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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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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英文名称
 ：Inductively Coupled Plasma Atomic Emission 

Spectra，简称ICP-AES。或：Inductively Cou- 
pled Plasma Optical Emission Spectra，简称

 ICP-OES。顾名思义，ICP-AES是等离子体光源
 (ICP)与原子发射光谱(AES)的联用技术，就是利
 

用等离子体形成的高温使待测元素产生原子发射
 光谱，通过对光谱强度的检测，可以确定待测试
 样中是否有含有所测元素(定性)，其含量是多少
 (定量)。因此，ICP-AES仍是原子发射光谱范畴
 

，它与原子吸收光谱同祖同宗。



1860年，克希霍夫(G. Kirchoff)和本生(R. 
Bunsen)用钠光灯照射含有食盐的火焰，发现这

 些火焰中的钠原子具有原子吸收现象时，首先就
 已经知道钠光灯中钠原子具有原子发射现象。此
 后若干年内，原子发射光谱分析技术在发现新元
 素以及填充门捷列夫周期表上作出了巨大贡献。
 1861年在硒渣中发现了铊(Tl)，1863年在不纯的
 硫化锌中发现了铟(In)，1875年从闪锌矿中中发
 现了镓(Ga)，1879~1907年先后发现了稀土元素
 钬(Ho)、钐(Sm)、铥(Tm)、镨(Pr)、钕(Nd)、镥
 (Lu)。有些稀有气体的发现也是原子发射光谱的
 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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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世纪后，随着工业的发展，人们迫切
 需要一种能够快速给出试样成分的分析技术。
 1925年Gerlach提出了定量分析的内标原理，
 1930~1931年罗马金(Lomakin)和塞伯(Scherbe) 

分别提出定量分析的经验公式，确定了谱线的发
 射强度与浓度之间的关系。二战期间，军工企业
 的迅速发展，使得光栅刻制技术日趋完善，前苏
 联光谱学家解释了罗马金塞伯公式的物理意义，
 使光谱分析技术更加完善。

这一时期 早采用的激发光源为火焰，后来
 发展了直流电弧、交流电弧和电火花。但是所有
 这些经典光源都存在基体干扰严重、灵敏度不高
 等缺点，限制了原子发射光谱的应用。2019/5/21 感耦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分析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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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澳大利亚物理学家沃尔什(A. Walsh)提
 出了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新的测试方法之后，原子
 吸收光谱法得到了迅速发展，很多光谱分析化学
 家纷纷改行搞原子吸收光谱方法研究，给原子发
 射光谱分析带来了严重的冲击。于是人们千方百
 计地寻求一种新型激发光源来代替传统电弧光源
 和电火花光源。1971年美国分析化学家法赛尔
 (Fassel)在19届国际光谱大会上做了长达74页的
 专题报告，系统总结了各种等离子体光源的发展
 和技术现状，标志着原子发射光谱进入等离子体
 时代。正是有这样一批化学工作者的坚持不懈，
 出现了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分析这个光谱分析
 的新兴领域。



年 代 科学工作者 技术内容 成果或产品

1942年 前苏联物理学家
巴巴特

在大气中用无极放电产生等离子体

 炬，但几秒种就使石英炬管烧熔
未能获得实用的稳

 定的等离子火焰

1961～
1962年 里德(Reed)

设计制造了通入切向气流获得稳定

 的等离子火焰的石英炬管，并提出

 可作为发射光谱分析光源

获得实用的稳定的

 等离子火焰

1962年

美国法塞尔
(V. A. Fassel)

和英国格林菲尔德

 (S. Greenfield)

开展了等离子体光源
用于光谱分析的研究 组装了等离子体装

 置，对检出限、光

 谱特性及干扰特性

 进行了研究

1964～
1965年

法塞尔
和格林菲尔德

发表了等离子体光源分析技术的
第一批报告

1966年 温特(R. H. Wendt) 
和法塞尔

把ICP用于原子吸收光谱分析
作为原子化器

1969年 法塞尔和迪金森

 (G.W.Sickinson)

发表了高灵敏度等离子体光源
分析技术报告(检出限达到或超过

火焰原子吸收分析技术水平)

使用超声雾化器和

 低载气流中心通道

 进样技术

ICP-AES发展的初期几个主要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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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 作者或厂商 技术内容 成果或产品

1974~
1975 
年

法塞尔和博蔓斯
 (P.W.J.M.Boumans)

提出多元素
 同时测定的
 等离子体光
 谱分析折中
 条件的报告

系统研究了
 1kw 50MHz 

等离子体光源
 的性能，为商
 品仪器的生产
 准备了条件

1975 
年前

 后

鲍希隆公司应用研究
 所(Baush & Lomb 

ARL)和飞世尔(Fisher) 
科学公司的佳尔阿许

 (Jarrell-Ash)分部

相继把第一
 代商品等离
 子体光谱仪
 投放市场

开辟了ICP- 
AES推广应用

 的新阶段

ICP-AES进入商业应用的几个主要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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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 作者或厂商 技术内容

1976年
非络伊德(M.Floyed) 
蒙塔塞(A.Montaser) 

和法塞尔

研制成功程序扫描等离子体
 光谱仪用等离子体光源作为
 原子荧光光谱仪的原子化器

1979
1980年

霍克(R.Hock)
和法塞尔

用等离子体
作为质谱分析的离子源

1980
1981年 帕森(M.Parson) 编制等离子体谱线表和

干扰线表

1981年
德默斯(D.R. 

Demers)和阿莱曼
 (C.D.Allemand)

和贝尔德(Baird)公司共同研
 制成多元素等离子体原子荧
 光分析光谱仪的商品仪器

1982年 日本
 

岛津制作所
低功率氮冷

等离子体光源商品仪器
1982年 佳尔阿许公司 n+m型等离子体光谱仪2019/5/21 感耦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分析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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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等离子体光谱分析技术研究几乎与世界
 同时起步。1974年，北京化学试剂研究所的许国
 勤等人，用一台2.5kw的高频加热设备改装成ICP 

发生器，获得了很好的检出限。1977年吉林省铁
 岭市电子仪器厂生产了我国第一台自激式等离子体
 发生器(功率6kw，频率2MHz)的ICP装置商品仪器
 并获得鉴定通过。后来，上海纸品厂、北京地质局
 实验室和北京广播器材厂等单位生产的低功率发生
 器相继投放市场。1985年北京第二光学仪器厂生
 产的7502型ICP光量计通过鉴定。目前我国已有多
 家厂商在生产ICP-AES。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国产
 ICP-AES还有一定的差距，主要是高频发生器的稳
 定性还有待提高。



随着等离子体技术的发展，等离子体与其它
 分析技术的联用也越来越普遍：

 ◆LC-ICP  高效液相色谱与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
 谱联用，将ICP作为高效液相色谱的

 检测设备。
 ◆GC-ICP 即将气相色谱与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

 谱。
 ◆ICP-MS 即将等离子体与质谱联用。将ICP作

 为质谱的离子源，将受光部分改为质
 谱仪，不仅能进行高灵敏度的元素分
 析，还能进行元素的状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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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S-ICP 即将原子荧光与等离子体原子发射
 

光谱联用。现在美国的Baird公司生产
 

这种设备。
 ◆LC-ICP-MS 利用LC将样品溶液的组分进行分

 
离，再利用ICP-MS进行测试。现在

 
美国的赛默飞公司生产这种设备。

 
目前，联用技术应用较广的除了ICP-OES外

 
就是ICP-MS。该设备的 大特点是检出限非常

 
低，一般可达10-14 g/L，比一般ICP-OES低1000 
倍，高分辨ICP-MS的检出限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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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发射光谱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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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光源
要产生光谱，就必须能提供足够的能量使试样

 蒸发、原子化、激发，产生光谱。
目前常用的激发源有高温火焰、直流电弧(DC 

arc)、交流电弧(AC arc)、电火花(Electric Spark) 
以及电感耦合高频等离子体(ICP)。
2.1.1 直流电弧

 
直流电弧的 大优点是电极头

 温度相对比较高(40007000K，与其它光源比)，
 对待测元素的蒸发能力强、绝对灵敏度高、背景
 小；缺点是放电不稳定,电弧厚，自吸现象严重，
 故不适宜用于高含量定量分析，但可很好地应用
 于矿石等的定性、半定量及痕量元素的定量分
 析。2019/5/21 感耦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分析 14



2.1.2 交流电弧
 

与直流相比，交流电弧的电极头
 温度稍低一些，但弧温较高，出现的离子线比直

 流电弧中多。由于有控制放电装置，故电弧较稳
 定。广泛用于定性、定量分析中，但灵敏度稍

 差。这种电源常用于金属、合金中低含量元素的
 定量分析。

 2.1.3 电火花
 

由于电火花采用高压脉冲放电，放
 电时间极短，在这一瞬间内通过分析间隙的电流

 密度很大(高达1000050000 A/cm2，因此弧焰瞬
 间温度很高，可达10000K以上，故激发能量大，
 可激发电离电位高的元素。由于电火花是以间隙

 方式进行工作的，平均电流密度并不高，所以电
 极头温度较低，且弧焰半径较小。2019/5/21 感耦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分析 15



光源 蒸发温度 激发温度
稳定

 性
应用范围

直流
 电弧

高(阳极)

30004000
40007000 较差

矿物,纯物质,难
 挥发元素(定性半
 定量分析)

交流
 电弧

中

10002000
40007000 较好

金属合金低含量
 元素的定量分析

高压
 火花

低

<1000
瞬间可达

 10000 好
含量高元素,易挥

 发,难激发元素

火焰
 光源
略低 10005000 好

溶液、碱金属、
 碱土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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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光源主要用于易熔金属合金试样的分析
 

及高含量元素的定量分析。

2.1.4等离子体光源
 

等离子体是一种电离度大
 于0.1%的电离气体，由电子、离子、原子和分
 

子所组成，其中电子数目和离子数目基本相等，
 

整体呈现中性。

常用的等离子体光源是直流等离子焰
 (DCP)、感耦高频等离子炬(ICP)、容耦微波等离
 

子炬(CMP)和微波诱导等离子体(MIP)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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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等离子体的基本概念
等离子体是指被电离的气体。这种气体不仅

 含有中性原子和分子，还含有大量的电子和离
 子，因此，等离子体是电的良导体。之所以称之
 为等离子体，是因为其中含有的正负电荷密度几
 乎相等，从整体上来看整个体系是电中性的。
 在近代物理中把电离度大于0.1%的气体称为
 等离子体。因为这时气体的导电能力已达到 大
 导电能力的一半。按照这个定义，电弧放电和火
 光放电的高温部分，太阳和其它恒星的表面电离
 层，都是等离子体，而一般的化学火焰，由于电
 离度较小，不称之为等离子体。



等离子体又有高温等离子体和低温等离子体
 之分。当温度达到106108 K时，几乎所有的分

 子和原子都完全离解并电离，称之为高温等离子
 体；当温度低于105K时，气体只是部分电离，

 称之为低温等离子体。本文的ICP放电所产生的
 等离子体的温度大约为60008000K，属于低温
 等离子体。

 在实际应用时，又将低温等离子体分为热等
 离子体和冷等离子体。当气体在常压下放电，粒
 子(分子和原子)密度较大，电子的自由行程短电
 子和重粒子之间的碰撞频繁，电子从电场中获得
 的能量能很快地传递给重粒子。这种情况下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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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子的热动能趋于相近，整个体系处于热平衡状
 态，气体温度和电子温度接近或相等。这种等离
 子体被称为热等离子体。与此相反，如果气体在
 低大气压下放电，电子密度较小，电子和重粒子
 之间的碰撞机会较小，电子从电场中获得的能量
 不易传递给重粒子。他们之间的动能相差较大，
 电子的温度比气体中其他粒子的温度高很多，体
 系处于非热力学平衡状态。因而被称为冷等离子
 体。直流等离子喷焰、感应耦合等离子体放电属
 于热等离子体，辉光放电灯和空心阴极光源属于
 冷等离子体。若在感应耦合等离子体发生装置上
 装上屏蔽圈，在适度减少维持等离子体的气体流
 量也能产生冷等离子体。

感耦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分析2019/5/21 20



2019/5/21 感耦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分析 21

2.3 等离子体炬焰
 2.3.1 等离子体炬焰的产生

形成稳定的等离子体炬焰必须满足下列四个
 条件：高频电磁场、工作气体及能维持气体放电
 的石英炬管以及电子-离子源。下图是典型的等离

 子体炬焰示意图。其主体是一个直径为近2.0cm 
的石英炬管，外面套有由紫铜管(内通冷却水)绕成

 的高频线圈(24匝)，线圈与高频发生器相连。炬
 管是由三层同心石英管构成，有三股气流(通常为
 氩气)分别通入这三层石英管中，从外而内分别叫
 冷却气(等离子气)、辅助气和载气。样品溶液变

 成气溶胶后随载气一起通入炬管。



2019/5/21 感耦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分析 22



2019/5/21 感耦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分析 23

高频发生器产生的高频电流 ( 频率： 7
 50MHz，功率：110kw)通过高频线圈，在线圈
 附近产生交变磁场。磁力线走向：在线圈中央(炬
 管轴心)磁场的走向几乎是轴向直线的，磁力线高
 度集中；在线圈外部磁场的走向是呈椭圆形的，
 方向与炬管内相反，与管内磁力线构成闭合回
 路。由于电磁感应，中心高度集中的交变磁力线
 又会在其周围产生交变电场，走向与外部线圈相
 似，方向相反。常温下氩气是不导电的，所以不
 会有感应电流，因而也就不会形成ICP炬焰。但如
 果此时引入很少的电子或离子。这些电子或离子
 就会在高频电场的作用下作高速旋转，形成高频
 涡电流，并且碰撞气体分子或原子并使之电离，
 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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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电子和离子，形成更大的涡电流。这一过
 程发展得很快，此时的高频线圈像一个高频变压
 器的初级线圈，产生的涡电流像一个只有一匝的
 次级线圈，由于初级线圈的电流很高，因此感应
 出的涡电流的电流强度更高，可达上千安培，瞬
 间可使气体中的分子、原子、电子和离子急剧升
 温， 高温度可达上万度，如此高的温度足可以
 使气体发射出强烈的光来，形成像火焰一样的等
 离子体炬焰并不断向外释放着能量。当释放出的
 能量与由高频线圈引入的能量相等时，电荷密度
 不再增加，等离子体炬维持稳定。等离子体炬不
 是通常意义上的火焰，一般的化学火焰是可燃物
 剧烈燃烧，产生的热量使气体升温而发光，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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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子体炬中没有可燃烧的物质，更谈不上燃烧
 了。它的高温是强大的电流克服电阻作功而产
 生的高温。形成等离子体炬可概括为:

交流
 电源

高频
发生器

高频
 线圈

产生
涡电流

等离子体
 炬焰

焦
 耳
 热

高频电流

电磁感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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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点火装置

前面我们已经谈到，常温下氩气是不导电的，
 即使存在强大的电磁场也无法形成等离子体炬，必
 须设法引入或“制造”一些电子或离子。这个制造
 电子或离子的装置就是点火装置。

◆热致效应点火
 

将一根石墨棒申入炬管内。由于
 石墨棒能导电，在高频磁场的作用下，石墨棒内产
 生很强的涡流，并很快被加热，发射出电子，电子
 在磁场的作用下与气体原子碰撞，产生更多的电子
 和离子，形成等离子体炬。点火完成后石墨棒必须
 迅速离开等离子体区域，以免石墨棒烧毁，并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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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离子体炬，即使这样，这种点火装置的石墨棒仍
 然有寿命，目前已经淘汰。

场致效应点火
 

也叫场致电离法点火。利用金属
 

尖端放电形成的强大电场，使局部气体电离，产生
 

电子和离子，形成等离子体炬。一般是将高压电源
 

引线置于带孔的石英管外壁，使之在石英管内产生
 

单极电火花放电，形成等离子体炬。也有的仪器将
 

高压电源引线引入辅助气管路中。点火时，先在辅
 

助气中产生少量电子，很快这些含有少量电子和离
 

子由辅助气气流带入炬管，产生等离子体炬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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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等离子体焰的的特点
2.4.1等离子体火焰的区域

形成稳定的等离子体焰后，透过滤色片可以看
 出火焰明显地分为三个区域(见图)。在高频线圈附
 近有一个明亮的焰心，呈不透明的白色，这是高频
 电流形成的涡流区。其温度高达10000K，是等离
 子体温度 高的区域，电子密度也很高，能发射很
 强的连续光谱(背景辐射)，光谱分析时应避开这个
 区域。再往上是等离子区域，又称为第二区，是被
 感应电流加热的区域。这一区域温度也很高，能发
 射出耀眼的光芒，但比焰心要弱一些，呈半透明状
 ，略带浅兰色，是光谱分析的采光区。再往上是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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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透明的尾焰，当试样气溶胶中含有某些金属时，
 

这 一 区 域 会 呈 现 出 该 金 属 的 特 征 焰 色 。

2.4.2等离子体焰的环状结构

从下图可以看出，有的等离子体焰的 高温度
 

在炬管的轴心区域(下图左)，有的等离子体焰的
 

高温度却不在炬管的轴心区域(下图右)，而是在轴
 

心的周围，若从横截面看，这种火焰 高温度的区
 

域呈环状分布。为什么会形成这两种分布形式呢？
 

环状区域的形成一般认为是由于高频电流的趋肤效
 

应和管内载气的气体动力学双重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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泪滴状等离子体焰

 
环状等离子体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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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直流电在通过导体时，导体的横截
 面上的每一处的电流密度是一样的，而交流电在通
 过导体时，导体侧表面的电流密度 大，越靠近中
 心，电流密度越小，称之为趋肤效应。趋肤效应可
 用楞次定律解释：感生电流产生的磁场总是有反抗
 原磁场变化的特性。

根据电磁波传导理论，对于非磁性物质趋肤深度
 由下式表示：

式中：为高频电流的频率(s-1)
为气体的磁导率
为气体的电导率

1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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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趋肤深度的大小与交变电流的变化
 频率有关，频率越高，趋肤深度越小，趋肤效应
 越明显。在等离子体焰中也存在趋肤效应。但只有
 当高频线圈电流变化频率高于10MHz时，使得趋
 肤深度比等离子体焰半径小得多，才有可能形成稳
 定的环状炬焰。一般等离子体高频电源为27.12 

MHz或40.68 MHz，因此能够形成环状炬焰。
当然趋肤效应不是形成环状炬焰的唯一因素，气

 流对环状炬焰的形成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心
 气流(载气)直接通向炬焰的中心(轴向通道)，中心
 气流过小会引起轴向通道收缩，炬焰的环状结构遭
 到破坏，外管的切向气流能在轴向通道上形成负
 压，有利于环状炬焰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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炬管的管径对环状炬焰的形成也有较大的影响。
 管径太小，就难以形成环状炬焰，因为趋肤效应在
 小管径下不足以造成中心的电流密度和功率密度的
 降低。管径太小，还会因注入的载气扰乱靠近等离
 子体边缘的能量输入区而使放电不稳或者熄灭。显
 然，形成等离子体环状炬焰的条件一旦遭到破坏
 (如频率太低、中心气流太小、炬管管径太小等)，
 自然就导致环状炬焰的消失，从而形成泪滴状的实
 心等离子体。在这时，由于等离子体的高度黏滞
 性，使得样品注入等离子体发生困难，由于等离子
 体的急剧膨胀和等离子体表面巨大的温度梯度，对
 注入的样品形成气体动力学屏障，其结果将使样品
 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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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等离子体表面反射回来，或沿着等离子体外层
 表面滑过，因此，泪滴状等离子炬焰是光谱分析
 工作者所不希望的。

2.4.3等离子炬焰的温度分布
从上图还可以看出，当载气通入时，在中间

 形成一个半透明的的中央通道，其宽度一般为35 
毫米，其透明度与载气、试样的成分有关。其温

 度则由下而上逐渐降低。下图显示等离子炬焰的
 中央通道温度分布。应该指出，由于等离子炬焰
 并不完全是处在热力学平衡状态的等离子体，而
 且其温度与载气流量等许多因素有关，因此，不
 同资料上所报道的温度值是不同的。



等
离
子
体
焰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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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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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等离子炬焰环状结构的重要性
与泪滴状等离子炬焰相比，环状结构的等离子

 炬焰对于光谱分析具有极其的重要意义，因为它有
 以下优点：

1). 试样气溶胶从温度相对较低的中央通道进入，
 对火焰的干扰小，更容易维持等离子炬炬的稳定，
 而样品从泪滴状等离子炬焰中央通过时，直接进入
 温度 高的等离子体焰，对其影响大。

2). 高温区域的范围增加了。在相同功率时，环状
 结构的等离子炬炬明显比泪滴状结构的等离子炬焰
 “胖”。试样气溶胶由中心进入，在高温区域停留
 的时间增加，提高了发光强度，降低了检出限。形
 成泪滴状等离子炬焰后试样会很快扩散到其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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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温区域的扩大，使得分析元素向周围低温
 区域扩散的几率减小，自吸现象减弱，分析浓度增
 加。这就是等离子体光源的光谱分析标准曲线线性
 范围可达56个数量级的原因。

2.5等离子体发射光谱光源的特点
光源是提供激发能量的装置，依靠它来创造待

 测元素原子的蒸发和激发的条件。发射光谱分析已
 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但由于经典光源存在基体干
 扰严重、灵敏度不够等缺点，随着原子吸收理论的
 突破，原子发射光谱分析一度出现波折，直到上世
 纪七十年代等离子体光源的引入才使原子发射光谱
 分析得以迅猛发展。从这一点看来，等离子体光源
 具有经典光源无法比拟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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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的优点
1). 对周期表多数元素有较好的检出限

平均检出限比原子吸收低510倍，特别是对于易
 形成耐高温氧化物的元素(高温元素)，检出限要低
 

几个数量级。

2). 精密度好

当检测器积分时间为1030秒，分析浓度为检出限
 的50100倍时，净谱线信号的相对标准偏差可达
 1%以下；分析浓度为检出限的510倍时，标准偏
 差为48%。若改用摄谱法，同样浓度的标准偏差
 为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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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体干扰少
在等离子体光源中，试样溶液通过光源的中心通

 道而受热蒸发，分解和激发，相当于管式炉间接加
 热，加热温度高达5000~7000K，因此化学干扰和
 电离干扰都很低。可直接用纯水配制标准溶液，不
 需添加抗干扰试剂，或者几种不同基体的试样溶液
 采用同一套标准溶液来测试。

4). 线性范围宽
高温区域的扩大，使得分析元素向周围低温区域

 扩散的几率减小，自吸现象减弱，分析浓度增加。
 等离子体光源的光谱分析标准曲线线性范围可达
 5~6个数量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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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可多元素同时测定或连续测定

由于基体干扰低，元素与元素之间相互干扰少
 

，若采用混合标准溶液便可进行多元素同时测定，
 

即全谱直读；或连续逐个测定，即单道扫描。而在
 

原子吸收光谱分析中，由于往往需采用单一元素的
 

空心阴极灯，而且要针对某一测定元素添加抗干扰
 

试剂，必须考虑它们其它元素的干扰，不容易实现
 

多元素同时测定或连续测定。

又由于ICP-OES线性范围宽，可实现试样中
 

主要成分、次要成分甚至微量成分的同时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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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的缺点
1). 灵敏度还不够高

对某些试样来说，检出限还不能满足要求，中
 低温元素灵敏度还不如原子吸收分析，如碱金属。

2). 雾化效率低
一般气动雾化进样法的雾化效率只有不到

 10%。且雾化器很容易堵塞，造成工作不稳定。
3). 氩气消耗大

由于等离子体炬温度很高，容易烧毁石英炬管
 ，必须通以大量氩气保护。大约4~5小时就要消耗
 一瓶40升氩气。而原子吸收所使用的乙炔，一瓶可
 以使用好几百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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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
和激发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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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原子发射光谱分析的基本原理
原子核外电子能量的量子化分布特性。使得电

 子在一定的规则下在这些不同的能级上来回跃迁。
 当电子吸收了光能从低能级跃迁到高能级，又以别
 的形式释放能量(如热能)返回至低能级，就发生了
 原子吸收现象；反之，当电子吸收了热能从低能级
 跃迁到高能级后，又以光能的形式释放能量返回至
 低能级，就会产生原子发射现象。对该发射光谱进
 行研究，若光谱中存在某一元素的特征谱线，就认
 为样品中存在该元素，这就是元素的定性分析；再
 通过与已知浓度的标准的比较，求得该元素的含量
 ，这就是元素的定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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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原子在达到热平衡时，处在不同能级上
 的原子数目服从玻尔兹曼(Boltzmann)分布：

其中
 
Ni ，Nj 分别为处在能级Ei 和能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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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10-23 J/K

事实上并非所有受激发原子都能回到某一较低能
 级，而是受到一定几率的限制。这个几率叫做

i jE E kTi i

j j

N g e
N g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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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射跃迁几率”，是一个分数，用f表示。对于
 一定发射波长来说，f是一定的。于是一条辐射波
 长光强的能量为发射光谱的谱线强度I与处在激发
 态的原子数目成正比：

在一定时间内，N基态

 

与蒸气中原子总数N总

 

成正
 比，因而与试样中待测元素的浓度C也成正比关
 系。当蒸气温度一定，e-E/kT也一定。于是用常
 数a代表

E kT E kTg ge hI f N e N e
g h g




   
2 2

/ /
3

8激发态 激发态
基态 基态

基态 基态

2 2

3

8 E/ kTge h e I aC
h g




 激发态

基态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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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I与E激发态
 

的关系
当基态原子数目N基态

 

和温度T一定时，元素的
 

激发能级E激发态
 

越低，原子就越容易被激发，处在
 

激发态的原子数目就越多，谱线强度就越强。一些
 

难激发的元素，如非金属元素和稀有气体，其谱线
 大都不强(灵敏度不高)，灵敏线主要分布在远紫外
 

区，其余大多数金属元素及部分非金属元素具有中
 

等激发电位，它们的灵敏线主要集中在近紫外区和
 

可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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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I与T的关系
由上式可以看出，温度越高，谱线强度越

 强。这就是火焰源原子发射光谱发射效率低，灵
 敏度不高的原因(激发温度较低)，但温度太高，一
 部分原子会发生电离，故随着温度的升高，发射
 强度就不再增强，有的元素反而会下降。

3.1.3  I与N的关系
当温度T和要测定的元素确定时，

 
E也就确

 定，由前式看出，由于N激发态

 

«N基态

 

，N基态

 

≈N总

 

。
 IN总

 

，即发光强度与待测元素在蒸汽中的原子总
 数成正比，由于蒸汽中的原子总数与元素的浓度
 成正比，故待测元素的发光强度与该元素的浓度
 成正比。这就是原子发射光谱定量分析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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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经典光源总是中间温度很高，从中心到外围
 温度逐渐降低，原子又存在扩散现象，这样光源中
 心原子发射出的谱线会被周围温度较低的原子吸
 收，所以：

 
I=aCb

其中a，b为常数，b为自吸
 常数，与待测元素的浓度有
 关。当待测元素浓度很低
 时，b 

 
1，几乎不发生自

 吸，发光强度与浓度成线性
 关系；随着浓度的增加，自
 吸现象逐渐加重，b值逐渐
 减小，两者的线性关系不复
 存在，标准曲线出现弯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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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等离子体的成分
等离子体的工作气体在高温下要发生分子的

 解离及原子的电离。因此组成等离子体的成分包
 括分子、原子、离子和电子。

在氩气为工作气体时，氩气是单原子分子，
 不存在分子的解离。在10000 K的氩气等离子体
 成分中，Ar、Ar+和e占主要成分，Ar2+的浓度很
 低。

在氮气为工作气体时，存在氮分子的解离。
 在更高的温度下，还会产生N2+和N3+，因此在氮
 气等离子体成分中，存在N2 、N、e、N+、N2+和
 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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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激发机理
激发原子光谱的过程有三种类型。
1). 高能电子同原子或离子碰撞而进行能量交

 换，使原子或离子获得能量处于激发态。在氩
 气中：

Ar + e → Ar* + e, X + e → X* + e
X+ + e → X+* + e

其中元素符号后带有小星星，表示是处于激发
 态的原子或离子(下同)，如Ar*、X*和X+*分别
 为激发态的氩原子、试样原子和试样离子。这
 些激发态原子和离子的寿命通常只有10-8秒，
 很快又由激发态返回基态，同时发射出激发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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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原子谱线(或离子谱线)。
2). 试样原子同工作气体原子或离子碰撞而激

 发。
Ar + X → Ar + X*,  Ar+ + X → Ar+ + X*

Ar+ + X → Ar + X+*
试样原子的电离电位与激发电位之和必须小于Ar

 的电离电位(15.76ev)才能发生第三式的反应。通
 过这些能量交换和反应，产生试样的原子谱线和离
 子谱线。

3). 光子激发
X + h

 
→ X*

光子将能量交换给试样原子，使其激发(荧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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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等离子体的基本谱线

由工作气体经过高频电流耦合产生等离子体炬
 焰。因此，工作气体(一般为氩气)也会产生的原子

 
谱线、离子谱线和连续谱带。当有试样气溶胶通入

 
炬焰时，还要出现试样中含有元素的光谱。

干燥氩气所产生的光谱有如下特点：

在300 nm ~ 500 nm内有较强的连续谱带。主要
 

是黑体辐射、韧致辐射和复合辐射(见后)。

在400 nm ~ 450 nm区域有一些极强的谱线。其
 

中较强的是Ar元素的420.068 nm和415.859 nm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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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氩气纯度不高时，通常会含有N2 ，H2 O，CO2 
等。光谱中还会出现一系列双原子分子的分子谱

 带，如NH，NO，CN，CH，OH，N2 等的谱带。
 这些光谱都是由很多谱线密集而成。在氩气的等离

 子体光谱中，氩线、氢线及连续光谱的强度都是随
 着观测高度自下而上强度逐渐减弱的。但OH的

 308.8 nm谱线强度基本不变，这是因为OH的离解
 能很低，只有4.39 ev(CN和N2 分别为7.55 ev和

 6.25 ev)，在高温下离解成了原子，不再以OH的
 形式存在。

对于ICP-N2 或有空气引入时，这些谱线还会有变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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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谱线和谱带外，等离子体光谱中还会出
 现强度不高，分布相对均匀的光谱。这是由于光
 源的因素和分光系统不完善，造成一些杂散光进
 入检测器，形成所谓的背景。

3.5 连续光谱(背景)
产生连续背景光谱的因素是由黑体辐射、复合辐

 射和韧致辐射三种。高浓度的碱土金属试样，如
 Ca，Mg等也能产生较强的散射光。

1). 黑体辐射
 

炽热的物体能够发射出连续的光
 谱辐射。由于 早是在黑色物体上发现这种辐射
 的，所以称为黑体辐射。黑体辐射的能量与其温
 度和波长有关。随着物体温度的升高，辐射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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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波长向短波方向移动。在等离子体光源中，一
 般温度为5000~8000K，辐射的 强处在紫色和紫
 外区域。

2).
 

复合辐射
 

离子获得自由电子，成为电荷较小
 的离子，或中性原子。而电子在此过程中失去的
 能量以辐射的形式释放出来，就形成了复合辐
 射。由于自由电子的运动速度是连续分布的，它
 们与离子复合时释放出的能量也一定呈连续分
 布，从而形成连续光谱。

复合辐射的强度随着电子密度的升高而急剧
 增加。在等离子体炬的涡流区，由于温度高，电
 子密度大，能产生很强的光谱背景。当温度从
 7000K升到8000K时，背景值升高0.1%；若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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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K，背景值会升高1%。
3). 韧致辐射

 
在等离子体中，带电粒子在静电场

 作用下发生不接触碰撞(库仑碰撞)，引起运动速度
 的变化而发射出的电磁辐射，被称为韧致辐射。

实验证明，当等离子体光源的温度T= 8250K 
时，韧致辐射是造成背景光谱的主要因素。

但相对于原子吸收来说，背景光谱要小得
 多。因为原子吸收火焰中有很多分子光谱。



第四节

等离子体光谱仪的基本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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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离子体光谱仪的分析过程是，试样溶液经
 过气动雾化器雾化分散，形成气溶胶，由Ar携带
 

经过石英炬管的中心管进入环状等离子体炬焰的
 

中央通道，在等离子体的高温作用下，迅速干燥
 

、原子化并激发，发射出光谱。这些复合光通过
 

分光系统分成单色光， 后由检测系统检测所需
 

要的谱线强度，经过积分、放大、输出。

等离子体光谱仪大致有光源部分、分光部分
 

和检测部分三部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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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光源部分
等离子体光源部分由高频发生器、石英炬

 管和进样装置组成。

试样液

石英
炬管

高频
线圈

高频
发生器 雾化室 雾化器 蠕动泵

中阶梯
 光栅

普通
光栅

光电
倍增管

固体
检测器

全谱
直读

其它
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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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分析所用频
 率 为 5~50 

MHz ，现在一
 般商用光谱仪
 的 频 率 有

 27.12MHz 和
 40.68 MHz 两
 种 ， 功 率 为
 0.75 ~2.0kw之

 间。对高频发
 生 器 的 要 求
 是：

4.1.1 高频发生器
高频发生器是产生等离子体的能量来源。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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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功率一般应大于1kw。这里的功率是指净输
 

出到等离子体的功率，或称之为正向功率。其值
 

低于高频发生器的输入功率。

一般说来，当频率为27.12 MHz时，功率在
 0.2~0.3 kw时仍能点燃和维持等离子体炬，但要
 

维持稳定进样，并获得良好的分析精度，发生器
 的输出功率应不低于1 kw。分析水溶液试样一般
 

采用1.0~1.2 kw的功率，分析有机溶液试样时则
 

要采用1.6~1.8 kw的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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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频发生器的振荡频率为27.12 MHz和40.68 
MHz。目前生产的商品仪器大都采用这两种频

 
率，或接近这两种频率。频率太低了，要维持稳

 
定的等离子体放电，就必须有更高的功率，增加

 
电能和冷却气体的消耗，并且低频不易形成等离

 
子体环形中央通道，进样困难。采用这两个频率

 
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多数工业化国家规定，工

 业和医学高频设备的频率只能是27.12 MHz和
 40.68 MHz，以免这些设备泄漏的高频电磁场对
 

其它电子设备产生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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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功率波动应小于1.5 %。在等离子体光谱分
 析中，谱线强度明显地受到高频功率的影响，高频
 功率增加时谱线强度明显增加，故多数高频发生器
 有输出功率稳定装置。

4). 频率的 大波动不能超过0.5 %。我们知道，
 趋肤效应受频率的影响，频率变化时，趋肤深度随
 之变化，引起等离子体发光特性的改变，影响测试
 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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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商用仪器的高频发生器又有自激振荡和它
 

激振荡两大类。它们都能满足上述要求。自激振荡
 

器结构简单，负载变化对输出功率变化影响小，价
 

格低廉，制造调试比较容易。但功率转换效率低，
 

振荡频率稳定性不好。它激振荡器的频率稳定性和
 

功率稳定性均优于自激振荡器，但线路复杂，制造
 

成本高。目前国内制造的高频发生器大都采用自激
 

振荡器，而国外大都采用它激振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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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高频发生器产生的强电流、高频
 电磁辐射、炬管产生的高强度紫外辐射以及尾气对
 人体都是有害的，因此应特别注意防护。首先高频
 发生器必须有可靠的接地，在高频发生器工作时不
 能打开仪器检修；高频发生器和炬管线圈必须有防
 电磁的屏蔽网并接地；炬管的观察窗口必须有防紫
 外辐射的防护罩；在炬管上方必须有排风装置，使
 有害气体马上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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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进样装置
ICP仪器使用的进样装置，按试样形态可分为

 液体、气体和固体三大类。但目前广泛使用的只有
 液体进样装置，适合于液体样品的测试。气体不便
 于收集和运输，测试的样品很少，固体样品一般先
 处理成液体样品。

液体进样装置可分为雾化装置和气化装置。雾
 化装置又有气动雾化器、超声雾化器；气化装置有
 氢化物化学发生装置和电热气化装置。雾化装置是
 利用雾化器通入的高速气流将试样溶液破碎成极细
 小的微粒使之悬浮在载气中，从而形成气溶胶的装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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炬管

固定鼓轮

进样管

载气导入

可拆卸内管

雾化室雾化器

点火用
 的铜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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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却气导入孔

辅助气导入孔



左：炬管箱
 

右：蠕动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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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化器雾化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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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化器

进样管
排废液



4.1.2.1气动雾化器
 

气动雾化器又分为同轴型和交
 叉型。即进样毛细管与载气喷嘴是同轴的还是垂直
 的。当载气(一般为氩气)从喷嘴中喷出时，在喷嘴
 尖端会形成局部负压(数十毫米汞柱)，在负压作用
 下，试样溶液从容器中被吸入毛细管中，并在气流
 作用下分散成细雾。同轴雾化器与交叉雾化器各有
 优点。同轴雾化器稳定性好，但分析高盐试样溶液
 时易发生堵塞现象；交叉雾化器正好相反，不易发
 生都塞，但稳定性较差。一般情况下同轴型雾化器
 用得较多。

气动雾化器结构简单，成本低廉，但雾化效率
 低，只有百分之几至十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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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2 超声雾化器
 

超声雾化器是利用超声振荡
 器的空化作用把溶液雾化成气溶胶。将试样溶液
 用注射针或蠕动泵注入振动片的表面上，在换能
 装置的作用下，振动片产生的数百万赫兹的超声
 波，将试样溶液分散成细雾弥漫在雾化室中，载
 气进入雾化室后携带试样细雾经去溶剂装置进入
 等离子体炬。

超声雾化器有如下优点：
在换能器上气溶胶产生的速度与载气流量无关

 。因此可以单独调节进样量和载气流量，使尽量
 多的气溶胶进入炬管，又使其在等离子体炬停留
 的时间足够长，以获得 佳的检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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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结构上，超声雾化器无毛细管，不会堵塞。


 
可产生高密度的气溶胶，且比气动雾化器的雾

 粒更细更均匀。实践证明，超声雾化器的雾化
 效率可达70%以上。

在结构
 上，超声
 雾化器无
 毛细管，
 不会堵

 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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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超声雾化器也有缺点：
换能器易受试液中酸、碱的腐蚀。
稳定性不如气动雾化器好，测定精度略差。
记忆效应严重，清洗时间较长，连续、自动进样
较困难。
结构复杂，制造和维修成本较高。

4.1.2.3 氢化物发生装置 只要在测定前与某些试
 剂发生化学反应生成气体，并被载气带走的元素都

 可用这种方式进样。能生成氢化物的元素主要有
 As,Bi,Ge,Pb,Sb,Se,Sn,Tb,Zn,Cd,Hg等十一种元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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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氢化物发生器中，试样溶液与HCl混合，测
 试时再与NaBH4 反应形成含氢化物气体的气液混合
 体：

M+ + BH4
- MH3 + B(OH)4

-

通过气液分离器分离，经过分离的气体直接
 进入等离子体炬。由于生成气体效率比雾化器效率
 高，氢化物又脱离了样品溶液，所以灵敏度高，基
 体干扰少。检出限一般比气动雾化器低约两个数量
 级，因而得到广泛应用，不仅可以应用在ICP-AES 

上，在ICP-MS、AAS等光谱分析中都能采用氢化
 物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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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荧光光谱
 (AFS)分析就

 专门采用氢化
 物技术进样。
 只是能生成氢
 化物的元素很
 少，只有上述
 十一种元素，
 测定范围受到
 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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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ICP气路系统
目前ICP-AES光谱仪的工作气体广泛采用氩气，

 即属于Ar-ICP-AES。其主要优点是可以采用较低
 的功率工作、气氛惰性、具有灵敏离子线的元素检
 出限低，但氩气成本高、耗气量大，对于难激发的
 非金属元素检出能力较差。人们一直试图采用非氩
 等离子体焰，如N2 -ICP，N2 -Ar-ICP，空气-Ar-ICP 

，He-ICP等，并对这些非氩等离子体焰进行了系
 统研究。它们都有自己的特点，在某些方面能够优
 于氩气等离子体焰，但总的说来，还无法全面取代
 氩气。如N2 -ICP的检出限比Ar-ICP差，只有检出
 限很低的部分元素(如Ca、Be、Mg等)，才能获得
 较好的检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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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气路系统中，由气瓶出来的高压气体(一般
 为几至十几MPa)经减压表减压后输出约0.5Mpa稳
 定气压的气流，然后分成三股，分别由流量计控制
 流量，送入炬管的三层同心石英管中，作为冷却
 气、辅助气和载气。冷却气以倾斜的切线方向进入
 炬管底座，然后以螺旋上升形式进入石英套管的外
 层。其作用一是冷却外层石英炬管；二是形成环
 流，使中央通道压力降低，易于形成环状结构火
 焰。冷却气流量为10~20 L/min。辅助气以切线或
 径向进入炬管的中层，将点火时的带电子和离子的
 气体引入炬管中，点完火就关闭。但现在的仪器在
 测试中一直通有辅助气，其目的是保护中心管，以
 免被等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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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体焰烧蚀。辅助气的流量为0.5~1.5 L/min。
 载气携带试样气溶胶由轴向进入内管，流量一
 般小于1 L/min。其作用是将样品气溶胶引入等
 离子体焰，并在一定流量下维持中央通道的畅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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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ICP的观察方式

目前ICP-AES光谱仪的观察方式有两种：径
 向观察和轴向观察。径向观察方式又称垂直观察
 方式，“火焰”气流方向与采光光路方向垂直；
 轴向观察方式又称水平观察方式，“火焰”气流
 方向与采光光路方向同轴。这两种观察方式各有
 优缺点：轴向方式的光路中参与原子化的元素多
 ，因而灵敏度高。但由于尾焰部分不稳定，必须
 进行尾焰切割。即使这样，稳定性仍然不如径向
 观察，但径向观察由于光程短，灵敏度要差一些
 。因此有的光谱仪带有双向观察，使用是根据需
 要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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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分光系统
4.2.1光栅的闪耀特性
光栅的闪耀特性是指光栅的闪耀波长和集光效率。

 光栅的闪耀波长是指衍射光能量 大的波长b

 

。衍
 射光能量集中在以b

 

为中心的波长范围内。这是发
 射光栅的闪耀作用。普通光栅(理想光栅)的 大弱
 点就是光强 强处为零级衍射(即没有衍射光出现)
 ，然后很快以±1级衍射、±2级衍射依次减弱，光
 能量被分散到各个衍射光斑上，以至于在刚出现光
 栅时人们还难以接受。但如果对光栅刻痕进行某种
 控制，就可以使衍射光强集中于某一角度范围内，
 也就是说，从某一角度观察光栅时，可以看到光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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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明亮，或者说该光栅在这一角度下“闪
 耀”。这种光栅被称为定向光栅或“闪耀光
 栅”。

对于普通光栅：m=d(sin±sin)。
对于定向光栅：m=d(sin±sin)。
在普通光栅中，当=-时，m=0，即衍射 大

 光强落在零级谱上，在定向光栅中，m=0的条
 件变为=-。从这个方向衍射的光谱线 强，
 它的波长成为闪耀波长，槽面法线与光栅表面
 法线所成的夹角称为闪耀角。如果一级闪耀波
 长是b(1) ，m级的闪耀波长b(m) = b(1)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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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分光系统大致可分为三种形式：法斯弟-
 埃伯特式、采尼-特纳式和利特罗式。

4.2.2 埃伯特分光系统

4.2.2.1 垂直对称式
 

垂直对称式又称法斯弟-埃伯
 特(Faste-Ebert)式。入射光和出射光位于光栅的上
 

下侧，用同一个柱形凹面镜作为准直和聚焦元件。
 光束从位于光栅上侧的狭缝S1 进入，投射到准直镜
 

的上半部，再被反射到光栅上。经光栅衍射后投射
 到准直镜的下半部进行聚焦，再被反射在出射狭缝
 处S2 。由于入射光与出射光投射在反射镜的不同部
 

位，不会产生严重的散射光，又无像差，所得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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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对称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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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线质量好，将光栅绕单色仪的轴转动，即可进行
 谱线扫描或选择谱线。

4.2.2.2 水平对称式
 

水平对称式又称采尼-特纳
 (Czerny-Turner，C-T)式，是将垂直对称式的柱形
 凹面镜换成两个独立的小柱形凹面镜。其分光原理
 完全相同，只是光经过的路径由垂直方向变为水平
 方向。由于反射镜从一块变为两块，调节比埃伯特
 分光系统方便，但成像质量不如埃伯特分光系统
 好。对于单狭缝测试，这两种分光系统都能满足要
 求。对于线性波长或线性波数的扫描是 理想的。
 现代分析仪器用微处理器或电脑控制，波长转换很
 容易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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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an公司的240原子吸收光谱仪就采用水平对称
 式。

4.2.3 自准式(利特罗式，Littrow式)装置
一块凹面反射镜既作准直镜，又作成像物镜。其

 入射角和衍射角设计成相等或相近。这种装置的特
 点是结构更简单，光路更紧凑，改变波长只需转动
 光栅。缺点是光谱范围较窄。

珀金埃尔默公司的AAnalyst 800原子吸收光谱仪
 采用自准式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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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准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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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帕邢-郎格(Pashen-Runge)分光系统
这是光电直读光谱仪采用 多的分光装置。在这

 种装置中，光栅与出入射狭缝位于固定的位置上
 ，并且都安装在罗兰(Rowland)环上，光源经入
 射狭缝投射到凹面光栅G上，经色散后的单色光
 分别投射到排列在圆环上的出射狭缝S1，S2，
 S3，，再分别被位于其后的检测器检测。这
 种装置结构紧凑，光强大，主要用于多通道测试
 ，也可用于顺序测量。这种装置可以有20~60个
 通道， 少有10个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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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复合光栅分光系统
由于ICP所发射的光谱复杂，特别是试样中含有过

 渡元素和镧系元素、铂族元素、锕系元素时，由于
 能级众多，要求分光系统有更好的分辨能力，所以
 现在的ICP-AES多采用复合光栅分光系统。如IL 

Plasma 100和200型所用的就是两个小型的埃伯特
 单色仪串联而成。第一级单色仪产生的杂散光为
 0.1%，第二级单色仪产生的杂散光降为0.0001% 

，信噪比大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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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 双光栅分光系统
在顺序扫描等离子体光谱仪中，要求工作波长范围

 为170~900 nm，一块闪耀光栅难以在整个波段内
 得到较高的光强。有些光谱仪采用两块光栅，在扫
 描过程中自动更换。如PE公司的单道扫描ICP- 

AES，在紫外部分采用采用全息光栅，刻线2880 
条/mm；在长波波段采用闪耀光栅，刻线1440条

 /mm。所谓全息光栅，是利用干涉照相法制作的光
 栅，可有效降低杂散光的散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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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7中阶梯光栅分光系统
中阶梯光栅(Echelle grating monochromater)首先

 由Harrison于1949年提出，美国Leeman公司于
 1988年应用于商品仪器中。它是由高精度的宽平
 刻槽组成，刻槽宽度比高度大几倍，是入射谱线波
 长的10~200倍。一般中阶梯光栅的刻槽为8~80条
 /mm，闪耀角较大(一般为60~70°)。它具有大色
 散、高分辨本领、高光强、闪耀角大、波长范围宽
 阔、仪器结构紧凑等特点，因而在光谱分析仪器中
 颇为人们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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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栅公式同样适用于中阶梯光栅。因此光栅的分
 辨率：

R=mN
其中m为光谱级次，N为光栅总刻痕。
对于一般光栅，由于制造技术上的困难，只能利

 用一级或二级衍射光谱。而中阶梯光栅由于其宽度
 远超过高度,故光强高、又由于刻痕深,因而可采用
 闪耀角大的照射方向，采用大的衍射光谱级数。如
 珀金埃尔默(PE)公司采用29~132级光谱，塞默佳
 尔阿许(TJA)公司采用34~189级光谱。虽然光栅刻
 线很少，仍可获得高的分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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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光栅长度为5毫米，光栅刻痕75条/mm，采
 用光谱级次为40，则R=40755=15000，而一
 般的5 mm光栅，1800条/mm的刻线已是相当不
 错了。其分辨率为R=118005=9000。因此中
 阶梯光栅具有很高的分辨率。PE公司和TJA公司
 的ICP-AES的全谱直读ICP-AES就是采用此类光
 栅。热电的Solaar M系列原子吸收光谱仪上也采
 用了这种光栅。这在原子吸收光谱仪中是不多见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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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采用高级次的光谱，容易与其它级次光谱重
 叠。为解决这一矛盾，通常采用交叉色散原理，使
 谱线色散方向与谱级散开方向垂直，在焦平面上形
 成二维谱。交叉色散的具体办法就是在中阶梯的光
 栅的光路的前后方各安装一个色散元件，如棱镜。

由于中阶梯光栅采用多级衍射谱线，对光路系统
 要求较高，一般为真空或恒温，或者两者皆有，加
 上需要高度精密的光栅调节系统和光栅制作上的要
 求，一般只是在高级光谱仪上才采用中阶梯光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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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检测系统
检测系统在ICP-AES上就是光电转换设备。由于

 ICP可同时发射70多种元素的特征谱线，它们分布
 于170~900 nm。因此要求光电转换设备在此区域
 有较强的灵敏度。在九十年代及本世纪初应用 广
 的仍然是光电倍增管，随着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的
 不断提高，90年代出现的固体检测器(Solid State 

Integrating Multi-channel Photodetectors)已大大
 普及，大有取代光电倍增管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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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个光电倍增管
 很难在全波段满
 足灵敏度的要

 求，有的仪器公
 司采用多个光电
 倍增管。如TJA 

公司采用
 R427、R889两

 个光电倍增管。

4.3.1光电倍增管
光电倍增管具有灵敏度高、寿命长、噪音低等优

 点，在单道扫描ICP-AES中广泛被采用。但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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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固体检测器
固体检测器又称固态积分多通道光子检测器(Solid 
State Integrated Multichannel Photo-detector)，

 是上世纪90年代发展起来的的新型光电转换元件
 。一经问世就受到人们的注目。与光电倍增管不同
 的是，固体检测器是电荷转移检测器 (Charge 

Transfer Devices)，一定强度的光照射到检测器的
 某个检测单元后，产生一定量的电荷，并储存在该
 单元上，再采用电荷转移方式读出，检测电荷转移
 过程中电压的变化。根据转换形式的不同，又有很
 多类型，如CCD、CID、SCD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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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检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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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CD(Charge Coupled Device)检测器
 

又称电荷
 耦合式固体检测器。它是由许许多多个检测单元按
 照一定的矩阵排列组成的。检测时不同的光强在每
 个单元上产生不同的电荷，读出数据时将电荷在检
 测器之间逐渐转移， 后移到一个具有电荷感应放
 大器的检测单元上读出，即相互电荷转移。这类检
 测器相对低廉，广泛应用与数码相机。但读出速度
 较慢，并且不能解决感光过度与感光不足的矛盾。

2.SCD检测器
 

又称分段电荷耦合式固体检测器。
 它采用分段式耦合CCD检测器技术。其方法是将
 CCD分成许多小条，每个小条上有一个读出端
 子、一个时钟和控制系统，条与条之间是绝缘性基
 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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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防止电荷通过，即每个小条相当于一个CCD,包
 含20~80个单元，以检测一条谱线或一区段内的谱
 图。这类检测器的每个小条可单独设置检测参数，
 可解决条与条之间感光不足与感光过量的矛盾，但
 不能解决条内每个感光点之间的感光不足与感光过
 量的矛盾。

3.耦合CCD检测器
 

这种检测器对SCD又进行了改
 进。它将每个SCD小条划分为若干个小块。每个
 小块就是一个CCD。能较好地解决感光不足与感
 光过量的矛盾。该检测器的70000个感光点与二维
 的分级光栅匹配。这些感光点以连续角度分布，呈
 二级管矩阵形式排列，并与每一个光谱区域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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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秒钟内可完成73个元素的测定。
4.CID检测器

 
又称电荷注入式固体检测器。这类

 检测器的读出方式是将电荷在检测单元内部移动
 ，检测在移动过程中电压的变化。每个感光点相
 当于一个CCD。可以将波长从160~1050 nm范围
 内所有谱线曝光，整个波长区域内的所有元素的
 全部谱线，背景强度被同时全部采集、储存。使
 用者可在所有谱线中任意选择高质量谱线进行定
 量计算，也可在任意谱线两侧选择适当背景位置
 作背景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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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固体检测器的优缺点
1.优点：1)．速度快。既具有多通道同时快速检测，又能

 够任选谱线，每个检测单元的读取速度为50s，
 弥补了扫描式光电倍增管速度慢的不足。

2).噪音低。CID工作时的暗电流几乎为0，而光
 电倍增管的暗电流为10-10~10-11A。

3).波长响应宽。CID波长响应范围：160~1050 
nm，CCD波长响应范围：110~1100 nm。而光

 电倍增管只在某段波长范围内有较高的灵敏度，
 为弥补其不足，往往要采用多个光电倍增管，并
 增加一套切换装置，制造和维护成本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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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高灵敏度。固体检测器的光量子效率是光电倍
 增管的大约5倍。

5).结实耐用。固体检测器的几何、热、光电性能
 都很稳定，极强的光束可以使其饱和，但不会损
 坏。

2.缺点：
需要将整个检测器处于恒定的低温状态，如

 热电公司的为-45℃，PE为-43℃，瓦立安为- 
35℃。需要有较强的制冷系统和纯净的保护气

 体。另外，制造难度高，技术保密。目前不能普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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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ICP-AES的类型
4.4.1 ICP摄谱仪

它是由ICP光源配上平面光栅摄谱仪组成。由
 于分析速度慢，精密度差，标准曲线线性范围窄等
 缺点，目前已基本淘汰，但目前个别先进的全谱直
 读型仪器带有这种功能。

4.4.2 单道ICP光度计
在ICP光源上配一个扫描单色器组成。其测量

 方式与原子吸收极为类似，在进行多元素测量时，
 需逐个调整波长、发射功率等工作参数，是一种典
 型的单元素分析仪器。这种仪器结构简单，灵活性
 大，价格低廉。但分析速度慢，耗气量大，也基本
 被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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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ICP光量计
又称多道ICP光谱仪。这类仪器是由多通道光

 量计及数据处理系统等组成。它 少装有10个通
 道，一般20~40个通道。这类光量计工作效率高，
 可同时测定几十个元素，由于波长固定，测量精度
 好，节省气体和试样。特别适用于大批量试样的多
 元素分析，曾一度被广泛应用。随着固体检测器的
 出现，已逐渐被全谱直读类型取代。

4.4.4 N+1型ICP光谱仪
为了克服ICP光量计不能改变分析线的缺点，

 有的生产商在光量计的一侧或下方安装一个小型的
 扫描单色器，相当于增加一个分析通道，可对任意
 波长进行分析，有一定的灵活性。但每次测试只能

感耦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分析 1142019/5/21



改变一个元素的分析，如果试样成分变化较大，仍
 不能满足要求。

4.4.5 顺序扫描ICP光谱仪
又称为程序控制单道扫描式等离子体光度计。

 它在单通道ICP光度计的基础上采用微型计算机来
 控制单色器的谱线峰值查找，强度测量和数据处理
 。与单通道ICP光度计不同之处是，它能按照程序
 软件所给的程序，自动连续地测定多个元素。由于
 全程由计算机控制，分析速度较快，适用于样品与
 样品中元素改变较多而样品数量不多的分析测试。
 这类光谱仪的分析速度和精度都不及ICP光量计和
 全谱直读型，气体和试样用量也比后者大。但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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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及维修比全谱直读低。目前国外也已不再生
 产。

4.4.6 N+M型ICP光谱仪
它是将顺序扫描型等离子体光谱仪和多通道光

 量计结合起来，共用一个ICP光源的仪器。因此，
 它既具有顺序扫描光谱仪的灵活性，又有多道仪器
 的快速性。但由于是两台仪器的组合，价格昂贵，
 而且两部分不能同时使用，仪器的利用率只有60% 

。目前也逐渐被全谱直读等离子体光谱仪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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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7 全谱直读型ICP光谱仪
它是在多通道光量计的基础上，将近年来发展

 起来的固体检测器作为检测元件，结合中阶梯光栅
 ，制成的一种新型光谱仪。它具有分析速度快(不
 论需要分析多少元素，一份试样溶液只需要两分钟
 )、测试精度高、检出限低(均比单道扫描型好)等
 优点。因此一经面世，很快占据市场。但价格较贵
 ，当试样过于复杂时不及单道扫描型准确。

目前市场上基本是全谱直读型ICP光谱仪的一
 统天下，但在使用的还有少量单道扫描型。多道型
 由于精度，高稳定性好，也有少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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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ICP光谱仪的测试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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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ICP光谱仪测试参数的选择
主要的测试参数有：高频发生器的输出功率、

 载气流量、观测高度、进样速度、检测谱线等。在
 不同的ICP类型中，参数的设置方式是不同的。单
 道扫描仪器是逐个元素测定的，因此可进行单一元
 素的参数设定，而全谱直读类型仪器则每组样品只
 能设置一组参数。因此，在设置参数时，要综合考
 虑，以获得 强的检测能力和 小的干扰。

5.1.1 高频发生器的输出功率的选择
高频发生器的输出功率又称发射功率。ICP-OES 

的检测能力和基体效应都与发射功率有关。在一定
 的范围内，增加发射功率，能使ICP的温度提高，
 谱线增强，但背景值也相应增加。不同元素或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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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的不同谱线所要求的功率不尽相同，在单道扫
 描型光谱仪中，可分别根据元素的不同要求，设置
 不同的功率。但对于全谱直读型光谱仪应综合考
 虑，选择合适的发射功率。一般对于水溶液，功率
 为0.95 kw1.35 kw之间，对于有机溶液，功率为
 1.55 kw1.75 kw之间。

5.1.2 气体流量的选择
 气体流量包括载气流量、辅助气流量和冷却气

 流量。选择气体流量时要考虑ICP的温度、被测元
 素在ICP内的滞留时间以及轴向通道内的温度等。
 载气流量小，被测元素在ICP内的滞留时间长，轴
 向通道内温度高，利于谱线的发射，但载气流量过
 小会导致雾化效率降低，基体效应增强。对于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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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载气提升样液的光谱仪，还要考虑载气对样品
 提升量的影响。载气流量大，样液提升量也大，反
 之亦然。冷却气直接影响ICP的温度。流量过低，

 不利于保护石英炬管，甚至会将石英熔化；流量过
 高，ICP的温度会太低，不能形成稳定的等离子体

 炬，测定的稳定性变差。辅助气流量的大小虽然没
 有载气和冷却气的影响大，但也对测试结果有影

 响。一般地，载气流量为<1L/min，辅助气流量为
 0.5

 
1.5 L/min，冷却气为1020L/min。

 5.1.3 观测高度的选择
 由于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仪有垂直观测方式

 和水平观测方式两种。这里所指的观测高度是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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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观测(径向观测)方式而言的。从高频线圈的
 上缘到测量时所截取的那段炬焰的中心的垂直距
 离称作观测高度。在不同的观测高度， ICP的温
 度、背景发射和电子密度都有不同。易挥发、难
 激发的元素宜选择低的观测高度，如Zn、P等。
 难挥发、难原子化的元素应适当提高的观测高

 度，如W、Mo等，这是因为随着观测高度的升
 高，加热路程变长，这些元素可以更充分地原子

 化和激发。
 但是现在的双向观测仪器的无论是采用径向

 观测方式还是采用轴向观测方式，其观测高度都
 是固定的，不能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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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进样速度的选择
 为了更好地控制进样量，往往在雾化器前

 加装一个蠕动泵。通过调整蠕动泵的转速来调整
 进样速度，或者叫进样量。进样量高，能增大待
 测元素在等离子体焰中的浓度，提高发射强度，
 尤其低发射功率下，中等能量原子发射强度会有
 显著提高。高进样量还会对等离子体焰有冷却作
 用，可降低背景发射。但是，高进样量也会使雾
 化器的雾化效果变差，即易形成大颗粒雾滴，使
 背景噪音增加，也会使样品的消耗量增加。因

 此，对低能量和中能量的原子谱线， 佳进样速
 度一般为1.5~2.0 mL/min，而离子和高能原子发
 射线2019/5/21 感耦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分析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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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进样速度一般为1.0~1.5 mL/min。
在单道扫描型光谱仪中，计算机软件一般有专门

 程序，通过扫描不同功率、进样速度、各种气体
 的流量等参数，使发射强度达到 强，同时背景
 值达到 低，并且可保留这些参数，在测试时，
 只要选定了测定元素的测试谱线，这些参数被同
 时选定。这就大大方便了分析测试。

5.1.5 测试谱线的选择
 ICP-AES测试谱线的选择与原子吸收一样，

 首先应选择 灵敏线，还要避免样品中其它元素
 的谱线干扰。

5.2 干扰及其校正



一般来说，ICP光谱分析所受到的干扰是比较
 少的，但仍然存在。在制定分析方法时，应逐项考
 虑这些干扰。

 ICP光谱分析中的主要干扰分为三类：物理干
 扰、电离干扰和光谱干扰。在原子吸收光谱分析中
 比较严重的化学干扰，在ICP-AES中并不严重，甚
 至可以忽略。这是因为ICP光源中6000 K以上的高
 温可以将几乎所有化合物解离，更不用说在此温度
 下形成新的化合物。

 5.2.1 物理干扰及其校正
 由于样品溶液的物理性质存在着不同，如表面

 张力、黏度、密度、酸度等。这些不同会引起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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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的不同，这类干扰叫做物理干扰。
 5.2.1.1 样液的物理性质

 
样品溶液的表面张力、

 黏度、密度等的不同会直接影响雾化效率和气溶胶
 颗粒的大小。对于没有用蠕动泵控制进样量的ICP 

光谱仪，黏度和密度还影响进样量。溶液的成分，
 含盐量影响着溶液的物理特性。随着含盐量的增

 加，溶液的提升量、雾化效率会急剧减少。因此，
 在配制溶液时，在保证测试元素有足够的发射强度
 前提下，尽可能使溶液稀一些。对于含量很低的元
 素或很容易变黏的溶液，如Zn、Mg盐溶液，可采

 用基体匹配或标准加入法测试，以减轻这些物理干
 扰。

 5.2.1.2 酸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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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使得元素的发射谱线强度有所下降。酸的
 种类和量的不同，消耗的能量也不同。不同种类
 的无机酸对谱线强度的影响按以下排列依次增
 强：HClO4 <HCl <HNO3 <H3 PO4 <H2 SO4 。为减
 少酸效应，在溶样时，应尽量采用HCl。但事实上
 往往很多样品只采用HCl或HNO3 难以完全消解，
 必须采用其它酸，如H2 SO4 、H3 PO4 等，有时还
 须采用几种酸配合消解。在这种情况下消解完全
 之后应蒸去所有酸，再用HCl配成与标准溶液含酸
 量一致的样品溶液。但如果用HCl配制时产生沉淀
 (如Ag盐)或在赶其它酸时会产生不溶物，就只能
 采用其它酸，如HNO3 ，不过标准溶液也必须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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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溶液相同的酸，如HNO3 ，而且含量也应该一
 致。

 ICP对样品的要求是必须是真溶液，为防止溶
 液在配制和保存过程中出现浑浊和沉淀，标准溶液

 和样品溶液都应含有少量酸，一般为2~6%的
 HCl。只要标准溶液和样品溶液含有的酸种类和含

 酸量一致，就可以校正酸效应。
5.2.2 电离干扰及其校正

电离干扰要分成两个侧面来看待。由于ICP光
 源温度很高，有些元素的离子发射谱线与原子发射

谱线相当，甚至强于原子发射谱线。所以在测试时
 有时会选择离子发射谱线。

5.2.2.1 对原子发射谱线的干扰
 

一些易电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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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如碱金属，在
 
光源中的电离度比原子吸

 收的火焰光源大。减少电离干扰的办法就是减小
 发射功率。测定一般无机金属元素的发射功率为
 950~ 1350w，而测定碱金属的发射功率 好为
 950w。另一个办法就是加入易电离的其它元素如
 K等。尽管如此，仍有大量钠原子被电离。测试效
 果不如采用原子吸收中的火焰原子发射。对于一
 般元素，由于大量Ar原子被电离，电子密度大，
 所以易受电离干扰的元素比原子吸收中少很多。
 如较易电离的Ca、Cr等就比原子吸收少很多。若
 加入少量易电离的元素，电离干扰可基本被消
 除。

5.2.2.2 对离子发射谱线的干扰
 

电离干扰对离子
 发射谱线的影响很大，而且易电离元素含量越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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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扰越严重。如7000g/mL的Na对Ca的393.4nm 
谱线的干扰相当严重，而对Ca的422.7nm的谱线

 则没有影响，因为前者是离子谱线。
等离子体的温度对电离干扰也有很大影响。

 随着观测高度的增加，电离干扰明显增加。这是
 因为随着观测高度的增加，等离子体的温度逐渐
 降低，Ar的电离度降低，抑制电离干扰的能力降
 低。

一般来说，增加功率、降低载气流量、降低
 观测高度，其目的就是提高等离子体温度，降低
 电离干扰。另外，基体匹配和标准加入法也能校
 正电离干扰。

由于离子发射谱线比原子发射谱线更易受到



电离干扰，一般情况下应尽量采用原子谱线作为
 检测谱线。

5.3 光谱干扰及其校正
ICP光谱分析中的光谱干扰比火焰类光源和

 AAS法严重，也是ICP-AES中影响 大的干扰，
光谱干扰有背景干扰和谱线干扰。
5.2.3.1背景干扰 产生背景干扰的主要原因是黑体

 辐射、韧致辐射和复合辐射所形成的连续辐射。
 其中韧致辐射占主要成分。产生背景干扰的另一
 个原因是氩气不纯(N2 、CO2 和水蒸气等)所带来的

 一系列分子谱线，CN、CO、NO、CH、NH等。
 另外，分光系统的不完善，出现杂散光，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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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背景值的提升，随着技术的进步，这部分的
 干扰已降至可以忽略不计，但随着仪器的老化，
 这部分的干扰会逐渐显现出来。背景干扰的结果
 会造成背景的简单抬升或背景的斜坡漂移。前者
 是分析谱线两边的基线向上提升，幅度相同。后
 者是分析谱线两边的基线向上提升，但幅度不
 同。对于背景干扰，可采用扣背景的方法解决。
 当使用固定通道的ICP光量计时，连续背景可采用
 动态背景矫正器进行背景校正。它是一块石英折
 射片，在入射狭缝处以较高频率来回移动，分析
 谱线两侧的背景强度，再从分析谱线中扣除。由
 于谱线的复杂性，对有些元素效果较好，对另一
 些元素2019/5/21 感耦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分析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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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较差，甚至还不如没有校正的好。
在可调波长的ICP光谱仪中，扣背景的方法

很多。一般方法是，测量谱线两侧背景值，若背
 景值相同，只需测量一侧的背景就可以了。配有
 电脑的仪器，测试起来很方便，只要在谱线中选
 中扣背景的位置，后面的工作都由电脑完成。

5.2.3.2谱线干扰
 

由于原子发射谱线比吸收谱线
 多得多，如有的过渡金属元素可达数千条谱线。
 每条谱线都有一定的宽度。因此出现谱线干扰的
 可能性大大增加。谱线干扰也可分为直接谱线重
 叠和复杂谱线重叠。前者是分析线和干扰线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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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叠，后者为分析线和两条或两条以上干扰线重
 叠。判断是否出现会谱线干扰的办法有两种。一种
 是查找图谱或谱线库。早期的ICP-AES光谱仪常附
 

带了发射谱线、谱图及干扰元素的谱线等信息的工
 具书。在选择谱线时可作参考，但查阅起来费时费
 力。现行的ICP-AES光谱仪在电脑软件设置了谱线
 

库，只要选中某一元素，就会找到其 常用的检测
 谱线，选定了检测谱线，又能显示可能出现的干扰
 元素、谱线波长和强度，使用起来很方便。在实际
 测试中，往往出现这种情况，在谱线库中表明样液
 中的元素对某条测试谱线没有干扰，但实际测定
 时，还是有2019/5/21 感耦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分析 136



较大的干扰。判断是否出现会谱线干扰的另一种方
 法是，测定时在谱线附近的光谱窗口内进行波长扫
 描，若谱线对称且尖锐，说明没有谱线干扰。若谱
 线不规则就可能存在干扰。尽管进行波长扫描费

 时、费样、费气，但有无干扰一目了然。
避免谱线干扰的 好办法就是选择无干扰的谱

 线。但对于固定通道的光量计，可采用干扰等效浓
 度法校正。所谓干扰等效浓度就是利用干扰元素所
 造成的分析元素浓度与干扰元素的浓度的比值，即
 干扰因子，然后从分析结果中扣除由于干扰造成的
 浓度的增加值，从而得到无干扰的分析数据。如地
 质样品中用205.5nm谱线测定Cr时，1000g/mL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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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元素会引起测定Cr时的测定值增加
 0.2g/mL。则Fe对Cr的干扰因子：

K=(0.2g /mL)/(1000g/mL) =0.0002
假定溶液中含有500g/mL的Fe元素，则Cr测定

 值增加了5000.0002=0.1 g/mL。在测定Cr时应
 扣除这0.1g/mL。

若没有数据可查，可先配制不含Fe的Cr标准溶
 液，再测定含已知浓度Fe的相同浓度Cr溶液的浓

 度，计算干扰增加的浓度，再计算干扰因子K。采
 用这种方法时，必须将干扰元素浓度一一测出。

以上所述基本是针对单个元素测试所言的，对全
 谱直读光谱仪而言，由于测试速度快，每个元素可
 选择多条谱线，通过比较不同谱线的测试值，结果2019/5/21 感耦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分析 138



比较接近，可以认为他们都没有受到干扰；结果
 相差较大，可以认为测试值较大的谱线受到某些
 干扰，予以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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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常见的测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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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标准溶液系列法
标准系列法的操作过程是，首先预计需测试的

 样品溶液的 高浓度，确定标准溶液系列的 高浓
 度，再配制几个较稀的标准溶液，组成标准溶液系
 列。一般对于原子吸收，标准溶液应为3~5个；对
 于ICP-AES，由于线性范围很宽，可以少一些，甚
 至只用两个。要求标准溶液的 高浓度要在标准曲
 线的线性区域内，并比样品溶液的 高浓度高，其
 余的标准溶液浓度基本按等差下降。在测试时，首
 先由低到高依次测定标准溶液，作浓度对光强度或
 吸光值的标准曲线。再逐个测定样品溶液的光强度
 或吸光值，在标准曲线上查的对应的浓度，现在采

2019/5/21 感耦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分析 141



用电脑软件控制测定，都可直接给出测定的浓度
 值。 后根据制备样品溶液与原样品的稀释倍数
 关系计算出原样品中测定元素的含量。

标准溶液系列法可有效地消除测试时较低背
 景值对测定结果的影响。因为虽然我们在测试样
 品溶液时将背景值一并计入，但在配制样品溶液
 时也要配制一个空白溶液，其介质、溶剂以及测
 试时的测试条件与样品溶液一样，因而背景都一
 样。测试时对样品空白溶液也要进行测试，其测
 试值不仅包含了介质、溶液中可能存在的元素污
 染，也包含了背景值。在计算时将样品溶液测试
 值逐个减去空白溶液的测试值，就可以准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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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样品溶液中待测元素的含量。
标准系列法是测试中 简单的方法。如果样品的

 基体很少，也是水溶液，样品溶液和标准溶液的黏
 度、表面张力、密度等应该是相同或相近的，测试
 结果应是准确的。但是如果样品溶液中有较多的基
 体，不仅和标准溶液的黏度、表面张力、密度等存
 在较大的差异，还因为有较多的基体杂质成分导致
 背景干扰大大提升，用标准溶液系列法就难以保证
 测定结果的准确性。

6.2基体匹配法
为了消除或减少上述差异，在标准溶液中加入样品

 溶液的基体成分，使标准溶液的组成与样品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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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的主成分一致，这样就可以克服两者存在的黏
 度、表面张力、密度以及背景值等差异。这就是基
 体匹配法。

基体匹配法除了在配置标准溶液时需加入相同或
 相近的基体外，标准溶液的其它配制过程、所有样
 品溶液配制和测试都与标准系列法完全相同。

但在实际测试中不可能在标准溶液中加入与测试
 样品完全相同的基体，只能加入基体的主要成分。
 如测定Fe样品中杂质的含量时，在标准溶液系列
 中加入与样品溶液同样浓度的Fe。由于Fe元素谱
 线非常复杂，经常是背景值很高，在标准溶液中加
 入相同浓度的Fe，使标准溶液的背景值与样品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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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的背景值一致，就可有效地抵消背景干扰。又如
测定Zn及其化合物中杂质时，由于Zn的浓度对溶

 液的黏度影响很大，高浓度的Zn样品黏度大，雾
 化效率低，常使测定结果偏低。在标准溶液中加入
 相同浓度的Zn，使标准溶液的黏度与样品溶液的
 黏度一致，会大大改善测定结果。采用此法之前必
 须知道其基体的成分以及含量。但即使这样还有两
 个局限性：一、加入的基体不能含有待测元素，这
 一点较难做到。因为有些样品本来就很纯，其待测
 元素的含量微乎其微，要在标准溶液中加入大量基
 体，又不带入待测元素，这就要求加入的基体的纯
 度远远高于样品，至少要高出一个数量级。二、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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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样品的成分很复杂，如岩石，污泥，土壤等，
 即使知道它们的成分和含量，也不能在标准溶液中

 一一添加这些成分，必须另寻它法。
6.3标准加入法
标准加入法也称标准增量法。适用的前提是，

 在检测的浓度范围内浓度与吸光度或发射强度必须
 严格遵守线性关系。方法是，配制多个(通常四个

 以上)成分、浓度完全相同的样品溶液，分别在每
 个样品溶液中加入不同浓度的标准溶液，使加入的

 标准溶液的浓度分别为C1 、C2 、C3 、C4 、……，
 然后测定每份溶液的吸光度(或发光强度)，分别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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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A1 、A2 、A3 、A4 、……， 后作C~A的吸收
 曲线。由于吸光度与待测元素的浓度呈线性关
 系。作出的应是一条直线。实际上Ai 对应的是
 Ci +Cx ，所以将直线反推到A=0时的浓度应为- 

Cx 。这个Cx 便是样品中待测元素的浓度。但是
 由于在测试中除了待测元素参与了吸收，背景
 也参与了吸收，并且不像常规测试那样在作标
 准曲线时能够予以消除，因此在测试时一定要
 扣背景，除非已知背景可以忽略。此法的优点
 是直接将标准加入样品溶液中，不必知道样品
 的物理性质和基体组成，缺点是背景值直接参
 与了计算。尽管在测试时对背景进行了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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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于存在谱线干扰的情况，不能采用该法。另
 外，该法也不能抵消在样品处理、配制溶液时引
 入的试剂、溶剂干扰，还必须配制一份空白溶

 液，在计算 终含量时予以扣除。

6.4 内标法
尽管基体匹配法和标准加入法能较好地修正溶

 液的黏性、雾化效率等的影响，但对于测试时仪
 器性能随时间的变化对测试结果的影响(漂移)。
 在样品溶液和标准溶液中都加入相同浓度的内标
 元素，在测试时，既测待测元素又测内标元素，
 可以矫正溶液的黏性、雾化效率以及仪器漂移等
 的影响。方法是，假定在每一份溶液中测定内标2019/5/21 149感耦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分析



元素的浓度值为Xi ，计算每一份的校正系数
 Ai =Xi /X1 ，再将每一份待测元素的测试值除以相对

 应的校正系数，便可得到校正后的测试值。因为在
 所有溶液中内标元素的浓度是严格相同的，如果测
 得的值发生改变则是由于溶液的黏性、雾化效率以
 及仪器漂移等引起的。采用内标法要注意：

a). 内标元素与待测元素的测试谱线波长应尽
 量靠近，

b). 内标元素与待测元素不能有化学干扰和光
 谱干扰，

c). 样品中不能含有内标元素，或含有的内标
 元素与加入的内标元素相比可以忽略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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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内标法不仅能校正黏度，表面张力的物理
 干扰、还能校正仪器漂移等物理因素引起的

 干扰，但不能校正化学干扰和光谱干扰。

内标法要求参与内标校正的每一份样品溶液的
 内标浓度必须严格相同，否则反而出现较大

 的偏差。
加入内标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在配制标准溶液

 和样品溶液时每份溶液都加入相同浓度的内
 标元素。另一种办法是，标准溶液和样品溶
 液的配制跟一般标准溶液系列法没有区别，
 只是在测试时在蠕动泵上另辟一条通道，专
 门用于添加内标溶液，在蠕动泵之后用三通
 将样品溶液通道和内标2019/5/21 感耦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分析 151



溶液同道合并并混合再输入雾化器，称之为在线加
 内标。该方法方便，简单。内标法测定时往往采用
 在线加内标。

6.5 外标法
 

另配一份外标溶液，测试时交替测试
 标准溶液系列和外标溶液、样品溶液和外标溶液，

 测试之后对标准溶液和样品溶液测试值进行校正，
 校正方法与内标法一样。

6.6 平行样法
在测试样品时，采用同样方法制备多个样品溶液并

 测试，若结果不一致，可认为数据不行，应找出原
 因重做；若结果相近，在排除方法误差后可认为数
 据可靠。若有些数据相近，个别偏差较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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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回收率在一定的范围内，通常为
 90~110%，可认为结果准确；若过低，说明样

 品在处理过程中有损耗，如挥发或沉淀等；若过
 高

 
说明有污

感耦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分析

加入标准测得的量-没加标准测得的量
加入标准的量

回收率=

剔除偏差较大的数据后，剩下数据可认为可靠。
 这是进行分析测试的常用方法。

6.6 评价测试结果的好坏
6.6.1加标回收法
样品处理阶段对测试的影响也是不能忽视的环节

 ，为了验证样品处理阶段对测试结果有无影响，
 可在样品处理之前另做一份样品并加入一定量的
 标准，测试之后计算标准的回收率。



染或正干扰。有时为了验证仪器测试准确度也可
 采用该法，在测试之后加入标准再测一遍，看看
 是否能测出加入的值。

6.6.2平行样法
平行样法也可衡量测试结果的可靠性。
6.6.3带标准物质法
标准物质是由国家标准物质研究中心制作的由多

 个国家权威检测部门经过反复测试的物质。在采
 购国家标准物质时会带有主要元素含量的证书。
 在制备样品溶液时，按照同样方法制备一份与样
 品成分相近的标准物质溶液，若标准物质溶液的
 测试结果与证书上给出的结果一致，证明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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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方法可靠，测试结果准确，否则找出原因，
 重新测试。

6.6.4 计算不确定度(了解) 
有的样品要求给出测试结果的可靠范围，即不确

 定度。
对测量不确定度的量化评定和表示，国际社会正

 在致力建立一套国际统一、各行各业通用的准
 则，以便于国际上对测量和实验成果的相互利用

 和交流。目前已经获得国际公认的主要原则有三
 点：

量结果的不确定度一般包含若干分量，这些分
 量可按其数值的评定方法归并成A、B两类，A类
 是指对多次重复测量结果用统计方法计算的标准2019/5/21 感耦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分析 155155



偏差，
 

B类是指用其他方法估计的近似相当于标
 准偏差的值；

如果各分量是独立的，测量结果的合成标准不
 确定度是各分量平方和的正平方根；

根据需要可将合成标准不确定度乘以一个包含
因子k(取值范围2～3)，作为扩展不确定度，使测

 量结果能以高概率(95％以上)包含被测真值。
1. 两类不确定度分量的评定方法
1).采用统计方法评定的A类不确定度分量uA

对于多次重复测量的物理量，用平均值X作
 为测量结果，把平均值的标准偏差作为测量结果
 标准不确定度的A类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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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约定，测量次数在5次以下(含5次)时，为
 了保证标准不确定度的置信水平，应把标准偏差
 SX 乘以t0.68 因子作为测量结果的A类不确定度，即

uA ＝t0.68 SX

2)采用其他方法评定的B类不确定度分量uB
对于用其他方法估计的不确定度分量统称为B 

类分量。一般说来，在对可定系统误差进行消减或
 修正后，列出观测值的全部误差因素并作出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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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估计。这对于初学者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需要
 在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以下几个方面的误差来源
 可以作为实验误差分析的思路。

(1)仪器误差。任何量具、标准器、指示仪表等，
 都有一定的准确度等级，也就是说它们的标称值、
 分度值或指示值都具有一定误差。一些仪器、仪表
 的灵敏程度也有限度，告诉的信息只是某种变化量
 已小到它们的灵敏度以下。

(2)原理方法误差。即因测量方法不完善，或所用
 公式的近似性，或在测量公式中没有得到反映而实
 际起作用的某些因素都会对测量产生误差。

(3)环境误差。系由于实际环境条件不满足规定
2019/5/21 感耦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分析 158



条件而产生的误差。环境条件包括温度、湿度、
 气压、振动、电磁场、光照度等以及这些因素的
 空间不均匀性和时间不稳定性等。

(4)个人误差。即测量人员主观因素和操作技术所
 引起的误差。例如计时响应的超前或滞后、位置
 对准等在测量中表现出观测误差、估读误差和视
 差等。

(5)调整误差。由仪器装置的调整(包括水平、垂
 直、平行、准直、零点等)未达到规定要求所引起

 的误差。
在全面分析误差因素时，要注意到通常只有的

 不确定度B类分量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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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约定测量不确定度的B类分量主要由仪器
 误差引起。仪器极限误差Δ可直接用仪器的示值极
 限误差或允许极限误差表示。在没有仪器准确度资
 料情况下也可采用仪器的 小分度值作为仪器极限
 误差。在某些测量中测量的极限误差远大于仪器极
 限误差，可根据实际情况估计极限误差，例如在杨
 氏模量实验中用钢卷尺测量光杠杆镜面到标尺的距
 离时，由于卷尺弯曲、对准、水平保持等问题，测
 量的极限误差会远大于钢卷尺本身的仪器极限误差
 。

为了从极限误差Δ计算出接近于标准偏差置信
 概率的不确定度B类分量uB

 

，可将Δ除以与仪器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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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分布特性有关的常数K，即uB ＝Δ/K。对于正态
 分布K=3，对于均匀分布K＝

 
，对于其他分布可

 在有关专著中查到K值。确定仪器误差属于何种
 分布需要有丰富的实验经验。通常约定仪器误差
 按均匀分布近似处理，即uB ＝Δ/       。

需要指出，A类和B类不确定度分量只说
 明不确定度数值评定的方法不同，它们并不对应
 于随机误差和系统误差的类型。所以把A类不确

 定度分量理解为对随机误差的处理和把Ｂ类不确
 定度分量理解为对系统误差的处理是不妥当的。

2. 测量结果不确定度的合成
A类和B类不确定度分量是以标准不确定度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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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标准差和近似标准差)给出的，如果它们互相独
 立，则测量结果的合成不确定度u可表示为：

终的测量结果则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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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工程技术领域需要用高置信概率的
 扩展不确定度表达测量结果。扩展不确定度U可以
 用标准不确定度u乘以扩展因子K获得，即

U K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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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因子Ｋ的取值在2~3之间，一般情况下可简化
 为当Ｋ取2时，相应的置信概率约为95％；当Ｋ取
 3时，相应的置信概率约为99％。



第七节

制样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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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大多数ICP光谱的定量分析都是测定水
 

溶液中元素的含量，因此，首先必须对样品进行
 

处理，制成含有一定浓度待测元素、一定酸度的
 水溶液。ICP-AES虽然不像ICP-MS要求那么高，
 

但毕竟测试的浓度基本在g/mL数量级上，为了
 

避免在制备样品溶液过程中出现含量丢失或污
 

染，必须有一套较严格处理方法。其中包括对涉
 

及的容器具的选择、洁净处理，不同纯度试剂的
 

选择，样品的处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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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容器
玻璃容器价格低廉，不变形，易洗净，耐除HF以

 外的强酸，能耐一定温度，是湿法消解中 常用的
 容器。湿法消解样品(即加酸)或直接用水溶解样品
 往往就是在玻璃容器中进行的。定容、溶液转移或
 稀释过程中也常常采用玻璃器皿。但玻璃容器不耐
 碱和HF，在处理含有这些试剂的样品溶液时，必

 须采用耐碱和HF的聚四氟乙烯塑料容器或其他塑
 料容器。另外，玻璃容器有吸附作用或溶出作用( 

如Na元素)，在长时间保存溶液时也不能采用，而
 应采用聚乙烯等塑料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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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四氟乙烯塑料能耐酸碱和HF，因此若样品需
 要碱性溶液或需加入HF消解时，必须使用聚四氟
 乙烯塑料烧杯，因为碱性溶液或HF能腐蚀玻璃。
 消解完全后，原来是碱性溶液应该用酸中和并调整
 成酸性溶液，原来是HF消解的，应蒸干，再用少
 量HCl赶一次，调整成酸性溶液。

盛放样品溶液的 好容器是聚四氟乙烯塑料容器
 。但聚四氟乙烯塑料容器有价格昂贵、不耐高温、
 容易变形、导热性差、旧容器不易洗净等缺点，因
 此常常与其它材质的容器配合使用，如玻璃容器，
 聚乙烯容器等。而聚乙烯等塑料容器也有吸附作用
 ，如对Au等。因此，两种容器应针对不同元素区
 别对待。2019/5/21 感耦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分析 167



若样品须采用高温灼烧或高温熔融，必须用到坩
 埚。根据耐高温或耐腐蚀的不同，必须用到不同材
 质的坩埚，如石英坩埚、瓷坩埚、镍坩埚、铂坩
 埚、刚玉坩埚、石墨坩埚等。

瓷坩埚耐高温，价廉，是高温灼烧经常采用的坩
 埚，但不耐碱，因为其主要成分是SiO2 和Al2 O3 。

石英坩埚透明、易洗净，经常用于灼烧有机物样
 品。同样因为其主要成分是SiO2 ，耐高温性不如瓷
 坩埚和铂坩埚，也不耐碱。

镍坩埚能耐碱，但不耐太高的温度，也不能熔融
 酸性化合物。

铂坩埚能耐一般的酸碱，也能耐高温，但不耐王
 水和熔融的碱金属、碱土金属氧化物，价格昂贵。2019/5/21 感耦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分析 168



究竟采用何种材质的容器应依需要而定。
7.2洁净处理
所有涉及到的器皿，除镍、铂等金属坩埚外，

 都应该用1:1 HNO3 煮沸15~30分钟，不能蒸煮的
 器皿，如聚乙烯容器、带刻度的容器(量筒、容量
 瓶、移液管)等，必须用1:1 HNO3 浸泡24小时以上
 。再用自来水洗净， 后用蒸馏水和去离子水清洗
 至少三遍。

7.3试剂
所有的试剂，包括固体试剂和液体试剂都必须优

 级纯以上，尤其是使用量较大的HCl和HNO3 。所
 有用水都必须是二级水(去离子水)或更纯的水，如2019/5/21 感耦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分析 169



纯水器纯化的超纯水。
7.4保存
所有溶液，包括标准溶液和样品溶液，都应该现配

 现测。若不能马上测定的应该防止容器中某些离子
 的溶出和容器对待测元素的吸附。有的元素必须用
 塑料容器储存，有的元素必须用玻璃容器储存。溶
 液配制好后应低温贮藏， 好放在冰箱冷藏。但冰
 箱低温冷藏的样品溶液或标准溶液在测试前必须取
 出使其恢复室温。

7.5样品的处理
在物质成分的分析测定中，样品处理的好坏和仪器

 测定的准确性是影响测试结果两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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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样品处理的过程比仪器测定更重要。样品
 的种类繁杂，成分各种各样。在进行样品处理之

 前，应根据样品的种类、成分、需测定的元素及其
 含量大小选择不同的处理方法。

对于一些较为常见的化工产品的成分分析测定
 通常有国家颁布的标准分析方法。这些分析方法已
 经经过实践检验，是成熟的分析方法。测试结果准
 确，精度较好，测试结果容易获得大家的公认。若
 完全按照国家标准方法测试，测定单位又是经过国
 家计量机构认证的，其测试数据可以直接由国家法
 律机关采信作为证据使用，当然，测试单位也应为
 测试结果的准确性承担法律后果。因此，在选择测
 试方法时应首选国家标准测试方法。但是，由于这2019/5/21 感耦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分析



些标准方法颁布的局限性和滞后性，对于一些特定
 物质的分析测定，特别是新材料、新产品的分析测
 定，往往没有标准的方法可依，必须自寻一套行之
 有效的新的分析方法。

若是工厂、研究单位送来的样品，应向他们索要他
 们认可的分析方法。若他们不能提供，或现有的分
 析方法不被他们认可，可在国标的基础上根据主要
 成份和测定元素的性质进行合理的修改，使其达到
 分析测定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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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定了处理方法后，就要做溶(熔)样前的准
 备，包括容器的选择，容器洁净处理，再根据已选

 定的处理方法称取合适重量的样品、或量取合适体
 积的液体样品进行溶(熔)样，一般情况下，要做到

 彻底溶样(按已有的标准方法处理除外)，即处理后
 的样品溶液应是清澈透明，不能是悬浊液或乳浊

 液，更不能有沉淀。否则很可能出现测定结果偏
 低。溶样完成后按 后定容体积的约4%(v/v)加入
 HCl,定容。

需测定元素的在样品中的大致含量和测定时的
 含量要求，需要稀释的样品溶液在稀释时同样要加
 入4%(v/v) HCl，以保证在测试时的酸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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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样品的复杂性，不可能对每一种样品都能
 做到一次成功。有些样品即使很好处理，也难免会
 出现偏高或偏低的测定结果，下面仅仅是介绍样品
 处理的一般规律。更好的处理和测试结果须经历不
 断的探索，反复比较。

7.5.1液体样品
首先应了解液体样品的基体，即主要成分，选

 择处理方法。
若样品是水溶液，基体比较单一，测定元素含

 量合适，一般只需加入1~4%HCl即可直接测定。
 若测定元素含量太高或太低，也只需适当稀释或浓

 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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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样品是一般小分子有机溶液，一般将其蒸
 干，再加入少量HNO3 消解，除去有机残留物，赶

 尽HNO3 后，定容成4%HCl溶液。若溶液中有机物
 用HNO3 不易除尽，可加几滴HClO4 。HClO4 具有

 很强的氧化性，且沸点较高，不仅能氧化HNO3 不  易氧化的有机物，还能防止在HNO3 即将蒸干时由
 于温度急剧升高而炭化，炭化后的样品很难再用湿
 法完全消解。但由于HClO4 氧化性很强，若样品中
 有机物较多，高温下与HClO4 后会因剧烈反应而发
 生爆炸，应特别注意。有机物氧化完后，加强热赶
 尽HClO4 (白烟冒尽)，若测定的元素为Se、As等易
 挥发的元素，则只能加热到刚好冒白烟，保留

 HClO4 。若样品为大分子有机聚合物或高分子有机
 物，如石2019/5/21 感耦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分析 175



油制品，食用油，蜂蜜等，应先将样品置坩埚
 内，在电热板上蒸去液体成分，再加入几滴

 H2 SO4 炭化，再放入马弗炉内600C左右灼烧，
 直到残渣变白，冷却后取出，再用少量酸洗出。

若样品为污水，很可能含有硅的化合物，就需要
 采用聚四氟乙烯烧杯溶样，加入少量HF使其生成
 SiF4 加热挥发而除去(但此样不能测硅)。HF是剧

 腐蚀、剧毒的试剂，操作时必须在通风橱中进行
 并戴橡皮手套。若不慎沾上应立即用水冲洗，严
 重时去医院，不能耽搁。HF蒸气更具毒性，不仅
 直接腐蚀呼吸道，还会直接透过皮肤进入肌肉、

 骨骼，产生胀痛，过几天后自然消失，但长期受
 HF毒害，会出现氟骨病，即骨骼变形。2019/5/21 感耦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分析 176



若测定样品中低氧化态硫的含量，由于加入
 酸后，低化合态硫会生成H2 S或H2 SO3 而挥发，处
 理前加入饱和溴水，放置30分钟后，再加入逆王
 水(HNO3 ﹕HCl = 3﹕1)，使低化合态硫氧化为硫
 酸盐。低温碱熔(<400C)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7.5.2固体样品(粉末样品)
固体样品应首先变为粉末样品，以便迅速消解

 完全。金属样品可采用钻、刨、削等，取其碎屑。
 但要防止受到污染。

土壤、岩石样品可用球磨机球磨，也可用玛瑙
 研磨。样品粉碎后要过100目以上筛，筛余物再磨
 ，再过筛，直至全部都能通过筛子。2019/5/21 感耦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分析 177



粉末样品可参照液体样品选择处理方法，根据
 样品性质决定采用湿法消解还是高温碱熔，是否需
 要去硅等等，设计溶样方案。

土壤、岩石、矿石、炉渣、煤灰等样品往往含
 有硅，应采用高温碱熔法溶解硅，或在聚四氟乙烯
 烧杯中加HF除硅，否则将不能完全溶解。

高温碱熔，往往采用NaOH，
 

670C灼烧20分
 钟或Na2 CO3 +Na2 O2 ，980C灼烧20分钟两种方
 法，灼烧冷却后，再用20%HCl洗出，浓缩，定
 容。

高温碱熔可用于测定Si，Al等元素，但由于引
 入了大量NaCl，样品含盐量大大增加，而且加入
 的NaOH、Na2 O2 、Na2 CO3 等试剂的纯度难以保
 证，2019/5/21 感耦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分析 178



往往会使测定结果偏高。另外碱熔操作烦琐，
 所用的容器多，不到万不得已一般不采用。

对于生物样品(动物器官组织、植物、中草药
 等)，可采用加酸浸泡过夜在加热消解的办法，
 后加HClO4 加热去除残余有机物，再加酸溶解。
 也可在马弗炉中灼烧除碳。

铁制样品中往往含有C，在冶炼过程中形成的
 碳化物很难用HNO3 或HCl溶解完，采用硫磷混酸
 往往取得较好的效果，但处理完后须将硫磷混酸
 赶尽，并且不能测定样品中的硫磷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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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的前处理过程是一个繁琐的过程，尤其是
 天然样品更是如此，有时需要几种方法配合使用

 才能得到合乎测试需要的样品溶液。样品的前处
 理过程也是关系到测试结果准确与否的关键环节
 。每一步都需要小心翼翼。

7.6标准溶液的配制

ICP光谱分析中，必须重视标准溶液的配制，
 原因有：

◆不正确的配制方法将导致系统偏差，

◆介质和酸度不合适会产生浑浊和沉淀，造成雾化
 器堵塞或进样量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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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分组不当会引起元素间谱线干扰，
◆试剂和溶剂纯度不够会增加空白值、检出限变

 差和误差增大。
由于ICP-AES能够进行多元素同时测定(全谱直

 读)或连续测定(单道扫描)，为发挥ICP-AES的优
 势，提高测试速度，应该配制混合标准溶液。但为

 了避免引入干扰，储备标准溶液 好单独配制，标
 明配制元素的浓度、由何物质配制，介质及浓度、
 配制时间。测试时根据上述分组及以下因素考虑分
 组：

●
 

为使标准储备溶液能保存尽可能长的时间 ，
 多数元素的标准储备溶液都加入不同的介质，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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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l，HNO3 ，H2 SO4 ，Na2 CO3 ，NaOH等，有的
 还是混合介质，如HF+HCl，HCl+HNO3 等。在配
 制时，若这些介质之间或介质与测定元素会发生反

 应，就不能配在一起。如Ag、Bi、Pb、Tl就不能
 与含HCl介质的标准储备溶液混合。又如Ti常常是
 由TiOSO4 配制的，在配制混合标准溶液时应注意
 SO4

2-可能与其它离子反应。有些标准储备溶液是
 碱性介质，而样品溶液是酸性介质，为防止酸效应

 对测试结果的影响，往往将所有标准溶液配制成酸
 性，但必须现配现用，如Si、W、Mo标准溶液

 等。
●

 
有些标准储备溶液不但是酸性介质，而且酸

 含量很高，有的甚至1~20 %(v/v)，而样品溶液的
 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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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一般为1~4 %(v/v)，因此标准溶液也必须配制
 成含酸1~4 %(v/v)，同样必须现配现用，如Sn等。
 多数元素的标准储备溶液采用的是其单质或氯化

 物、硝酸盐、硫酸盐等化合物配制的。因此不会引
 入其它元素的干扰，但有些元素的标准储备溶液采
 用的是其酸盐配制的，如S、P、W、Mo、Si等，

 有时采用它们的Na盐或K盐配制的，因此它们的标
 准溶液就不能用作测定Na或K等。有些购买的标准
 溶液没有注明由何物质配制， 好只能单独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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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载气提升样液的光谱仪，还要考虑载气对样品提升量的影响。载气流量大，样液提升量也大，反之亦然。冷却气直接影响ICP的温度。流量过低，不利于保护石英炬管，甚至会将石英熔化；流量过高，ICP的温度会太低，不能形成稳定的等离子体炬，测定的稳定性变差。辅助气流量的大小虽然没有载气和冷却气的影响大，但也对测试结果有影响。一般地，载气流量为<1L/min，辅助气流量为0.5 1.5 L/min，冷却气为1020L/min。�5.1.3 观测高度的选择�      由于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仪有垂直观测方式和水平观测方式两种。这里所指的观测高度是针对
	  垂直观测(径向观测)方式而言的。从高频线圈的上缘到测量时所截取的那段炬焰的中心的垂直距离称作观测高度。在不同的观测高度， ICP的温度、背景发射和电子密度都有不同。易挥发、难激发的元素宜选择低的观测高度，如Zn、P等。难挥发、难原子化的元素应适当提高的观测高度，如W、Mo等，这是因为随着观测高度的升高，加热路程变长，这些元素可以更充分地原子化和激发。�      但是现在的双向观测仪器的无论是采用径向观测方式还是采用轴向观测方式，其观测高度都是固定的，不能调节。
	 5.1.4 进样速度的选择�         为了更好地控制进样量，往往在雾化器前加装一个蠕动泵。通过调整蠕动泵的转速来调整进样速度，或者叫进样量。进样量高，能增大待测元素在等离子体焰中的浓度，提高发射强度，尤其低发射功率下，中等能量原子发射强度会有显著提高。高进样量还会对等离子体焰有冷却作用，可降低背景发射。但是，高进样量也会使雾化器的雾化效果变差，即易形成大颗粒雾滴，使背景噪音增加，也会使样品的消耗量增加。因此，对低能量和中能量的原子谱线，最佳进样速度一般为1.5~2.0 mL/min，而离子和高能原子发射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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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来说，ICP光谱分析所受到的干扰是比较少的，但仍然存在。在制定分析方法时，应逐项考虑这些干扰。�        ICP光谱分析中的主要干扰分为三类：物理干扰、电离干扰和光谱干扰。在原子吸收光谱分析中比较严重的化学干扰，在ICP-AES中并不严重，甚至可以忽略。这是因为ICP光源中6000 K以上的高温可以将几乎所有化合物解离，更不用说在此温度下形成新的化合物。 �5.2.1 物理干扰及其校正�    由于样品溶液的物理性质存在着不同，如表面张力、黏度、密度、酸度等。这些不同会引起测试
	结果的不同，这类干扰叫做物理干扰。� 5.2.1.1 样液的物理性质 样品溶液的表面张力、黏度、密度等的不同会直接影响雾化效率和气溶胶颗粒的大小。对于没有用蠕动泵控制进样量的ICP光谱仪，黏度和密度还影响进样量。溶液的成分，含盐量影响着溶液的物理特性。随着含盐量的增加，溶液的提升量、雾化效率会急剧减少。因此，在配制溶液时，在保证测试元素有足够的发射强度前提下，尽可能使溶液稀一些。对于含量很低的元素或很容易变黏的溶液，如Zn、Mg盐溶液，可采用基体匹配或标准加入法测试，以减轻这些物理干扰。�5.2.1.2 酸效应  酸在等离子体炬中需消耗一部分
	能量，使得元素的发射谱线强度有所下降。酸的种类和量的不同，消耗的能量也不同。不同种类的无机酸对谱线强度的影响按以下排列依次增强：HClO4 <HCl <HNO3 <H3PO4<H2SO4。为减少酸效应，在溶样时，应尽量采用HCl。但事实上往往很多样品只采用HCl或HNO3难以完全消解，必须采用其它酸，如H2SO4、H3PO4等，有时还须采用几种酸配合消解。在这种情况下消解完全之后应蒸去所有酸，再用HCl配成与标准溶液含酸量一致的样品溶液。但如果用HCl配制时产生沉淀(如Ag盐)或在赶其它酸时会产生不溶物，就只能采用其它酸，如HNO3，不过标准溶液也必须换成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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