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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肠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用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定钒量。

    本标准适用于钢铁及合金中钒量的测定。测定范围:0.005 û-1。%。

2 方法提要

    试样以盐酸、硝酸溶解，高氯酸冒烟，加入铝作为干扰抑制剂，吸喷溶液到氧化亚氮一乙炔火焰中.用

钒空心阴极灯作光源，于原子吸收光谱仪318.4 nm波长处，测量其吸光度。称取试样中钨量应小于

10 mg,钦量应小于5 mg.

3 试荆

3.1 纯铁(含钒量G0. 000 5%或已知很低的含钒量)。

3.2盐酸(pl. 19 g/mL),
3.3硝酸(pi. 42 g/mL),

3.4高氯酸(pl. 67 g/mL),
3.5 盐酸(2+100),

3.6铝溶液(20 mg/mL):溶解90. 0 g氯化铝(AICI,·6H20)于300 mL水中，加入5 mL盐酸(3.2),

用水稀释至500 mL，混匀。

3了 钒标准溶液

3了， 储备液

3.7.1.1 用金属钒配制

    称取1. 000 0 g高纯钒(99. 9%以上)，溶解在30 mL王水中，加热燕发至近干，加入20 mL盐酸
(3.2)溶解盐类，冷却后移入500 mL容量瓶中，用水稀释至刻度、混匀。此溶液1 mL含2. 00 mg钒。

3.7.1.2 用偏钒酸按配制

    称取2. 296 0 g已在100-105℃下〔tf烘1h并在干燥器中冷却到室温的偏钒酸铁(NH, VO�
99.9%以上)置于600 mL烧杯中，加入400 mL热水慢慢溶解，冷却后移人500 mL容量瓶中，用水稀释

至刻度、混匀。此溶液1 mL含2. 00 mg钒。
    注:供干温度超过 110℃时，可能引起偏钒酸馁分解，必须严格地控制烘干温度.

3.7.2 标准溶液

    移取10. 00 mL储备液(3.7.1)于250 mL容量瓶中，用水稀释至刻度，混匀。此溶液1 mL含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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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80 mg。使用前配制。

4 仪器

    原子吸收光谱仪，备有氧化亚氮一乙炔燃烧器，钒空心阴极灯。氧化亚氮气体和乙炔气体要足够纯

净，不含水分、油和钒，能够提供稳定、清亮的贫姗火焰。

    所用原子吸收光谱仪应达到下列指标:

4.1 精密度的最低要求:

    用最高浓度的校准溶液，测量10次吸光度，计算其吸光度平均值和标准偏差.此标准偏差不应超过
最高校准溶液吸光度平均值的1.0%.

    用最低浓度的校准溶液(不是零校准溶液)，测量10次吸光度，计算其吸光度的平均值和标准偏差，

此标准偏差不应超过最高校准溶液吸光度平均值的0.5%.

4.2 特征浓度

    在与最终实验溶液基体一致的溶液中，其特征浓度要优于1. 0 pg/mL,
4.3 检出限

    本标准钒的检出限要优于0.3 pg/mL,
4.4 校准曲线的线性

    校准曲线上端20%浓度范围内的斜率(表示为吸光度的变化量)与下端 20 0/n浓度范围内斜率的比

值不应小于。.7。

5 分析步骤

5.1 试样量

    按表1称取试样。

                                                  表 1

含钒量，% 称样量，g

0.005-0. 20 1.000 0

> 0. 20̂ -1. 00 0.200 0

5.2 测定数量

    称取两份试样进行测定，取其平均值。

5.3 空白试验

    随同试样做空白试验。

5.4 测 定

5.4.1 试液制备

    将试样(5.1)置于250 mL烧杯中，加入10 mL盐酸(3.2)和4 mL硝酸((3. 3)，加热溶解，起泡停止

以后加入10 mL高氯酸(3.4)，继续溶解试样，蒸发溶液到冒高氯酸烟，保持 5̂-6 min。取下冷却，加水

20 mL，加热溶解盐类，过滤到100 mL容量瓶中，用热盐酸((3.5)洗涤n次滤纸，冷却，加入10. 0 mL溶

液(3. 6)，用水稀释至刻度、混匀。

5.4.2 校准溶液的配制

    按表2称取纯铁(3.1)7份分别置于250 mL烧杯中，分别加入0.00,1.00, 2.00,4. 00,6. 00,8.00,

10. 00 mL钒标准溶液((3. 7. 2 )，以下按5.4.1操作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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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试样中含钒量，% 称取纯铁(3.1)量,g

0.005 -̂0.20 1.000

>0. 20-1. 00 0.200

5.4.3 测量

5.4.3.1 将试样溶液在原子吸收光谱仪上，于波长318. 4 nm处，以氧化亚氮一乙炔火焰，用水调零，测

量其吸光度。从校准曲线上查出钒的浓度.

5.4-3.2 同时喷测校准曲线溶液及试样空白溶液。以钒浓度为横坐标，吸光度为纵坐标，绘制校准曲

线。

5.4.3.3 试样中含钒量超出校准曲线浓度范围时，采用稀释办法使钒量在最佳范围内，保持干扰抑制

剂和基体量与校准曲线一致。

6 分析结果的计算

按下式计算钒的百分含量:

v(%)=
(c:一 c,)。v

  m x 106 x 100+ c，

式中:匀

          c,

从校准曲线上查得的试液中钒的浓度，pg/mL;

从校准曲线上查得的空白溶液中钒的浓度，Kg/mL;

V- 被测试液体积，mL;

‘J— 配制校准溶液使用的纯铁中钒的含量，%;

。— 试样量，9。

精密度

本标准是选择了7个水平由23个实验室共同实验的结果确定的。精密度见表3,

                                            表 3

水平范围，%(功/解) 重现性 r 再现性 R

0.005- 1.00 Ig r”一1. 576 3+0.755 0 Ig m Ig R，一1. 394 7+0.610 3 Ig m

    如果两个独立测试结果之间的差值超过表中所列精密度函数公式计算出的重复性或再现性数值，

则认为这两个结果是可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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