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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水中痕量亚硝酸盐的测定
流动分析-重氮偶联-长光程分光光度法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采用流动分析-重氮偶联-长光程分光光度法测定海水中痕量亚硝酸盐的方法原理、试
剂与材料、仪器和设备、样品采集与保存、分析步骤、结果计算与记录、精密度和准确度、质量保证和
质量控制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海水中 nmol/L 级别的痕量亚硝酸盐的测定。本方法的检出限为 3 nmol/L，测定下限
为 5 nmol/L。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2763.4
GB 17378.2

海洋调查规范 第 4 部分：海水化学要素调查
海洋监测规范 第 2 部分：数据处理与分析质量控制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方法原理
4.1

流动分析系统工作原理
样品与试剂在蠕动泵的推动下进入分析模块，在密闭的管道中按设定的顺序和比例进行混合、反应

显色，进入长光程分光光度检测器测定吸光值，分析样品中的被测物质含量。
4.2

化学反应原理
在酸性介质中，亚硝酸盐与磺胺发生重氮化反应，产物与盐酸萘乙二胺偶合生成红色偶氮化合物，

由分光光度检测器在检测波长 543 nm、参比波长 700 nm 处测定。
参考分析流路图见图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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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P——蠕动泵

C1——混合盘管 1，10 cm

C2——混合盘管 2，200 cm

V1——多位选择阀

V2——六通阀

L——定量环，20 cm

D——带长光程流通池的分光光度检测器

R1——磺胺溶液（见 5.7）

R2——盐酸萘乙二胺溶液（见 5.8）

S——样品

W——废液

图 1 流动分析-重氮偶联-长光程分光光度法测定痕量亚硝酸盐的分析流路图
5 试剂与材料
除非另有说明，在分析中均使用确认为分析纯的化学试剂，实验用水均为新制备的超纯水（电阻率
大于等于 18.0 MΩ·cm）。
5.1

盐酸（HCl）：优级纯，ρ(HCl) = 1.19 g/mL。

5.2

磺胺（NH2SO2C6H4NH2）
。

5.3

盐酸萘乙二胺（C10H7NHCH2CH2·2HCl）。

5.4

亚硝酸钠（NaNO2）
：优级纯，在 105 ℃~115 ℃下烘干并恒重后，保存在干燥器中。

5.5

10%（V/V）盐酸溶液。配制方法为：量取 139 mL 盐酸（见 5.1），用水稀释至 500 mL，盛于高

密度聚乙烯瓶中，现用现配。
5.6

盐酸溶液：c(HCl) = 0.5 mol/L。配制方法为：量取 40 mL 盐酸（见 5.1）用水稀释至 1 L。

5.7

磺胺溶液：c(NH2SO2C6H4NH2) = 1.5 g/L。配制方法为：称取 0.75 g 磺胺（见 5.2），溶于 500 mL

盐酸溶液（见 5.6）。贮存于棕色试剂瓶中，在 4℃下保存，可稳定 7 d。
5.8

盐酸萘乙二胺溶液：c(C10H7NHCH2CH2·2HCl) = 0.15 g/L。配制方法为：称取 0.075 g 盐酸萘乙二

胺（见 5.3）溶于 500 mL 水中，盛于棕色试剂瓶中，现用现配。
5.9

亚硝酸盐标准储备液：c(NaNO2) = 10.0 mmol/L。配制方法为：准确称取 0.172 5 g 亚硝酸钠（见

5.4）溶于水中，并定容至 250 mL，贮存于高密度聚乙烯瓶中，在 4 ℃下避光保存，可稳定 6 个月。
5.10 亚硝酸盐标准中间液：c(NaNO2) = 200.0 μmol/L。配制方法为：准确量取 5.00 mL 亚硝酸盐标准储
备液（见 5.9），稀释并定容至 250 mL，贮存于高密度聚乙烯瓶中，在 4 ℃下避光保存，可稳定 15 d。
5.11 亚硝酸盐标准使用液：c(NaNO2) = 5.00 μmol/L。配制方法为：准确量取 6.25 mL 亚硝酸盐标准中
间液（见 5.10），稀释并定容至 250 mL，贮存于高密度聚乙烯瓶中，在 4 ℃下避光保存，可稳定 15 d。
5.12 蠕动泵泵管。样品泵管内径 1.85 mm，试剂 R1 和 R2 的泵管内径 1.02 mm。
5.13 聚四氟乙烯管。流路管道内径 0.75 mm，定量环和混合盘管内径 1.0 m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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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仪器和设备
商品化或实验室自制的流动分析装置，参见图 1，主要由下列各部分组成：

6.1

——蠕动泵；
——多位选择阀，阀位两个以上，切换时间 1 s 以内；
——六通阀；
——流动分析用分光光度检测器；
——数据处理及仪器控制软件。
6.2

长光程流通池，长度 1 000 mm。

6.3

分析天平：感量为 0.000 1 g。

6.4
6.5

普通天平：感量为 0.01 g。
一般化学实验室常用的仪器和设备。

7 样品采集与保存
样品采集与保存措施如下：
a) 采样前，应依次用盐酸溶液（见 5.5）、超纯水清洗所有接触样品的器皿；
b) 采样过程注意防止污染，应戴无营养盐污染的一次性手套，每采一次样品应更换手套；
c) 先用样品将高密度聚乙烯瓶润洗三次以上，再将样品采集于瓶中；
d) 样品一般无需过滤，如果必须过滤，要特别注意防止过滤过程中引入污染；
e)

样品采集后宜现场分析，若无法及时分析，应在-20 ℃下速冻保存并在 15 d 内分析完毕。

8 分析步骤
8.1

仪器调试
按照图 1 所示连接分析系统。开机后，先用超纯水代替试剂，检查整个分析流路的密闭性及液体流

动的顺畅性。待基线稳定后（约 20 min），将各管道的入口端置入对应的试剂或样品中。
8.2

仪器运行程序设定
按表 1 设定运行程序和参数，分析流路参见图 1。执行程序时，蠕动泵保持运行，转速为 5 r/min。

具体步骤如下：
a) 步骤 1，多位选择阀 V1 处于实线位，六通阀 V2 处于虚线位，在蠕动泵的推动下，样品作为载
流进入流路，与试剂 R1（磺胺溶液）在线混合；与此同时，试剂 R2（盐酸萘乙二胺溶液）在
蠕动泵的推动下充满定量环；
b) 步骤 2，六通阀 V2 切换至实线位，样品将定量环中的试剂 R2（盐酸萘乙二胺溶液）推出，并
在混合盘管 C2 内发生显色反应；反应后的溶液进入长光程流通池测定吸光值；
c) 步骤 3 和 4，
多位选择阀 V1 切换至虚线位，
六通阀 V2 重复执行程序中步骤 1 和步骤 2 的内容，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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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置于多位选择阀 V1 虚线位的样品。同时，原本置于实线位的样品可更换为下一个待测样。
如此循环，直至完成所有样品的测定。
表1

8.3

分析系统的运行程序
时间

步骤

V1 阀位

V2 阀位

1

实线位

虚线位

90

2

实线位

实线位

90

说明

s

3

虚线位

虚线位

90

4

虚线位

实线位

90

第一个样品进入流路；试剂 R2（盐酸萘乙二胺
溶液）充满定量环
样品将定量环中的试剂 R2（盐酸萘乙二胺溶液）
推入反应流路；检测第一个样品
第二个样品进入流路；试剂 R2（盐酸萘乙二胺
溶液）充满定量环
样品将定量环中的试剂 R2（盐酸萘乙二胺溶液）
推入反应流路；检测第二个样品

标准系列溶液的制备
标准系列 I：分别移取 0.00 mL、0.10 mL、0.20 mL、0.50 mL、1.00 mL、1.50 mL 和 2.00 mL 的亚硝

酸盐标准使用液（见 5.11）
，用超纯水稀释并定容至 100 mL，制备 7 个浓度点的标准系列。亚硝酸盐浓
度分别为：0.0 nmol/L、5.0 nmol/L、10.0 nmol/L、25.0 nmol/L、50.0 nmol/L、75.0 nmol/L 和 100.0 nmol/L。
标准系列 II：分别移取 0.00 mL、1.00 mL、2.00 mL、3.00 mL、4.00 mL、5.00 mL 和 6.00 mL 的亚硝
酸盐标准使用液（见 5.11）
，用超纯水稀释并定容至 100 mL，制备 7 个浓度点的标准系列。亚硝酸盐浓
度分别为：
0.0 nmol/L、
50.0 nmol/L、
100.0 nmol/L、
150.0 nmol/L、200.0 nmol/L、
250.0 nmol/L 和 300.0 nmol/L。
8.4

标准曲线的绘制
根据待测样品浓度，选择合适的标准系列（见 8.3）
，依次从低浓度到高浓度取适量标准系列溶液，

置于样品瓶中，启动分析系统进行测定。以测定吸光值（峰高）为纵坐标，对应的亚硝酸盐浓度为横坐
标，绘制标准曲线。
8.5

样品测定
取适量海水样品，采用 8.4 相同的条件，进行样品的测定。

8.6

空白试验
用超纯水代替样品，按照 8.5 样品测定步骤进行空白试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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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结果计算与记录
对 8.4 绘制的标准曲线进行线性拟合后，得到标准曲线拟合方程。
样品中亚硝酸盐的浓度按照式（1）
进行计算。测定分析记录表参见附录 A。

𝑐=

………………………………（1）

式中：
c——样品中亚硝酸盐的浓度，单位为纳摩尔每升（nmol/L）；
y ——测定的吸光值（峰高）
；
b——标准曲线拟合方程的截距；
a——标准曲线拟合方程的斜率。
计算结果表示到小数点后一位。
10 精密度和准确度
10.1 精密度
（6~7）家实验室分别使用本方法对亚硝酸盐浓度为 50.0 nmol/L 和 150.0 nmo/L 的样品进行了测试
（n=7），测定平均值分别为 51.7 nmol/L~59.2 nmol/L 和 149.3 nmol/L~162.8 nmol/L；重复性标准差分别
为 0.5 nmol/L 和 1.3 nmol/L；重复性限分别为 1.3 nmol/L 和 3.8 nmol/L；再现性标准差分别为 3.2 nmol/L
和 5.5 nmol/L；再现性限分别为 9.0 nmol/L 和 15.3 nmol/L。
在同一实验室，由同一操作者使用相同设备，按相同的测试方法，并在短时间内对同一被测对象相
互独立进行测试获得的两次独立测试结果的绝对差值应不大于这两个测定值的算术平均值的 10%，以
大于 10%的情况不超过 5%为前提。
在不同的实验室，由不同的操作者使用不同的设备，按相同的测试方法，对同一被测对象相互独立
进行测试获得的两次独立测试结果的绝对差值应不大于这两个测定值的算术平均值的 20%，
以大于 20%
的情况不超过 5%为前提。
10.2 准确度
取适量浓度为 1.0 µmol/L 的亚硝酸盐国家一级标准物质，用超纯水稀释后作为样品（稀释后浓度分
别为 50 nmol/L 和 150 nmol/L），由 7 家实验室分别使用本方法进行测试，结果的相对偏差范围为
-5.4%~3.1%。7 家实验室分别对实际海水样品进行加标回收测定，加标浓度范围为 25.0 nmol/L~100.0
nmol/L，回收率范围为 96.8%~108.0%。
11 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应按照GB 17378.2和GB/T 12763.4的相关规定执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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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批样品或连续测定8 h后应测定一个全程方法空白样、一组检测样品加标样、一组平行双样；有
条件的应再测定一个标准参考物质样品。全程方法空白样以超纯水替代样品，测定步骤同样品。测定结
果应符合附录B的规定。
建议每分析10个样品，使用标准曲线中间浓度溶液进行校准核查。如果测定值与理论值的相对误差
在±10%之内，说明分析系统在可控范围内。如果相对误差超过±10%，说明分析系统失控，则应检查
仪器、试剂溶液是否正常，确定无疑后重新配制、测定、绘制标准曲线，上一个合格检查值之后测定的
样品需重新测定，并依照新的标准曲线计算浓度。
12 注意事项
本方法操作中应注意如下事项：
——实验用超纯水应当天制备，以避免空白过高；
——试剂和环境温度会影响分析结果，冰箱内贮存的试剂应放置至室温后再使用，分析过程中宜保
持室温恒定，温度波动不宜过大；
——每批样品分析均应绘制标准曲线。实验过程中使用新配制的试剂或标准系列溶液时，应重新绘
制标准曲线；
——每次样品测试前、测试后或测试过程中出现基线漂移、管路堵塞等情况时，需要清洗管道，可
采用以下清洗方法：依次使用超纯水、1 mol/L 氢氧化钠溶液、超纯水、1 mol/L 盐酸溶液、超
纯水各清洗 10 mi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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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
海水中痕量亚硝酸盐的测定分析记录
海水中痕量亚硝酸盐的测定分析记录见表 A.1。
表 A.1

海水中痕量亚硝酸盐的测定分析记录表

（流动分析-重氮偶联-长光程分光光度法）
海区

调查船

仪器型号

分析日期：

序号

站号

样品编
号

采样日期：
年

月

检测信号（峰高）
平行 1

平行 2

平均值

日

年
共

页

样品中亚硝酸盐浓度
nmol/L

月

日

第

页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备注

标准曲线线性回归拟合方程：y=ac+b
（a=

分析者：

b=

r=

）

校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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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规范性）
海水中痕量亚硝酸盐测定的质量控制要求
海水中痕量亚硝酸盐测定的数据质量控制要求见表 B.1。
表 B.1 海水中痕量亚硝酸盐测定的质量控制要求
项目

方法空白样

检测样品加标样

平行双样
a

参数

要求

频率

空白浓度

＜3.0 nmol/L

每次绘制校准曲线溶液前测定

加标回收率

80%～120%

测定每批样或连续测定 8 h 应做

平行双样相对偏差 a

±10%

测定每批样或连续测定 8 h 应做

平行双样相对偏差以下式计算：
η=

|c1-c2 |
c1 +c2

式中：
η——相对偏差；
c1、c2——平行双样测得的亚硝酸盐浓度，nmol/L。

8

×100%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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