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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根据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林化产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558)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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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质活性炭中氯化物和硫酸盐的测定 离子色谱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采用离子色谱法测定木质活性炭中氯化物和硫酸盐的原理、试剂、仪器、试样制备、

测定步骤、结果计算及报告。

本标准适用于木质活性炭中氯化物和硫酸盐的测定。

本标准氯化物检出限为11.5 μg/L（以Cl-计），硫酸盐检出限为31.9 μg/L（以SO42-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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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87-2016 仪器分析用高纯水规格及试验方法

GB/T 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3 原理

以超纯水为萃取剂，采用超声波辅助萃取试样中氯离子（Cl-）和硫酸根离子（SO42-），阴离子交

换色谱-电导检测器测定，外标法定量。

4 试剂

4.1 超纯水，电阻率不低于 18.2 MΩ·cm，符合 GB/T 33087-2016规定的色谱仪器用水要求。

4.2 淋洗贮备液，50 % w/w NaOH（色谱纯）水溶液，室温下保存。

4.3 淋洗液，取 1.6 mL淋洗贮备液（4.2）置于 1000 mL容量瓶中，用超纯水稀释到标线摇匀，溶液

浓度为 30 mmol/L。

4.4 氯离子标准液，国家标准物质（GBW (E) 080268），冰箱中 4℃冷藏保存。

4.5 硫酸根离子标准液，国家标准物质（GBW (E) 080266），冰箱中 4℃冷藏保存。

5 仪器

5.1 离子色谱仪，配电导检测器、阴离子交换色谱柱和阴离子抑制器。

5.2 超声波清洗器，超声电功率 300 W，工作频率 40 KHz。

5.3 超纯水系统。

5.4 水性滤膜，0.22 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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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分析天平，感量 0.0001 g。

5.6 盘式振动研磨机。

5.7 电热恒温干燥箱，0 ~ 300℃。

5.8 中速滤纸。

6 试样制备

称取经粉碎至 71 μm以下的干燥试样 0.25 g（称准至 0.1 mg）于 100 mL锥形瓶中，加入超纯水 50
mL，在（50±2）℃超声萃取 15 min，过滤至 100 mL容量瓶中，滤渣用 50 ℃超纯水洗涤 10次，每次 2
mL，冷却至室温，定容摇匀。取适量上述溶液经水性滤膜过滤后方可进行色谱测定。

7 测定步骤

7.1 标准溶液配制

7.1.1 氯离子标准稀释液（200 μg/mL）：取 20 mL氯离子标准液，超纯水定容至 100 mL。

7.1.2 硫酸根离子标准稀释液（200 μg/mL）：取 20 mL硫酸根离子标准液，超纯水定容至 100 mL。

7.1.3 氯离子标准工作曲线溶液：分别取标准稀释液 0.05 mL、1.0 mL、2.0 mL、5.0 mL、10.0 mL、
25.0 mL，超纯水均定容至 100 mL，获得浓度分别为 0.1 μg/mL、2.0 μg/mL、4.0 μg/mL、10.0 μg/mL、
20.0 μg/mL、50.0 μg/mL的氯离子标准工作溶液。

7.1.4 硫酸根离子标准工作曲线溶液：分别取标准稀释液 0.05 mL、1.0 mL、2.0 mL、5.0 mL、10.0 mL、
25.0 mL，超纯水均定容至 100 mL，获得浓度分别为 0.1 μg/mL、2.0 μg/mL、4.0 μg/mL、10.0 μg/mL、
20.0 μg/mL、50.0 μg/mL的硫酸根离子标准工作溶液。

7.1.5 氯离子和硫酸根离子标准混合工作曲线溶液：分别各取氯离子和硫酸根离子标准稀释液 0.05
mL、1.0 mL、2.0 mL、5.0 mL、10.0 mL、25.0 mL，超纯水均定容至 100 mL，获得浓度分别为 0.1 μg/mL、
2.0 μg/mL、4.0 μg/mL、10.0 μg/mL、20.0 μg/mL、50.0 μg/mL的混合标准工作溶液。

7.2 色谱条件

7.2.1 色谱柱柱温，35℃。

7.2.2 检测器温度，35℃。

7.2.3 进样量：25 μL。

7.2.4 淋洗液流速，1.5 mL/min。

7.3 标准工作曲线的绘制

根据测定的离子种类，选择相应的标准工作曲线溶液，在 7.2色谱条件下测定，以峰面积为纵坐标，

离子浓度（μg/mL）为横坐标，绘制标准工作曲线。

7.4 试样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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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样测定的色谱条件与标准工作曲线相同，使用外标法定量。如试样溶液中待测物的含量大于标准

工作曲线溶液浓度上限，应将试样溶液适当稀释至其浓度位于标准工作曲线溶液浓度范围内。标准混合

工作溶液和试样的色谱图参见附录A。

8 结果计算

按公式（1）计算试样中氯化物（以 Cl-计）和硫酸盐（以 SO42-计）的含量（ X ），结果以%表示：

100
106






m

VYX
………………………………（1）

式中：X——试样中氯化物或者硫酸盐的含量，%；

Y——由标准工作曲线得到的试样溶液中氯化物或者硫酸盐的含量，μg/mL；
V——试样溶液定容体积，mL；
m——干燥恒重试样的质量，g。

9 报告

在重复性条件下获得的两次独立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不得超过算术平均值的5 %，试验结果为两次

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保留小数点后2位。试验结果计算的修约应符合GB/T 8170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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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木质活性炭中氯化物和硫酸盐测定的色谱图

图 A.1 氯离子和硫酸根离子标准混合液的离子色谱图

图 A.2 木质活性炭样品的离子色谱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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