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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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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涤剂中磷含量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质谱法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洗涤剂中磷含量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的试验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洗涤剂中磷含量的测定。 

2 方法原理 

试样经消解后,由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测定,以元素特定质量数(质荷比,m/z)定性,采用外标  

法,以待测元素质谱信号与内标元素质谱信号的强度比与待测元素的浓度成正比进行定量分析。 

3 试剂和材料 

3.1 试剂 

3.1.1 硝酸（HNO3）：优级纯试剂。 

3.1.2 氩气（Ar）：高纯氩气（＞99.995%）。 

3.1.3 氦气（He）：高纯氦气（＞99.995%）。 

3.2 标准品 

3.2.1目标磷（P）元素贮备液（1000 μg/mL）：采用有证标准物质单元素标准贮备液，贮备液以 5%

稀硝酸介质为佳。 

3.2.2内标元素钪（Sc）贮备液（1000 μg/mL）：采用有证标准物质单元素标准贮备液，贮备液以 5%

稀硝酸介质为佳。 

注：除非另有说明，本方法所用试剂均为优级纯，水为GB/T 6682规定的一级水。 

3.3 标准溶液配制 

3.3.1标准溶液混合标准工作溶液 

取适量目标磷（P）元素贮备液（1000 μg/mL），用 5%稀硝酸逐级稀释配成标准溶液系列。亦可 

依据样品溶液中磷元素质量浓度，适当调整标准系列磷元素质量浓度范围。磷标准系列溶液质量浓度参

见附录 A中表 A.1。 

3.3.2内标溶液使用液 

取适量内标元素钪（Sc）贮备液（1000 μg/mL）混合，用 5%稀硝酸配制合适浓度的内标使用液。

内标溶液使用液浓度参见附录 A中表 A.2。 

4 仪器和设备 

4.1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ICP-MS）。 

4.2 电子天平：感量为 0.1 mg。 

4.3 密闭微波消解系统，配有聚四氟乙烯消解罐。 

4.4 压力消解罐，配有聚四氟乙烯消解内罐。 

4.5 恒温干燥箱：室温～200 ℃。 

4.6 超声水浴箱。 

5分析步骤 

5.1 试样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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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末样品搅拌均匀，备用；液体样品摇匀，备用。 

5.2试样消解 

5.2.1微波消解 

称取样品0.2 g～0.5 g（精确到0.0001 g），加入5 mL硝酸，加盖放置1 h，旋紧罐盖，按照微波

消解仪的标准操作步骤进行消解（消解参考条件见附录B表B.1）。冷却后取出，缓慢打开罐盖排气，用

少量水冲洗内盖，将消解罐放在超声水浴箱中，超声脱气5 min，赶走棕色气体，取出消解内罐，将消

化液转移至50 mL容量瓶中，并定容至刻度，混匀备用；同时做试剂空白试验。 

5.2.2压力罐消解 

称取样品0.2 g～0.5 g（精确到0.001 g）消解内罐中，加入5 mL硝酸，盖好内盖，放置1 h，旋紧

不锈钢外套，放入恒温干燥箱消解（消解参考条件见附录B表B.1）。在箱内自然冷却至室温，然后缓慢

旋松不锈钢外套，取出消解内罐，用少量水冲洗内盖，将消解罐放在超声水浴箱中，超声脱气5 min，

赶走棕色气体。将消化液转移至50 mL容量瓶中，并定容至刻度，混匀备用；同时做试剂空白试验。 

5.3仪器参考条件 

5.3.1优化仪器操作条件（仪器操作参考条件见附录 B表 B.2），使灵敏度、氧化物和双电荷化合物达

到测定要求。 

测定参考条件：在调谐仪器达到测定要求后，编辑测定方法、选择磷元素同位素，依次将试剂空白、标

准系列、样品溶液引入仪器进行测定。 

5.3.2可采用干扰校正方程对测定结果进行校正，仪器软件一般都含有干扰校正方程。 

5.4标准曲线的制作 

将标准系列工作溶液分别注入电感耦合等离子质谱仪中，测定磷(P)元素的信号响应值，以磷(P)

元素与所选内标元素响应信号值的比值为横坐标，以磷(P)元素的浓度为纵坐标，绘制标准曲线。 

5.5试样溶液的测定 

将试样溶液注入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中，得到相应的信号响应比值，根据标准曲线计算待测液 

中磷元素的浓度。 

5.6分析结果的表述 

试样中五氧化二磷的质量分数按照式（1）计算： 

 X=
1000

0001.02913.2)( 0



−

m

fV
 ........................... (1) 

式中： 

X—试样中五氧化二磷的质量分数，单位为百分数（%）； 

ρ—试样溶液中磷元素质量浓度，单位为毫克每升（μg/L）； 

ρ0—试样空白液中磷元素质量浓度，单位为毫克每升（μg/L）； 

V—试样消化液定容体积，单位为毫升（mL）； 

2.2913-磷质量换算为五氧化二磷质量的系数； 

0.0001—毫克每公斤（mg/kg）转化为百分数（%）的系数； 

1000—毫升（mL）转化为升（L）的系数； 

f—试样稀释倍数； 

m—试样称取质量，单位为克（g）； 

计算结果以重复性条件下获得的两次独立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表示，结果保留二位有效数字。 

6 精密度 

在重复性条件下获得的两次独立测定结果的相对差值不大于3% 。 

7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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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五氧化二磷元素的检出限和定量限 

序号 被测组分 方法检出限（mg/kg） 方法定量限（mg/kg） 

1 五氧化二磷 P2O5 0.2 0.6 

注：以称样量为0.2g，定容体积为50mL计算。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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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附 录 A 

（资料性） 

标准溶液和内标溶液使用液 

A.1  磷标准系列溶液质量浓度 

表 A.1  磷元素的标准系列溶液质量浓度 

序

号 

元素名称 标准系列质量浓度（μg/L） 

N0 N1 N2 N3 N4 N5 

1 磷 P（31） 0 40 80 120 160 200 

 

 

A.2 内标溶液使用液浓度 

内标溶液使用液由仪器在线加入。 

1.内标元素的选择应以内标元素的原子量与检测目标元素的原子量大致相当为合适。 

2.内标元素一般选择稳定的金属元素。 

3.由于不同仪器采用不同内径蠕动泵管在线加入内标，致使内标元素进入检测试剂中的浓度不同，

故配制内标使用液浓度时，应考虑在被检测试剂中内标元素的浓度与检测目标元素浓度大致相当。 

 

表A.2 内标溶液的推荐浓度 

序号 内标元素 适合检测元素 内标元素在检测试

剂中的推荐浓度 

1 钪（Sc 45） 磷（P 31） 100μ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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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  

附 录 B 

（资料性） 

样品测定参考条件 

B.1 微波消解参考条件 

表 B.1 消解参考条件 

消解方式  步骤  控制温度（℃）  恒温时间 

微波消解 1 200 30min 

压力罐消解 1 200 2h 

 

B.2 仪器操作参考条件 

表 B.2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操作参考条件 

 

仪器参数 数值 

射频功率 (Forward Power) 1500W 

等离子体气（Ar）流量 15L/min 

氦气（He）流量 0.80L/min 

四级杆真空度（Analyzer Press） 8.94×10
-5
pa 

真空度（ IF/BK Press） 3.55Pa 

辅助气（Auxiliary Gas）流量 0.80L/min 

雾化室温度（ S/C Temp） 2℃ 

调谐(Tune)元素 锂（Li 7），钇（Y 89），铊（Tl 205） 

循环水压力（Circulating Water Press） 300Kpa 

排风量（Exhaust Air Rate） 13m/s 

积分时间（Integral Time） 0.3s 

峰型点数（Peak Pattern） 3点 

每点重复次数（Replicates） 3次 

扫描次数（Sweeps） 5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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