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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简述

1.原子吸收的发现

1802年，伍朗斯顿(W. H. Wollaston)在进行太
 

阳观察时，发现太阳光谱中存在一些暗线。夫
 

郎霍费(J. Fraunhofer)在1814~1817年，布鲁
 

斯特(D. Brewster) 在1820年相继对这些暗线
 

进行仔细的观察，认为是由于太阳外围较冷的
 

气体吸收了太阳光所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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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年，克希霍夫(G. R. Kirchhoff)和本生
 (R.Bunsen)用钠光灯照射含有食盐的火焰，发
 现这种火焰对钠光有吸收现象。



他们又对其它几种碱金属和碱土金属的火
 焰进行了研究。发现这几种元素都对某些特征
 光线有吸收作用，并且发现火焰中受热的钠蒸
 汽所发射的黄线与太阳光谱暗D线有准确的对
 应关系，于是他们认为太阳光谱中的暗线由于
 太阳外围气体中的某些元素吸收了太阳的连续
 光谱造成的。他们还指出，原子蒸气既能吸收
 一定波长的光形成特征光谱，也能发射出同样
 波长的谱线。他们进一步指出，在通常情况
 下，如果火焰的温度比光源温度低，火焰中的
 原子能够吸收来自光源发射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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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 年，澳大利亚物理学家沃尔什 (A. 
Walsh)对原子吸收光谱应用的可行性进行了一系

 列的研究和实验。1955年他发表了著名的《原
 子吸收光谱在分析化学中的应用》的论文，提出
 了在采用锐线光源的情况下，可以用峰值吸收代
 替面积吸收，并且进行了详细的理论推导(后面
 部分我们会有简要介绍)。这就为原子吸收分光
 光度法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他还研制了第一台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即原子吸收光谱仪。

鉴于沃尔什在建立和发展原子吸收光谱分析
 方面的功勋，1991年在挪威卑尔根召开的第27 

届国际光谱学大会(CSI)上授予他第一届CSI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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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an Walsh(1916-1998)和他的原子吸收光谱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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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的突破带来了方法的革新，从此原子吸
 收光谱分析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很快各种各样的
 原子吸收光谱仪相继出现。在此后的近半个世纪
 里，人们又对其进行了不断的完善。

1959年，俄罗斯学者里沃夫(Б.В.Львов)提
 出了电加热装置，将样品溶液在石墨坩埚内快速
 加热汽化，再通入预先加热到高温的石墨管中，
 大大延长了原子在测定区域内的停留时间，其灵
 敏度大大提高，可达10-12~10-14g。为表彰里沃夫
 对开创和发展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分析法方面所
 做出的杰出贡献, 1997年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召开
 的第30届国际光谱学大会上授予他第二届CSI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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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日立公司推出了Z-9000型原子吸收
 光谱仪。它采用四通道系统，能同时测定4个元
 素。

1994年Perkin-Elmer公司推出SIMAA-6000 
型多元素同时测定原子吸收光谱仪，使用中阶

 梯光栅和固体检测器，获得了二维色散的光谱
 图。

1968年，马斯曼(H. Massmann)对里沃夫
 提出的电加热装置进行了重大改进，采用半封
 闭条件下使样品溶液在石墨管内低电压大电流
 直接加热，分阶段将石墨炉温度升至原子化温
 度，大大简化了石墨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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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因这种装置结构过于复杂，操作烦琐，未
 能获得推广。

1961年美国Perkin-Elmer公司推出了世界
 上第一台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商品仪。

1965年威廉斯(J. B. Willis)和阿莫斯(Amos) 
又提出了采用N2 O~乙炔高温火焰代替空气~乙

 炔火焰测试高温元素氧化物，使原子吸收光谱仪
 可测定元素扩展到近70种。

1970年Perkin-Elmer公司生产了世界上第一
 台HGA-70型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仪。

1976年日本日立公司推出了第一台塞曼效应
 校正背景的原子吸收光谱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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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美国Perkin-Elmer公司生产了世界上
 第一台PE-4100ZL型横向加热、纵向磁场调制石
 墨炉原子吸收光谱仪。

继1987年美国Analyte公司推出第一台带有
 阴极溅射原子化器的商品仪器之后，1997年
 Leeman Labs公司在上海举办的BCEIA多国仪器
 展览会上又展出了使用阴极溅射原子化器的A-30 

型原子吸收光谱仪，可快速程序分析30个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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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原子吸收光谱分析在我国的发展
1963年首先是黄本立、张展霞和钱振鹏先后著

 文，向国内同行介绍了原子吸收光谱法。
1964年，黄本立等将蔡司Ⅲ型滤光片式火焰光度

 计改装为一台简易原子吸收光谱装置，测定了溶
 液中的钠，发表了 早的原子吸收光谱分析的研
 究论文。

1965年吴廷照等利用自制的同心型气动玻璃雾化
 器、预混合金属层流燃烧器、镁空心阴极灯，英
 国Hilger的H-700火焰分光光度计的单色器、10 

cm长不锈钢平头水冷燃烧器的预混合型火焰原子
 化器组装了原子吸收光谱仪器。完成了鋰中微量

 镁的测定。



1965年上海复旦大学陈树乔等组装成功了
 实验室型原子吸收光谱仪器，用于教学实验。

1969年北京矿冶研究院、北京有色研究院
 与北京科学仪器厂合作研制了WFD-Y1型单光束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1970年WFD-Y1仪器全体设计装调人员转入
 北京第二光学仪器厂(今北京瑞利仪器公司的前
 身)，并于当年实现了我国第一台火焰原子吸收
 分光光度计上市。

1971年地质部地矿局南京仪器室与地质部
 地矿所8室合作生产了单光束火焰原子吸收分光
 光度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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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吴廷照等设计制作了管式石墨炉原子
 吸收装置，并用该装置测定了纯锆中的镉，绝对
 灵敏度达到10-11g数量级，相对灵敏度达到10-6％
 数量级。

1973年中科院地化所、赤天光学仪器厂和昆
 明冶金研究所联合研制出了我国第一台双光束原
 子吸收分光光度计样机。

1975年北京第二光学仪器厂与中国科学院环
 境化学研究所马怡载、北京矿冶研究院陶继华和
 于家翘等合作，研制WFD-Y3型仪器。配上马怡
 载等研制出的石墨原子化器及其控制电源，开发
 了WFD-Y3型单光束数字式火焰石墨炉两用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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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分光光度计。该仪器荣获了1978年全国科
 技大会奖。

1984年，马怡载等研制成了我国第一台
 ZM-Ⅰ型塞曼效应原子吸收光谱仪。

1986年何华焜等研制了交流塞曼原子吸收
 光谱仪。(日本日立公司推出世界上第一台塞曼
 效应校正背景的原子吸收光谱仪器是1980年)。

人们还对灯光源进行不断改进，不仅大大
 延长了灯的使用寿命，还使其发光强度大大提高
 ，干扰谱线大大减少。近年来，微机的引入又使
 原子吸收光谱仪测试的自动化程度大大提高，提
 高了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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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原子吸收方法技术全面、成熟，测试数
 据可靠，仪器的普及率高。我们国家已将其定
 为国家标准测试方法。对于很多样品来说，它
 还是目前唯一的标准仪器测试方法。

现在，原子吸收光谱分析方法已被广泛应用
 于冶金、地质、石油、化工、农业、医药、卫
 生、环保等诸多部门。人们还对灯光源进行不
 断改进，不仅大大延长了灯的使用寿命，还使
 其发光强度大大提高，干扰谱线大大减少。近
 年来，微机的引入又使原子吸收光谱仪测试的
 自动化程度大大提高，提高了工作效率。



4.原子吸收光谱分析的特点

优点：
⑴

 
检出限低

 
火焰原子吸收法的检出限可达到

 ng/mL量级，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法的检出限可
 达到10-13~10-14g。

⑵
 

选择性好
 

由于原子吸收是线状吸收，又采用
 

待测元素特征谱线作为光源，即使在溶液中有多
 个元素共存，只要它们不与待测元素产生难原子
 化的化合物，就不会产生较大的谱线干扰。加上
 吸收谱线比发射谱线少的多，各元素谱线的重叠
 干扰少，因此选择性好。火焰原子吸收方法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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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线干扰带来的误差一般在2%以内，非火焰方
 法的误差在4%以内。

⑶
 

精密度高
 

原子吸收光谱法的相对标准偏差
 一般达到1%没有困难， 好时可以达到0.3%或
 

更好。
⑷

 
抗干扰能力强

 
原子吸收线数目少，一般不

 
存在共存元素的光谱重叠干扰。干扰主要来自

 化学干扰。
⑸

 
应用范围广

 
适用分析的元素范围广，可分

 
析周期表中绝大多数的金属与非金属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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⑹
 

用样量小
 

FAAS进样量为3mL/min~6mL/min，
 采用微量进样时甚至可以小至 10µL~50µL 。
 GFAAS液体进样量为10µL~20µL，固体进样量为
 毫克量级。

⑺ 仪器设备相对比较简单，操作简便，易于掌握



缺点
⑴. 单元素测定

 
每个元素需要特定的空心阴极

 
灯，不能多元素同时测定。

⑵. 线性范围窄
 

给对未知样品的测定带来不便，
 

有时需多次稀释或浓缩才能满足测试的需求。
⑶. 高温元素准确性差

 
如Zr,Nb,Ta,Mo,W,S,P,稀

 
土等测得的准确性较差，有的仪器甚至不能测

 定，原因是灵敏度太低。
为克服这些缺点，现在不少厂家也在进

 
行改进。如采用多灯光源，一灯测试，多灯点

 亮准备，通过程序进行灯与灯的自动切换，利
 用蠕动泵进行在线稀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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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原子吸收光谱仪的类型
原子吸收光谱仪的种类很多。如果从原子

 化系统上划分，可分为火焰原子吸收光谱仪
 (FAAS)、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仪(GFAAS)和
 石墨炉/火焰原子吸收光谱仪(G/FAAS)三种。
 如果从光路上划分，可分为单光束原子吸收

 光谱仪和双光束原子吸收光谱仪两大类。前
 面讨论的基本上是单光束原子吸收光谱仪的
 情形，实际上现在的原子吸收光谱仪基本都
 是双光束原子吸收光谱仪，其中一束光为检
 测光束，另一束光为参比光束。由于参比光
 与检测光处于相同的测试条件下，可有效地
 克服光源强度漂移带来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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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800原子吸收光谱仪光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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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方法原理
1.方法概述

原子吸收分析方法，是利用呈基态的原子蒸
 气吸收一定特征的辐射光，在一定的浓度范围内
 被吸收的光强度(吸光度)与蒸气中自由原子的数
 目成正比，将未知样和已知浓度的标准样的吸光
 度进行比较，求得待测元素的含量。具体地说，
 就是首先测定若干个已知浓度的标准溶液中待测
 元素的吸光度，按溶液的浓度对吸收强度作工作
 曲线，再测定未知样品溶液中该元素的吸光度，
 然后在此工作曲线上找出该元素在此吸光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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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浓度，便完成了样品溶液中某元素含量测定。
 若样品经过溶样、稀释或浓缩等预处理，还应根
 据处理前后量的变化关系，换算到原样品中去。

2.原子吸收光谱的产生
原子由原子核和核外电子所组成。原子的能量是

 量子化的，形成一个个的能级。在不受外界扰动
 的情况下，原子处于稳定的基态。

基态原子受到加热、辐射、其它粒子进行非弹性
 碰撞时便吸收能量。当辐射频率与原子中的电子
 由低能态跃迁到高能态所需要的能量△E相匹配
 时，便发生吸收，产生该种原子的特征原子吸收
 光谱。



原子吸收光谱通常位于光谱的紫外区和可见
 区。

3.原子吸收光谱的波长
原子吸收光谱的波长和频率由产生跃迁的两能

 级的能量差△E决定：
高能态

其中
 
-波长

-频率
 

低能态

c-光速

h-普朗克常数。

原子光谱波长是进行光谱定性分析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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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基态与激发态原子的分配
在一般情况下，一个原子只有一个电子被激

 
发。因此，原子处在不同能级上的数目就代表了

 
其内部电子所处的能态。分子运动论认为，大量

 
的原子在达到热平衡时，处在不同能态的原子数

 
目服从波尔兹曼(Boltzmann)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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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Ni ,Nj 分别为处在低能态Ei 和高能态Ej 

上的原子数
gi ,gj 分别为两者的统计权重
k为玻尔兹曼常数，k=1.38×10-23 J/K
T为绝对温度

由此可见，基态原子数目N基态
 

总是远远大于
 第一激发态原子数目N激发态

 
，也远远大于激发

 态原子总数N激发态
 

。因此，可以认为N基态
 

几乎
 等于原子总数N。

表1中列出了部分常见元素的基态原子数目与
 第一激发态原子数目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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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
激发能

(eV)
N激发态

 

/N基态

2000K 2500K 3000K
Na 2.104 0.99×10-6 1.14×10-4 5.83×10-4

Mg 4.346 3.35×10-11 5.20×10-9 1.50×10-7

Ca 2.932 1.22×10-7 3.67×10-6 3.55×10-5

Sr 2.690 4.99×10-7 1.13×10-5 9.07×10-5

Ba 2.238 6.83×10-6 3.19×10-5 5.19×10-4

Cu 3.817 4.82×10-16 4.04×10-8 6.65×10-7

Ag 3.778 6.03×10-10 4.84×10-8 8.99×10-7

Au 4.632 2.12×10-12 4.60×10-10 1.65×10-8

Zn 5.795 7.45×10-15 6.22×10-12 5.50×10-10

Pb 4.375 2.83×10-11 4.55×10-9 1.34×10-7

表1. 某些元素在不同温度下的N激发态

 

/N基态

 

之比




2

em
nN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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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共振线
如果电子是从基态吸收光后跃迁到激发态，我们

 称这种吸收谱线为共振线(原子发射光谱中也有共
 振线)，如果跃迁到第一激发态，就称之为第一共
 振线，如果跃迁到第二激发态，就称之为第二共
 振线，余次类推。由于电子处在基态的原子数目
 大，又 容易跃迁到第一激发态，因而一般说
 来，第一共振线的吸收强度 大，是元素的 灵
 敏线，也是原子吸收分析中优先选择的谱线。原
 子中电子间会产生自旋偶合，激发态会出现能级
 分裂，故第一共振线往往不止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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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Na元素就有两条第一共振线：

588.995 nm和589.592 nm。

除了基态电子能够吸收光跃迁到激发态外，
 

较低的激发态电子也能吸收光跃迁到更高能量的
 

激发态。因此，共振线一定是吸收线，但吸收线
 

不一定是共振线。显然，这种激发所占的比例很
 

小，所产生的吸收谱线很弱，一般不能选作进行
 

原子吸收分析的谱线。但对于过渡元素，由于能
 

态的复杂性，会经常出现 灵敏线不是共振线的
 

情况。



7.谱线轮廓
理论上，只有当光源波长=hc/ΔE时，才

 会出现原子吸收，在波长大于或小于0 时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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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产生吸收。因此
 原子吸收应该是没有
 宽度的线状吸收。但
 实际上谱线是有宽度
 的，右图便是 常见
 的吸收轮廓线。表示
 吸收轮廓线的参数是
 吸收线的中心频率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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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波长与半宽度。
中心频率或波长是指极大吸收系数所对应的频

 率和波长，吸收线的半宽度是指 大吸收的一
 半处的谱线轮廓上两点的频率(或波长)差，用
 Δ1/2 或Δ1/2 表示。

造成的吸收谱线变宽的原因有很多。由自身测
 不准原理造成的变宽称为自然变宽，由受热、
 碰撞、压力及各种场等因素造成的吸收谱线变
 宽分别叫做热变宽、碰撞变宽、场效应变宽
 等。原子吸收线的宽度则是所有这些变宽因素
 的总和，起主要作用的是热变宽和碰撞变宽。
 在通常的原子吸收光谱分析条件下可以不予考
 虑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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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变宽和场效应变宽。
热变宽又称多普勒变宽。由于吸收原子在受热

 时出现不同方向、不同速度的热运动。这一不规
 则的热运动与观测器两者间形成相对位移运动，
 从而发生多普勒效应，使谱线变宽。热变宽会引
 起吸收谱线大约10-3nm的宽度增加。

由于辐射原子与其它粒子（分子、原子、离子和
 电子等）间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谱线变宽，统称
 为压力变宽。压力变宽通常随者外界压力的增大

而增大。压力变宽也会引起吸收谱线的大约10-

3nm宽度增加。
同种粒子碰撞引起的变宽叫Holtzmark（赫尔兹

 马克）变宽；分析原子与气体中局外粒子碰撞



引起的变宽叫Lorentz（罗
 伦兹）变宽。

Lorentz（罗伦兹）变宽还
 会引起谱线轮廓非对称化

 和分布极大的红移。

场致变宽是由于外电场或
 磁场能引起能级的分裂，
 从而导致谱线变宽。

由自吸现象而引起的谱线
 变宽称为自吸变宽。空心
 阴极灯发射的共振线被灯
 内同种基态原子所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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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来的谱线轮廓

2．产生变宽和风移后的轮廓



收产生自吸现象，从而使谱线变宽。灯电流越
 大，自吸变宽越严重(详见《灯电流的选择》)。

8.原子吸收光谱的测量
8.1 积分吸收

在吸收线轮廓内，吸收系数的积分称为积分吸
 收系数，简称为积分吸收，它表示吸收的全部能
 量。从理论上可以得出，积分吸收与原子蒸气中
 吸收辐射的原子数成正比。数学表达式为：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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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e为电子电荷；m为电子质量；c为光速；N0 
为单位体积内基态原子数；f 振子强度，即能被

 入射辐射激发的每个原子的平均电子数，它正比
 于原子对特定波长辐射的吸收几率。这是原子吸
 收光谱分析法的重要理论依据。

若能测定积分吸收，则可求出原子浓度。但
 是，测定谱线宽度仅为10-3nm的积分吸收，需要
 分辨率非常高的色散仪器。

8.2 峰值吸收
目前，一般采用测量峰值吸收系数的方法代

 
替测量积分吸收系数的方法。如果采用发射线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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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就不需要用高分辨
 率的单色器，而只要将
 其与其它谱线分离，就
 能测出峰值吸收系数。

在一般原子吸收测量条
 件下，原子吸收轮廓取
 决于多普勒(热变宽)宽
 

度，通过运算可得峰值
 吸收系数：

41

宽度比吸收线半宽度小得多的锐线光源，并且发
 射线的中心与吸收线中心一致，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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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峰值吸收系数与原子浓度成正比，
 只要能测出K0 就可得出N0 。

8.3 锐线光源
锐线光源是发射线半宽度远小于吸收线半

 宽度的光源，如空心阴极灯。在使用锐线光源
 时，光源发射线半宽度很小，并且发射线与吸
 收线的中心频率一致。这时发射线的轮廓可看
 作一个很窄的矩形，即峰值吸收系数K

 
在此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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廓内不随频率而改变，吸收只限于发射线轮廓
 内。这样，一定的K0 即可测出一定的原子浓度。

8.4实际测量
在实际工作中，对于原子吸收值的测量是以

 一定光强的单色光I0 通过原子蒸气，然后测出被
 吸收后的光强 I，此一吸收过程符合琅伯-比尔
 (Lambert-Beer)定律，即：

式中
 

k为吸收系数，

N为自由原子总数（基态原子数）

L为吸收层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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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光度A可用下式表示

在实际分析过程中，当实验条件一定时，
 N正比于待测元素的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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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

原子化系统 检测系统分光系统光源

样品

第三节  仪器设备
原子吸收仪器的种类繁多，型号各异，但从功

 能上划分，它们都是由光源、原子化系统、分光系
 统和检测系统等四部分组成。现在的原子吸收仪器
 增加了计算机控制部分，用于对上述各部分工作状
 态的控制以及数据的采集、储存和处理。

原子吸收光谱仪各部分功能示意图



2019/4/28 原子吸收光谱分析 48

1.光源
1.1 AAS对光源的要求

由前面的讨论可知，原子吸收的理想光源必须
 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波长必须单一，二是光源必须
 有足够的强度。能否利用钨灯或氙灯等连续光源经
 过光栅分光之后的单色光作为AAS的光源呢？德国
 的耶拿公司已经制作出来利用氙灯作为光源的原子
 吸收光谱仪，但是成本很高。因为要保证这些连续
 光源经过光栅分光之后的单色光还要有足够的强度
 ，必须增加光源的功率，而且大功率的光强照射道
 光栅上，对光栅的要求也增加了。因此AAS一般还
 是采用专用光源，如空心阴极灯、无机放电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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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等，其中空心阴极灯是广泛采用的线状光
 源。

1.2 低压空心阴极灯
空心阴极灯是由玻璃或石英制成的封闭着的低

 压气体放电管。早期的灯窗口根据分析谱线波长
 的不同选用不同材质的玻璃，谱线波长在可见光
 区(370 nm以上)选用光学玻璃片，谱线波长在紫
 外区(370 nm以下)选用石英玻璃片。现在的灯窗
 口均选用石英玻璃片。灯中心装有内径为几毫米
 的圆筒状空心阴极和一环状阳极。圆筒用溅射率
 低并且发射谱线简单的材料如铝等金属制成。圆
 筒底部用钨镍合金支撑。圆筒内壁，有的直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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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元素金属制成，但对于低熔点金属、活性较
 强的金属、价值较贵的金属或难加工的金属，则
 采用它们的化合物或合金制成。阳极一般用金属
 钨支撑，上部用钛丝或钽片制成。钛丝或钽片具
 有吸气的性质，可以吸收灯内杂质气体。减少干
 扰谱线。灯内充有几毫米汞柱的氖气或氩气。

空心阴极灯的发光是辉光放电发光。当灯的两极
 加上电压，会在两极间产生电场，同时阴极上的
 电子向阳极移动并被电场加速，电子与稀有气体
 碰撞产生二次电子和稀有气体离子，同时产生辉
 光现象。这些电子迅速移向阳极，而稀有气体离
 子迅速移向阴极，轰击阴极表面，使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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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溅射出来，在阴极圆筒内形成原子蒸气，这
 些蒸气状原子再次受到电子和离子的碰撞而被激
 发，于是在辉光中出现了所需元素的谱线。将阴
 极制成圆筒状，是为了削弱正辉光区，增强负辉
 光区，提高所需元素的谱线强度，还能延长灯的
 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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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讨论可以看出空心阴极灯的两个特点，
 其一、空心阴极灯是有寿命的。随着灯的使用，其
 阴极表面的物理性质和所需元素的浓度会发生改变
 ，灯的发光强度，稳定性等会逐渐变差，当这些指
 标达不到要求时就该换新的了。其二，我们若测定
 某个元素的含量，必须使用与其相应的空心阴极灯
 ，如测定铜，就必须采用铜灯，因为只有铜灯才能
 发射出铜元素的谱线来。也就是说光源与待测元素
 有一一对应关系。虽然现在有复合灯，即同一灯的
 阴极表面含有几种元素，能进行多种元素测定，但
 由于这种灯在测定某一元素时，也在消耗其它的所
 有元素，因此灯的工作时间是所有元素工作时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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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和，也就是说，每个元素的寿命不及单个灯长。
另外，元素谱线之间会产生干扰。所以一般情况下

 还是采用单元素灯。
有的光谱仪采用水或液态空气对阴极进行冷

 却，目的是为了降低空心阴极灯谱线的热变宽，但
 由于制造成本较高，只有进行超精细结构研究的超
 高分辨基础研究时才采用它。还有的光谱仪采用方
 波供电或脉冲供电来降低谱线的线宽。无论采用冷
 却方式还是采用方波或脉冲供电方式都是在保证光
 源强度的基础上设法降低灯的温度，从而降低灯内
 蒸汽压，减小多卜勒线宽、碰撞线宽和自吸线宽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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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高强度空心阴极灯
现在还有一种高强度空心阴极灯。它是在普通空

 心阴极灯中增加一对辅助电极，如图所示。工作时
 辅助电极间通入几百毫安的低压大直流电，则产生
 电离的的气体原子流与从空心阴极溅射出来的待测
 元素原子相碰撞而激发，提高了共振线的强度。与
 普通灯相比，其共振线辐射强度可增加30~100倍
 ，而其它发射线增加不明显。如Ni的普通灯，
 232.00 nm线与231.98 nm线很难分开，而高强度
 空心阴极灯的232.00 nm线强度明显增强，而
 231.98 nm线几乎不变。高强度空心阴极灯对测定
 谱线复杂的Fe,Co,Ni,Mn,Ti等元素特别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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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普通空心阴极灯制造工艺的改进，性能
 越来越完善。而高强度阴极灯比普通灯的改进并
 不是很大，但制造工艺复杂，价格贵，可靠性差
 ，寿命短，并没有得到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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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无极放电灯
无极放电灯是将待测元素的卤化物特别是碘

 化物，充填在一椭圆形或圆形石英管泡(直径5~9 
mm，长25~35mm，管壁厚1mm)中，石英管泡

 中还填有几毫米汞柱的惰性气体如稀有气体。石
 英管泡置于高频线圈的中心，二者之间牢靠固定
 ，再安装于一个绝缘套内，然后放在一个微波发
 生器的同步空腔谐振器中。这种灯的强度比空心
 阴极灯大几个数量级，没有自吸，谱线更纯。

工作时，外围的高频线圈通电产生高频电场
 ，位于高频电场内的石英管泡内惰性气体产生辉
 光放电，并使载气原子激发，放电管温度升高，



2019/4/28 原子吸收光谱分析 58

使金属化合物蒸发和解离，被激发的载气原子
 和元素原子碰撞而使后者被激发，发射出特征
 的共振辐射。用射频(300kHz~300GHz)激发的
 无极放电灯具有比空心阴极灯光强度高、稳定
 性好、自吸小等优点，用微波(300MHz~300G 

Hz)激发的无极放电灯也具有光强度高、寿命长
 等优点。但它们都必须有一个专用的射频电源
 或微波电源激发之。这种电源造价较高。另一
 方面由于主要靠元素自身放电，因而要求化合
 物在200~400℃必须具有约1毫米汞柱的蒸汽压
 ，这就使得难挥发的金属元素不便用于制造无
 极放电灯。此外，能与石英管反应的金属也不



2019/4/28 原子吸收光谱分析 59

适于制造无极放电灯，如碱金
 属。目前仅适于制造无极放电
 灯的有As、Cd、Sn、Se、Tl 

、Zn等。不过普通空心阴极
 灯在稳定性、再现性、谱线轮
 廓等方面已经得到了满意的结
 果。



2019/4/28 原子吸收光谱分析 60

1.5激光光源
激光光源用于研究气态的分子吸收、分子荧

 光已有报道，只是近年来才试图将激光光源用于
 原子吸收的测量中。其中半导体二极管激光器首
 先被选作AAS的光源。它具有波长纯度高，单色
 性好，强度高等优点，是AAS 理想的光源。但
 无法改变波长是其致命缺陷，尽管目前已出现了
 能调谐波长的激光器，也只是在有限的范围内调
 整，并且对温度十分敏感。这就要求仪器具有很
 好的恒温装置。目前这种装置价格昂贵，只能作
 为光源研究，还不能进行商业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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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原子化系统
原子化系统是将样品 终变为自由蒸气原子并引

 入检测光路中进行吸收的装置。在原子吸收分析
 仪器中原子化系统是一关键装置。根据原子化方
 式的不同该系统可分为火焰原子化系统和非火焰
 原子化系统。

2.1 火焰原子化系统
将被测溶液用一定手段雾化后进入火焰，借

 助于火焰的热量和气氛使其原子化，这样的系统
 属于火焰原子化系统。

 
早期的火焰原子化系统

 为全消耗型火焰原子化系统。整个系统像一盏酒
 精喷灯，燃气与助燃气在灯口处混合，样品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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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在灯口处喷出，即样品溶液全部进入火焰。这
 

种原子化系统的特点是进样快、样品需要量少、
 

记忆效应小，但稳定性差，测试精度也差。目前
 

已被淘汰。现在普遍采用的是预混合型。下图就
 

是预混合型火焰原子化系统示意图。它由雾化器
 

，雾化室和燃烧器组成。样品溶液在雾化器的气
 

体抽提下经雾化器喷嘴喷出，形成雾滴，在雾化
 

室中与燃气和助燃气进行预混合，同时较大的雾
 

滴沉降后经废液排液口排出，较细的雾滴与上述
 

气体混合均匀后进入燃烧器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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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路接头气路接头

燃烧头燃烧头

点火装置点火装置

雾化室雾化室

燃烧头上下燃烧头上下
 调节旋钮调节旋钮

燃烧头前后调燃烧头前后调
 节旋钮节旋钮

燃烧头方向燃烧头方向
 调节旋钮调节旋钮

雾化器雾化器

进样管进样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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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进入雾化器的气体(一般为空气)具有较大
 的压力(一般为0.4~0.6 MPa)，样品溶液可被自行
 吸入并随喷口喷出。为了使气溶胶混合更均匀，可
 在雾化室内加装一个扰流器，但加装扰流器后会使
 雾化效率降低。

为了提高稳定性，还可在样品溶液与雾化器之
 间加一蠕动泵，用以控制进样速度。预混合型火焰
 原子化系统与全消耗型火焰原子化系统相比结构要
 复杂些，但还是比其它原子化系统结构简单。不过
 这类原子化系统的效率低，大量样品溶液由于没有
 得到雾化而形成废液排出。为提高雾化效率，通常
 在雾化器喷嘴前加装一碰撞球，使高速气液流撞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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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
 液

原子化
样品

 溶液 雾滴
混合

 气体

燃
 气

助
 燃
 气

雾化器 雾化室 燃烧器

载
 气

碰撞球时再次撕碎。即使这样，雾化效率也只有
 2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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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高雾化效率，可采用超声雾化器取代气
 动雾化器。这样可使雾化效率提高到75%。但超
 声雾化器的价格较贵，同时记忆效应也比气动雾
 化器大，稳定性也不如气动雾化器好。

燃烧器是实现原子化和原子吸收的部件。含
 有样液成分的气溶胶在燃烧头上燃烧，使气溶胶
 干燥、气化、裂解(原子化)，从而实现原子吸收
 。为提高吸收效率，通常将燃烧头制成狭缝状。
 对于助燃气~燃气为空气~乙炔、空气~煤气、空
 气~丙烷，燃烧器的狭缝长度和宽度通常为100 

×
 

0.5 mm；对于助燃气~燃气为氧化二氮~乙炔
 、空气~氢气，燃烧器的狭缝长度和宽度通常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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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 0.4mm。
目前较好的预混合型火焰原子化系统的雾

 化器多采用惰性材料制成，如中央毛细管采用铂
 铱合金，喷嘴采用铂或钽。雾化室采用不锈钢内
 衬聚四氟乙烯制造，可耐酸碱、氢氟酸。燃烧头
 采用钛合金制造。



非火焰原子化系统有很多种。主要有：
电热原子化

采用电加热的手段使样液完成干燥、原子
 

化，实现原子吸收。
化学原子化

利用化学反应使某些待测定元素生成气态原子或
 气态氢化物，与液相分离。由于能得到富集并且
 氢化物在低温下加热便可分解，得到气态原子，
 因此在AAS、AFS、ICP-AES、ICP-MS中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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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非火焰原子化系统



广泛应用。但能形成氢化物的元素不多，只有
 Hg、As、

 
Sb 、Bi、Ge、Sn、

 
Pb 、Se、

 Te，Cd，Zn等十一种，其中Hg为单质。
等离子原子化
采用等离子体作为加热源。

激光原子化
电加热原子化是非火焰原子化中 常见的

 一种。
电加热原子化器可采用石墨或金属材料作

 为电加热材料。采用石墨材料的有石墨炉，石
 墨杯或石墨丝；采用金属材料的有钽舟和钨丝
 等。 常见的是石墨炉和石墨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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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加热石墨管原子化器又分为纵向加热和横
 

向加热。
 纵向加热就是加热时电流行进的方向与光路

 
平行，优点是结构简单，其石墨管就是简单的圆

 
管，但加热不均匀。

 横向加热方式是电流行进方向与光路垂直，
 

其石墨管为十字交叉型的，因而结构复杂，但加
 

热均匀，是今后发展的方向。
 另外，为使加热均匀，石墨管内往往再做一

 
个小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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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加热方式的热量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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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光系统
分光系统包括入射狭缝、单色器和出射狭缝
功能

 
将检测谱线从包含所有谱线的光路中分离

 
出来，并送入检测系统
入射狭缝

 
调整入射单色器光通量即光强度

单色器
 

将复合光按波长变化顺序分开，它是分
 

光系统的核心，也是衡量仪器好坏的重要指标
出射狭缝

 
除了调整光通量，还能阻止邻近杂散

 
光对检测系统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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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线色散率与倒线色散率

线色散率
 

是指相邻单位波长的两条谱线在单色
 

器焦平面上分开的距离，单位mm/nm。

倒线色散率
 

就是在单色器焦平面上单位距离内
 

包含的波长变化范围，单位nm/mm。

目前仪器标出的更多是用倒线色散率。分
 

光系统的倒线色散率越小，其线色散率越大，
 表明分光能力越强。现代仪器的倒线色散率一
 般为0.5~3.0 nm/mm ， 常见的为2.0 nm/mm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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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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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分辨率

分辨率表明能清楚分辨紧邻两条谱线的能力
 。用公式表示：

式中，
 

和
 
为

 恰好能分辨的两条
 谱 线 的 平 均 波 长
 (1 +2 )/2和波长差
 绝对值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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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恰好能分辨”是指一条谱线的轮廓线的
 大值正好落在另一条的 小值处，即锐利准则
 。但实际上只要能达到40%R理

 

即认为两条谱
 线能分开。

根据锐利准则
 

一条谱线的轮廓线的 大值正
 好落在另一条的 小值处即为恰好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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棱镜分光系统示意图

3.3 棱镜单色器
棱镜单色器由准直镜O1 、棱镜L和物镜O2 组  成。



棱镜单色器就是利用几何成像原理和不
 同波长的光在通过棱镜时的折射率的不同完成
 分光的。波长越长，折射率越低，偏转越小；
 波长越短，折射率越高，偏转越大。它原理简
 单，但结构笨重，分辨率差。如色散率较大的
 重火石玻璃棱镜对于600 nm波长的色散率
 dn/dl=120mm-1，要达到R=6×104的分辨率,棱
 镜的边长就必须达到60000/120=500 mm。目
 前还没有见到如此之大的棱镜。现在这种单色
 器已被光栅单色器取代。

3.4 光栅单色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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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的衍射现象

光的干涉现象

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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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000

N=3 



两者都有（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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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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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000

N=1000()



两束不同波长的光的光叠加：

连续波长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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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光学理论推导：

其中
 

R为分辨率

m为衍射级次，也称光谱级次，即相
 邻两刻痕的衍射光的光程差与波长之比

N为光栅的刻痕总数
例如对于上题中，要达到R=6×104的分辨

 能力，若采用一级衍射，所需的总刻痕：
N = R / m = 60000/1 =60000(条)
对于 常见的1200条/mm的光栅来说，只

 需60000/1200=50mm长就行了，远比上述的棱
 长50厘米的棱镜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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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mN



现在的光栅可大致分为三类：

全息光栅
 

采用全息照相技术制成，特点是
 

制作简便、成本低，缺点透射或反射效率
 低。只在低级仪器上使用。

激光光栅
 

采用激光刻制，制作较为方便，
 

透射或反射效率较高。
中阶梯光栅

 
采用手工配合机械设备制成，

 
线条少，刻痕深，投射或反射效率高。但成

 本高。

2019/4/28 原子吸收光谱分析 90



狭缝有入射狭缝和出射狭缝。光束通过入射狭
 缝时，由于没有得到分光，因此是复合光，增
 加入射狭缝宽度，就可以增加入射光强度，灵
 敏度也随之增加，但谱峰变宽，对测定不利。

而当光束通过出射狭缝时已经通过分光了，因
 此出射狭缝宽度直接影响到达检测器光的强弱
 和谱线多少。宽度增加，光通量增加，干扰谱
 线也有可能进入。故相对来说，出射狭缝更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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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狭缝宽度



一般来说，仪器的倒线色散率小，说明其
 分辨率高，可适当增加出射狭缝宽度，提高稳定
 性，降低检出限。

但若存在邻近谱线干扰时，就应减小出
 射狭缝宽度，尽量挡住干扰谱线。通常用通带宽
 度来确定狭缝宽度。所谓通带宽度就是能够通过
 狭缝的波长变化值。它与狭缝宽度和倒线色散率
 的关系为：

其中
 
 为通带宽度

D 为倒线色散率
S 为狭缝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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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S



如要求仪器的通带宽度为0.2 nm，即通过狭
 缝的 大波长与 小波长之差为0.2 nm。若仪器
 的倒线色散率D为2.0 nm/mm，则狭缝宽度S= 

0.2/2.0 = 0.1 mm。
狭缝宽度与通带宽度的单位都是长度单

 位，但通带宽度的单位通常采用nm，即波长单
 位，狭缝宽度单位通常采用mm，两者相差106 

倍。在调节狭缝宽度或通带宽度时应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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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分光系统的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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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系统主要由光电转换元件、放大电路
 

和读数装置三部件组成。

常用的光电转换元件是光电倍增管，它
 

具有灵敏度高、寿命长、噪音低等优点。光电
 

倍增管由受光窗口、发射电子的光阴极收集电
 

子的阳极和位于二者之间的多个放大电子数目
 

的打拿极(倍增极)组成，它们密封在真空管内
 

。受光窗口有侧窗式和端窗式两种。

4．检测系统



光电倍增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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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光子撞击在光电倍增管的光阴极时，
 

光阴极上的光敏感材料发射出电子，加在光阴
 极与打拿极(倍增极)上的电压迅速将电子吸引至
 

打拿极，并在打拿极轰击出更多的电子，产生
 电子的放大效应。轰击出的电子又被第二极打
 拿极吸引。一般光电倍增管有11个打拿极，经
 过11级的放大，总共可以发射出的电子比原来
 多109倍。这些电子被阳极检测并输出(≈1~10 

A)。加在光电倍增管上的电压直接影响其灵敏
 度。电压越高，灵敏度也越高，同时噪音也越
 高。因此一般在实际测试中，在保证有足够灵
 敏度的条件下，应尽量不使电压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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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电倍增管的特性包括以下三点：

一、光谱响应
 
光电倍增管的灵敏度随着波长

 
的变化而改变。不同型号的光电倍增管对光线波

 
长的响应是不一样的。下图给出了两种光电倍增

 
管的光谱灵敏度特征曲线。涂有Ga-As光敏材料

 
的光电倍增管在较宽的波长范围内都有较好的灵

 
敏度。为了使仪器在整个波长范围内都有较好的

 
灵敏度，有的原子吸收光谱仪采用两个或两个以

 
上光电倍增管，并且可自动进行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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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种光电倍增管的波长响应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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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暗电流
 
即在完全黑暗下光电倍增管输出

 
的电流，显然，暗电流越小，光电倍增管的质

 
量越好。

三、漂移。光电倍增管在工作一段时间后，其
 

阳极输出的电流会发生变化，这种现象称为漂
 

移。加在阳极上的电流越大，漂移越厉害。为
 

了克服漂移现象，在测试之前应预先对空心阴
 

极灯进行通电预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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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电转换元件除了光电倍增管外，现在越
 

来越多地用到固体检测器，这部分的内容将在
 “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分析”中介绍。

放大电路的任务是完成对光电倍增管检测
 

到的微弱信号的放大。随着电子技术的迅速发
 

展，高保真、低噪音的放大电路层出不穷。现在
 

放大电路的稳定性、灵敏度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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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数装置是完成检测信号输出的装置。它经
 历了几次变革。从原来的模拟信号发展到数字信
 号；从早期的吸光度输出发展到单板计算机的浓
 度输出。还附加了许多辅助功能，如标尺扩展、
 自动校零、曲线校正、积分记录、数据打印等
 等。现在将微机与原子吸收光谱仪联机，更使仪
 器如虎添翼，自动化水平大大提高。若配备相应
 的辅助设备，如自动进样器等，只需预先设定好
 程序，可在无人值守的情况下完成多样品、多元
 素、高浓度(自动稀释)的连续自动测定，并自动
 

处理数据，保存或打印，自动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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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火焰法测试的  
工作参数选择

在原子吸收分析测定中，仪器的工作参数直接
 影响测定的灵敏度、精密度，对消除干扰等都
 有影响。不同的测试条件会得到不同的测试结
 果，也能引起测试误差，必须充分重视。



评价一种测试方法或检测设备的好坏，往
 

往采用灵敏度和检出限来衡量。

灵敏度定义为：

即浓度C的变化(dC)所引起的测量值的变
 化程度(dx)之比。


dxS
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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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灵敏度与检出限



在原子吸收分析中，更常用“特征浓度”。
 

即：
产生1%光吸收信号时所对应的待测元素的

 浓度。用C0 表示。

其中0.0044由下式求出：


0

C 0.0044C ( g / mL / 1%)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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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I 100% 1%A lg lg 0.0044
I 100%



如测得浓度C为0.50 g/mL的Zn溶液的吸
 光度A为0.200。其特征浓度：

C0 也称“倒易灵敏度”。

显然，C0 越小，S值越大，仪器的灵敏度
 越高。

 0
dc 0.0044C
dA S


 0

0.05 0.0044C 0.011( g / mL / 1%)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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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非火焰原子吸收仪器，往往采用“特征
 质量”

 
表示。

定义为：产生1%光吸收(或A=0.0044)信号
 时所对应的待测元素的量。单位：pg/1%。

其中C为待测元素的浓度(g/mL)
V为待测元素的体积(L)
A为待测元素的吸光度

  
0

30 0044 10 1C V .m ( pg /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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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采用石墨炉原子吸收法测定Cd时，Cd溶
 液的浓度C为0.001 g/mL，进样量V为20L，吸
 光度A为0.44，其特征质量：

   
 

3 3

0
1 10 20 0.0044 10m 0.2(pg / 1%)

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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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面讨论可知：仪器的灵敏度越高，说明
 仪器的检测能力越强。仪器对某种元素检测的“特
 征浓度”或“特征质量”越低，则元素检测的灵敏度越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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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出限指仪器所能检出的元素的 低浓度或
 

小质量。

定义为：能给出信号强度等于3倍噪声信号强
 

度标准偏差时所对应的元素浓度或质量。

D=3(g/mL)或D=3V103 (pg)
其中s为连续20次空白样品吸光度测量的标准偏

 差。
标准偏差定义为：

 




 






n
2

i
i 1

i 1

n
i

( A A)
A

A nn 1
其中  



获得仪器测试某元素检出限时只需要在仪器调
 

试好并作了工作曲线以后，在不再改变测试条件
 下，将空白溶液连续测定20次，将测试结果中的
 标准偏差乘上3倍即可得到该元素的检出限。

如测定Cu检出限。仪器调整好后，将输出
 结果的单位设为g/mL，连续测定空白溶液20 

次， 仪器给出标准偏差=0.003 mg/mL，则；
D=3×0.003=0.009 mg/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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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有的书上给出的检出限为：

    
  或

3C 3 C V 3 10D ( g / mL) D ( pg )
A A

其中：C为被检元素 小检出浓度(g/mL)，
V为被检溶液体积(L)，
A为吸光度。

这是由测定值的单位与检出限的单位不同造
 成的。如果测定值的单位已经是浓度，那检出
 限就是的3倍，如果检测的结果是吸光度，而
 检出限需用浓度单位表示，则需要对其进行单
 位转换，也就是3×C/A。当然，如果检出限
 也用吸光度，这时的检出限还是的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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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出限的可信度与平行检测的次数有
 很大关系。平行检测的次数越多，数据可
 信度越高。若连续测定20次，Cu浓度测得
 值为0.009mg/mL，则置信度为99.7%。

例如浓度0.1g/mL的 Pb溶液的吸光
 度为0.24，空白溶液连续测定20次的标准
 偏差为0.012。则Pb的检出限为：

D=0.1×3×0.012/0.24=0.015g/mL



2．吸收谱线的选择
首先应选择 灵敏线。但下列情况除外：

a). 灵敏线在真空紫外区。由于空气中氧气对
 真空紫外谱线有强烈吸收，就不能将其作为吸收
 谱线，如Al、As、Hg、Se、Sn等，它们的 灵
 敏线均小于200 nm，应考虑选择不在真空紫外区
 的谱线 ；

b). 灵敏线稳定性不好。又如Pb 287.0 nm很灵
 敏，但稳定性不好，选283.3 nm比较合适。许多
 过渡元素的共振线并不一定比非共振线灵敏度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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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Cr的357.87 nm吸收线的特征浓度是
 0.005 g/mL，而它共振线425.44 nm和427.48 

nm两条共振线的特征浓度分别为0.20 g/mL 
和 0.28 g/mL ，说明共振线 425.44 nm 和

 427.48 nm的灵敏度比357.87 nm谱线低。所以
 许多过渡元素的 灵敏线是非共振线。

c).谱线有干扰。一般情况下，各元素的分析谱
 线就是该元素的 灵敏线。但如果分析谱线附
 近有其他元素的吸收谱线就要防止其干扰。还
 要注意，若测定元素的 灵敏线也不灵敏，或
 样品中某一元素含量特别高，也要考虑干扰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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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灯电流的选择
虽然空心阴极灯的电流由加在两极的电压决

 定，但人们关心的是灯电流。因为谱线的强度
 与灯电流有很大的关系：

其中 i为灯电流

a,n为与阴极材料和填充气体有关的常数

选择灯电流时应尽量增强信号谱线强度，同时尽
 量降低背景信号强度，即提高信噪比，延长灯
 的使用寿命，还要避免自吸现象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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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外围。外围的这些
 温度较低的蒸气原
 子不仅不会发射光
 谱，还会吸收由温
 度较高的蒸气原子
 发射出的光谱，反
 而使中心波长的谱
 线强度降低，出现
 自吸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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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灯的灯电流与峰宽的关系

一般来说，灯电流越大，信噪比越高，信号越
 稳定，对测试越有利。但随着灯电流的增大，会
 使阴极的温度升高，因而会有更多的元素扩散



由图可以清楚地看到过大的电流不仅使中心
 波长的信号强度大大降低，还由于自吸展宽使谱
 线大大地拓宽了。另外，过大的灯电流也会使阴
 极表面元素的消耗加剧，缩短灯的寿命。因此灯
 电流不是越大越好，而是选择某个合适的电流，
 一般为几到十几毫安。

选择合适的灯电流不仅是为了有效提高发光
 强度，还能使阴极温度不至于过高。为了保证空
 心阴极灯有较高的发光强度，同时阴极温度不至
 于过高，有的仪器不再采用直流供电，而是采用
 脉冲或方波供电。此时只要延长数据采集时间
 (积分时间)，就可以获得满意的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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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空心阴极灯都会有个标签，上面提供了元素
 名称、测定波长、灯电流等参数供我们选择。如
 果仪器和灯都采用直流供电模式，给定的电流就
 是灯电流。如果都采用脉冲或方波供电模式，给
 定的值则是这种断续供电方式的平均值。

方波或脉冲供电的空心阴极灯，其占空比
 (供电的占用时间与空闲的占用时间之比)基本都

 是1：1，给定的电流为平均电流。但是仪器的占
 空比却有多种，其中1：1、1：4和1：5较常

 
见，因此，不能按照灯上标注的的工作电流来设

 定。必须按照仪器的占空比进行换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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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某空心阴极灯的工作电流给出的是5~15 
mA，由于此灯给出灯电流是按1：1占空比给定

 的，方波高电位电流应为10~30mA，根据光强由
 脉冲电流(方波电流)决定原理，假如某仪器的占
 空比为1：5，方波高电位电流为10~30mA，则
 平均电流为1.6~5mA。

因此若你的仪器占空比为1：n时，则工作电
 流等于标称工作电流除上(1+n)/ 2 即可。

取其 大工作电流的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
 就是我们应当使用的工作电流：1.1~3mA。占空
 比为1：5的短脉冲供电的平均电流较占空比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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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长脉冲供电平均电流理论上小了三倍，即寿命
 提高三倍。这也是目前大家都用短脉冲供电的原
 因之一。

上述的是选择工作电流的一种方法。而在实
 际工作中，灯电流的选择是比较灵活的。一般情
 况下，在满足 低的精确度和灵敏度条件下，尽
 量降低灯电流。只有当精确度和灵敏度要求高时
 适当增加一点灯电流。另外，新灯的灯电流应小
 些，旧灯的灯电流可大些；熔点低的元素的灯电
 流应小些，熔点高的灯电流可大些；谱线信号强
 时灯电流应小些，谱线信号弱时灯电流可大些。
 但无论哪种情况，都不能超过 大灯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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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狭缝宽度(通带宽度)的选择
严格来说，狭缝宽度(通带宽度)有入射狭缝

 宽度和出射狭缝宽度(通带宽度)之分。若仅仅是
 

调整入射狭缝宽度，由于射入的光为复合光，因
 而只是调节光的强度。若调整的是出射狭缝宽度
 (通带宽度)，则由于此处的光已进行了分光，若
 分析谱线很窄，调整狭缝宽度(通带宽度)对分析
 

谱线的强度影响不大，主要是防止干扰谱线进入
 检测系统。但对于分析谱线强度很弱，宽度较宽
 的分析谱线，狭缝宽度(通带宽度)过窄，必然降
 

低灵敏度。一般来说，仪器的入射狭缝和出射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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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是同时调节的。因此，对于样品元素谱线复
 杂、分析谱线光强较强的情况，选择较窄狭缝宽
 度(通带宽度)对提高信噪比有利，狭缝宽度太宽
 不仅会引入干扰谱线，还会增加背景值，如
 Fe、Co、Ni之类的元素；而对于有些光强度不
 是很强，吸收也不很强的谱线，如Pb 283.3 

nm，就应选择较宽的狭缝宽度。

在实际测试中，可采用将样液喷入火焰中，
 观察吸收值随狭缝宽度的变化情况。当吸收值随
 宽度的增加而不再增加，此时的狭缝宽度就差不
 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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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原子吸收光谱仪标出的是通带宽度，而不是
 狭缝宽度，这一点应特别引起注意。另外，狭缝
 宽度或通带宽度往往是只能在几个之间选择，如
 AA800只能选0.2，0.7，2.0 nm三个通带宽度间
 选择。有的仪器只能在两个之间选择，有的只有
 一个，即不能进行选择。

5.提升量的调整
提升量：单位时间内的进样量。提升量越大，含

 待测元素的量就越多，灵敏度越高。但提升量太
 高，会使雾化室内雾滴加大，降低雾化效率；另
 一方面，过大的雾滴也会使火焰的温度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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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降低了原子化程度，缩短基态原子在观察
 区的停留时间，反而使灵敏度下降。大颗粒的
 粒子还会产生散射效应，使背景值增加。因此
 提升量以5mL/min为宜，可通过加粗或减细进
 样管内径的办法解决。

由于原子吸收光谱仪一般采用的是自吸进
 样，故样液与雾化器的相对高度也是影响提升
 量的因素之一，因此，所有作工作曲线的标准
 溶液和样品溶液都应在同一高度上进样。温
 度、黏度、酸度等也是影响雾化效率的因素，
 样品溶液的温度、黏度、酸度等都应与标准溶
 液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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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观察高度的选择
观察高度是指光源谱线通过燃烧区时离燃烧

 头的高度。

要选择 佳的观察高度，就必须首先了解待测元
 素在火焰中的物理化学变化。

6.1 元素在火焰中的物理化学变化
根据待测元素在火焰中的物理化学变化的不

 同，可将其分为四个区。
下面以CaCl2 溶液为例逐一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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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焰在原子化过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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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干燥区(预燃区)  是燃气气溶胶刚刚离开
 燃烧头的很窄的区域。在此区域中燃气燃烧不
 充分或大部分并没有燃烧。由于受热辐射，此
 区域的温度大约在300~500℃，气溶胶在此区
 域被干燥成固体颗粒。这是一个物理变化的过
 程，样品并没有被原子化。

Ca2+(aq) + 2Cl-(aq) =CaCl2 (s)。
6.1.2 蒸发区(第一反应区)  是一条清晰的浅蓝

 色的光带，燃气和助燃气在此区域开始燃烧，
 温度上升。但燃烧不充分，温度没达到 高
 点。干燥后的样品颗粒在此被熔融、蒸发，但
 仍没有被太多原子化。

CaCl2 (s) → CaCl2 (l) →CaCl2 (g)。
2019/4/28 原子吸收光谱分析 131



由于这里存在大量的水蒸气、NO2 、CO2 
等，它们对观察的干扰大，不是 佳的观察区

 域。

6.1.3 原子化区(观察区)  位于蒸发区上方一个很
 小的区域，离燃烧头约4~6 mm，此处的温度继
 续升高，被蒸发的化合物在此区域被大量原子化
 或被还原气氛还原为自由原子，是进行原子吸收
 的理想区域。当然在此也有部分原子被激发至激
 发态，可选择合适的燃气条件使其降至 少。

CaCl2 (g) = Ca(g) + 2Cl(g)。
6.1.4 电离化合区(第二反应区)  燃气在此得到充

 分燃烧，温度达到 高值，原子化的部分原子被
 电离。再往上温度急剧下降，由于冷却作用，被2019/4/28 原子吸收光谱分析 132



电离的气态离子形成化合物。由于反应复杂，伴
 有大量离子的离子谱线，干扰谱线较多，也不是
 理想的观察区域。

Ca(g) + O(g) = CaO(g)
Ca(g) +2O(g) + H(g) = CaOH

Ca(g) = Ca+ + e, Cl(g) +e = Cl-(g)
上面讨论的四个区域是紧密相连的，很难精确的

 将它们分开。实际测试中可将燃烧头上下调整，
 使吸收值达到 大，同时使背景值降至 低，即
 可认为是 佳的观察高度，一般为5~1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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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燃气、助燃气的选择
7.1 空气～乙炔火焰

这是火焰原子吸收中 常用的燃气和助燃
 气。特点是成本较低，背景较小，可测定35种元
 素。根据助燃比(助燃气与燃气之比)将其分为化
 学计量火焰、贫燃火焰和富燃火焰三种燃烧方
 式。

7.1.1 化学计量火焰
这种火焰的助燃比一般为3~4：1 ，在这种

 方式下燃气得到充分燃烧，助燃气消耗怠尽。火
 焰温度大约为2300℃。火焰的层次分明、清晰、
 稳定，噪音小，背景值低，又具有一定的还原
 性，许多元素在此温度下都能得到解离，是原子
 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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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首选的燃烧方式。对于Cu,Au,Mg,Co,Ni,Fe, 
Zn,Cd等元素选用化学计量火焰较合适。但对氧

 化物难解离的元素(高温元素)不适用，因为它们
 在此温度下不能得到充分原子化，如Al,Si,W, 

Ti,V,Zr,Hf等。
7.1.2 贫燃火焰

这种火焰的助燃比为4～6：1。助燃气较多
 而燃气较少。由于燃气得到充分燃烧，所以火焰
 的特点是颜色很浅，背景值很低。火焰温度虽不
 及化学计量火焰，但降低不是很多。特别适合碱
 金属元素的测定，也适合元素单质熔点高或难形
 成高温氧化物的元素，如Au,Ag,Pt,Rh,Ga,In,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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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等。但这种燃烧方式的稳定性较差。

7.1.3 富燃火焰

这种火焰的助燃比一般为1.2～1.5：1。与贫
 燃火焰相反，混合气中燃气多而助燃气少。由于
 燃烧不充分，火焰带有明显的黄色，有的甚至有
 浓烟。火焰中有大量的C*,CH*,CO*,CN*,NH*等自
 由基，因此具有很强的还原性，适合测定易被氧
 化或氧化物熔点较高的元素。由于有较强的还原
 作用，可以使这些氧化物不需经过高温解离的过
 程，而是直接被还原成气态自由原子。

MO(g) +C*﹦M(g) +CO
对于氧化物稳定，难以原子化的元素如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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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Ba,Cr,Mo等宜选富燃火焰。用这种火焰测定
 Mo时其吸光度比化学计量火焰高出5倍多。

由于燃气和助燃气的流量是连续可调的，当
 燃气过量时，火焰发黄，为富燃火焰。调整燃气
 流量，使火焰黄色逐渐消失，变为蓝色，此时的
 火焰为化学计量火焰。继续降低燃气流量，火焰
 颜色更浅，这时就是为贫燃火焰。若继续降低燃
 气流量，就无法点燃了。

无论采用哪种燃气、助燃气比的火焰，对分
 析线在220 nm附近或以下的元素都是不适用

 的，因为助燃气(空气)对它们有强烈的吸收，如
 As, Se,Sn等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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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N2 O~乙炔火焰
这是常用的高温火焰，温度可达3000℃。

 在此温度下，N2 O有强烈的还原作用，适合测
 定易生成高温氧化物或氧化物熔点较高的元
 素，如Cr，Mo等。采用N2 O~乙炔火焰对Al，
 Si，Ti等也能进行测定。但对于易电离的元素，
 如碱金属和碱土金属等不宜采用。由于温度
 高，有些元素会产生发射谱线，所以背景值较
 高。

7.3 空气~石油气火焰
这种火焰的特点是成本低。 高温度为

 1700℃左右。能测定Ag，Li，K等易于电离的
 元素，但噪音大，火焰易受空气流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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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空气~氢气火焰
这种火焰的特点是火焰是无色的。火焰温度不

 高，大约在2000℃左右。对紫外吸收较少。适合
 于测定易电离的元素，如Pb，Zn，Sn，碱金属
 等。特别适合于对Sn的测定，其灵敏度比空气~ 

乙炔火焰高5倍。但这种火焰化学干扰大，易回
 火，即燃气容易回串到雾化室，引起爆炸。应引
 起足够的重视。

7.5 氩~氢火焰
这种火焰的 大特点就是燃烧温度特别低，只

 有300~800 ℃。虽然不能使多数元素原子化，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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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对紫外光谱吸收低，很适合于As，Se，Sn 
等分析线在200nm左右的元素。由于温度低，基

 线稳定性不好，分子吸收干扰严重。
另外，在选择不同的燃气、助燃气时，应注

 意更换相应的燃烧器；有些气体在使用时应注意
 安全。如所有燃气在储存、使用、输送时应防止
 漏气；乙炔与铜接触时会生成乙炔铜，它是一种
 引爆剂。所以输送乙炔的管道不能采用紫铜管；
 N2 O～乙炔在燃烧时易产生积炭，影响火焰的稳
 定，严重时还会回火爆炸；N2 O还是一种强氧化
 剂，储存的容器及输送的管道内绝对禁油。N2 O 

俗称笑气，无色无味，少量吸入对人体有麻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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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大量吸入会使人中毒。

8．有机溶剂效应
样品溶液中含有有机试剂特别是表面活性剂

 可以提高分析的灵敏度，降低干扰早已为分析工
 作者所知晓，并广泛应用于分析实践中。阴离子
 表面活性剂十二烷基硫酸钠(SDS)对Cu、Ni、Fe 

分别增感24%、75%和55%。在磺基水杨酸
 (SSA)存在下，有效地抑制了其它稀土元素、硫
 酸根和磷酸根的干扰，使Yb的灵敏度提高50 

倍，Pb的灵敏度提高近60%，在丙酮存在下聚
 乙二醇辛基苯基醚 (OP)对Ca的增感效应达到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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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

需要指出的是，
1).所有测试溶液包括标准溶液和样品溶液，甚

 
至用于调零的溶剂都必须采用相同的溶剂、

 相同的配比。
2).有机试剂都易燃，有些试剂极易挥发。在操

 
作中应注意防火、防爆。

3).有的试剂燃烧后会产生有毒气体，应加强排
 

风。
总之，有机试剂的应用有有利的一面，

 
也有有害的一面。因而除非万不得已，一般

 情况下还是不用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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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石墨炉测试只是原子化系统与火焰原
 子化系统不同，两者的光源、分光系统和检测
 系统都完全一样，因此这里只介绍原子化系统
 的测试条件。

石墨炉的原子化过程不是像火焰原子化那样
 连续进行的。因此应将溶液一次性加入，然后
 给石墨管通电加热，经过多次升温，完成一次
 测试。升温的次数依仪器的不同而不同，多的
 有八、九次，但 少的应有四次。它们是干燥
 →灰化→原子化→净化四个阶段。在非火焰原
 子化系统中，石墨炉原子吸收分析仪是 常见
 的。下面就介绍它的原子化过程及原子化过程
 的测试工作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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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子化过程
样品在石墨管中的反应。

1.1 热解反应
MNO3 ＝ M2 O +NO2

MO(s) ＝ MO(g) ＝ M(g) +½O2
一些易解离的氧化物和硝酸盐属于这种

 反应，如Cd，Mn，Ca，Mg，Ag，Zn，Sr，
 Ba，Bi 等。

MCl(s) ＝ MCl(g) ＝ M(g) + Cl(g)
M(s) ＝ M(g)

如一些金属单质或盐酸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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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元素以哪种形式分解，取决于溶液的
 介质是HNO3 ，还是HCl。若采用火焰法，酸介
 质以HCl为好，若采用石墨炉法酸介质以HNO3 

为宜。

1.2 还原反应
由于石墨管中有大量的碳原子，一些金属氧

 化物会被还原为金属原子。
MO(s) +C﹦M(g) +CO

如Pb，Cu，Ni，Co，Sn，Li，Na，K，
 Rb，Cs，Mo，Cr，Sb，Fe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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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碳化反应
一些金属氧化物不是被还原为金属原子，而

 是形成高温碳化物。
MO(s) +C ﹦ MC(s) +CO

如W，B，Nb，Si，Zr，Hf，Ta，V等。这
 些元素用石墨炉测定时往往误差较大，甚至不能
 测定。

热解反应和还原反应是我们希望得到的。而
 碳化反应使元素生成了更难裂解的碳化物。这是

 我们应当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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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作条件的选择
2.1 位置调整

通常，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仪都配备自动
 

进样器，这是因为石墨炉的进样量很少，手动进
 样往往因为进样位置发生改变而使测试精度大打
 折扣。

在测试之前，须对自动进样器进样针的各个
 

动作所到的位置进行调整，如取样时，进样针应
 正确地插入盛样杯中，往石墨管进样时进样针应
 正对石墨管的进样孔，插入石墨管时插入的深浅
 应合适，等等。然后将光源(元素灯与氘灯)和“吸
 收池”(石墨管)的对光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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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对于在进行火焰原子吸收和石墨炉
 原子吸收测试之间须进行两套原子化系统切换
 的光谱仪更应在切换后进行仔细调整。

2.2 进样量
在进行石墨炉测试时，进样量的多少会影响

 测试的品质。进样量太少会影响吸光度，测试
 精度不够。但过多的进样量会使吸光度超出线
 性范围，同时记忆效应增加。对于液体样品，
 一般进样量为几~几十L，通常为20~30L；对
 于固体样品，一般零点几~几mg。这对于一些
 珍贵样品是非常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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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干燥温度及时间
干燥温度依溶剂而定。一般在溶剂沸点偏

 上。如水溶液，温度选择在 1 1 0℃左右，
 MIBK(甲基异丁基甲酮)溶剂(b.p. 117℃)选在为
 115~120℃左右。干燥时间依样品加入量而定。
 经验是加入体积(L)的1.5~2倍(秒)。如10L样
 品一般干燥15秒，但如果样品加入量越多，相
 应倍数就应降低。如加入100L样品，干燥时间
 有60秒就足够了。现在有很多石墨炉原子吸收
 光谱仪设有两段或两段以上干燥方式。这样第一
 段升温可将温度设在略低于溶剂的沸点，以防止
 由于溶剂爆沸使样品飞溅，第二段升温则设在

2019/4/28 原子吸收光谱分析 150



高于溶剂的沸点，以尽可能地使溶剂挥发。另
 外，固体样品的干燥时间一般很短，固体生物样
 品或易吸潮的固体样品应适当延长干燥时间。

2.4 灰化温度及时间
灰化的目的是使样品的基体尽可能地挥发，

 
以排除由于其形成的烟雾、分子吸收对下一步原

 子化过程的干扰。因此人们希望灰化温度足够
 高，灰化时间足够长；但是这又往往会造成待测
 元素也被挥发而使测试结果降低，因而又希望灰
 化的温度尽可能低，灰化时间尽可能短。如何才
 能得到 佳的灰化温度和灰化时间呢？ 实用的
 解决方法就是做灰化曲线。方法是，先固定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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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选择不同的灰化温度，测定一系列不同灰
 化温度下待测元素的吸收值。理论上，低于某一
 温度灰化后，由于待测元素很少丢失，吸收值保
 持不变；高于该温度时，由于待测元素丢失而使
 吸收值有所下降，温度越高，下降得越厉害。因
 此，作灰化温度~吸光度曲线，转折温度就是
 佳灰化温度。同样方法也可以在 佳灰化温度下
 找出 佳灰化时间。

2019/4/28 原子吸收光谱分析 152



灰化温度曲线
 

灰化时间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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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方法费时、费样品，但对于一个初学者
 

或对基体一无所知的样品不失为一个有效的方
 法。但也有下列指导性方法：

基体待比测元素易挥发
 

一般情况下，有机样品或
 

生物样品属于这种情况。虽然有些生物样品基体
 很复杂，但它们较易被灰化除去，若测定的待测
 元素不易挥发，可使灰化温度高一些，灰化时间
 也可长一些。以便使基体尽量灰化除去。如测定
 Fe等。

基体比待测元素难挥发
 

在这种情况下，可使升温
 

过程跳过灰化阶段，即在干燥阶段之后就原子
 化，或者选择较低的灰化温度和较短的灰化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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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化的温度也应低一些，因为待测元素易
 

挥发，并且由于灰化不彻底或根本就没有灰化，
 样品中存在着大量的基体。过高的原子化温度会
 产生大量的基体干扰。如测定Pb等。

待测元素与基体的挥发温度相近
 

这是 难选择
 

的，无论选择何种灰化温度和原子化温度，都会
 使待测元素丢失或产生基体干扰。这时在加入样
 品前可加入适当试剂(改进剂)，使待测元素生成
 

新的化合物或使基体发生化学反应。使两者的挥
 发温度有所差别，再根据上述两种情况，选择较
 高的灰化温度或较低的灰化温度，还可采用氘灯
 扣背景降低基体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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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原子化温度及时间
原子化的 佳温度也可通过绘制原子化

 
温度曲线来确定。即取一定体积的标准溶液在某

 一原子化温度下测定其吸收值，另取相同体积的
 标准溶液在另一原子化温度下测定其吸收值，作
 原子化温度对吸收值的原子化曲线。当原子化温
 度达到某一值后吸收值就不再增加。这个转折温
 度就是 佳原子化温度。原子化时间也可用此法
 确定只是当时间超过 佳原子化时间后吸收值下
 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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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化温度曲线
 

原子化时间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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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地，实际测试时原子化温度比 佳原子
 

化温度低几百度。这是为了延长石墨管的寿命，
 而且基线也相对好些。

尽管 佳灰化温度、灰化时间、原子化温
 

度和原子化时间都可以通过作曲线来获得，但不
 到万不得已是不采用的，这一方面费时费力，另
 一方面对石墨管也是极大伤害。一般是根据经
 验，或软件推荐的温度和时间再作适当调整，尽
 管可能不是 佳方案，一般也能达到测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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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净化温度和净化时间
所谓净化就是将测试后的样品残渣清除出

 
去，防止对后续样品测试的干扰。一般净化温度

 都很高，同时在内管中通入惰性气体(通常为氮
 气或氩气)，尽量使残渣挥发。由于温度很高，
 

时间不能太长，一般只有几秒，防止高温下石墨
 管氧化。净化阶段只是清除残渣，消除或降低记
 忆效应，一般采用推荐的温度和时间，不需再作
 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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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石墨炉升温曲线
在石墨炉测试过程中，实际上是经历升

 温、保温、再升温、再保温等一系列过程，它们
 一气呵成。有的升温是突然升温，有的则采用逐
 渐升温。总之，这一切都是以获得 大的测试灵
 敏度， 高的稳定性，同时对石墨管的消耗 低
 为出发点。很多石墨炉测试都加入改进剂，加入
 改进剂后这些参数都要作调整。随着仪器的改
 进，设定的参数也越来越多，不再局限于上述四
 段升温，有的已达到8段，9段升温。好在计算机
 早已与原子吸收光谱仪联用，控制软件的功能越
 来越强大，不仅测试参数都会自动调入，还会对
 各路气体的流量和时间进行调整。调整后的参数
 可以进行保存，给测试带来很大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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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墨炉的升温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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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干扰及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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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光谱分析中，相对于等离子体原子发射
 

光谱(ICP-OES)，等离子体质谱(ICP-MS)，X荧
 

光分析(XFS)等大型仪器分析来说，原子吸收分
 

析(AAS)所受到的干扰是 多的。其主要原因
 

是，原子吸收的谱线较多(相对于ICP-MS)，原
 

子化的温度较低(相对于ICP-OES)。原子吸收光
 

谱的干扰可分为四大类：化学干扰、物理干
 

扰、光谱干扰和电离干扰。其中主要干扰为化
 

学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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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化学干扰

1.1 化学干扰的产生

待测元素与共存物质在测试过程中发生了化
 学反应，从而影响了待测元素化合物的解离和原
 子化。这种干扰被称为化学干扰。化学干扰不仅
 存在于火焰原子化系统中，也存在于非火焰原子
 化系统中。如果共存物质与待测元素形成了更难
 解离的化合物，从而难以形成自由原子，使测试
 结果偏低，这种化学干扰被称为负干扰。如
 CaCl2 溶液在干燥后形成的CaCl2 颗粒的熔点为
 772℃，但若共存有PO4

3-离 子，样液在干燥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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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会形成Ca2 P2 O7 ，其熔点高达1677℃，并且很
 难解离，因此PO4

3-对Ca2+产生了严重的负干扰。
 多数化学干扰为负干扰。

与此相反，如果共存物质与待测元素形成了
 易挥发、易解离的化合物，在测试时就会使测试
 结果偏高，这就是正干扰。正干扰出现的机会不
 是很多，但也经常出现。如在一般情况下，Al元
 素在干燥过程中形成的是氧化物。它是非常难解
 离的，以至于很难用空气~乙炔火焰测定，但样
 液中若有8-羟基喹啉之类的含氮络合剂，就会生
 成络合物，其热稳定性大大降低，因而使测试信
 号提高11倍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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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化学干扰的消除

在消除化学干扰之前应清楚是来自哪些方
 面的干扰，再采取相应的对策。

1.2.1 分离
 

利用萃取、生成沉淀、离子交换等方
 法使待测元素与干扰物质分离。值得注意的是，
 在分离过程中，应采取措施避免待测元素的损失
 和污染，还应避免引入新的干扰物质。

1.2.2 适当提高火焰温度
 

一般来说高温火焰可减
 少负干扰。如测定Ca元素时，适当提高观察高
 度，可降低磷酸盐对Ca测定的干扰。这是因为
 电离化合区的温度比原子化区的温度高，即使生

2019/4/28 原子吸收光谱分析 167



成了Ca2 P2 O7 ，在电离化合区也有相当部分得到
 解离，对测Ca有利。如果将火焰改为N2 O~乙炔
 火焰，即使P含量是Ca的200倍，也不会对Ca的
 测定产生明显的干扰。另外，N2 O~乙炔火焰的
 高温和强还原性使一些元素的氧化物被还原，而
 不必经过解离，如：

Cr2 O3 + 3C = 2Cr + 3CO
从而大大提高灵敏度。对于有些元素，如Si，

 Al, Ti等，只有采用N2 O~乙炔火焰才能获得较满
 意的测试结果。

1.2.3 加入抗干扰试剂
 

加入适当试剂，改变待测
 元素或干扰物质的化学形态，使待测元素难以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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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难解离的化合物。

1). 释放剂
 

添加的试剂与干扰物质形成更稳定的
 化合物，使待测元素从干扰物质所形成的化合物
 中释放出来。如前面提到的Ca2+与PO4

3-可以形成
 很稳定的Ca2 P2 O7 ，但加入La盐后情况就不同
 了：

2H+ + Ca2+ + PO4
3- = Ca2 P2 O7 + H2 O

2La3+ + Ca2 P2 O7 + H2 O = 2LaPO4 +2Ca2+ +2H+

2). 络合剂
 

加入合适的络合剂，使待测元素或干
 扰物质与络合剂生成络合物，从而使待测元素与
 干扰物质难以形成难解离盐。如在Ca样液中加入
 EDTA，使其生成较稳定的CaY2-，就避免了磷酸2019/4/28 原子吸收光谱分析 169



盐对测定Ca的干扰。同理，测定Mg时加入
 EDTA可消除Al对其的干扰(在气溶胶干燥蒸发过
 程 中 ， Mg 和

 
Al 会 生 成 难 解 离 的 尖 晶 石

 MgAl2 O4 )。
3). 保护剂

 
基于多方面的原因，有些物质可使一

 些特定的元素免受干扰。如NH4 Cl可使Fe、Cr免
 受Al、Si的干扰。这是因为NH4 Cl与Fe、Cr生成
 

了氯化物，而不是氧化物，改变了化合物的类
 型。

4). 缓冲剂
 

在样液和标准中都加入过量的干扰
 

剂，使干扰效应都达到饱和，由于标准溶液和样
 品溶液中干扰程度一致，相当于消除了干扰。但
 此法很多时候只是理论上可行

 
因为“饱和”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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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有时还会引起其他干扰，不能随便采用。

5).改进剂
 

这是针对石墨炉原子吸收而言的。改
 

进剂主要有三种：基体改进剂、分析元素改进剂
 和石墨管及环境气氛改进剂。

a).基体改进剂
 

基体改进剂的作用有两种。一
 种是与基体生成易挥发的物质，另一种是与基体
 生成难挥发的物质。前者使机体在灰化阶段尽可
 能地挥发掉，后者则在原子化阶段仍不能挥发，
 只是在净化阶段除掉。例如碱金属氯化物或过渡
 金属氯化物会对其它元素的测试产生干扰，若加
 入硝酸铵等低沸点、易挥发的硝酸盐、磷酸盐或
 无机酸，就可以减少或消除这些干扰。原因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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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无机酸或盐能置换其中的氯离子，生成HCl而
 挥发掉，剩下的碱金属离子或过渡金属离子 终
 生成不会引起背景吸收的氧化物或磷酸盐而一直
 保留在石墨管中；例如在测试海水中Tl时，NaCl 

对其有干扰，加入改进剂LiNO3 ，使Cl离子生成
 LiCl挥发掉，因LiCl是易挥发、难解离的化合物，
 Na离子则生成NaNO3 ，便能消除NaCl对Tl测试的
 抑制作用。

b).分析元素改进剂
 

分析元素改进剂的作用是扩
 大基体与分析元素之间的性质差异。对易挥发的
 基体，分析元素改进剂的作用是提高分析元素的
 挥发温度，对易挥发元素更是如此。因为易挥发

2019/4/28 原子吸收光谱分析 172



的分析元素要求挥发温度低，灰化时间短，往往
 基体除不干净，残留干扰大。加入分析元素改进
 剂，使之与分析元素生成稳定的化合物或合金，
 允许的灰化温度可以大大提高(当然原子化温度

也必须提高)，避免分析元素的灰化损失。如在
 HNO3 体系中Se、As只能分别稳定至400℃和
 600℃，加入Ni盐后生成了NiSe和Ni3 As2 ，它们
 的挥发温度可提高到1200℃和1400℃；Cd在
 500℃就开始有损失，若加入

 
(NH4 )2 SO4 、  (NH4 )3 PO4 、  

NH4 F，灰化温度提高到900℃；
 Hg样品中加入S2-、Cl-、H2 O2 等，生成HgS、
 HgCl2 、HgO后灰化温度提高到300℃；Pb中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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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PO4
3-，加热到1000℃都没有问题。对于难挥

 发基体，分析元素改进剂的作用往往使分析元素
 的测试结果降低。这时往往采用有机酸改进剂，
 因为它们能够提供强还原性气氛，或者说富碳气
 氛，可以加速金属氧化物的碳还原反应，使原子
 化效率提高。如抗坏血酸不仅消除MgO对Pb的干
 扰，还改变了Pb原子化的历程，避免双峰的出
 现。

c).石墨管和环境气氛改进剂
 

许多金属元素能与
 石墨管生成碳化物，甚至碱金属、碱土金属也能
 与碳生成碳化物。解决的办法是，选择一种合适
 的改进剂，使之与分析元素生成易热分解的化合
 物，摆脱碳的束缚。如在测试Si时加入CaO，2019/4/28 原子吸收光谱分析 174



使之生成Ca2 Si，可避免生成SiC。Pd,Pt, Au,Cu 
等贵金属改进剂可与许多石墨作用生成碳化物而

 降低其灵敏度。尤其是Pd，作为广泛使用的改进
 剂，已被广泛应用于对环境、生物、矿物等领域
 中以及Pb，Hg，As，Sb，Bi，Se，Ag，Te等

 元素的分析检测。

另外石墨管上的许多小孔(有的石墨管内缝隙
 超过15%)，使得气体或溶液有一定的渗透性，有
 的可达1mm。解决的办法是使石墨管改性。就是
 

将普通石墨管经过热解涂层处理，使其表面致密
 均匀，减少其渗透性和表面活性，从而改善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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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的灵敏度，减小记忆效应，也能延长石墨管
 的使用寿命。

另外，有些样品基体在灰化过程中会生成微晶物
 质，如果事先在样品溶液中加入少量Na2 O2 ，利
 用高温下Na2 O2 分解，炸开这些微晶物质，可使
 

待测元素得到释放。这也可以称得上是改进
 剂。

值得一提的是，改进剂已被广泛应用于石
 墨炉原子吸收，有的元素的测试必须借助于改
 进剂，否则测试结果很差甚至不能测试。有时
 在测试时不止加入一种改进剂。

以上列举了一些常用的消除化学干扰的办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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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干扰有的是样品固有的，有的是在样品的采
 集、保存、消解过程中不慎引入的，对于后者应
 尽量避免。因此在样品消解时应尽量使用HCl和
 HNO3 而不用 H2 SO4 和 H3 PO4 。但由于 HCl 和
 HNO3 的沸点都很低，有些样品在此温度下不易
 消解，必须加入沸点较高的H2 SO4 、H3 PO4 和  HClO4 ，在消解结束后应尽量赶尽。

2．电离干扰
2.1 电离干扰的产生
电离电位<6ev的元素在火焰中很容易电离，导

 致基态原子数目减少，被称为电离干扰。这种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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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离干扰对工作曲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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扰的直接后果就是使工作曲线在低浓度段向下
 偏离理论上的线性关系。

2.2 电离干扰的消除
2.2.1 降低火焰温度 以便降低待测元素的电

 离。
2.2.2 增加喷雾量 以便提高火焰中待测元素的

 含量。
2.2.3 加入电离剂

原理：

C0 -x    x     Ce
平衡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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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温度一定时平衡常数K也一定，当电子浓度
 Ce 增加时金属的电离度下降。达到抑制干扰的
 目的。加入电离能更低的元素，可降低电离干
 扰。如在测定Na时加入K元素，在测定K时加入
 Rb或Cs元素等，但由于Rb或Cs元素的盐都很
 贵，通常加入Na盐，由于这些易电离元素的加
 入，在火焰中充满了大量的电子，这些电子的
 存在抑制了待测元素的电离，从而达到消除电
 离干扰的目的。

K
C K

 
e

M e e e

M 0

C C xC CK
C C x 1




 

  
 



3. 光谱干扰
光谱干扰是指与发射光谱和吸收光谱有关的干

 扰效应。光谱干扰有下列六种情况：

◆
 

在光谱通带内有一条以上吸收谱线

◆
 

在光谱通带内有非吸收谱线存在
 
谱线干扰

◆
 

谱线重叠

◆
 

分子吸收

◆
 

光散射
 

背景干扰

◆
 

样品池的发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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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在光谱通带内有一条以上吸收谱线
理想情况下，在光谱通带内只有一条发射谱

 线，并且这条发射谱线能被待测元素吸收。但有
 时光源中有两条或更多的发射谱线，这些谱线都
 能被待测元素吸收。总吸光度为

由此可见，由于多重谱线的存在，使得工作曲线
 中A总

 

不再与C成线性关系。消除办法提高灯的强
 度，减小狭缝宽度，使进入狭缝的谱线只有一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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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在光谱通带内有非吸收谱线存在
由于元素灯在制造上的原因，除了待测元素成

 
分会发射谱线外，其它元素也会发射谱线。这些

 谱线又同时被检测器检测，这样也会出现A总<
 

A
理

 

。也就是说，工作曲线也会向下弯曲。消除办
 法也是提高灯的强度，减小狭缝宽度，使干扰谱
 线不进入检测器。还有一个有效办法，就是在标
 准溶液和样品溶液中加入大量的产生谱线干扰的
 元素，使这些干扰谱线被完全吸收，从而避免干
 扰。

3.3 谱线重叠
谱线重叠有两种情况。一是发射谱线重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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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元素灯中待测元素的发射谱线与其它材料的发
 射谱线出现部分重叠或完全重叠。另一种情况是
 吸收谱线重叠，就是待测元素与干扰元素都能对
 检测谱线产生较强的吸收。无论是哪种重叠，都
 只能另选检测谱线了。

3.4 分子吸收

样品溶液在原子化过程中除了产生大量的原子
 

气体外，还有大量如氧化物、盐类、氢氧化物等
 的气体分子。这些分子有时也会产生吸收。如在
 空气~乙炔火焰中会生成Ca(OH)2 。它在530~560 

nm 有一条吸收带，会干扰Ba 553.5 nm谱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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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SrO在640~690 nm的吸收带能干扰Li 
670.7 nm的测定；Mg(OH)2 在  

360~390 nm 的吸
 收带会对Cr 357.9 nm形成干扰；碱金属卤化物
 在200~400 nm的吸收会对很多元素的测定产生
 干扰。另外，H3 PO4 、H2 SO4 在250 nm以下都会
 有较强的吸收，等等。分子吸收的共同特点就是
 谱带较宽，有时难以避开，只能靠扣背景消除。

3.5 光散射
在原子化过程中形成的固体颗粒还会对光产生

 散射，使得入射光偏离光路，不被检测器检测，
 结果使吸光值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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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样品池发射
在原子化过程中，除了有大量基态原子外，还

 有少量激发态原子，它们也会发射谱线。特别是
 在温度高的电离化合区。它们发射出的谱线可以
 被同一样品池吸收，也可以直接通过分光系统进
 入检测器，使吸光值偏低。

3.7 消除背景干扰的办法
背景干扰总是迭加在分析谱线之上的，用消除谱

 线干扰的办法是无法消除的。背景干扰的消除一
 般采用扣背景，即在完成对样品的测试后，再设
 法测试一下背景值，将两者相减，便完成了扣背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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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1 选用相邻非吸收谱线扣背景
 

如果没有氘
 

灯，也可用其它元素灯代替。但由于背景吸收随
 波长的变化而改变，故用作扣背景的谱线一定要
 与待测元素吸收谱线相近。一般地，当检测谱线
 <200 nm(紫外区)时，扣背景线与检测谱线之差
 不应大于5 nm，当检测谱线>200 nm(可见区) 

时，扣背景线与检测谱线之差不应大于20 nm。
 另外样品中不应含有能对扣背景谱线吸收的元
 素。例如，用217.0 nm测定Pb时，可采用Sb灯
 的217.6 nm扣背景。扣背景方法与氘灯扣背景
 类似。

由于现在仪器普遍带有氘灯，因此利用相邻非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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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谱线扣背景已经基本不采用了 。

3.7.2 大电流扣背景

由于在大电流下，元素灯发射出的元素谱线
 完全被自身吸收了(自蚀)，只剩下背景了。但这
 种办法常常会损坏元素灯。因此不到万不得已不
 要采用。

3.7.3 氘灯扣背景
 

因为一般仪器的通带宽度约为
 0.1~2.0nm，而一般的原子吸收宽度只有几~几
 十pm，可以认为待测元素对氘灯光源没有吸收
 (只吸收总量的百分之几)，所有的吸收都来自背
 景。因此只需事先用元素灯测一次总的吸收，再
 换上氘灯测一次背景吸收，总的吸收减去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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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就是被测定元素的光谱吸收了。现在国产的原

子吸收光谱仪可扣除1A的背景值。采用电脑控制
 的原子吸收光谱仪，只需在电脑操作程序上设定
 氘灯扣背景，所有扣背景工作都自动完成。



氘灯扣背景有它的局限性。一是扣背景能力有
限，只能扣除吸光值A小于1的背景，背景吸收

 大于1时效果不好。二是扣背景的波长仅限在波
 长小于400nm的可见光，波长大于400nm效果明

 显变差。
3.7.4 利用塞曼效应扣背景

 
1896年荷兰物理学

 家塞曼发现﹐若把光源放在强磁场中﹐则光源发
 出的谱线会分裂成几条﹐这种现象叫作塞曼效
 应。原因是﹐在磁场中的原子次能级轨道不再简
 并，即发生分裂。在进行原子吸收或发射时就会
 有几条谱线。根据选择定则：Δm=0时谱线波长
 与没加磁场一样，但为平行于磁场的偏振光，称
 之2019/4/28 原子吸收光谱分析 190



为π分量；
 

Δm=±1时谱线波长发生红移或
 

蓝移，为垂直于磁场的偏振光，称之为σ+和
 σ-分量。若在光源上加磁场，并在光路中加起
 偏器，当这些谱线通过样品池时，只有π分量
 被元素

 
和背景吸收，而σ+和σ- 只被背景吸

 收。由于π分量和σ分量的能量 (σ++σ-) 相
 等，再用A= A∥

 

- A⊥

 

便可完成扣背景。

当外加磁场方向平行于光线方向时﹐谱线分
 裂为两条(纵效应)﹐中间一条观测不到﹔旁边
 的两条是圆偏振﹐转动方向相反。这样σ分量
 的强度大大增加。这时观察到的只是背景吸
 收。因此，可在无磁场条件下测定全部吸收，
 再 在2019/4/28 原子吸收光谱分析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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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磁场下测定背景吸收，两者相减，完成扣背
 景。

纵向塞曼扣背景是利用两次光照射扣背景，光强
 没有变弱；横向赛曼扣背景是利用光源的两个
 分量扣背景，光强只有原来的一半，因此纵向
 塞曼扣背景能力更强，并且还可省去起偏装
 置。

Zeeman方法：
光源调制——磁场加在光源上。
吸收线调制——磁场加在原子化器上—使用

广泛。
恒磁场调制方式——电磁铁通以直流电
交变磁场调制方式——电磁铁通以交流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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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源横向塞曼效应扣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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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源纵向塞曼效应扣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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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化器纵向塞曼效应扣背景



由于塞曼效应扣背景需要较强的磁场，因此这
 种扣背景方式只能应用在石墨炉上。

4．物理干扰
物理干扰是指由于溶质的浓度、组成或溶

 剂的种类的影响，致使样品溶液和标准溶液之间
 或样品溶液和样品溶液之间的密度、粘度、表面
 张力等物理性质发生了变化。这样它们的喷雾
 量、雾化效率原子化程度等发生变化造成的干
 扰。可采用将溶液稀释的办法消除干扰。将溶液
 稀释，降低其粘度，改善雾化效率。若溶液中待
 测元素含量本来就很低，或元素的灵敏度很差，
 此 法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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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适用了。

另外，还可采用基体匹配、标准加入法、内标
 法、外标法等方法消除或削弱物理干扰。这些方
 法不仅能消除或削弱物理干扰，还能削弱背景干
 扰。这些方法将在下章测试技术中介绍。

5.标准曲线的弯曲
在原子吸收分析中，应用 广的是标准曲线

 法。直线是 简单的“工作曲线”。因为两点就可
 

以作出一条直线。在实际测试中，人们总是试图
 利用标准曲线的直线部分。但在实际分析中，经
 常出现如图所示的标准曲线向下弯曲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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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中可以看出，当待测元素浓度高出某一值时，
 标准曲线出现明显的弯曲。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呢？

现在假定还有一条强度为I’的线，它不被基态原
 子吸收，但能被检测器检测。因此总的吸光度：

0

0 0

0

0

I I 'A l g
I I '

I I I '
I I I '

I I 'A = - l g
I I '

Il g A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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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于 ：

所 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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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当有光不被基态原子吸收而被检测
 器检测时，标准曲线就会出现弯曲。

产生不被吸收的情况很多。主要有：

当有部分分析谱线没有经过吸收层时，这部
 分谱线就相当于I’。

当空心阴极灯发射的谱线明显变宽时，谱峰
 两边的就可能没有被吸收，相当于I’。

光电倍增管(检测器产生暗电流)，如热电子发
 射等。这种结果相当于I’。

待测元素浓度过大时，由于吸收层中待测元
 素过多，I很快被大大削弱，后续透过光的基态



原子就大大减小了与光子碰撞而吸收的机会，结
 果减小了吸光度。

在实际工
 作中，还会出
 现工作曲线向
 上 弯 曲 的 情
 形。如果测定

 的元素是易电
 离 的 碱 金 属
 等，则往往出

 现这种情况(如
 图所示的，曲
 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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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真正的工作曲线应是曲线3但由于这些
 元素都易电离，使得体系中离子的数目大大增
 加，而基态原子的数目大大减小，不再近似等于
 气体原子的总数目，从而使吸光度减小。这样在
 某一个浓度下的吸光度由曲线3上降到到曲线1 

上。但由于电离度随着浓度的增加而减小，故吸
 收曲线会逐渐向原来的工作曲线靠拢。便出现曲
 线1的向上弯曲的情况。

另外，样品溶液还应配制得比 高标准溶液
 浓度低。

为了避免标准曲线弯曲给测定带来的误差，
 作标准曲线时就需要配制一系列的标准溶液，进
 行多点描线。点数越多，标准曲线越准确。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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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配制34种浓度的标准溶液。即使这样，也应
 使使所作的标准曲线尽量靠近其直线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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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S应用——炉内消解石墨炉原子吸收法直接测定样品中金属元素

编辑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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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分析海水中的铅，在海水中加入3-5%NH4NO3，加入基体改进

剂：：

 
0.1%Pd0.1%Pd＋＋0.06%Mg(NO0.06%Mg(NO3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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