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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P-MS 法测定高纯锡中痕量锌、铝、镉和银
马晓敏， 禄 妮， 周 恺， 孙宝莲， 李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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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金属锡因其良好的物理性能被广泛应用于国防军工、电子设备以及食品包装等多个领域。而其中的杂质元
素直接影响锡的性质，所以锡锭的产品标准中对于杂质元素有着严格的要求。该文选择美国 PerkinElmer 公司
NexION 300X 型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ICP-MS），建立检测高纯锡中四种痕量杂质元素锌、铝、镉和银的方法。
对仪器参数、同位素选择、酸度影响及内标元素的实验条件分别进行优化。该方法具有样品前处理简单、灵敏度高、
稳定性好的特点，各元素的检出限均小于 0.147 3 ng/mL。加标回收实验表明，各待测元素的回收率在 94.0%~
109% 之间，精密度实验 11 次平行实验结果 RSD 均小于 5.2%，与 ICP-AES 方法数据比对结果相吻合，说明样品检
测实验结果准确度高、精密度好、结果稳定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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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in is widely used in defense industry, electronic equipment, food packaging and other fields
because of its good physical properties. The impurities directly affects the quality of tin, so the standard of tin
put forward a claim for impurity elements. Inductively coupled plasma mass spectrometer (ICP-MS) of PE was
used for the detection of four trace impurity elements zinc, aluminum, cadmium and silver in high purity tin.
Instrument parameters, isotope, acidity and internal standard elements were optimized. This method is simple ,
sensitive and stable, the detection limit of each element is less than 0.147 3 ng/mL. The recovery rate of each
element is between 94.0% and 109%, and the RSDs of 11 parallel experiments in precision experiment were
less than 5.2%, which was consistent with the results of ICP-A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ethod is
accurate, precise and reli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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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金属锡熔点低、无毒且耐腐蚀，能与许多金属

形成合金，有良好的延展性以及外表美观等特性，
使得锡的重要性和应用范围不断显现和扩大[1]。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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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锡被广泛应用于国防军工、电子设备以及食品

最佳参数的优化，如载气、辅助气、等离子气 3 种气

包装等领域 。但金属锡中的杂质元素直接影响锡

体的流量和 ICP 发生功率，建立了不经分离富集直

的性质，锡锭的产品标准中对于锌、铝、镉和银等杂

接快速测定高纯锡中锌、铝、镉和银含量的方法。

质元素有着严格的要求，例如：纯度大于 99.95% 的

综合待测元素的天然丰度和干扰因素，选择了最佳

锡中，要求锌、铝、镉和银 4 种杂质质量分数均小

的同位素。通过在线加入内标的方法，有效地消除

于 0.001 0%。

了基体干扰。在最优的条件下，采集各元素信号绘

[2]

锡中杂质的主要分析方法有光度法 、光电直
[3]

制标准曲线，相关系数均在 0.999 以上。对空白溶

读光谱法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法 、

液进行 11 次连续检测，计算出待测元素的检出限，

原子吸收光谱法 和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其

4 种元素的检出限均小于 0.147 3 ng/mL，表明本方

中光度法实验步骤繁琐，痕量元素测定容易引入新

法具有高的灵敏度和低的检测限。

的杂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法和原子

1

吸收光谱法稳定性好，但对于痕量元素的检测灵敏

1.1

[4]

[5]

[6-7]

度不够。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ICP-MS）基体
干扰小、灵敏度高、稳定性好，并且可以多元素同时
测定。近年来，ICP-MS 越来越多的应用于高纯金
属和高纯金属氧化物分析，如高纯钛[7]、高纯钨[8]、高
纯钼 [9]、高纯氧化钽 [10]、高纯氧化钛 [11]高纯铪和高纯
氧化铪[12]。
研究结果表明与 ICP-AES 相比，大多数元素的
检测限可提高 1~2 个数量级。但现有 ICP-MS 法测
定锡中杂质需先将基体去除，不但操作复杂且易引
入新的杂质[13-15]。
本文依据灵敏度、双电荷数目比例、背景强度
和精密度等仪器参考指标，进行了一系列仪器工作
表1

实验部分

试剂
硝酸（MOS 级），盐酸（MOS 级），超纯水（二级
去离子水，电导率≥18.2 MΩ·cm）。调谐溶液：1 ng/mL
的 Mg、In、Ba、Ce、U 混合溶液；PE 公司 N9300233
混合标准溶液：10 μg/mL Zn、Al、Cd、Ag 等元素；
Rh 国 家 标 准 溶 液 ： 1 000 μg/mL， 钢 铁 研 究 总 院 ；
Sc 国家标准溶液：1 000 μg/mL，钢铁研究总院。
1.2 仪器
美国 PerkinElmer 公司 NexION 300X 型电感耦
合等离子体质谱仪，配置同心雾化器，实验中选择
玻璃雾室。仪器的主要参数如表 1 所示；Storius 公
司 arium pro 型纯水机；Storius 公司 BSA 124s 型天
平；电热板。

仪器工作参数

载气流量/(L·min-1)

辅气流量/(L·min-1)

等离子气流量/(L·min-1)

功率/W

Rpa

Rpq

采样锥

截取锥

扫描方式

0.89

1.2

18

1000

0

0.25

镍锥 Φ1.1

镍锥 Φ0.9

跳峰方式

标准溶液和内标溶液的制备
将上述 N9300233 混合标准溶液配制成系列标
准溶液，使其中待测元素 Zn、Al、Cd、Ag 的质量浓
度分别为：0.00，0.50，1.00，5.00，10.00，100.00 ng/mL。
标准溶液介质为 2%HNO3。配置 Rh 和 Sc 混合溶
液，其中 Rh 和 Sc 含量约为 10 ng/mL。
1.4 样品的溶解
准确称取 0.1000 g 高纯锡屑状样品，置于烧杯
中，加入 2 mL 王水，在电热板上加热溶解，溶解后
溶液清亮。待溶液冷却后转至 100 mL 容量瓶中，
定容备用。随同做试剂空白。
1.5 工作曲线的绘制
采用电感耦合等离子质谱仪检测，以质量分数
为横坐标，信号强度为纵坐标，绘制标准曲线。
1.3

样品的测定
按标准系列、样品空白、样品的顺序进行检
测。进样采用两路蠕动泵，一路进试剂空白、标准
系列和样品，另一路始终进混合内标溶液。确保标
准溶液和样品与内标溶液雾化前混合。
1.6

2

结果与讨论

仪器参数
通过对含有 Be、Mg、In、U（质量浓度为 1 ng/mL）
的调谐溶液中元素灵敏度、氧化数比例 CeO+/Ce+、
双电荷数目、背景和精密度逐一检查，进行仪器参
数的优化和调谐。待 ICP-MS 点火稳定后，在调谐
窗口观察 Be、Mg、In、U 的质荷比的强度（用 cps 表
示），以选出 ICP-MS 的最佳参数，使仪器达到灵敏
度和精密度最高、稳定性最好的状态。每次测定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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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个平行样，最终参数如表 1 所示。

表3

测定同位素选择
根据丰度大、干扰小、灵敏度高的原则来选择
同位素，综合考虑信噪比、稳定性及待测元素间的
相互干扰，保证分析结果的准确性。如镉元素，天
然 丰 度 较 大 的 同 位 素 Cd111.9030、 Cd113.9040 和
Cd115.9050 都与基体锡元素有干扰，因此，在实验
中 Cd 应避免选择这几种同位素。经过仔细筛选，
各待测元素选用的同位素见表 2。
2.2

表2

不同基体浓度对待测元素的影响

ng/mL

锡基体浓度/(mg·mL-1)

0

0.5

1

Al

0.96

0.92

0.64

Zn

1.01

0.96

0.72

Cd

1.00

0.87

0.78

Ag

1.05

0.83

0.67

Zn 的回收率介于 90%~110%，而 Cd 和 Ag 的回收
率偏大。Rh 为内标时，Cd 和 Ag 的回收率结果令

元素同位素选择及干扰

人 满 意 。 最 终 Zn 和 Al 的 测 定 选 择 Sc 为 内 标 ，

元素

质量数

天然丰度/%

干扰物

Al

26.9815

100.000000

BO,CN,BeO

Zn

65.9260

27.900000

TiO,VO,SO2,Ba2+

Cd

110.9040

12.800000

MoO

Ag

106.9050

51.839000

YO,ZrO

酸度影响
实验中使用 MOS 级硝酸和盐酸，虽然其中各
杂质的含量很小，但是对于高纯物质的分析却不可
忽视，因为其直接影响元素的测定下限。本实验考
察了不同酸度下，元素的信号变化。在酸度为
0.5%、1%、2%、3% 和 5% 逐渐增加的条件下测定
待测元素的信号，发现 Zn、Cd 和 Ag 的信号几乎没
有变化，而 Al 的信号有所增大。故在溶解样品时
应尽量减小酸的用量。并确保标准系列溶液和样品
中酸度完全一致。
2.4 内标元素的选择
ICP-MS 分析中的基体效应是指基体元素在测
量过程中使待测元素信号的强度增强或抑制而形成
的非谱线干扰。实验过程中使用内标会有效克服基
体效应，提高实验稳定性。
分别取不同浓度的锡基体溶液加入 1 ng/mL 的
标准溶液，通过回收量来考察锡基体对待测元素的
影响，实验结果如表 3 所示。从结果来看，基体确
实会影响待测元素的信号，从而使回收率偏低；基
体浓度越大，信号抑制作用越明显。因此，需要加
入内标元素来进行校正，从而保证分析结果的准确
性。本实验通过在线加入内标的方法有效补偿由基
体效应而引起的测量偏差。
实验中采用两种内标 Sc 和 Rh 来进行计算，并
统计回收率。由实验结果可知，Sc 为内标时，Al 和

Ag 和 Cd 的测定选择 Rh 为内标。

工作曲线和相关系数
在仪器参数最优的条件下，依次检测空白溶液
和各系列标准溶液，以浓度为横坐标，采集各元素
信号与内标元素信号的比值为纵坐标，绘制标准曲
线，相关系数均在 0.999 以上，结果如图 1 所示。
2.5

2.3

7

Zn: Y = 564 3X + 809.6, R2 = 0.999
Al: Y = 454 1X-594.1, R2 = 0.999
Cd: Y = 386 4X + 2585, R2 = 0.999
Ag: Y = 325 6X + 9.72, R2 = 0.999

6

强度/105

5
4
3
2
1
0
0

20

40
60
浓度/(ng·mL−1)

图1

80

100

标准曲线

工作曲线和相关系数
通过对空白溶液进行 11 次连续检测，计算出
标准偏差 SD，三倍的标准偏差对应的浓度即为元
素的检出限。本方法中各元素的检出限见表 4。
2.6

表4

元素的检出限（n=11）

ng/mL

元素

标准偏差

检出限

Al

0.0396

0.1188

Zn

0.0491

0.1473

Cd

0.0041

0.0123

Ag

0.0071

0.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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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测定

3

4

随同空白实验
样品前处理时随同做试剂空白。经检测，试剂
空白中的 Al、Zn、Cd 和 Ag 元素的含量均小于 1 ng/mL。
3.2 加标回收实验
为了证明所建方法的准确性，进行了加标回收
实验，3 个样品中各元素加标浓度分别为 1 ng/mL、
5 ng/mL、10 ng/mL，回收结果如表 5 所示。可以看
出，4 种元素的加标回收率在 94.0% 到 109% 之间，
实验结果的准确性和稳定性均令人满意。
3.1

表5
加标浓度/(ng·mL-1)

加标回收实验结果
元素

检测浓度/(ng·mL-1）

回收率/%

Al

0.94

94.0

Zn

1.08

108

Cd

0.99

99.0

Ag

0.97

97.0

结束语

本文采用 ICP-MS 检测 4 种元素，并对仪器参
数、同位素选择、酸度影响及内标元素的实验条件
分别进行了优化。建立了不经分离富集直接快速测
定高纯锡中锌、铝、镉和银含量的方法。
综合待测元素的天然丰度和干扰因素，选择了
最佳的同位素。通过在线加入内标的方法，有效的
消除了基体干扰。在最优的条件下，采集各元素信
号绘制标准曲线，相关系数均在 0.999 以上。对空
白溶液进行 11 次连续检测，计算出待测元素的检
出限，4 种元素的检出限均小于 0.147 3 ng/mL，表明
本方法具有高的灵敏度和低的检出限。本方法样品
前处理简单，灵敏度高，稳定性好，与其他检测方法
进行了实验结果比对，结果准确可信，可以很好的
满足高纯锡中杂质元素锌、铝、镉和银的痕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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