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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昌

ＧＢ／Ｔ １４３５２《钨矿石、钼矿石化学分析方法》共有１８个部分：

——第１部分：钨量测定；
——第２部分：钼量测定Ｉ
——第３部分：铜量测定；
——第４部分：铅量测定；
——第５部分：锌量测定；
——第６部分：镉量测定；
——第７部分：钴量测定；
——第８部分：镍量测定；
——第９部分：硫量测定；
——第１０部分：砷量测定；
——第ｌｌ部分：铋量测定；
——第１２部分；银量测定；
——第１３部分：锡量测定；
——第１４部分：镓量测定｝
——第１５部分：锗量测定；
——第１６部分：硒量测定；
——第１７部分：碲量测定；
——第１８部分：铼量测定。
本部分为ＧＢ／Ｔ １４３５２的第７部分。
本部分代替ＧＢ／Ｔ １４３５２．７—１９９３《钨矿石、钼矿石化学分析方法

丁二肟一磺基水杨酸一氢氧化铵一

氯化铵底液极谱法测定钴量》。
本部分与ＧＢ／Ｔ １４３５２．７—１９９３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增加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定钻量的方法；
——增加了警示、警告内容；
——修改了试样干燥温度。
本部分的附录Ａ为资料性附录。
本部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国土资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部分负责起草单位：国家地质实验测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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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黄光明、汤志云、江冶。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 １４３５２．７—１９９３。

ＧＢ／Ｔ １４３５２．７—２０１０

钨矿石、钼矿石化学分析方法
第７部分：钴量测定
警示：使用本部分的人员应有正规实验室工作的实践经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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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钼矿石中钴量的测定方法。

本部分适用于钨矿石、钼矿石中钴量的测定。
测定范围：极谱法５ ｐｇ／ｇ～５００，ｕｇ／ｇ的钻，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１０ ｐｇ／ｇ～１

０００

ｐｇ／ｇ的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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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３７９．２测量方法与结果的准确度第２部分：确定标准测试方法的重复性和再现性的基

本方法

ｗｗｗ．ｂｚｆｘｗ．ｃｏｍ

ＧＢ／Ｔ ６６８２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ＧＢ／Ｔ １４５０５岩石和矿石化学分析方法总则及一般规定

３丁二肟一磺基水杨酸一氨水－氯化铵底液极谱法
３．１原理

试料经碱熔，水浸取，镍、钴、铁等在氢氧化物沉淀中，可与锌、钨、钼、锡、砷、钒、铬等元素分离。在
盐酸介质中，用磷酸三丁酯萃淋树脂分离大部分铁，在氨水一氯化铵一磺基水杨酸一丁二肟底液中，峰电位
约为一１．１４ Ｖ（对饱和甘汞电极），用示波极谱导数部分测定钴与丁二肟产生的催化波峰电流值，计算
钴量。
３．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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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２．１过氧化钠。
３．２．２氢氧化钠。
３．２．３磷酸三丁酯萃淋树脂（也可用聚三氟氯乙烯一磷酸三丁酯自制，参见附录Ａ．１）。
３．２．４高氯酸（ｐ１．６７ ｇ／ｍＬ），蕾告：易爆品，小心操作１
３．２．５无水乙醇。
３．２．６盐酸（１＋１）。
３．２．７盐酸（１＋９９）。
３．２．８氢氧化钠溶液（１０ ｇ／Ｌ）。
３．２．９磺基水杨酸溶液ｃＥ（ＨＯ）（ｃ。Ｈ。ＣＯＯＨ）ＳＯ。Ｈ·２Ｈ。０１—２ ｍｏｌ／Ｌ。
３．２．１０氨水溶液（１＋１）。
３．２．１

１氯化铵溶液ｃ（ＮＨ４Ｃ１）一５ ｍｏｌ／Ｌ。
】

ＧＢ／Ｔ １４３５２．７—２０１０
３．２．１２丁二肟乙醇溶液（１０ ｇ／Ｌ）。
３．２．１３钴标准溶液：
ａ）钻标准储备溶液［Ｐ（ｃｏ）一ｌＯＯ．ｏ ｐｇ／ｍＬＪ：称取０．１００

０

ｇ金属钴（９９．９９％），置于１００ ｍＬ烧

杯中，盖上表面皿，沿杯壁加入１０ ｍＬ盐酸（ｐ１．１９ ｇ／ｍＬ），低温加热溶解，冷却，用水洗去表面
皿，移入１

０００

ｍＬ容量瓶中，用水稀释至刻度，摇匀；

ｂ）钴标准溶液［Ｐ（Ｃ０）一２．０ ｐｇ／ｍＵｌ：分取２０．００ ｍＬ钴标准储备溶液Ｅａ．２．１３ａ）］，置于ｉ

０００ ｍＬ

容量瓶中，用水稀释至刻度，摇匀。
３．３仪器

３．３．１分析天平：三级，感量０．１

ｍｇ。

３．３．２示波极谱仪（参比电极：饱和甘汞电极），警告：应按照示波极谱仪的使用规程，避免汞可能引起
的危害１

３．４试样
３．４．１按ＧＢ／Ｔ １４５０５的相关要求，加工试样粒径应小于９７

ｐｍ。

３．４．２试样应在１０５℃预干燥２ ｈ，含硫矿物的试样在６０℃～８０℃的鼓风干燥烘箱内干燥２ ｈ～４

ｈ，

然后置于干燥器中，冷却至室温。
３．５分析步骤
３．５．１试料
根据试样中钴量按表１称取试料量，精确至０．１

ｍｇ。

衰１试料量

ｗｗｗ．ｂｚｆｘｗ．ｃｏｍ

钴量／（ｐｇ／ｇ）

试料量／ｇ

试液总体积／ｍＬ

分取试液体积／ｍＬ

５～２０

０．５

＞２０～５０

０．２

＞５０～１００

０．２

５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５００

０．１

５０

５．００

３．５．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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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５．３验证试验
随同试料分析同矿种、含量相近的标准物质。
３．５．４试料分解
３．５．４．１将试料（３．５．１）置于石墨坩埚（或刚玉坩埚）中，加３ ｇ过氧化钠（３．２．１）搅匀，上面覆盖１ ｇ过
氧化钠（３．２．１），置于已升温的高温炉中，７００℃熔融１０ ｍｉｎ，取出，冷却，放入２５０ ｍＬ烧杯中，加入约
１００

ｍＬ热水及３滴乙醇（３．２．５），煮沸１０ ｍｉｎ，取下冷却，用中速滤纸过滤，用氢氧化钠溶液（３．２．８）洗

涤烧杯及沉淀。沉淀用１５ ｍＬ盐酸（３．２．６）溶解于原烧杯中，用热盐酸（３．２．７）洗净坩埚及滤纸。将承
接液低温蒸干，脱水３０ ｒａｉｎ，取下冷却。加入１０ ｍＬ－－１５ ｍＬ盐酸（３．２．６），盖上表面皿，微热溶解干涸
物，冷至室温（Ａ液）。
注：煮沸后体积不小于７０

ｍＩ，。

３．５．４．２根据试料中钴量（＞５０ ｐｇ），将溶液（Ａ液）移人５０ ｍＬ容量瓶中，用盐酸（３．２．６）稀释至刻
度，摇匀。按表１分取试液，置于１００ ｍＬ烧杯中，补加盐酸（３．２．６）至１５ ｍＬ（Ｂ液）。
３．５．４．３往溶液（Ａ液或Ｂ液）中加入２ ｇ左右磷酸三丁酯萃淋树脂（３．２．３），充分搅拌，放置片刻。若
矿样含铁量高，可酌情再多加几次磷酸三丁酯萃淋树脂（３．２．３），每次约０．５ ｇ，充分搅动，直至溶液颜色
褪至浅黄色为止，在漏斗上用棉花过滤，用盐酸（３．２．６）洗涤，滤液用５０ ｍＬ烧杯承接，加人２ ｍＬ高氯
酸（３．２．４），蒸至烟冒尽，取下冷却。
２

ＧＢ／Ｔ １４３５２．７—２０１０

３．５．４．４加入１ ｍＬ盐酸（３．２．６），盖上表面皿，微热。冷却后。用适量水洗去表面皿，加入２．５ ｍＬ磺
基水杨酸溶液（３．２．９），摇匀，加入３．３ ｍＬ氨水溶液（３．２．１０），摇匀，放置至室温后，加入５ ｍＬ氯化铵
溶液（３．２．１１）及０．５ ｍＬ丁二肟乙醇溶液（３．２．１２），移人２５ ｍＬ比色管中，用水稀释至刻度，摇匀后，放
置３０ ｒａｉｎ备测。
注：有关说明见附录Ａ．１、Ａ．ｚ。

３．５．５校准溶液系列配制
分取０．００ｍＬ、０．５０ｍＬ、１．００ｍＬ、２．００ｍＬ、３．００ｍＬ、４．００ｍＬ、５．００ｍＬ钴标准溶液［３．２．１３ｂ）］，分
别置于一组２５ ｍＬ烧杯中，低温蒸至近干，以下按分析步骤（３．５．４．４）进行。
３．５．６测定
倾出部分校准溶液和试料溶液于电解池中，选择适当的电流倍率（以峰电流值不小于满刻度一半为
准），于起始电位为一ｏ．９０ Ｖ处，用示波极谱仪导数部分进行校准溶液、试料溶液、空白试验溶液和验证
试验溶液的测定，记录峰电流值。
３．５．７校准曲线绘制
以钴量为横坐标，峰电流为纵坐标，绘制校准曲线，从校准曲线上查得相应的钻量。
３．６结果计算
钴量以质量分数ｚｏ（Ｃｏ）计。数值以ｐｇ／ｇ表示，按式（１）计算：

。（ｃｏ）一堕１二！：乒』
优‘Ｖ１
式中：

ｗｗｗ．ｂｚｆｘｗ．ｃｏｍ

ｍ。——从校准曲线上查得分取试料溶液的钴量，单位为微克（ｐｇ）
ｍ。——从校准曲线上查得空白溶液的钴量，单位为微克（ｐｇ）｝
ｙ——试液总体积，单位为毫升（ｍＬ）；
ｍ——试料量，单位为克（ｇ）｝
ｙ。——分取试液体积，单位为毫升（ｍＬ）。
计算结果表示为×××、××．×、×．××。
３．７精密度
方法精密度见表２。
表２精密度
元

素

钴

水平范围卅
３

８６～７０．４

单位为微克每克
重复性限，

ｒ兰０．３７１ ８ｍｏ

再现性限Ｒ
６‘５‘

Ｒ—ｏ．８０５

８＋０．２４８ ２ｍ

注ｔ本精密度数据是由５个实验室对７个水平的试样进行试验确定。

４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４．１原理

试样经氢氟酸、王水、高氯酸分解，用盐酸、硼酸溶液溶解盐类，在盐酸介质中，使用空气一乙炔火焰
于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上，波长２４０．７ ｎＩＴｉ处，测定吸光度，计算钴量。
４．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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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２．１氢氟酸（ｐ１．１３ ｇ／ｍＬ），警告：氢氟酸有毒并有腐蚀性，操作时应戴手套，防止皮肤接触。
４．２．２高氯酸（ｐ１．６７ ｇ／ｍＬ），警告：易爆品，小心操作１
４．２．３无水乙醇。
３

ＧＢ／Ｔ １４３５２．７－－２０１０
４．２．４王水：盐酸（｜ｐ１．１９ ｅＪｍＬ＞＋硝酸（ｐ１．４２ ｇ／ｍＬ）＝３＋１，新鲜配制。
４．２．５盐酸（１＋１）。
４．２．６硼酸溶液（６０ ｇ／Ｌ）。
４．２．７钴标准溶液：
ａ）钴标准储备溶液Ｅｐ（Ｃｏ）＝ｉ００．０．ｕｇ／ｍＬ］：
称取０．１００
（ｐ１．１９

０

ｇ金属钴（９９．９９％），置于１００ ｍＬ烧杯中，盖上表面皿，沿杯壁加入１０ ｍＬ盐酸

ｇ／ｍＬ），低温加热溶解，冷却，用水洗去表面皿，移入１

０００

ｍＬ容量瓶中，用水稀释至

刻度，摇匀；
ｂ）钴标准溶液Ｅｐ（Ｃｏ）＝ｌＯ．ｏ／－ｇ／ｍＬ］：
分取５０．００ｍＬ钴标准溶液储备溶液［４．２．７ａ）］，置于５００ ｍＬ容量瓶中，用水稀释至刻度，
摇匀。
４．３仪器
４．３．１分析天平：三级，感量０．１

ｍｇ。

４．３．２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附钴空心阴极灯。
４．４试样
４．４．１按ＧＢ／Ｔ １４５０５的相关要求，加工试样粒径应小于９７／Ｉｍ。
４．４．２试样应在１０５℃预干燥２ ｈ，含硫矿物的试样在６０℃～８０℃的鼓风干燥烘箱内干燥２ ｈ～４

ｈ，

然后置于干燥器中，冷却至室温。

ｗｗｗ．ｂｚｆｘｗ．ｃｏｍ

４，５分析步骤
４．５．１试料

根据试样中钴量按表１称取试料量．精确至０．１

ｍｇ。

表３试料量

钴量／（Ｆｇ／ｇ）

试料量／ｇ

１０～１００

１

１００～５００

ｏ．５

５００～１ ０００

ｏ．２

４．５．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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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５．３验证试验
随同试料分析同矿种、含量相近的标准物质。
４．５．４试料分解
将试料（４．５．１）置于聚四氟乙烯坩埚中，加入１０ ｍＬ氢氟酸（４．２．１）、１０ ｍＬ王水（４．２．４）、０．５

ｍＬ

高氯酸（４．２．２），加盏，在低温电热板上微热３０ ｍｉｎ，用少量水洗去盖子，继续在电热板上加热至高氯酸
白烟冒尽。取下冷却，加入５ ｍＬ盐酸（４．２．５）、５ ｍＬ硼酸溶液（４．２．６），温热溶解盐类。取下，冷至室
温后，用水移入５０ ｍＬ容量瓶中，并稀释至刻度，摇匀，澄清。
注，有关说明见附录Ａ．４。

４．５．５校准溶液系列配制
分取０．００

ｍＬ、１．００ ｍＬ、３．００ ｍＬ、５．００ ｍＬ、１０．００ ｍＬ、１５．００ ｍＬ、２０．ｏｏ ｍＬ、２５．００

ｍＬ钴标准

溶液［４．２．７ａ）］，分别置于一组５０ｍＬ容量瓶中。加入５ｍＬ盐酸（４．２．５）、５ｍＬ硼酸溶液（４．２．６），用水
稀释至刻度，摇匀。
４

ＧＢ／Ｔ １４３５２．７—２０１０
４．５．６测定
警告：应按照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的使用规程点燃或熄灭空气一乙炔火焰，以避免可能引起的爆炸
危险！

参照附录Ａ表Ａ．１仪器工作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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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５．７校准曲线绘制
以钴量为横坐标，吸光度为纵坐标，绘制校准曲线，从校准曲线上查得相应钴量。
４．６结果计算
钴量以质量分数ｗ（Ｃｏ）计，数值以ｐｇ／ｇ表示，按式（２）计算：

ｗ（Ｃｏ）一—ｍｌ－－—ｍｏ
ｍＩ

式中：

舰——从校准曲线上查得分取试料溶液的钻量．单位为微克（ｐｇ）
ｍ。——从校准曲线上查得的空白溶液的钴量，单位为微克（ｐｇ）；
ｍ——试料量，单位为克（ｇ）。
计算结果表示为×××、××．×、×．××。
４．７精密度
按照ＧＢ／Ｔ ６３７９．２计算方法精密度见表４。
衰４精密度
元

素
钴

单位为微克每克

ｗｗｗ．ｂｚｆｘｗ．ｃｏｍ

水平范围优
９．６～１４．３

再现性限尺

重复性限ｒ

㈣０

６２１ ０ｍ０１６０

注；本精密度数据是由４个实验室对５个水平的试样进行试验确定。

９

Ｒ一２．２０２ ０—０．０６９ １ｔｎ

ＧＢ／Ｔ １４３５２．７—２０１０

附录Ａ

（资料性附录）
有关说明
Ａ．１

聚三氟氯乙烯一磷酸三丁醣制备手续：移取１００

ｇ

２００目的聚三氟氯乙烯粉，置于１００ ｍＬ烧杯中

在搅拌下加入６０ ｍＬ磷酸三丁酯，充分搅拌均匀。
Ａ．２易熔矿样可以氢氧化钠为主，加入少量过氧化钠熔矿，这样对坩埚腐蚀小，可以延长使用寿命。
Ａ．３使用塞曼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的参考工作条件如表Ａ．１。
裹Ａ．１仪器参考工作条件

慧７

灯电流／

２４０．７

７．５

单色器通带／

燃烧器高度／

ｍＡ

１＿３

７．５

空气压力／

乙炔压力／

ＭＰａ

ＭＰａ

０．１６

０．０３

Ａ．４在本实验条件下，分别共存下列含量的（｝ｔｇ／ｍＬ）的元素（离子），不影响钴的测定：钙、镁、铁、锌
各（５ ０００），锰（４ ０００）；钾、铝、铅、铬各（２ ０００）；钠、钡、钨、钼、铜各（１ ０００）；锂、锶、硼、硅、锡、钛、钒、镍、
镉各（５００）；铋（４００）；砷、汞各（２００）；金、银各（１００）；铍、镓、铟、铊各（５０）；铷、铯（３０）；铂（２０）。

ｗｗｗ．ｂｚｆｘｗ．ｃｏ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