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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子色谱法测定水中亚硫酸根和硫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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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使用 CIC-D120 离子色谱仪对水中 SO32-、 SO42-测定， 采用 SH-AC-4 亲水型阴

离子色谱柱分离， 优化淋洗液浓度配比和加入有机改进剂很好分离亚硫酸根和硫酸根离子。
实验表明： 采用 3.3 mmol/LNa2CO3+7.4 mmol/LNaHCO3+10%丙酮作淋洗液， SO32-、 SO42-离子
分离效果最好； 对同一样品进行精密度试验， 测定值的相对标准偏差 （n=6） 小于 5.4%； 按
标准加入法进行回收率试验， 回收率在 91.8%～101%之间。 分析表明本法能使测定的选择性、
准确性、 精密度和速度得到改善， 且都可以得到很好的线性和较低的检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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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lfite and Sulfate Anions Determination in Water by Ion Chromat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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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ions of sulfite and sulfate in water were determined by CIC-D120, SH-AC-4 anion
exchange column was used for IC separation, anions of sulfite and sulfate in water were separated
very well by optimizing the concentration ratio of eluent and using organic modifiers in eluen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using 3.3 mmol/LNa2CO3+7.4 mmol/LNaHCO3+10% acetone eluent can improve
the separation effect and the efficiency of analysis, and test for precision was made with a same
sample, giving values of RSDs ( n =6) less than 5.4% . Test for recovery was made by standard
addition method, giving results in the range of 91.8%～101%. As is showed that this method was
easy to operate and had a better accuracy, good linear relationship and lower limit of determination
were obtained.
Key words： ion chromatography, sulfite, eluent, separation effect

离子色谱法是利用阴阳离子和有机阴离子的
分离检测痕量阴阳离子的一种方法[1]。 利用离子
色谱法分析阴离子含量， 具有简单、 快速， 选择

性好， 灵敏度高， 准确度好以及一次进样完成多
个离子测定的优点， 逐渐取代了传统的测定方
法， 成为测定阴离子的首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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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离子中亚硫酸根离子容易氧化， 和硫酸根
出峰时间接近， 较难分离， 保留时间较长， 且峰
形不佳， 尤其亚硫酸根色谱峰宽且拖尾严重。 有
研究发现在测定硫酸根离子时， 在不同的硫酸根
离子浓度下， 测定的精度有较大的区别， 在测定
钢厂循环冷却水中硫酸根离子浓度在 0.20～120
[2]

mg/L 范围内时具有较好的准确度和精密度 。 本
研究通过淋洗液的选择， 探讨了淋洗液浓度配比
和有机改进剂对亚硫酸根和硫酸根离子的影响
等， 并进行了标准加入法测定加标回收率， 同时
用标准方法测定实际样品进行了比较。
1 实验部分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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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1 甲醛含量对亚硫酸根衰减及对保留时间的
影响
由于 SO32-极易在空气中发生自动氧化而失
效， 给样品的前处理和储存造成了极大的不便[3]，
因此在配制亚硫酸根溶液时通常加入甲醛， 加入
的甲醛作为亚硫酸盐吸收剂， 与二氧化硫反应生
成稳定的羟甲基磺酸盐， 不易被氧化[4]。 实验分
析 1 000 mL 亚硫酸根溶液中加入 1 mL 甲醛和加
入 5 mL 甲醛两种情况配制的混合标准溶液对亚
硫酸根衰减影响并不大， 但保留时间变化如表 1
所示。

仪器与试剂
CIC-D120 型离子色谱仪， 电导检测器， SH

表 1 甲醛加入量对保留时间的影响
序号

离子

1
2

SO32SO42-

-AC-4 亲水型阴离子色谱柱， 树脂填充式离子
色谱电解自再生抑制器 （青岛盛瀚）； WP-UP-

加入 1 mL 甲醛

加入 5 mL 甲醛

保留时间/min

保留时间/min

11.73
15.27

15.57
17.99

Ⅲ-10 型超纯水机；
超纯水： 电阻率＞18.2 MΩ·cm； 丙酮为高效
液相色谱纯； 无水碳酸钠， 碳酸氢钠， 亚硫酸钠
和无水硫酸钠均为优级纯； 甲醛为分析纯， 纯度
37%~40%。
1.2

标准溶液的制备

1.2.1

亚硫酸根标准贮备液的制备
准确称取 1.575 0 g 亚硫酸钠溶于适量水中，

全量转入 1 000 mL 容量瓶， 加入 1 mL 甲醛， 用
水稀释定容至刻度， 混匀， 即得 1 000 mg/L 亚
硫酸根标准贮备液。
1.2.2

硫酸根标准贮备液的制备
准确称取 1.479 2 g 无水硫酸钠溶于适量水

中， 全量转入 1 000 mL 容量瓶， 用水稀释定容
至刻度， 混匀， 即得 1 000 mg/L 硫酸根标准贮
备液。
1.2.3

混合标准使用液的制备
分别移取 25 mL 亚硫酸根离子标准贮备液、

如 表 1 所 示 ， 加 入 5 mL 甲 醛 后 ， SO32 - 、
SO42-保留时间显著增加， 在亚硫酸根被氧化影响
不大的情况下， 加入 1 mL 甲醛更有利于缩短分
析时间， 提高分析效率。
2.2

淋洗液条件的选择

离子色谱法分析测定亚硫酸根时， 亚硫酸根
和硫酸根出峰位置十分接近， 不易分开。 色谱柱
选定后， 流动相浓度对分离效果起到决定性作
用， 所以要选择合适的淋洗液才能把 SO32-、 SO42有效分离。 为解决这一问题， 需选用亲水性的固
定相， 但固定相的亲水性不够强， 需要在流动相
中加入适量的有机溶剂作为改进剂， 以降低它们
对固定相的亲和力， 可以减少保留时间和改进分
离的选择性。 有机改进剂最重要的作用是调节离
子交换的选择性， 改变分离柱对分析物的保留特
性， 从而改变洗脱顺序、 峰效和分离度[5]。
取不同浓度淋洗液和丙酮含量的组合， 对 6

100 mL 硫酸根离子标准贮备液于 500 mL 容量瓶

种常规阴离子的淋洗液进行分离试验， 研究淋洗
液浓度及有机改进剂丙酮对 SO32-、 SO42-保留时

中， 用水稀释定容至刻度， 混匀， 即得 50 mg/L

间和分离度的影响。

的亚硫酸根和 200 mg/L 的硫酸根的混合标准使

实验结果 （图 1） 表明， 6 种淋洗液中分离
效果和保留时间存在显著差异， 淋洗液 4 和淋洗

用液。
1.3

色谱条件
淋洗液： 3.3 mmol/L 碳酸钠＋7.4 mmol/L 碳

酸氢钠； 流速 ： 1.5 mL/min； 进 样 量 ： 25 μL；
色谱柱柱温： 30 ℃； 抑制电流： 70 mA， 电导池
温度 35 ℃。

液 5 可以很好分地离开 SO32-、 SO42-， 其他浓度
的淋洗液都无法分离开 SO32-、 SO42-， 而且淋洗
液 4 的分离度要好于淋洗液 5， 且随着丙酮含量
的增加， 保留时间缩短， 但泵出口压力也会随丙
酮含量增加而上升， 10%的丙酮含量分离度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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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
200

信号 /mV

150
淋洗液 1： 5.0 mMNa2CO3+5%丙酮

100

淋洗液 2： 5.0 mMNa2CO3+1.0 mMNa2CO3+10%丙酮

50

淋洗液 3： 2.8 mMNa2CO3+8.3 mMNa2CO3+1%丙酮

0
-50

淋洗液 4： 3.3 mMNa2CO3+7.4 mMNa2CO3+10%丙酮

SO42-

SO32SO

23

SO

淋洗液 5： 2.8 mMNa2CO3+8.3 mMNa2CO3+5%丙酮

24

淋洗液 6： 6.0 mMNa2CO3+5.0 mMNa2CO3+5%丙酮
-100
0

5

10
时间 /min

15

20

图 1 不同浓度淋洗液和丙酮含量对 SO32-、 SO42-分离效果和保留时间的影响

好， 压力在 7.1 MPa， 不会对泵造成损害， 所以，
采用 3.3 mmol/LNa2CO3 +7.4 mmol/LNaHCO3 +10%
丙酮作淋洗液， SO32-、 SO42-离子分离效果最好。
2.3 方法的线性及检出限
分别移取 0.00 mL、 1.00 mL、 2.00 mL、 5.00
mL、 10.0 mL、 20.0 mL 混合标准使用液， 置于
100 mL 容量瓶中， 用水定容至刻度， 混匀， 离
子色谱进样分析， 以峰面积 （Y） 为纵坐标， 质
量浓度 （X） 为横坐标， 绘制标准曲线， 得线性
回归方程。 SO32-： Y=4.604×104X-2 638， 相关系
数 r=0.999 7， SO42- ： Y=1.294×105X-1.863×104，
相关系数 r=0.999 9。 线性相关性良好。
选择空白样品， 定量添加标准溶液进行测
试， 取信噪比为 3 时的最低响应值得到最低检出
限， SO32-的检出限： 0.054 mg/L， SO42-的检出限：
0.017 mg/L。
2.4 方法的精密度
分别配制低、 中、 高 3 种浓度的 SO32-、 SO42混合标准溶液， 每种浓度连续进样 6 次测定， 计
算相对标准偏差， 低、 中、 高 3 种浓度的精密度
RSD （%） 均小于 5.4%。
2.5 方法的准确度
离子色谱对于所分析的样品要求非常严格，
样品中要求不得含有颗粒物， 因为这些颗粒将阻
塞并最终堵塞甚至损坏分离柱； 即使是清洁的饮
用水源地， 样品也必须经过过滤才可以进入仪器
分析 [6]。 准确量取经 0.22 μm 滤头过滤的样品 4
份， 其中 1 份作为样品测试本底值， 其他 3 份分
别按低、 中、 高 3 个水平添加标准使用液， 连续
进样 6 次测定， 实验结果见表 2。
由 表 2 可 知 ： 平 均 加 标 回 收 率 在 91.8% ～
101%之间， 说明方法准确度较高。
2.6 实际样品的验证
通过本方法与 《水质 无机阴离子 （F-、 Cl-、

表 2 样品测定加标回收率结果
离子

SO32-

SO42-

本底值

标准添加值

平均测定值

（
/ mg·L-1）

（
/ mg·L-1）

（
/ mg·L-1）

/%

1.00

1.09

91.8

2.00

2.10

96.4

5.00

5.20

101

4.00

4.54

92.6

8.00

8.54

96.3

20.00

20.4

97.8

0.172

0.838

平均回收率

NO2-、 Br -、 NO3 -、 PO43-、 SO32-、 SO42-） 的测定
离子色谱法》 HJ 84—2016 标准分析方法， 对实
际样品进行检测， 结果进行比对。
标准分析方法 HJ 84—2016 使用的淋洗液： c
（Na2CO3）=6.0 mmol/L， c（NaHCO3）=5.0 mmol/L；
流速： 1.0 mL/min， 结果显示 SO32-、 SO42-未成功
分离， 无法进行定量计算； 用本方法对同一样品
进行测试， SO32-、 SO42-很好地进行了分离， 并进
行定量计算。
3 结论
通过合理优化淋洗液浓度配比并加入有机改
进剂进行调节， 大大提高了 SO32-、 SO42-的分离
度 ， 并 缩 短 了 保 留 时 间 ， 实 验 得 出 采 用 3.3
mmol/LNa2CO3+7.4 mmol/LNaHCO3+10%丙酮作淋
洗液效果最佳， 而且方法的精密度小于 5.4%，
回收率在 91.8%～101%之间， 曲线线性相关性均
大 于 0.999， 最 低 检 出 限 中 SO32 - 的 检 出 限 为
0.054 mg/L， SO42-的检出限为 0.017 mg/L， 均能
满足检测要求。
参考文献
[1] 蔡秀英，黄壁丰，衷明华.离子色谱法测定阴离子[J].仪器仪表
与分析监测，2006（4）：32-33.
[2] 张枫华，雷仲存，顾红琴.离子色谱法测定水中硫酸根离子浓
度范围的探讨[J].冶金动力，2013（7）：56-60.

（下转第 84 页）

环境监测与污染防治

84

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18 年 6 月

分别采用微波萃取及快速溶剂萃取—气质联

土壤中 PCBs。 气相色谱质谱法同时测定水中 18

用对有证土壤标样 （CRM962-50G） 测定， 平行
测定两次求平均值， 对测定结果进行比较， 详见

种多氯联苯单体， 目标物分离效果好， 保留时间
重现性好， 单体线性相关系数均大于 0.999。 快

表 3。 由表 3 可知， 两种方法均能满足测定要
求， 但微波萃取测定值明显低于快速溶剂萃取测

速溶剂萃取因浓缩前不需转移较微波萃取有更好

定值。

单、 一次性可萃取样品数量多、 耗时短更适合于
μg·kg-1

表 3 土壤标样测定结果比较
目标物名称
2，4，4'-三氯联苯
2，2'，5，5'-四氯联苯
2，2'，4，5，5'-五氯联苯
3，4，4′，5-四氯联苯
3，3'，4，4′-四氯联苯
2′，3，4，4′，5-五氯联苯
2，3′，4，4′，5-五氯联苯
2，3，4，4′，5-五氯联苯
2，2′，4，4′，5，5′-六氯联苯
2，3，3′，4，4′-五氯联苯
2，2′，3，4，4′，5′-六氯联苯
3，3′，4，4′，5-五氯联苯
2，3′，4，4′，5，5′-六氯联苯
2，3，3′，4，4′，5-六氯联苯
2，3，3′，4，4′，5′-六氯联苯
2，2′，3，4，4′，5，5′-七氯联苯
3，3′，4，4′，5，5′-六氯联苯
2，3，3′，4，4′，5，5′-七氯联苯

的重复性和回收率， 微波萃取因萃取准备工作简
大批量样品的快速测定。

目标物 浓度变化 微波 快速溶
简称

范围

PCB28
PCB52
PCB101
PCB81
PCB77
PCB123
PCB118
PCB114
PCB153
PCB105
PCB138
PCB126
PCB167
PCB156
PCB157
PCB180
PCB169
PCB189

107~258
35.9~86.2
4.74~31.1
191~399
33.3~40.4
179~301
195~295
164~278
182~374
36.3~76.4
76.7~225
76.0~84.2
185~282
55.4~106
216~366
34~101
146~231
123~172

参考文献

萃取 剂萃取
122
37.9
12.3
255
34.2
198
201
171
198
41.5
129
76.7
204
62.3
276
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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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160
49.7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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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5
263
246
209
261
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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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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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
56.8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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