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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荧光法直接测定土壤岩石

矿物生物等样品中的铀

李清贞 拖延安

(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

摘要

研究了利用 1-22 改进型抗干扰(铀〉荧光试剂(以下简称 }-22) •

激光荧光法直接测定土壤、岩石、矿物、化挥、生物灰等样品中铀的方

法。详细讨论了外来离子影响，稀释效应的规律及校正内旗鼓应的方

法。配制了 0.25% NaOH-IO% 1-22 混合溶液，使被测样品溶液不用

预调酸度，即可直接测量，大大简化操作手续，减少了铀的污染和损

失。通过变换仪器的灵敏度(400~200).就能把装在测量皿中 3000

ng 以下的铀检测出来，提高了痕量铀分析的准确度，扩大了现铀量

程。方法简便、快速、精确，适应各种舍铀样品，栓出限低于 0.05

μgU/go 对 o. 町、 84.8、 669 、 7240μ.gU/g 的岩石、矿物标准参考样品

分析的相对标准偏差运土5% 。



DIREα. DETERMINATION OF URANIUM IN 副班~，

ROCK , ORE AND BIOLOGICAL SAMPLES
BY LASER-INDUCED FLUOROMETRY

日n Claitttse)

Li Qingzb四 2四11 Vanan

(BEIJI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URANIUM GEOLOGY)

ABSTRACT

A laser-induced fluor佣letric method with modified J-22 anti-interferent fluφ

reseent reagent for direct determining the uranium in soil. rock. ore. 段时lemical.

biological and other samples has been studird. The effects of external ions and dilu

tion law of sample are examined in detail. A method fl町∞πecting inner effect is

proposed. A mixed solution of O. 25% NaOH-I0% J-22 is pre阳red which can be

added to the sample cuvette for direct measurement without any pre-adjustment of

acidity. Therefore. it is much simpler for 鸣声eration and reduces the loss and con

tamination of uranium. By changing the laser fluorometer sensitivity (400-20的，

up to 3000 ng uranium in the cuvette can be detected. Thus. both analytical accu

racy and detectable range ere improved. This method is simple. rapid. accurate

and applicable to various uranium-bearing samples. The detection limit is better

than 0.05 问U/g. The relative standard deviation is ~士 5% for the r∞k refer

ence 臼mples of 0.95. 84.8. 669 and 7240μg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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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 70 年代末相 80 年代韧.U 的主要分街方法有中子活化法4包括蟹.中子法).测定法

{重铁载重.还原银醺倍或重.."搞定)，先度比色法4主要量色荆是偶氯.1 和Br

PADAP)以及珠穆荧光法.中子活化法要求有核反应堆初夏魏昂贵的测试仪蟹，-簸实验室

不具备条件.痛定法主要用于测定中离含量<>0.03").. 先度比色法主要用于分析 s

，..U/I 以上和 0.03"以下的样品.珠穆黄先法可用于分析 I ，..U/I 左右的悸晶.后商神方

法虽然灵敏度比寝寓，但撑晶的自由处理廓绩，a要冗挺的商分离和'富集的步.，尤其是珠

"荧光法干扰因素披多，不易..t分析ill皇太.另-方胃，80 年代以后，.着地巅*零和环

撞科学的发展，要求寻摸一神能快速准确分析含量镜子 5周U徊的方法.70年代末和 80年

代初，R曲bins(l;和.延安等(ZJ分别选用特效荧光蜻噩荆 FLURAN 租 J-22，用.光荧光法直

接测定了天然水中痕量 UC飞这种方法灵敏度很高{撞出限<0. 050IU/m1)，绝大多数挥晶

不需预处理.然而，由于非天然水排愚，如土坝、沉坝II、磐石、矿物和生II灰等成份很复窜，

干扰因素多，所以在本项目开始之酶，应用撒先荧先法直接测定李天as水样品中 U 研究甚

少.本工作的目的是利用 J-22 荧先增强剂馆的梳子拢佳能要比 FLURAN 强得如，建立一

种适合非天然水排晶，特别是适合地质挥晶和环堤样品中 U<尤真是适合低于 5 闯U/I 样

品】的直接、快速、简便可擎的巅先黄先分析方法.

1 实验部分

1.1 .皿和主要试"

(I) 撒光荧光分析仪 JU- I 墨、UA-3 墨等<Ill N. 撒光'为'自发光潭，被*337 om).

(2) 5 ml.1 ml 刻皮管或可谓定量加液..

(3) 0.1 ml 刻皮管戎相应精度的避样..

(4) 20-30时'四氟乙"盟"蜻捐.

(5) 5C ml 玻璃烧杯.

(6) 醺醺、高氯醺、氢氟醺均为分析纯.

(7) J-22 改造型抗干扰{蝙〉荧光试制〈以下简称J-22)

(8> o. 25 Yo NaOH-I0% J-22混合荧光增强荆{以下简称混合增强荆)，

(9) 铀标准熔穰称取0.1179 1 标准U.D.于 150ml饶事F中，加入 30mIHNO.，加热至完

全槽解.精入1000 ml 容量瓶中，用穰饱水辘'至刻度，揭匀后得到100 周U/ml的储备穰.

根据要求用燕偏水将此储备穰逐级珊'成10、 1 、 0.2μIU/ml工作精液{保存在pH"'2 的

HNO.介质中).

no) 混合镜盐 it NH,NQs I NH,F I NH,CI I <N比)，50，... ) I 3 I 1 I O. 5 比例混匀，于
伊箱中加温至 65 'C -70'C并保姊 2 h. 取出研细，载入瓶中并置于干姆辘内备用.

2 样晶分解、测量与结果计算

2.1 4'品给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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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取 0.0200-0. 10aOg 佯品于 20-30ml.四氟乙罐罐辑或 SOml 磕璃健杯内.加入遣

' 合醺<HNO，+HCIO，+HF=S~3";"2) 10 ml 或加混合锥盐 21'在电热饭上加热至胃细近尽

(用禀四氟乙烯塑料蝴锅加温合醺溶样时温度要求tE于 300 "C I混合锥盐熔佯后.补加 5 ml

王水和 1-2 ml HCIO，.重额1Jl热至冒烟近尽>.加入 1+2 HNO, S 时..取ilJ 50 ml 睿量I(

中 .m去离子水稀'到刻度，摇匀、温溃、待测.每嗣备一批悸均需凶相同条件带 2-3 个空

白.

对于 U 含量低于 0.2 月IS 悸品.可采用 T8P{a磁三丁脑}萃樨树脂反相包层桂分离

(树脂为 60-80 目，柱 ~X70 mm). 用 1 十2HNO，上柱If除去大量 Fe 、Mn 等伴生元素，用

8ml 去离子水洗脱 U 后进行测量.

2.2 测·方法与结果计算

Z.2.1 标准加入法

分取 0.5 n，I(V，)空白搭液于石英血中.补棚4.5 ml 去离子水.榄匀后测量荧光底敷

(F'). 奔去百英皿中槽液.分取0.5 ml 样品部液，用加液嚣用力压入(悸品自动搜匀)4.5 ml

混合增强剂(见他» .测量荧光强度 (F， ).根据 F， 的大小.用 0.1 ml 刻度管或徽量进悸嚣加

入一微小量 (b mD攘度为 100 或 ]0 、 l 、 0.2 fllUiml 某一标准陪液.搅匀后再测荧光强度

(F，)， 在不考虑加入的标准℃对佯品溶液体织稀'条件下.挂下式计算披测样品中 U 的含

量 t \'(flsU/K):
F,-F' ..• F,, -F.... ,,, I ".. ..C.

C. ι二(一一 xb一一-一一一Xb.) X;;'X\', X一 (I)F, ~F， ,." F" • E
01

"Uft~ f- W/" .. 1 r Vz
式中 ， F.叫初 F，.，-一分别为拥入标准 U 前、后雪白熔液的荧光强度 s

F. 一一空臼溶液的荧光底数 s

b. 初 b 一二分别为加入到空白和样品槽液中标准 U 体积«0.05 mD;

C. 一一-标准U 浓度(flg/mD;

W 一一试佯重量(g);

VI 一一容量瓶体积(mI>.

2. Z. 2 工作曲线法

具体操作同标准加入法，但不需要在每分被测洛液中拥标准 U. 技公式(2)计算样品中

U 含量 (flgU/g):

I. _....] .... .. ] .... .. ]
C.= (FX7-F')X ;ir XV,X ;T XV， X一 (2)1 ,I' , r'W" I' I"Vz" I':I /\-1

式中:F一一样品溶糟的荧光强度s

F'.W.V， 和 V， 意义同公式(I);

V，-一石英皿中1窑液的体积$

1. 相 I 一一-分别为透过空白稽旗和避过佯晶榕液的'自光强度，

是一一工作曲线斜事(milμgU)

2.2.3 工作曲线翻备

采用 0.1 ml 刻度管或微量进停穗，往盛有0.5 ml 空白槽液+4.5 ml 混合糟强剂的石

英皿中迭加同一浓度标准U 榕液的方法制备工作曲线.每迭加-次U.测一次荧光强度.根

据 U 浓度和相陀的荧光强度计算工作曲线的相关系敷.M距和斜事伪).由于迭加造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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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浓度高、体职小，攸可不考虑体职霉tJ.

3 讨论和结果

). ] 篝品的.".e

伴生物质对 U 荧光干拢可分为两大樊=一樊是正于拢，如个别葡土元素(Eu、局等〉在

波长 337nm 紫外光线巅发下会产生荧光s冕一类是负干扰，如 F~、Mn、CI- 等.它们会熄灭

U 的荧光.有机辅{主要是魔殖醺).当含量较高时，具有双重作用.一簸样品中 .Eu 等元素含

量很低，在同样条件下发觉很霞蜀，其影响可作为黄先底鼓姐以拥戴.有机"在样品分'时

已被彻底碰坏.因此本法无明显正于维.而主要干扰来自篡些金属离子对 U 的熄灭作用.

回 I 为将一人工程合佯晶逐级莓'时.荧光噩度(F)、相对荧光噩度{份同穗tJ倍颤的

倒敷(]/I.)的关系.可以看出，在对悸品进行需释时，有两个相反的因素彭响着荧光强度=随

着 U 浓度减小，荧光强度接线性规律下降 z而随着熄灭荆〈不论是单个或是混合熄灭荆〉浓

厚E减小，荧光强度按指数规律上升.葡F事倍数不大时，由于熄灭剂浓度减少引起荧光强度蠕

加远远锺过了由于 U 浓度减少引起的荧光强度降低.因丽总的荧光强度迅速上升.随着穗

'幸的继续进行，熄灭荆浓度越来越小，对荧光噩度的彭响越来越弱.最后.两个相反的因素达

到平衡.总荧光温度达到最高.这以后，由于 U 浓度踱小引起的荧光强度下降，超过由于熄

灭剂浓度戒小引起的荧光强度上升，因而，总荧光强度迅速下降.接图 I 有以下公式=

~=~-"'.c/. (3)

F.
其中 ~=F7:...!'. (4)

"
100

(5)

\|革

\jso!

"俑'的倒舷 (1/wl

因 1 ...应

E人工椰..罐 ..(PI/mll ， Pe'~ 70.

M，，·~ 50. CI- 1200. u·· 血。otl

(2) 由于岩石、主嚷等样品中 U 含量徊 。 n.2 n.4 n.6 0.8 1.0

对高←假样品都超过0.3 附VIρ，可用细

大辘辘筒It和校正内lit级应方法，使相对荧

光强度接近 100%.从而可用工作曲线方法

测量F

(3) 有些悸品如海水、熄灭弗l含量较高，

U 含量栩对较低.It好MfJJlJ相对荧光强度接近37%，用标准加入法进行测量f剖，

故 F=Ee 町'/
n

将公式(5)徽分.可求出荧光强度量高时的相

对荧光强度仇

~=ι!=e- I电37% 二
Fin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卸下结论z

(1)对样品远当稀帮，灵敏度不但不会

降低，反而会大大提高.但如稀释倍It过大，

相对荧光强度超过37%.灵敏度会显著下

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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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个别生鞠组织悻晶 .U 含量非常低，不允许过量嚣1IJ，最好经过预分离富集后再测

量d

3.2 内瀑戴应的寝正

转离含量的腐瑾醺租Fe 的存在能明显吸收紫外先丽使U 的荧光强度降低.这种现.

称为内滤放应.土'、沉坝fJ及某些天然水中合这两种物质较多.佩不橙正，将会引起工作曲

线法结果偏低.自图2b 可以看出，相对荧光噩厦〈份与撒光透过事(T)之间有很好的缉性关

:f. )-T=A(I -I) (6)

T=t
'=￡

AF
F..= ‘一一一一~ (7).4+T--l

式中: 1 和 L 分别为透过U 浓度相同、含Fe 租不含 Fe的佯晶溶液的激光噩度z

F和 F..分别为上连榕攘的荧光强度s

Fm为校正内II!效应后的荧光强度.

A 为比例常慧，它与仅fi光路结构有关. ~;f'本主作使用的仪器.A=1.12土 0.02.

，...._~…」一」→

2:0 品(l ~n !to 100

[Fe1-:，唱 .'mt

120 ur,

~ 1'/

、 zjji/|

(bl /I
P

「
i
r
i

s---3Z
《
事V
M哥
哥
裂
审
年
同
军

e
R
M霄
匀
'
M
R疆 '0>

矗先遭遮事 T

回 z 内.效应

(0】一-.竟遭迫.IT).相对簧壳..1仙fiFe 踉虞美矗，

(b)-.宠迥避事IT)何相对簧壳'皮{仙的是踵，

[U].2 咱'mi.

囹缸中.相对荧光强度{份制巅光逃过事(T)的对.~司内III物质 Fe 浓度成直线关系.再

次证明公式(2)指敷规律的正确性.当 ~10% ([Fe]运30 昭1m!) ，公式(7)简化为下式.说

差不大于 4~~ •
1 _ 1.

F..= -it =F i< 7 ( 自〉

为了垂证上述公式的有效性，配制了画'度为 2.21% HCI ， U 浓度对应相筝的两个系列

槽穰.第一个系列糟被称为空白薇，除 CI- 外，不合其它干扰物.第二个系列榕擅称为混合干

扰穰.除 HCI 外，还含 Fe'- (250μIIJ/ll).AI'" (500 昭Ill) ,Ca'- (350 昭IIl)，M，'\SiO， (250

μIIρ ， Mn''' Cl OμgIg)， TiO， (ZOμ，/，)，N矿、K‘ ()2μII肘，Zr·" (3.1μgIg),Sr'" (5μ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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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 ， Pb'- 、co卜、Cr'- 、 V'- , Y,O, lG. 5 昭11}. Be'- (7 昭II). 包头幡主、Th'\As'-、 Cr'- 、

Ni'-U 啤I，).W'- n. 25 flg/l}.BeO(2. 5 用/剖，而: (250月II)晶J- (0. 055 flg/g>. 用工

作曲线法对上述溶液分别进行 U 回收实验.结果见襄 I. 由表 1 可以看出.不位正激光强度.

U 平均回收率只有 80.1%.若撞公式〈的位正后.回收率可达 99. OYe.撞公式(7)校正后.回

收率达到 98.5%. 表 2 列出T对一组 Fe 含量高的佯晶.佼正内擅效应前、后用本法测定结

果以及与两个单位化学分离后竟度比色法结果的对比.

.1 肉萃.库..~

1=52 1=4Z T-IO.I"

黄先噩噩 回. •
WJ I

空白醺 a合乎篝黯 FlF. F.IF. F.IF.

n.'ml i F. F ~~ E;1' ' ' '
D. Z‘ !! 'az 35 43 43 13.3 102.4 102.4

D. S I 1\1 " 1\2 1\3 12.0 101.9 101.1

\.0 219 173 213 ZI‘ 79.0 97.3 97.7

Z.O 431 331 417 411 77.2 ，也 z '事.4

3.0 ‘回 540 666 669 71.3 96.5 97.0

4.0 II。 itO 175 179 10.7 9I.S 99.9

平均

注，(I】上囊撞'为·夜编"平均由I.

(ZlF:!)、 F::'分别为推公式(7)归m计，锚..

10. 1 91. S 99. 0

寝 Z 援军内.MS后.本法同先应比色法结果对比f咆I，)

悍矗 F~，O， 事 11 蟠晕 也包捧蜻'

号码 % fua 拽正后 本院 山西单厦局

III 6. I O. II 1.51 1.4 1.52

112 3.7 1.61 Z.33 2.4 2.14

IU Z.9 Z.05 2.63 事.0 2. Z4

814 7.0 0.61 0.93 1.2 0.16

liS 1'1.1 。.33 。.41 O. I 。.16

116 3.4 0.42 。.53 0.6 0.41

117 1.5 0.14 O.lf 。，。 。.32

III 1.6 0.0 。.01 。.0 0.0

119 6. S 。'.94 1.43 1.5 。.51

120 3.9 1.77 Z. ZI 2.4 2.14

121 4. I 1.97 Z. SI 2.5 2. z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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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应黛佯

实验表喃.J-22 镜子拢{蛐》荧光试剂与UOI- 结合IJ荧光'量高灵敏区为pH 6.9-9.2

(回 3 曲线 b) .0.5 ml J-22 荧光试剂.将体现为 5 ml.pH 2.5-J1. 5 的水攘攘罐冲到ρH 7.3

左在.由荫画可知.本法制备的悸晶培植的醺度为 O. 5 mol/L HNO..越出了 J-22 荧光试剂

的缓冲范围.为"决这一矛盾，我们配制了。.25% NaO日-10~' J-22 混合荧光蠕强铜t至少

在两年内.定λ 实验表明.4.5 ml 湿合精

强剂，可将0.5ml 悻品待泪痕.冲至pH6.9

-9. ~.团 3 曲线 a 绘出了不同人在不同时阀

割备的 157 个悸晶湾被.撞上述方法进行醺

度缓冲试验后的pH分布情况.

激光荧光法所涉及的i式样精液.U 浓度蟹

非常低(一般~l ngU/mJ>.而且必须在近中罢

性条件下测量.大量研究表明，这样的试穰很事

不§定.任何物理拨动，如过撞、分取、捆'量加

ill调醺度，甚至辘，都有可能引起U 的损失

{细嚼盼}和污..本法将点是将操作过程结

到最短.改变传统的对每个悻晶逐个调.度

的烦琐徽法，直接将混合荧光糟童剂"到在

美皿进行测量.同时还采用较高橡皮标准U

f量加法制备工作曲线.因而从根本上最兔了

上述问题的产生，不但保证了分*结果的可

.性和精度.而且大大提高了分析速度.

3.4 外来离子的彭嘀

匍前所述，辙'可有效黯少甚至消除干扰.由于本法灵敏度很裔，即使U 含量非常低的

固体悸品，也可以稀'千倍以上.在这挥高辘辘佬ll:下，土.IJ.沉秧"和费在佯岳中AI、ca 、

Mg.Z，和 Ti 等含量高的元素及其它徽量元.在A含量范回内不可能有干扰〈见我3). 庸殖

酸在停品分解过覆中_HCIO，黯坏，地质悸晶中大量的SiO.也在HF 或 NH，F 作用下被挥

发.大量Fe 的干拢，可用管正内撞放应的方法"以消除.寝2 表明，样品中Fe.O. 含量高达

19%.U含量低至 0.3 用徊，橙正内撞效应后，仍可直接测量.本法不存在能使U 荧光增强

的正子扰，这便于使用标准加入法测量，从而有放地抵消了大量熄灭荆影响.

3.5 中.离含量U 的澜鑫

按照使用说明书规定，JU- I 型和 UA-3型激光"分析仪的标定量程为0-20 ngUI时，

一般实'虽室都用官1日来分析佯品中痕量..JU-l 型仅'的荧光强度计擎的镜性范回为0

5000. 我们发现，在很大班回内交换仪，灵敏度提祖位置5(代亵光电俯糟臂高压大小).U

浓度和荧光强度计数仍可保停良好的键性关系{见图4 和团 5)，利用这一特性，可扩大仪'

量理，这不但可提高痕量U 的分析准确度，而且可以解决'自光荧光法直篝测定样品中高‘中

含量U 的问题.如回5 中，若设定5=200，石英皿中披测榕穰体极为5 mi.仪'的保定量程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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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扩大到 3ωo ngiml.比说明书鲤定的扩大了 150 倍.自丧 4 国I雷出.本法庭撞精量范围跨

越了 7 个戴量缀.

相对黄

宠量喧

%

[UJ=lac;"

Jt辈'

属罐度.

,. .'ml

It事

寝 3 外'晨'量的'自嘀

T
J忡忡

It靡..

幢童，

...'",1
E回.050001%崎

100.0

100.0

100.0Cat..100.0300

100.0a.'-ln:.o600

100.010w·-100.040

100.0z..'-1时l.O10

I!贱。Pl>'-IOZ.O‘。

100.0~.-104.0300

100.0的.58g.,'-104. 。Z4

100.0Cr'-101.8。.56

100.0?币j2_98.110

It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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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l 啕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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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 4 仪'灵敏度.扭住.CS)f!J荧光'度计I:美.l

U, S n,Cl I , 20001(2>

(I)一-r (I] 为 5 "'，费先.a在 o-zoo .t闸变化，

IZ】一-((: ]为 Z啊l "'，费先.11在 0-600。之伺变化.



'副
主 .1
·提 l
洒自 l

Jn品ti i蜘…l
E 叫 ι/ 1棚州

[后后{' 1E刷 Z酬

。~ 10 元句m-;;;'u o~ 嗣 (51 _II
" ZO ~O 60 (2) - 0 I刷10 2剧10 (6) -~-

]0 60 to (~)

" ~" 10 120 (4)

固 5 U 撞.宿费壳'魔it量的美..
翼罐厦矗蟹的m:.s，‘00(1l .:150(2) .330U) .300(4).路0(5).200<6)

寝 4 不同方法'曲篝锺息Jt比

'晶 事捧 .宫 11 • 徊黯..

捕' "撞
号码 (J嘈I，) (,..'.) 筝. %

M-2H Ita 197 P--先虞 +0. 51

TItS-‘3$ 229 229 52011壳鹰 '
791051 3136 ‘。" 篝也.-鬼II -'-10 方....

71UI。 202 210 篝毡a-先II -3.11 水·奠萄

'‘2211 436 432 岛....11..窟. +0..3

142‘12 661 650 W唱.... +2. 17

K-] 5610 5520 T;o·II.自窟撞 +乱"

K-‘ f79 ‘.。 1;0·11.... -0.21

'四" 1‘ 15 1‘03 TjI·II.... +0. 11 coo 25. 1" .MaO 25. 1"

S曲阜' 1100 1020 1;0·逞..窟' +1.... CoO n. 酬.MaO l且 5"

幡tiC 92-‘ 101。 申于踵it -15.1 1.10>""
幡否缅 935 no 申于晴饱 +0.14 1.10>'1"

162529 311212 332创抽 '..·11.... -4.30

771.-2 -‘5 ‘'‘ ••••• +4."

771.-6 1058 \052 ••••• +0.51

主'
。.5 。" ..冀1II -11.1 囊'工*卫生野外撞

悟"时 。，事
。" '子'铠 -11.1 事'玉皇卫生'外"

'禀..肉 \.1 0.87 ...先 +2ι· 髦.x量卫生JfMo_

••••• 2.S 2.'7 • ..先 -13.1 髦.x皇卫生JfMo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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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 份析iiJl.~曹串串晶鳝果对比

幡晶 本法铺呆 樨岖，希悍 相对诅篝
附注

号码 (PIl") (PIlI ,) 制作罐位 %

G-2 1.71 2.17 U霄;5 -21.2 ~肉着

BHVO- l 0.53 。.41 .大利罩 +29.3 基佳蟹

RGM-l 6.17 5.81 离大利重 +ι z8 基住着

BMR-5 11.1 13 离大稠重 -14.1 ~向着

BMR-11 5.13 4 离大利重 -14.5 闪~u!t

GSR-l 18.8 18.8 地厦矿产部 。 推向着

GSR-2 。.95 。.il 地质矿产· +5.40 安山岳

GSo-9 2.51 2. 'i 地质矿产· -3.50 沉砚'

GSD-l1 9.28 9.1 地厦矿产· +2.00 沉砚'

GSS-] 3.29 3.3 '且厦矿产部 -0.30 '辘色士镀

GSS-2 1.47 1.54 地质矿严· -4.60 粟钙土

GSS-3 1.01 1.3 地厦，严" -25.1 货铺色土.

GSS-5 6.28 6. SO 地后，严部 -3.40 '红色土'

GSS-; 2.40 2.2 地质，严· +9.10 西红色土捕

GSS-8 2.73 2.7 "啸，严部 +1.10 '土

B6 65.5 66.4 穰工业' -1.36 "斑纹'曹

F.jBI-81 288 285 穰工业' +1.05 花 IliH曹

EjB2-81 814 788 穰工业' +3.30 协候，化花岗馨

EjB3-81 669 682 模工业' -1.91 E奠砂着

EjB4·81 1986 1940 模工业' +2.34 "云'在陶.
EjB5-81 7248 7030 模工业' +乱" 火山'酷

EjB6-81 995 984 精工业' +0.9] .佳范陶'

3.6 分析结果

表 4.表 5 为本法分析多种类型环缆、地质及国内外苦干标准参考样品结果.表6 和表 7

为本法与真官方法分析精度对比.表8 指出，本法直接测定与本法经分离富集后测定结果没

有什么区别.通过比较可以看出，用本法测量U 含量从 0.5 用II 到 3ZYo的样品，均得到了

满意的结果.本法徨测限低于0.05 月句，对含量为0.95、 84.8、 669、 7240 幅Ii的岩石标准

参考样品 10 次分析，相对标准偏差为ζ土 5 Yo.

11



寝画，个尊位...方法给街‘革".PXI7-4 结果比貌{町，

幢工业北 中南地.局 中国原子 幢工业北 .工业北 镰工业北

固定 本法 '他工宿 分析副试 但科学 京地质 京地质 京地质

盒研究院 研究中心 研究院 研究院 研究院 研究院

眩'
.觉 TOPO分离 TOPO分离

..中于法
P，..分离 TBP 分离 中子

黄先 模代量包 '代墨色 模代墨色 篝蕾 情化法

1 18.0 18.3 17.8 17.0 17.3 17.2 17.1

z 18.0 17.7 17.1 17.5 18.0 18.1 17.3

3 18.0 18.2 16.7 17.2 18.0 18.5 17.8

4 18.0 17.8 18. Z 18.5 17.7 17.2 17.4

5 18.0 17.5 18.1 17.4 18. 。 18.1 17.8

6 17.2 17.8 17.8 16.6 17.4 16.3 17.4

7 17.5 17.5 17.8 16.6 17.4 18.1 16.5

8 .8.0 18.3 17.8 17.0 17.3 17.2 17.1

平均姐 17.8 17.8 17.6 17.3 17.7 17.8 17.3

标准铺盖 0.4 。.4 0.6 0.8 0.4 。.8 。.5

寝， 不回方法....\(.结果对比(~I/I)

分析吭' .先黄先隆 PliO分模代墨色 F~t+还原精定桂

307 307 29‘ 323 306 297

313 307 328 317 306 312

307 313 288 280 306 3~

12 次

307 307 313 309 303 300

307 307 325 296 303 324

307 313 317 318 306 297

平均值 309 309 3~

标准偏疆 2.60 15.0 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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寝 s 本法.公寓富，阻和不经纷离.结果对比f帽:U/I)

椰晶号码 量分离富集 来每分离富集 椰晶号码 .分离富. 未经分离富.

小费尊 1.73 1.52

GSR-2 1.08 1.08 .蕾" 1.2' 1.02

GSR-3 1.7f 1.7f 谷子 。.39 队 38

GSR-' 1.95 2.00 '每 。.29 0.31

GSR·5 1.50 I. ‘。 霄.-1 0.15 0.22

G吕R-6 1.80 1.70 霄.-3 。.22 0.21

BMR-I '.23 ,.‘9 霄.-5 。.15 0.17

BMR-' 0.32 0.12 霄.-6 0.15 。. IS

BMR-5 11.0 11.2 本黯-I 0.23 。.19

BMR-7 0.52 。.'9 本«-2 。.1' 。.2f

Br.侃-11 5.17 5.00 事黯-3 0.1' 。.22

BMR-14 O. zz 0.18 事IIH η.60 。.50

BMR-17 0.83 。.83 事C-5 0.55 0.55

3.7 后记

本课题开始于 1981 年，所研究的内容相当广臣，包括土嚷M岩石矿物、沉积物、化探样

晶以及生物灰初一些特殊佯晶(如U 成矿实验样品〉等非天然水样品中U 的分析方法.本法

解决了 U 含量低于 5μgU!g的样品直接快速测定问题，也解决了不少其官方法无法或很难

解决的分析难题(如U 成矿实验样品、微型水样品等>.对铀矿地质科学和环堤放射性监糟

具有相当重要意义.本技术还为中、离U 含量的分析提供了一种新的测量方法、成为滴定耐叹

测 U 的一个重要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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