表。 

减压表接口螺母与气瓶嘴的螺纹必须匹配。减压表上有两个弹簧压力表，示值大的指

示钢瓶内的气体压力，小的指示输出压力。开启钢瓶时，压力表指示瓶内压力，用肥皂水

检查接口处是否漏气。 

2. 准备净化管 

（1）清洗净化管：先用 10%NaOH 溶液浸泡半小时，用水冲洗烘干。 

（2）活化清洗剂：硅胶—120℃烘至蓝色；活性炭—300℃烘 2 小时；分子筛—550℃3 小

时。不得超过 600℃ 

（3）填装净化管：三种等量净化剂依次装入净化管，之间隔以玻璃棉。标明气体出入口，

出口处塞一玻璃棉。硅胶装在出口处。 

3. 管道的连接：用一段管子将净化管连接到减压表出口，净化管的另一端接一可达色谱

仪的管子。开启气源，用气体冲洗一下，遂关气源，将管道接到仪器口。 

4. 检漏：保证整个气路系统的严密性十分重要，须认真检查，易漏气的地方为各接头接

口处。检漏方法： 

（1）开启气源，导入载气、调节减压标为 2.5 kg/cm2，先关闭仪器上的进气稳压阀。用

小毛笔蘸肥皂水检查从气源到接口处的全部接口。 

（2）将色谱柱接到热导检测器上，开启进气减压阀，并调节仪器上压力表：2 kg/cm。调

转子流量计流速 大，堵住主机外侧的排气口，如转子流量计的浮子能落到底，则不漏气；

反之，则需用肥皂水检查仪器内部各接口。 

（3）氢气，空气的检查同前。 

（4）漏气现象的消除：上紧丝扣接口，如无效，卸开丝扣，检查垫子是否平整，不能用

时需更换。 

5. 载气流速的测定及校正 



（1）将柱出口与热导检测器相连，在皂膜流量计内装入适量皂液。使液面恰好处于支管

口的中线处，用胶管将其与载气相连。 

（2）开启载气，调节载气压力至需要值，调节转子高度。一分钟后轻捏胶头，使皂液上

升封住支管即会产生一个皂膜。 

（3）用秒表记下皂膜通过一定体积所需的时间，换算成以 mL/min 为单位的载气流速。 

（4）用上述方法，依次测定转子流量计高度为 0、5、10、15、20、25、30 格时的体积

流速，然后测定另一气路的流速。 

（5）再分别测量以氢气为载气的气路的流速。 

五、数据处理 

1. 以转子流量计上转子的高度为横坐标，以视体积流速为纵坐标，绘制转子流量计的校

正曲线，同时记录载气种类、柱温、室温、气压等参数。 

2. 根据视体积流速，按下式可计算出实际体积流速 

Po
PwPccoFFco −

•′=  

3. 据下式求出在柱温条件下载气在柱中的校正体积流速 

Ta
TcFcoFc •=  

[注意事项]： 

1. 氢气减压表只许安装在自燃性气体钢瓶上 

2. 氧气减压表安装在非自燃性气体钢瓶上 

3. 安装减压表时，所有工具及接头，一律禁油 

4. 开启钢瓶时，瓶口不准对向人和仪器 

5. 凡涂过皂液的地方用滤纸擦干。 

[附表] 不同温度时水的饱和蒸汽压 
温度/℃ Pw/mmHg 温度/℃ Pw/mmHg 温度/℃ Pw/mmHg 

10 9.12 20 17.5 30 31.8 

11 9.84 21 18.7 31 33.7 

12 10.5 22 19.8 32 35.7 

13 11.2 23 21.1 33 37.7 

14 12.0 24 22.4 34 39.9 

15 12.8 25 23.8 35 42.2 

16 13.6 26 25.2 36 44.6 

17 14.5 27 26.7 37 47.1 

18 15.5 28 28.3 38 49.7 

19 16.5 29 30.0 39 52.4 



六、思考题 

1. 气相色谱仪是有哪几部分组成的？各起什么作用？ 

2. 如何检验色谱系统的密闭性？ 
 

 

 

 

 

 

 

 

 

 

 

 

 

 

 



实验 26    气相色谱中最佳载气流速的测定 

一、实验目的 
1．学习测定并绘制色谱柱柱效与载气流速的关系曲线，确定 佳流速。 
2．掌握计算板高方程中 A、B、C 三常数的方法。 

二、方法原理 
气相色谱法能否很好地完成所给定物质对的分离，主要取决于色谱峰间的相对距离及

色谱峰的扩宽程度，前者与固定相的选择有关，后者是柱子的设计情况及其操作条件的结

果，与柱效有关。柱效能指标用理论塔板数 n 表示，而将每一塔板数对应的柱长用 H 表示，

称为理论塔板高度，它们之间有如下关系： 

n
LH =            

显然，柱效越高，n 值越大，H 则越小。理论塔板数 n 仅仅是一个估算柱效能的理论

概念，并不能用来作为柱分离能力的绝对量度。因此，只能够将它用来比较类型（或标准）

的柱子，衡量它们的装填情况。n 可用下式从色谱图上求得： 

2

2
1

)(54.5
Y
tn R×=              

这里tR是样品的保留时间，Y1/2是色谱峰的半宽度。 
柱子的性能对柱效的影响，可以用板高方程表示： 

μμ CBAH ++=            

式中 u 是流动相的平均线速度；A，B，C 为常数，分别代表涡流扩散项系数、分子扩

散项系数、传质阻力项系数。 
从该式可以看出，涡流扩散项 A 与载气流速无关，它取决于柱子的装填等因素。然而

纵向扩散项和传质阻力项与流速 u 有关，若采用合适的载气流速可以提高柱效，减小谱带

的扩宽。测定不同流速时对应的理论塔板高度，以 H 对 u 做图，可得到 H—u 曲线。并可

分析得知塔板高度 小（H（ 小））时，所对应的流速为 佳流速（u（ 佳））。当已

知 A，B，C 三常数时，u（ 佳）和 H（ 小）可通过微分板高方程求得，即： 

C
B

=佳）(μ      

BCAH 2( +=小）  

在一定条件下， 0Fu ∝ （ 0F 为皂膜流量计测得的平均体积流速），所以，本实验以 0F

代替 μ对 H 作图来定性验证范氏方程。 

三、仪器和试剂 
气相色谱仪，热导池检测器。气源；秒表；皂膜流速计；进样注射器：10μL，100μL。 
色谱柱：柱长 2m，内径 2~4mm，6201 担体上涂渍邻苯二甲酸二壬酯（100：（10~15）

固定液。 
正己烷（A.R） 

四、实验步骤 



1．在开启仪器之前，对照仪器读懂气相色谱仪的操作说明。 
2．在教师指导下，开启仪器： 

（1）打开氮气钢瓶，调节减压阀，使出口压力为 0.5MPa； 
（2）打开转子流速计，调节载气流速为 25~35mL/min； 
（3）接通柱炉、气化室和检测器的电流，用温控旋钮，使它们的温度分别为 85~90℃，

120~140℃，100~120℃。 
3．在气相色谱仪气体出口处连接皂膜流速计。 
4．学习柱后流速的测定： 
挤压皂膜流速计下端的橡皮泡，使形成皂膜被入口的气流携带沿管移动，用秒表记下

皂膜从刻度 0 到 10 时所花的时间，按下式计算载气的体积流速F0： 

1min
s60

(min)
mL10min)/mL(0 ×=

t
F  

5．在 30mL/min，35mL/min，40mL/min，45mL/min，60mL/min，75mL/min6 种不同载

气流速下，分别注入 20μL~50μL空气和 0.2μL正己烷，各两次，记录它们对应的死时间tM和

保留时间tR。（注意：为了让气体的流速稳定，每次改变流速后，需等几分钟，再进行测

定。） 

五、结果处理 
1． 用下式计算 6 种不同条件下的线性流速： 

Mt
L

=μ  

2． 计算 6 种条件下的理论塔板数 n，并求得对应的理论塔板高度 H。 
3． 以 H 对 u 做图，确定 佳流速 u（ 佳），作为后面实验的参考数据。 
4． 选择 3 对 H~u 数据，根据板高方程计算 A，B，C 三个常数。 
5． 理论计算 u（ 佳）和 H（ 小），将其与实验值比较。 

六、思考题 
1． 某烃获得Y1/2=0.609，tR=0.92min的色谱峰。 

（1） 试计算该柱的理论塔板数 n； 
（2）  当柱长 L=10m 时，计算理论塔板高度 H。 

2． 当增加溶质在载气中的扩散系数时，将对 H~u 图中的纵向扩散曲线有何影响？ 
3．在分离 A，B，C 和 D 四种烃的混合物时，采用根据 A 组分测得的 佳流速操作，

试问这个流速对其它 3 种组分也能获得 H（ 小）吗？说明理由。 
4．如果增加柱温，u（ 佳）将增加还是降低？试解释之。 

 

 

 

 

 

 

 



实验 27    气相色谱填充柱的制备 

一、实验目的 

掌握制备 3%DNP/上试 201（60～80 目）填充柱的方法。 

二、实验原理 

色谱柱是气相色谱仪的核心部位，因此，制备一根分离效能的色谱柱是分离多组分混

合物的关键。填充柱具有制备容易、性能稳定、使用方便和柱容量大等优点而得到广泛应

用。 

根据待分析样品的选择担体的种类，根据色谱柱的长度和内径选择担体的粒度，对于

2m 长，4mm 内径的填充柱常用 60～80 目和 80～100 目的担体。根据相似相溶原则选择合

适的固定液。目前推荐使用较低的液担比，以加快分析速度，常用液担比为 3%左右。涂

渍时，应尽量保证固定液在担体上分布均 。然后对填好的柱子进行老化，以除去残留的

溶剂和低沸点杂质，并使固定液均 牢固地涂渍在担体表面。 

三、仪器和试剂 

气相色谱仪，真空泵，红外灯，2m×4mm 玻璃色谱柱，蒸发皿。 

固定液—邻苯二甲酸二壬酯（简称 DNP），担体—上试 201 担体（60～80 目），无水

乙醇，丙酮，NaOH 等。 

四、操作步骤 

1. 担体的预处理 

    将担体通过 60 目、80 目筛，去除过粗、过细的担体。根据色谱柱的容积计算担体的

用量。 

色谱柱容积：V柱=π×r2×L=3.14×0.22×200=25mL 

担体用量需要过量 20～40%，建议过量 20%，则V担=1.2 V柱=30mL，用量筒量取 30mL
担体，并用台秤称出担体克数m担。 

2. 固定液的涂渍 

（1）按实验要求和已称出的担体质量计算出所需固定液用量。准确称取固定液 0.1～0.2g
于表面皿中，加入 15mL 丙酮，使固定液充分溶解。 

（2）将称好的担体轻轻倒入表面皿内，向同一方向转动烧杯，使担体被溶液浸没。在通

风厨中放置 30min，放置过程中，间歇轻轻摇动表面皿，使固定液涂渍均 ，使担体呈松

散状态。放在红外灯下，使丙酮完全挥发。 

3. 色谱柱的清洗和填充 

（1）色谱柱的清洗  将色谱柱用热的 5%的 NaOH 溶液浸泡 3 分钟，用自来水洗至中性，

再用蒸馏水冲洗 2～3 次。用无水乙醇、丙酮依次冲洗，烘干备用。 

（2）色谱柱的填充  在色谱柱一端塞入 1cm 玻璃棉，将该端接在真空泵的橡胶管上，在

柱的入口端通过橡胶管接上漏斗。开启真空泵抽气，将固定相缓慢倒入漏斗中，边抽气，



边轻轻敲打色谱柱管壁，边加固定相，保持固定相为不间断细流，直到固定相距入口端 3cm
处，停止抽气，去掉漏斗。在入口端塞入 1cm 玻璃棉。在柱子上贴上标签，标明入口端、

出口端、固定相、液膜厚度及日期。 

4. 色谱柱的老化 

动态老化：将色谱柱入口端与色谱仪的汽化室相连，出口端不接检测器。通载气，调

载气流速 10～20mL/min，控制柱温在 120℃，老化处理 48～72h。经老化后，把出口端与

检测器相连，待基线稳定后测量柱效。 

静态老化：将色谱柱放入恒温箱中，在 120℃老化 48～72h。经老化后，把色谱柱的

入口端接进样口，出口端接检测器。通载气，待基线稳定后测量柱效。 

五、注意事项 

1. 在转动烧杯时，要按同一方向轻轻转动，以免使担体颗粒破碎。 

2. 安装色谱柱时，出口端和入口端不能反接。 

3. 老化时，出口端不能接检测器，以免污染检测器。 

六、思考题 

  1. 固定液涂布不均，对分离有何危害？ 

  2. 制备的色谱柱为什么要老化？ 
 

 

 

 

 

 

 

 

 

 

 

 

 

 

 

 



实验 28    醋酸甲酯、环己烷、甲醇等混合样品的色谱测定 

一、目的要求 

1、进一步掌握色谱定量分析的原理 

2、了解校正因子的含义，用途和测定方法 

3、学会面积归一化定量方法 

二、基本原理 

色谱定性是用保留值。色谱定量分析的依据是，在一定条件下，被测物质的重量w与

检测器的响应值成正比，即：Wi=Fi Ai  或：Wi=Fih hi

Ai：被测组分的峰面积；hi：被测组分的峰高；Fi：比例常数（以峰面积表示时）；Fih：

比例常数（以峰高表示时） 

所以定量时需要：（1）准确测量响应信号 A 或 h。A 或 h 是 基本的定量数据，h 可以

直接测得，A 和其他参数计算求得。（2）准确求得校正因子 F。响应值除正比于组分含量

外，与样品的性质也有关，即在相同的条件下，数量相等的不同物质产生的信号的大小可

能不同。因此，在进行定量分析时需加以校正。 

由前述可知：
A

WF = —即单位峰面积所代表的样品重量，由于受操作条件影响较大，

F的测定较困难。所以在实际操作中都采用相对校正因子f′。f′为组分i和标准物质s的绝对校

正因子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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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Ws分别为待测物和标准物之重量；As、Ai分别为待测物和标准物之峰面积。f′与检

测器类型有关，而与检测器结构特性及操作条件无关。 

因物质的量可以用重量或摩尔表示，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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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Mi，Ms——分别为待测物和标准物的分子量；f′、f可以从文献查得，亦可直接测量。

准确称量一定重量的待测物质和标准物质，混 后进样，分别测得峰面积，即可求其校正

因子。 



（3）选择合适的定量方法 

常用的定量方法有好多种，本实验采用归一法。 

归一法就是分别求出样品中所有组分的峰面积和校正因子，然后依次求各组分的百分

含量。 1000
0 ×

′
⋅

=
∑ fA

fAi
Wi i  

归一法优点：简洁；进样量无需准确；条件变化时对结果影响不大。 

缺点：混合物中所有组分必须全出峰；必须测出所有峰面积。 

三、仪器试剂 

气相色谱仪（附 TCD、FID）；微量注射器：1 μL、5 μL； 

三组分混合样：甲醇，醋酸甲酯，环己烷 

四、实验步骤 

按如下色谱条件： 

色谱柱：GDX-102(60—80 目)。温度：Tc——100-120℃；TD——150℃；Ti——150℃ 

载气：H2 45 mL/min；N2 50 mL/min；空气 400 mL/min 

开机调试，待仪器稳定后依次进行实验。 

1、定性分析 

（1）用 1 μL注射器进分别进甲醇，醋酸甲酯，环己烷 0.1 μL，记录色谱图，准确测量各

峰的保留时间（tR）。 

（2）在相同条件下进 0.1 μL—0.2 μL三组分混合样记录色谱图，准确测量各峰的保留时间

（tR）。 

2、测量校正因子：于分析天平上准确称取三标准试样与同一小瓶中混 ，在设定的条件

下进样 0.1 μL—0.2 μL，记录峰面积。 

3、定量分析：进 0.1 μL—0.2 μL 未知混合样。记录色谱图，测量峰面积。 

4、关机。 

五、数据处理 

1、根据保留时间确定各峰归属。 

2、根据所称标样重量和各峰面积，计算相对校正因子（以甲醇为标准物）。 

3、根据未知样品中峰面积，用归一化法计算待测样品中各组分的百分含量 

六、思考题 

1、归一化法使用的条件是什么？ 

2、如何求校正因子？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不考虑校正因子？ 



实验 29   程序升温气相色谱法测定工业二环己胺中微量杂质 

一、目的要求 

1. 了解程序升温色谱法的特点及应用 

2. 初步掌握程序升温色谱法操作技术 

二、基本原理 

对于宽沸程多组分化合物采用程序升温色谱法，柱温按预定的加热速度，随时间呈线

性或非线性增加，则混合物中所有组分将在其 佳柱温下流出色谱柱。当采用足够低的初

始温度，低沸点组分就能得到更好分离，随着柱温的升高，每一个较高沸点的组分就被升

高的柱温“推出色谱柱”，高组分沸点也能加快流出，从而得到良好的尖峰。因此，程序升

温色谱法主要是通过选择适当温度，而获得良好的分离和理想的峰型，同时缩短了分离时

间。 

一般来说，样品沸点范围大于 80—100℃就需要用程序升温色谱法。程序升温方式——

即按照一定的“程序”使柱温增加的方式，大都按柱温随时间的变化来分类。 

1. 线性升温：柱温（T）随时间（t）成正比例的增加。 

T=T0+ r t  

To：起始温度，r：升温速率（℃/min） 

2. 非线性升温 

（1）线性—恒温加热：首先线性升温至固定液 高使用温度，然后恒温到把 后几个高

沸点组分冲洗出来。适于高沸点的分离。 

（2）恒温—线性加热：先恒温分离低沸点组分，再线性升温到分离完成。 

（3）恒温—线性—恒温加热：先恒温分离低沸点组分，中间线性升温至高温，再恒温至

高沸点组分冲洗出来。适用于沸点范围很宽的样品。 

（4）多种速度升温：开始以 r1 速度升温然后再以 r2 、r3速度升温 

本实验用恒温—线性—恒温加热方式，分离分析工业二环己胺样品。 

目前，程序升温色谱系统，大多采用双柱双气路，以补偿因固定液在升温过程中流失

而引起的基线漂移，增加柱子的稳定性。 

在双柱系统中，一般分析柱和参考柱有同样固定相，也可装两种性质不同的固定相，

以分析不同类型的样品，扩大应用面。但要注意，两种固定液的热稳定性要相同，即 高

使用温度要相同或接近，否则无法补偿固定液的流失，使稳定性变坏。 

三、仪器与药品 



仪器：岛津 GC—14CP 型气相色谱仪。 

色谱柱：2%PEG20M+2%KOH；担体：Chromosorb(酸洗、硅化烷、60—80 目)  

检测器：氢焰离子化（FID） 

工业二环己胺样品；二环己胺纯品 

四、实验步骤 

1. 按如下色谱条件： 

温度：Tc ：130℃保持 3 min，升温速度为 3℃/min，终温 180℃保持 20 min；Ti：200℃；

TD：200℃。 

载气：N2流速：30 mL/min；燃气：H2流速 40 mL/min；助燃气：空气流速 500 mL/min； 

输出衰减：自选；样品：0.1—0.2 μL。 

启动仪器，一次升温使检测器和气化室温度达到规定之后，按以上条件设定程序升温。 

2. 完成程序设定且基线稳定后，用微量注射器注入 0.2 μL 二环己胺。同时按 start 按钮，

程序升温即自动进行，记录色谱图。若需要重复前次程升过程，可将设定值复位后重复进

行。 

  [注意事项]： 

1、升温方法据仪器型号不同而有所不同，严格按说明操作。 

2、在升温过程中，柱前压力随温度增加而增加，流量计转子下降，这是正常现象，但必

须保证各次程序变化保持一致。 

3、在程序升温时，要尽量采用较低的汽化温度，以免进样器硅胶垫低沸点成分流失造成

基线不稳，出现怪峰，硅胶垫 好老化处理。将其浸入乙醇中一天，用清水洗净后，

在 200℃老化两小时。 

四、数据处理 

1. 定性：在相同程升条件下，注入标准样品以鉴别各流出峰。 

2. 定量：可采用归一化法或外标法定量。 

五、思考题 

1. 在什么情况下考虑使用程序升温？ 

2. 程序升温操作中柱温如何选择？ 

 

 

 



实验 30   有机氯农药的检测 

一、实验目的 

1. 掌握保留值定性和直接比较法定量；  

2. 掌握分离度的计算； 

3. 学习 ECD 检测器的使用。 

二、实验原理 

混合试样在汽化室瞬间汽化，载气携带样品进入色谱柱。由于各组分在两相间分配系

数不同，经多次分配后，按时间顺序流出色谱柱，进入检测器，检测器将各组分的浓度信

号转变成电信号，在色谱流出曲线中表示为色谱峰面积，峰面积与载气中组分的浓度呈正

比。在一定的色谱条件下，可以用保留值进行定性，用峰面积进行定量。 

电子捕获检测器产生的β射线，使载气（N2）电离，生成N2
+和电子，在电场中形成基

流，当载气携带电负性物质进入检测器时，电负性物质捕获电子，使基流下降，产生信号。 

三、仪器和试剂 

气相色谱仪、ECD 检测器、1.5%OV-17-2.5%QF-1/chromoshob W AW（60～80 目）

/2m×4mm 色谱柱。 

试剂：α－BHC、β－BHC、γ－BHC、δ－BHC 标准溶液、丙酮等 

色谱条件：柱温：180℃；检测器温度：190℃；汽化室：200℃；载气流速：N2（99.999%） 

40 mL/min。 

四、操作步骤 

1. 在实验条件下，基线稳定后，取 2.0μL 浓度为 1.0μg/mL 的 α－BHC 标准溶液进样，

确定保留时间，计算峰面积。 

2. 用丙酮洗进样器 20 次，按步骤 1，进样 β—BHC、γ—BHC、δ—BHC 标准溶液，确

定保留时间，计算峰面积。 

3. 在与标准样品相同实验条件下，未知样品进样 2.0μL，确定每个组分的保留时间，并

计算峰面积。 

4. 实验结束，关闭记录仪、柱箱及检测器温度控制开关，待系统降温后关闭载气。 

五、数据处理 

1. 实验结果 



 保留时间 峰高 峰宽度 峰面积 浓度 
α－BHC      
β－BHC      
γ－BHC      

标

准

样

品 
δ－BHC      
组分 1      
组分 2      
组分 3      

未

知

样

品 
组分 4      

2. 计算相邻两峰的分离度 

 

注意事项： 

1. 开机前一定要先通载气； 

2. 用微量进样器取样时，芯子不能拉过 大刻度，更不允许拉出。进样时，手指不能离

开拉杆的上端，以免使拉杆冲出。进样操作时手指不可接触到拉杆。 

六、思考题 

 1. 含氯农药的检测一般使用什么检测器？ 

 2. 本实验是如何定量的？你觉得怎样改进可提高结果的准确度？ 

 

 
 
 
 
 
 

 

 

 

实验 31  程序升温毛线管色谱法分析白酒中若干微量成分的含量 



一、目的要求 
1. 了解毛细管色谱法在复杂样品分析中的应用。 
2. 了解程序升温色谱法的操作特点。 
3. 进一步熟悉使用内标法进行定量的操作。 

二、原理 
程序升温是指色谱柱的温度，按照适宜的程序连续地随时间呈线性或非线性升高。在

程序升温中，采用较低的初始温度，使低沸点组分得到良好分离，然后随着温度不断升高，

沸点较高的组分就逐一“推出”。由于高沸点组分能较快地流出，因而峰形尖锐，与低沸点

组分类似。显然在初始温度期间，高沸点组分几乎停留在柱入口，处于“初期冻结”状态，

随着柱温升高，它的移动速度逐渐加快，当某组分的浓度极大值流出色谱柱时的柱温，称

为该组分的保留温度 Tr。这是一个可用来定性的特征参数。在程序升温操作时，宜采用双

柱双气路，也就是使用二支完全相同的色谱柱，两个检测器并保持色谱条件完全一致，这

样可以补偿由于固定液流失和载气流量不稳等因素引起的检测器噪声和基线漂移，保持基

线平直。当使用单柱时，应先不进样运行，把空白色谱信号（即基线信号）储存起来，然

后进样，记录样品信号与储存的空白色谱信号之差。这样虽然也能补偿基线漂移，但效果

不如采用双柱双气路理想。 
白酒中微量芳香成分十分复杂，可分为醇、醛、酮、酸等多类物质，共百余种。它们

的极性和沸点变化范围很大，以致用传统的填充柱色谱法不可能做到一次同时分析它们。

采用毛细管色谱技术并结合程序升温操作，利用 PEG-20M 交联石英毛细管柱，以内标法

定量，就能直接进样分析白酒中的醇、酯、醛、有机酸等几十种物质。 

三、仪器与试剂 
仪器   GC-14c 型气相色谱仪，色谱柱 Econo Cap Caxbowax ， 30m×0.32mm 

ID×0.25µm ；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皿、色谱数据处理系统、微量进样器。 
试剂  乙醛、乙酸乙酯、甲醇、正丙醇、正丁醇、异戊醇、已酸乙酯、乙酸正戊酯和

乙醇（均为色谱纯）。 

四、实验步骤 
1. 按照 GC-14c 型气相色谱仪操作方法使仪器正常运行，并调节至如下条件：柱温：

60℃恒温 2min 后，以 5℃/mim 升至 180℃。按下列步骤设置一阶柱温程序： 
INIT VALUE → 6 → 0 → ENTER 
INIT TIME → 2 → ENTER 
RATE → 5 → · → 0 → ENTER 
FINAL VALUE → 1 → 8 → 0 → ENTER 
FINAL TIME → 2 → ENTER 
检测器、进样器温度：250℃ 
气相色谱仪 RNGE:4 
氢气和空所流量分别为 30 和 400mL/min，载气（N2）线速 20cm/s，分流比 1：50，辅

助气 20mL/min。 
2. 标准溶液配制 
在 10mL 容量瓶中，预先放入约 3/4 60%(V/V)乙醇水溶液，然后分别加入 4.0µL 乙醛、

乙酸乙酯、甲醇、正丙醇、正丁醇、乙酸正戊酯、异戊醉、已酸乙酯，用乙醇-水溶液稀释

至刻度，摇 。 
3. 样品制备 



预先用被测白洒荡洗 10mL 容量瓶，移取 10µL 乙酸正戊酯至容量瓶中，再用白酒样

稀释至刻度，摇 。 
4. 单柱补偿基线高置 
待仪器状态稳定，基线平直后，按下列顺序输入命令： 
COL COMP1 B ENTER 
该命令的功能是：（1）启动程序升温；（2）进行空白色谱运行（不进样运行），并把

此次运行所得的 B 检测器数据作为一条基线储存起来，作为下次进样运行的补偿基线。待

升温程序结束后，输入补偿基线命令： 
SIG1 B – COL COMP1 ENTER  
该命令的功能是设置 B 检测器的输出信号，为测试数据减速去补偿数据、 
5. 注入 1.0µL 标准溶液至色谱处理机记录各组分保留时间和峰面积。并重复二次。 
6. 用标准对照，确定所测质在色谱图上的位置。 
7. 按内标法操作步骤，用色谱数据处理系统计算各组分以乙酸正戊酯为标准的相对校

正因子。 
8．注入 1.0µL 白酒样品，同步骤 5 操作。分析结束后，按 STOP 键，色谱数据处理系

统将按分析文件中设置好的色谱峰处理方法进行数据处理，并打印出计算结果。 

五、结果处理 
计算样品中需分析的各组分百分含量的平均测定值和标准差，并以列表的形式总结实

验结果。 
注意事项： 

1. 在一个温度程序拟行完成后，需等待色谱仪回到初始状态并稳定后，才能进行下一

次进样。 
2. 如果所需测定的组分沸点范围变化大，应采用多内标法定量。 
3. 该法乙酸乙酯和乙缩醛、乳酸乙酯和正己醇分离不理想，乳酸在该柱上分离不出来。 

六、思考题 
1. 简述程序升温法的优缺点。 
2. 白酒分析为什么需采用多内标法定量？ 

 

 

 

 

 

 

 

 

 

 

实验 32   反相 HPLC 分析抗生素 



一、实验目的 

1、学习高效液相色谱仪的基本操作方法。 

2、了解高效液相色谱法在药物分析中的应用。 

二、实验原理 

高效液相色谱法是以液体作为流动相，借助于高压输液泵获得相对较高流速的液流以

提高分离速度、并采用颗粒极细的高效固定相制成的色谱柱进行分离和分析的一种色谱方

法。 

在高效液相色谱中，若采用非极性固定相，如十八烷基键合相，极性流动相，即构成

反相色谱分离系统。反之，则称为正相色谱分离系统。反相色谱系统所使用的流动相成本

较低，应用也更为广泛。 

美罗培南（meropenem）是一种非肠道的注射用的抗生素，对阳性和阴性革兰氏病原

体有抗菌作用（化学式见图 1）。100℃时加热分解，得到开环物。采用反相高效液相色谱

法，通过设置适宜的色谱条件，可以将原药与开环物的混合物分离并分析。 

实验过程中有可能会带入一些杂质，因此实验结束后必须清洗柱子。 

 

图 1 美罗培南的化学分子式 

 

三、仪器与试剂 

   Agilent 1100 高效液相色谱仪，50uL 微量注射器，pH 计。 

   乙腈（色谱专用），三乙胺（A.R.），浓磷酸（A.R.），美罗培南纯品。 

四、实验步骤 

1. 色谱条件 
色谱柱：辛烷基硅烷键合硅胶（C8） 

柱温：室温 

流动相：0.3%三乙胺(用磷酸调节 pH=5.0)的水溶液和乙腈(体积比 100∶7)。也可以简

化用纯水和乙腈(体积比 100∶7)作流动相。 

检测器：DAD。 



检测波长：220nm 

进样体积：20µL 定量环，实际注射每次可控制在 50µL。 

2. 流动相的配制 

0.3%三乙胺溶液：取三乙胺 3.0mL 于 2000mL 的大烧杯中，加水 900mL，加入 1：20

稀释的磷酸水溶液约25mL， 后逐滴加入并用PH计调节pH值至5.0，加水稀释至1000mL。

在上述溶液中加入 72mL 乙腈溶液。用 5 号砂芯漏斗过滤流动相，待用。 

3. 待测溶液的配制 

(1) 0.5mg/mL 美罗培南溶液 

用分析天平准确称取 0.05g 美罗培南于 50mL 小烧杯中，用流动相溶解，转移至 100mL

容量瓶中定容。用针式滤器过滤后置于样品瓶中待分析。 

(2) 开环物溶液 

取上述美罗培南溶液 5mL 于试管中，置于沸水浴中加热 20 分钟，自然冷却。用针式

滤器过滤后置于样品瓶中待分析。 

4. 色谱测定 

(1) 按操作规程开启电脑，开启脱气机、泵、检测器等的电源，启动 Agilent 1100 在线工作

软件，设定操作条件。流量为 1.00mL/min。 

(2) 待仪器稳定后，开始进样。将进样阀柄置于“LOAD”位置，用微量注射器吸取混合物

溶液 50ul，注入仪器进样口，顺时针方向扳动进样阀至“INJECT”位置，此时显示屏显示

进样标志。 

(3) 记下各组分色谱峰的保留时间及峰面积。并将测试报告打印成 htm 式，以便直接贴到

实验报告中。 

(4) 实验完毕，清洗系统及色谱柱。依次用乙腈-水（5：95）、乙腈-水（50：50）、纯乙腈

作流动相清洗，每次清洗至基线走稳，至少清洗 15min。 

五、思考题 

1. 比较图 2 和图 3 可知，在缓冲液作流动相的情况下，实验得出的峰形较好。但为什么

实验室尽量不用缓冲溶液作流动相？ 

2. 流动相在使用前为什么要用砂芯漏斗过滤？ 

3. 清洗柱子时，为什么要如上述所述一步步清洗？  

4. 如果增大流动相中乙腈的比例，有关组分的保留时间有何变化？ 

5. 计算相邻 2 个色谱峰的分离度，及各自的理论塔板数。 



 

图 2 缓冲液作流动相得出的色谱图 

 

 

图 3 乙腈-水（5：95）作流动相得出的色谱图 

 

 

 

附：HPLC 柱效检测 

HPLC 分析所用的色谱柱在出厂时都有关于其柱效的报告说明，以便购买者对照检验

柱子的效能是否符合标准，也是鉴定该柱使用一段时间后其效能是否变化的参考标准之

一。 

下面是 Agilent 公司关于 ZORBAX Eclipse XDB-C8 4.6×150mm,5µm 型号柱的柱效能

报告： 

1．测试条件 

流动相 ：80%甲醇/20%纯水 

柱压 ：79.3 Bar 



柱流速 ：1.00mL/min 

线性流速 ：0.164cm/sec 

温度 ：室温（常温 23℃） 

注入体积：5µl 

2．柱效测试报告 

附表 1 ZORBAX Eclipse XDB-C8 4.6×150mm,5µm 型号柱测试条件 

出峰次序 样品组成 浓度（µg/mL） 保留时间（min） 

1 尿嘧啶 5 1.517 

2 苯酚 200 1.876 

3 4-氯硝基苯 25 2.481 

4 甲苯 850 3.069 

 

 

附图 1 混合物质分离色谱图（检测波长 254nm）  

如果要进行柱效检测，可按表 1 配制几种物质的混合溶液，在相同条件下进行 HPLC

分离检测，检验柱效。 

 

 

 

 

 

 



实验 33     反相 HPLC 分析茶叶主要成分 

一、实验目的 

1、学习高效液相色谱仪的基本操作方法。 

2、了解高效液相色谱法在天然产物分析中的应用。 

3、了解指纹图谱的概念 

二、实验原理 

高效液相色谱法是以液体作为流动相，借助于高压输液泵获得相对较高流速的液流以

提高分离速度、并采用颗粒极细的高效固定相制成的色谱柱进行分离和分析的一种色谱方

法。 

在高效液相色谱中，若采用非极性固定相，如十八烷基键合相，极性流动相，即构成

反相色谱分离系统。反之，则称为正相色谱分离系统。反相色谱系统所使用的流动相成本

较低，应用也更为广泛。 

中国是茶的故乡，制茶、饮茶已有几千年历史，名品荟萃，主要品种有绿茶、红茶、

乌龙茶、花茶、白茶、黄茶。茶有健身、治疾之药物疗效，又富欣赏情趣，可陶冶情操。 

茶叶的营养价值和药理作用是与它的化学成分分不开的。它的化学组成约有四百多

种，其中对人体营养价值与药理作用关系比较密切的是多酚类、生物碱和维生素。 

茶多酚类物质是茶叶主要的呈味物质，苦味。茶叶中含量比较高，总量占干茶物质的

18％～36％，是茶叶药用价值的 主要的物质基础，具有降血脂、抗肿瘤、抗脂质过氧化、

抗菌和抗病毒、调节免疫功能等功效。茶多酚实际上是多种多酚类化合物的总称，其中

重要的是儿茶素类化合物，它占茶多酚总量的 50％～70％。 

茶叶指纹图谱是利用茶内含物质的秘密、茶树遗传的密码、用图谱的方式来表述具有

不同特性的茶叶,可包含种类、产区、树龄、特性、制成品的年份等。本实验用 HPLC 对茶

叶的主要成分进行分离，是建立茶叶指纹图谱的基础。 

实验过程中有可能会带入一些杂质，因此实验结束后必须清洗柱子。 

三、仪器与试剂   

Agilent1100 高效液相色谱仪， 50ul 微量注射器。 

甲醇（色谱纯）； 乙腈（色谱纯）；甲酸（分析纯）。 

四、实验步骤 
1. 色谱条件 

色谱柱：色谱柱：XB-Phenyl ,5μm,4.6x150mm 
柱温：室温 



流动相：乙腈+1%甲酸  

检测器：DAD。 

检测波长：276nm 

进样体积：20µL 定量环，实际注射每次可控制在 50µL。 

梯度洗脱： 
 

t / min        乙腈 /%       1%甲酸 /% 

0              5               95

18             13             87 

38              18              82 
41              5             95 

 

 

 

 

 

2. 待测溶液的配制 

取两种不同的绿茶，分别标记为绿茶 1、绿茶 2。各取约 0.8000g，用 50mL 沸水冲泡，

分别在 10min、30min 取上清液，过 0.45μm 滤头，即得样品 1（绿茶 1 冲泡 10min）、样品

2（绿茶 1 冲泡 30min）、样品 3（绿茶 2 冲泡 10min）、样品 4（绿茶 2 冲泡 30min）。 

3. 色谱测定 

(1) 按操作规程开启电脑，开启脱气机、泵、检测器等的电源，启动 Agilent 1100 在线工作

软件，设定操作条件。流量为 1.00mL/min。 

(2) 待仪器稳定后，开始进样。将进样阀柄置于“LOAD”位置，用微量注射器吸取混合物

溶液 50µL，注入仪器进样口，顺时针方向扳动进样阀至“INJECT”位置，此时显示屏显

示进样标志。 

(3) 记下各组分色谱峰的保留时间及峰面积。并将测试报告打印成 htm 式，以便直接贴到

实验报告中。 

(4) 实验完毕，清洗系统及色谱柱。 

五、数据处理 

   记录各组分色谱峰的保留时间及峰面积。 

六、思考题 

1. 流动相在使用前为什么要用砂芯漏斗过滤？ 

2. 清洗柱子时，为什么要一步步清洗？  

3. 应如何选择流动相和柱子?应如何控制样品的 pH? 

4. 实验中遇到哪些实际问题?有何体会 

 



实验 34    液相色谱法测定土壤中阿特拉津残留 

一、实验目的 

1. 熟悉和掌握高效液相色谱法的原理；  

2. 掌握液相色谱法的进样方法； 

3. 熟悉液相色谱法的操作规程和注意事项。 

二、实验原理 

本实验采用反相高效液相色谱法，甲醇+水作为流动相，阿特拉津在色谱柱中经多次

分配后，流出色谱柱，进入紫外检测器，检测器将浓度信号转变成电信号，在色谱流出曲

线中表示为色谱峰面积，峰面积与载气中组分的浓度呈正比。在一定的色谱条件下，可以

用保留值进行定性，用峰面积进行定量。 

三、仪器和试剂 

1. 仪器：液相色谱仪（Agilent1100）、紫外检测器、ZORBAX Reversed-Phase Columns 

（Agilent 高效液相配套反相色谱柱）、保护柱。 

2. 试剂：阿特拉津标准溶液、甲醇（色谱纯）、水等 

3. 色谱条件： 

柱  温：30℃恒温 

检测波长：230nm 

流动相：甲醇/水=60/40，流速  0.5ml/min 

四、操作步骤 

1. 标准曲线的配制 

称取 0.0100g 莠去津标准品，用少量甲醇（色谱纯）溶解并定容至 100ml，配成浓度

为 100.0mg/L 的标准储备液，在 4℃下保存。 

分别取上述储备液 0.25、0.50、1.00、2.00、5.00 ml 于 100 ml 容量瓶中，甲醇定

容至刻度，配成质量浓度为 0.25、0.50、1.00、2.00、5.00ug/ml 的标准溶液，待测。 

2. 样品处理 

称取土壤样品 10.0g，置于 250ml 具塞三角瓶中，加甲醇 20ml。在 200r/min 下振荡

2h。用 0.45μm 微孔滤膜减压抽滤，滤液经净化，待测。 

3. 测定 

按照仪器操作规程开机，调试实验条件，待基线稳定后分别吸取 50μl 标准溶液和样

品溶液，进样测定。 

4. 数据处理 

按操作规程建立定量表，计算样品浓度。 

5. 按照要求清洗色谱柱，关机。 

五、数据处理 

    计算样品中阿特拉津的浓度。 

 



注意事项： 

1. 流动相需使用色谱纯试剂，使用前必须过滤，不要使用多日存放的蒸馏水； 

2. 进样使用专用的液相色谱进样器（平头），禁止使用气相色谱进样器（尖头）； 

3. 关机前，色谱柱应充满有机溶剂。 

六、思考题 

1.土壤样品中的阿特拉津色谱峰如何定性？ 

 

 

 

 

 

 

 

 

 

 

 

 



实验 35     液相色谱法测定硝基酚类物质 

一、目的要求 

1. 了解反相离子对色谱法分离离子型化合物的基本原理及操作条件。 

2. 掌握内标法色谱定量分析方法。 

二、基本原理 

反相离子对色谱是用疏水的固定相和含有低浓度反离子的极性缓冲液作流动相进行

色谱分离的一种方法。它可以用于离子型或可解离化合物的分离，有代替离子交换色谱的

趋势，成为液相色谱的一个很有生气的组成部分。 容易被接受的机制是认为解离的溶质

与流动相中的反粒子形成疏水性离子对，然后按反相色谱的规律进行分离。反离子的大小

及浓度、有机改良剂的浓度和 pH 值均是控制分离的重要因素。 

硝基酚类是可解离的有机酸，分离时采用四丁基铵离子作为反离子，在弱碱性条件下，

硝基酚类按pKa值减小的顺序流出。 

内标法是广泛使用的色谱定量方法。在进行色谱定量之前，要选择合适的内标物，并

准确测定校对因子。硝基酚类的测定采用 2，4—二氯苯酚做内标物。测定校对因子fi时，

将一定量组分i的标准品，与一定量的内标物混合，进行色谱分离，测得的峰面积分别为

Ai和As，W代表重量。 

Ws
Wi

Ai
Asfi •=  

进行定量分析时，将需一定量的内标物S加入欲测的样品中，进行色谱分离，测得的

峰面积分别为Ai′和As′ 则： 

sW
sA
iAfiW i ′
′
′

•=′  

W’i 、W’  s′分别为欲测的样品中组分i的量和内标物S的量 

三、仪器与试剂   

Agilent1100 高效液相色谱仪， 50ul 微量注射器。 

固定相：YWG—C18；流动相：甲醇/水 55:45，含 20 mmol/L四丁基溴化铵，并用

KH2PO4/K2HPO4调整pH值在 7.5—8.5 之间。内标物：2，4—二氯苯酚。 

标准测试：对硝基苯酚；2，4—二硝基苯酚；2，5—二硝基苯酚 2，6—二硝基苯酚；

2，4，6—三硝基苯酚。 

四、操作步骤 

1. 标准品溶液及内标物溶液的配制 

（1）准确称取邻硝基苯酚 10 mg，对硝基苯酚 16 mg，2，4—二硝基苯酚 10 mg，2，5—



二硝基苯酚 6 mg，2，6—二硝基苯酚 10 mg，2，4，6 三硝基苯酚 20 mg。溶解于 50 mL

甲醇，转入 100 mL 容量瓶中，用水稀释至刻度摇 。 

（2）准确称取 2，4—二氯苯酚 0.3 克，配成 100 mL 甲醇/水溶液。 

2. 测定校对因子Fi：将 1 mL内标物溶液与 1 mL标物溶液混合。在流量：1 mL/min；检

测：紫外—254 nm，0.02 AUFS；温度：室温色谱条件下待仪器稳定后，注入 10 μL混合液，

记录色谱图 1。 

3. 样品的测定：将欲分析的样品与内标物溶液混合。注入 10 μL，记录色谱图 2。根据

保留数值，确定试样中含有哪些成分。 

五、数据处理 

1. 测量色谱图 1 和图 2 中各峰的面积。 

2. 根据色谱图 1 的数据，计算各组分的相对校正因子。 

3. 根据色谱图 2 的数据，计算试样中各组分的含量（g/mL）。 

六、思考题 

1. 什么是反相液相色谱？ 

2. 内标法的原理是什么？在什么情况下使用内标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