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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Ｔ
言
前
１４３５２．１０—１９９３。
——ＧＢ／Ｔ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张培新、肖灵。
本部分起草单位：江苏省地质调查研究院（国土资源部南京矿产资源监督检测中心）。
本部分负责起草单位：国家地质实验测试中心。
本部分由全国国土资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部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提出。
本部分的附录Ａ为资料性附录。
——修改了试样干燥温度。
——增加了警示、警告内容；
１４３５２．１０一１９９３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本部分与ＧＢ／Ｔ
度法测定砷量》。
１４３５２．１０一１９９３《钨矿石、钼矿石化学分析方法二乙基二硫代氨基甲酸银光
本部分代替ＧＢ／Ｔ
１４３５２的第１０部分。
本部分为ＧＢ／Ｔ
——第１８部分：铼量测定。
——第１７部分：碲量测定；
——第ｉ６部分：硒量测定Ｉ
——第１５部分：锗量测定ｌ
——第１４部分：镓量测定；
——第１３部分：锡量测定；
——第１２部分：银量测定；
——第１１部分：铋量测定；
——第１０部分：砷量测定；
——第９部分：硫量测定；
——第８部分：镍量测定；
——第７部分：钴量测定；
——第５部分：镉量测定；
——第５部分：锌量测定；
——第４部分：铅量测定Ｉ
——第３部分：铜量测定；
——第２部分：钼量测定；
——第１部分：钨量测定；
１４３５２＜（钨矿石、钼矿石化学分析方法》共有１８个部分：
ＧＢ／Ｔ
１４３５２．１０—２０１０

ＧＢＩＴ １４３５２．１０—２０１０

钨矿石、钼矿石化学分析方法
第１０部分：砷量测定
警示：使用本部分的人员应有正规实验窒工作的实践经验。本部分并未指出所有可能的安全问题。
使用者有责任采取适当的安全和健康措施，并保证符合国家有关法规规定的条件。
１范围
ＧＢ／Ｔ １４３５２的本部分规定了钨矿石、钼矿石中砷量的测定方法。

本部分适用于钨矿石、钼矿石中砷量的测定。
测定范围：５ ｐｇ／ｇ～１

５００

ｐｇ／ｇ的砷。

２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ＧＢ／Ｔ １４３５２的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
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
部分。
ＧＢ／Ｔ ６６８２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ｗｗｗ．ｂｚｆｘｗ．ｃｏｍ

ＧＢ／Ｔ １４５０５岩石和矿石化学分析方法总则及一般规定
３原理

试料用硝酸、硫酸分解，于硫酸介质中，在碘化钾存在下，用氯化亚锡将五价砷还原为三价砷，再用
无砷锌粒将三价砷还原为气态砷化氢。逸出的砷化氢，用含有三乙醇胺的二乙基二硫代氨基甲酸银
（Ａｇ－ＤＤＴＣ）的三氯甲烷溶液吸收。Ａｇ—ＤＤＴＣ中的银离子被还原成红棕色胶态银，在分光光度计上，
于波长５３０ ｒｉｒｉ２处测量吸光度，计算砷量。
４试剂
本部分除非另有说明，在分析中均使用分析纯试剂和符合ＧＢ／Ｔ ６６８２的分析实验室用水。
４．１无砷锌粒（粒径为２ ｍｍ～３

ｍｍ）。

４．２硝酸（ｐ１．４２ ｇ／ｍＬ）。
４．３三氯甲烷。
４．４硫酸（１＋１），警告：不当的稀释易发生危险。
４．５碘化钾溶液（３００ ｇ／Ｌ）。
４．６酒石酸溶液（５００ ｇ／Ｌ）。
４．７氯化亚锡溶液（２００ ｇ／Ｌ）：
称取２０ ｇ氯化亚锡（ＳｎＣｌｚ·２ＨｚＯ），加入２５ ｍＬ盐酸（ｐ１．１９ ｇ／ｍＬ），加热溶解，冷却后用水稀释
至１００ ｍＬ，投入１ ｇ锡粒，贮于棕色瓶中。

４．８硫酸铁铵溶液（２０

ｍｇ Ｆｅ／ｍＬ）：

称取１７３ ｇ硫酸铁铵［－ＮＨ·Ｆｅ（ＳＯ。）２·１２Ｈ：０３，加入水和１０ ｍＬ硫酸（４．４），搅拌溶解后，移入
１ ０００

ｍＬ容量瓶中，用水稀释至刻度，摇匀。

４．９乙酸铅脱脂棉：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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砷为剧毒化学药品，用时小心！），置于ｉ００ｍＬ烧杯中，加入１０ｍＬ氢氧化钠溶液（ｉ００
ｇＡ
称取２．０
Ａｇ—ＤＤＴＣ－三乙醇胺一三氯甲烷吸收液：
４．１０
凉干后备用。
ｇ／Ｌ）的溶液中，浸透后取出，挤干，室温
将脱脂棉浸入含有乙酸溶液（体积分数０．５％）一乙酸铅（１００
１４３５２．１０—２０１０
ＧＢ／Ｔ
０ｇ
ｐｇ／ｍＬ］：称取０．１３２
ａ）砷标准储备溶液［Ｐ（Ａｓ）＝１００．０
４．１１砷标准溶液：
注２：放置过夜后如遇混浊或仍有未溶时，使用前过滤除去。
沉淀置于１０５℃～１１０℃烘箱内烘干，在玛瑙研钵中研细，贮存于棕色瓶中。
ｇ／Ｌ）中。此时生成浅黄色的Ａｇ．ＤＤＴＣ沉淀。沉淀用水倾洗三次，用布氏漏斗抽滤，并用水洗涤三次。
（２３
ｇ／Ｌ）在不断搅拌下徐徐倒人等体积的二乙基二硫代氨基甲酸钠溶液
注Ｉ：Ａｇ—ＤＤＴＣ的制备：将硝酸银溶液（１７
中，加塞摇匀，使之溶解，放置过夜后使用。
ｇ／ｍＬ）的棕色瓶
ｍＬ三乙醇胺（Ｉ．１２
２ｍＬ三氯甲烷（４．３）和１５
后置于干燥器中，冷却至室温。
ｈ，然
ｈ～４
ｈ，含硫矿物的试样在６０℃～８０℃的鼓风干燥烘箱内干燥２
６．２试样应在１０５℃预干燥２
１４５０５的相关要求，加工试样粒径应小于９７“ｍ。
６．１按ＧＢ／Ｔ
６试样
砷化氢发生器殛吸收装置
图１
ｍｍ）。
６——导气管下口（内径１
ｍＬ带寒比色管Ｉ
５——１０
ｍｍ）Ｉ
４——导气管（内径５
３——橡胶管；
ｍｍ），内盛乙酸铅脱脂棉（４．９）Ｉ
ｍｍ～１５
２——带磨口塞玻璃球管（球径１２
ｍＬ锥形瓶｝
１——１００
５．３砷化氢发生器及吸收装置如图１。
５．２分光光度计。
ｍｇ。
５．１分析天平：三级。感量０．１
５仪器和设备
量瓶中，用水稀释至刻度，摇匀。
ｍＬ容
ｍＬ砷标准储备溶液［４．１ｌａ）］，置于５００
ｐｇ／ｍＬ］：分取２５．００
ｂ）砷标准溶液［Ｐ（Ａｓ）一５．０
ｈ，置于干燥器中冷至室温。
注：三氧化二砷预先在Ｉｏｏ℃～１０５℃烘１
ｍＬ容量瓶中，用水稀释至刻度，摇匀；
０００
解，用硫酸（４．４）中和至微酸性，移入ｌ
ｇ／Ｌ）溶
ｇ—ＤＤＴＣ，置于盛有４８５
光谱纯三氧化二砷（警告：三氧化二

ＧＢ／Ｔ １４３５２．１０—２０１０

７分析步骤
７．１试料
根据试样中砷量按表ｉ称取试料量，精确至０．１

ｍｇ。

表１试料量
砷量／

试料量／

分取试液体积／

（“ｇ／ｇ）

ｇ

ｍＬ

＜ｉ０

Ｉ

２０．００

＞１０～ｉ００

Ｏ．５

２０．００

＞１００～５００

０．２

１０．００

＞５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１

１０．００

＞１ ０００～１ ５００

０．１

５．００

７．２空白试验
随同试料进行双份空白试验，所用试剂应取自同一试剂瓶，加入同等的量。
７．３验证试验
随同试料分析同矿种、含量相近的标准物质。
７．４试料分解
７．４．１将试料（７．１）置于１５０ ｍＬ烧杯中，用适量水润湿，加人１０ ｍＬ～２０ ｍＬ硝酸（４．２），盖上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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皿，加热分解完全，用少量水洗去表面皿，蒸至小体积，加入１０ ｍＬ硫酸（４．４）。继续蒸发至冒浓白烟
３

ｍｉｎ，取下冷却。用水吹洗杯壁，再继续冒浓自烟５ ｍｉｎ，取下冷却。用水吹洗杯壁，加入１５ ｍＬ水，加

热溶解，冷至室温，移人５０ ｍＬ容量瓶中，用水稀释至刻度，摇匀。

７．４．２按表１分取试液（Ａ液），置于１００ ｍＬ砷化氢发生瓶中。补足硫酸（４．４）至６ ｍＬ，加入３ ｍＬ硫
酸铁铵溶液（４．８）和５ ｍＬ酒石酸溶液（４．６），用水稀释至体积为３４ ｍＬ，加入３ ｍＬ碘化钾溶液（４．５）、
３

ｍＬ氯化亚锡溶液（４．７），放置１０ ｍｉｎ～１５

ｍｅｎ。

注１：经硫酸两次冒烟，剩下硫酸（１＋１）约５ ｍＬ．
注２：每加一种试剂均应充分摇匀．

７．４．３于砷化氢气体吸收管中加入１０．００ ｍＬ吸收液（４．１０），向砷化氢气发生瓶中加入５ ｇ元砷锌粒
（４．１），立即塞紧瓶塞，接好吸收装置，反应４０

ｒａｉｎ。

７．４．４反应后取出气体导管，用适量三氯甲烷（４．３）冲洗气体导管，洗液合并入吸收管中，并用三氯甲
烷（４．３）稀释至ｉ０ ｍＬ，加塞摇匀备测。
注；有关说明参见附录Ａ。

７．５校准溶液系列配制
分取０．００

ｍＬ、０．５０ ｍＬ、１．００ ｍ１．、２．００ ｍＬ、３．００ ｍＬ、４．００ ｍＬ、５．００ ｍＬ、６．００

ｍ１．砷标准工作

溶液［４．１ｌｂ）］，分别置于一组砷化氢气体发生瓶中，加入６ ｍｌ。硫酸（４．４）、３ ｍＬ硫酸铁铵溶液（４．８）和
５

ｍＬ酒石酸溶液（４．６），加水调整体积至３４ ｍＬ。加入３ ｍＬ碘化钾溶液（４．５）、３ ｍＬ氯化亚锡溶液

（４．７）。放置１０ ｍｉｎ～１５ ｒａｉｎ。以下按分析步骤（７．４．３～７．４．４）进行测定。
注：每加一种试剂均应充分播匀。
７．６测定

在分光光度计上，用１ ｃｍ比色皿，以Ａｇ－ＤＤＴＣ－三乙醇胺一三氯甲烷吸收液（４．１０）作参比，于波长
５３０

ｒｌｍ处测量校准溶液、试料溶液、空白试验溶液和验证试验溶液的吸光度。

７．７校准曲线绘制
以砷量为横坐标，吸光度为纵坐标，绘制校准曲线，从校准曲线上查得相应的砷量。

。（Ａｓ）一！生二冬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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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一３．６２０
砷
再现性限Ｒ
重复性限ｒ
水平范围ｍ
元素
单位为徽克每克
表２精密度
方法精密度见表２。
９精密度
计算结果表示为×××、××．×、×．××。
ｖ。——分取溶液的体积，单位为毫升（ｍＬ）。
ｍ——试料量，单位为克（ｇ）；
ｙ——溶液总体积，单位为毫升（ｍＬ）；
ｍ。——从校准曲线上查得空白溶液的砷量，单位为微克（ｐｇ）；
ｍ，——从校准曲线上查得分取试料溶液的砷量，单位为微克（ｐｇ）
式中；
ｍ。ｙ１
砷量以质量分数ｗ（Ａｓ）计，数值以“ｇ／ｇ表示，按式（１）计算；
８结果计算
１４３５２．１０—２０１０
２ＲＧＢ／Ｔ
１＋０．０８５
ｒ一２．９９９
７ｍ注
６＋０．１６３
．９３～３４７．９
：本精密度数据是由５个实验室对４个水平的试样进行试验确定。

ＧＢ／Ｔ １４３５２．１０—２０１０

附录Ａ

（资料性附录）
有关说明
Ａ．１加入酒石酸溶液和三乙醇胺溶液可消除１００ ｍｇ铁、１２０ ｍｇ镍、３５ ｍｇ钴的干扰，加入碘化钾溶
液、氯化亚锡溶液以确保五价砷还原成三价砷，并可消除１５倍于砷锑的干扰。
Ａ．２锌粒纯度，粒度，还原时间均影响砷的回收率。
Ａ．３在测定试料溶液中，２５ ｍｇ铜、１ ｍｇ钻、５ ｍｇ镍、２０ ｍｇ钛、５ ｍｇ铅、１ ｍｇ钨、４ ｍｇ锰、１０ ｍｇ钙、
１０

ｍｇ镁、６０ ｍｇ铁、０．２ ｍｇ锑、０．５ ｍｇ铋、１

０００

ｍｇ氟均不干扰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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