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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环境监测和军控核查中，环境水中痕量铀、杯的精确测量是判

断周围环境污染程度和进行社会活动的重要依据。文中详细介绍了

环境水样的采样及制备方法，着重比较了几种常用的测量方法，根据

现有条件选用 ICP-MS 方法并从分析过程及校正方法等方面对该方

法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关键词 z环境水痕量铀与坏 ICP-MS 

160 



Analysis of Trace Uranium and Plutonium in Environmental 

Water Sample by ICP-MS 
(In Chinese) 

LIU Xue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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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nalysis of trace Uranium and Plutonium in environmental water is 

very important in the environment inspect. The preparation methed of water 

samples are introduced and several common used method are compared. The 

analysis process and the calibratíon method with ICP-MS are discussed in detail 

considering present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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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源项调查和军控核查等环境监测中，环境水体中痕量铀、坏的精确测量是判断周围环

境污染程度和进行社会活动的重要依据。普遍研究的环境水有下列三种基本类型:地表水，

包括湖泊、江河、溪流、河口和海洋 F地下水 F大气沉降水，如雨、露、雹和雪。地表水或汇集于

盆地形成湖泊、池塘，或由隧道渗入地下。地下水占据着地壳下面的空处，它是静止的，但通

常是通过多孔岩石物质渗透形成缓慢流动的地下溪流或潜流[1] 。大气沉降水已成为水文学

中研究水质的重要成分。除了不同类型的水外，沉积物和生物也对水质有重要影响。沉积

物主要有两种类型 z在静止或流动的水中悬浮的沉积物和在溪、河、湖底或水系的岸、三角洲

上沉积和积累下来的沉积物。一般来说，悬浮物的粒子通常直径小，易被水动力扰动而留在

溶液中，丽水底的物质则粒子直径大，或密度高，或在化学、物理作用下易凝聚在一起而形成

沉淀。采用膜过滤器可以分开悬浮沉积物和水中已经榕解的成分，膜过滤器的平均孔径一

般为 O. 4~O. 5μm，将样品经过膜过滤，能穿过的则认为是已榕解的部分，留在过滤器上的

则被定义为悬浮沉积物凶。沉积物在水系痕量金属化学中有重要作用，金属经物理吸附在

微粒的表面，随着这些沉积物在水中的流动而流动。沉积物本身起源于风化的地质物质或

沉淀的水化学中的主要成分，在两种情况下，痕量金属都可在沉积物基体中得以浓缩。

环境水的样品主要分为=工业过程排出物、城市和私人废物处置、其他的非天然污染来

源。这些类型的样品因有较高浓度的基体成分，容易引起水化学异常和严重的基体效应，从

而导致复杂的分析问题。

在建立和研制任何一个分析方法时，重要的是对数据的最终使用要进行谨慎的考虑，环境

水分析可按结果的最终使用分为两类。对于许多管理或监控计划来说，要求分析方法能够检

定某些元素的浓度及其同位素比值是否超出了所规定的安全指标，方法的检出限应该是由负

责的管理机构规定的;第二类分析是不管元素含量有多低也要测定其浓度。为天然水标准物

质提供证明书的分析，以及供地球化学和海洋学研究用的天然水分析都属于这一类。

1 分析方法的比较

1. 1 元素浓度分析

用来测量环境水中铀、坏元素浓度含量的方法有多种，例如:湿法化学、原子吸收光谱

法、原子发射和荧光法、质谱分析技术〈如离子探针和火花源)、电子精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

法、中子活化分析等。

1. 1. 1 湿法化学

湿法化学一般指滴定法和重量法，用重量法测定铀时，加入 8-是基氢酿作为沉淀剂，生

成的沉淀高温下灼烧，最后得到 U3 0S0 用滴定法测定铀，一般是在酸性介质中，以 1-(2-"比

院偶氨基)-荼酣作指示剂，用氨竣基络合剂 E可以滴定四价铀。但是对于大量的环境样品

的分析，无论是重量法还是滴定法都不太灵敏，并且需要较长的分析时间。

1.1. 2 火焰原子吸收光谱

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是用空气-乙快火焰提供能量使雾化后的待测溶液原子化，形成基

态原子的蒸气云，该方法可给出每克固体微克量级的检出限。因为该种火焰能量较低，当测

定铀、坏等容易形成难分解的难熔氧化物的元素时，原子化的效率低，使得检出限提高，灵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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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降低。另外，该方法只限于单一元素分析，不能同时测定多个元素，而且在分析环境样品

中铀、坏时还有很多问题 z例如，碳化物集体的干扰和受 Na+ , Cl- ， K+ 的信号抑制。虽然发

明了无火焰装置和 Zeeman 背景校正法，现在可以提供 10- 9 (ng/g)的检出限，但是对于多元

素测量和分析大量的样品，所有的原子吸收法〈包括氢化物发生法)速度皆慢，并且不方便。

在低含量时，因为该方法动态范围很窄且重现性较低，因此要求逐级多次稀释，以便覆盖被

测元素较宽的分析范围。

1.1. 3 等离子发射光谱

等离子发射光谱法是用电感搞合等离子体提供能量，使雾化后的待测溶液原子化，并且

更进一步变到激发态，根据原子所发射的特征谱线来定量，但是在分析铀、饵'等重元素时，受

到重叠发射线的干扰，其发射光谱非常复杂，使得铀、坏的检出限较高。

1.1. 4 X 射线荧光

X 射线荧光法分析水中痕量铀、坏是将其以薄层的形式沉积在合适的基质上，也可以通

过使用载有离子交换树脂的滤纸或是通过加人整合剂使分析物与之共沉淀后再收集在滤纸

上的办法来达到预富集的目的。将未知样品的 X 射线强度与初级标准物或次级标准物的

X 射线强度加以比较，就可对样品中的铀、坏进行定量。但是该方法受到基体问题的限制，

其检出限通常比 ICP-MS 差 1'~2 个数量级。

1.1. 5 中子活化分析

中子活化分析是用中子轰击试样，同时测量或紧接着测量试样发射的辐射。该方法在

测量水中超攘量 10-9 (ng/g)铀、饵'时提供了较好的精密度，但是要严格地限制样品的体积，

因为在热中子反应堆中它们是非常规辐照，怕活化后放射性世漏，且，需要复杂的预化学分离

流程，可能导致样品损失、、污染等问题。

1.1. 6 电感糯合等离子体质谱 ICP-MS

电感藕台等离子体质谱 ICP-MS 是较新的分析技术，是电感藕合等离子与磁质谱计完

美结合的产品，能够进行超微量元素的测定，在水榕液中铀、坏元素的检出限通常低于

10…15 _10-12 。如此低的检出限满足对水中痕量铀、杯元素的分析，可以对天然水体直接测

量，不需要浓缩、离子交换等手段，样品处理过程简单。 ICP-，MS 低的检出限使得小量的样

品能够进行分析，避免了预浓缩步骤，而预浓缩可能引起样品的污染或损失。 ICP-MS 可以

实现快速、同时分析，典型的样品分析时间为 2-5 min(连样品清洗包括在内 )0 ICP-MS 的

线性范围很宽，其校准曲线的线性班围在五或六个数量级以上，有很宽的分析范围。

1. 2 同位素分析

质谱分析是很成熟的测量同位素比值的方法，目前已经制定了许多种不同离子源的质

谱方法，其中，包括热电离源(TIMS) 、火花源。SMS) 、二次电离源(SIMS) 、电子撞击源以及

场解析源。与上述诸多技术相比，ICP 离子源具有更多的优点，ICP 作为离子源使得电离效

率大大提高，减少了样品测量时间。例如，若用 TIMS 进行测定，每个样品的计数时间一般

需要 1 h，而用 ICP-MS 分析一个样品的时间一般只需要 1-5 mino 从样品的处理过程来

看，ICP-MS 对一些元素有较低的探测下限，使得一些天然水样品不需要浓缩，就可以直接

进样，并且一台仪器可以完成很宽范围内的同位素比值测定。 TIMS 因为要用电离带、蒸发

带等，需要将样品涂到蒸发带上，蒸干，因此需要将样品尽可能地浓缩到较小的体积，整个制

样过程不但耗时多，工作量大，而且很容易造成样品损失或污染。另外， ICP-MS 还可以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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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电离电位很高的元素，比如，Re 和 08。这些元素用其他质谱技术是很难测定的。表 1 列

举了一些可分析的样品类型以及适合用各种质谱分析的化合物。

电离方法

热表面也离

火花源

电子轰击

ICP 

场解析

表 1 同位索比值测定中的电离方法

样品

无机固体

无机团体

低分子气体经气相色谱分离后的挥发性化合物

无机溶液

无机团体

适于分析的化合物

具有低电离能〈正离子〉的金属，具有商

电子亲和力(负离子〉的金属

所有元索

惰性气体. Hi. COz. Nz• SOz 经整合后

的金属

所有元索

碱金属和碱土金属

经过上面的比较讨论，无论是元素浓度分析还是同位素比值测定，ICP-MS 质谱仪都有

其他分析方法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因此，选定 ICP-MS 质谱仪来测定水中痕量铀、杯。

2 实验方法

2. 1 采样方式
铀、坏等痕量金属元素在不同类型的水样品中，含量范围很宽，而且不同类型的样品有

不同的特性，需要应用不同的采样方案。采集水样品特别强调的是样品的代表性，所采集样

品是否能够代表原样品的总体将直接影响分析结果的完整性和最终研究结果的准确性，丽

样品的代表性取决于总体样品的均匀性，采样技术和独立采样量。环境水样品一般分为三

种形式=河水与溪水、地下水、大气沉积物。下面分别讨论不同形式样品的采样方法。

2. 1. 1 河水与溪水

研究河水与溪水中的痕量铀、坏元素的采样原则通常是=在选定某个采样地点后，用在

某一特定瞬间所采集的单个样品或同时采集的一系列样品中所测得的铀、坏的含量来代表

整个河流的含量，并通过频繁采集以充分确定所测成分浓度的短暂变化。河水与溪水中分

层取样需要在指定位置水平或垂直的多次采集样品进行混合，获得代表整个采样位置的单

个样品[2J 。

2. 1. 2 地下水系统

河与溪中的水动力因素辱致水大量混合，在地下水系统中此因素则小得多，流速又相对

较低，因而对地下水的化学均匀性产生较大影响。因为采集样品困难，数据对应的结果较难

解释，所以地下水的采样原则要复杂得多，需要大范围的较密集的采样。

2. 1. 3 大气沉积物

因样品性质和研究对象不同，大气沉积物的采样有许多不同的方法。两个基本的方法

是 z湿降，包括商、雪和露;干降，包括在无降雪〈雪、露)时的粒子沉降。湿降采样技术用桶收

集雨水、取雪芯或大块收集雪等[幻。通常这些样品既包括湿降成分又包括干降的成分，使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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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难以解释。专门独立的干降收集技术通常无法让人满意。

2.2 样晶准备

在现场有代表性的采集了样品后，经过滤、分离已溶解相和悬浮物质。过滤的样品转人

干净的惰性容器，例如有密封良好的盖子的聚四氟乙烯瓶或聚乙烯瓶。在运输到实验室进

行分析以前，必须要有保存步骤以保证样品的完整性。 Sturgeon 和 Berman 曾经详细地评

述了天然水中痕量金属分析中的取祥和储存问题，内容包括采样器椅件、样品处理设备以及

储存容器常用材料中痕量金属成分的现有数据。应该避免使用的材料包括金属或塑料镀层

的金属、橡胶以及软质坡璃。除少数例外情况外，砌硅玻璃也应避免使用。塑料制品在痕量

金属工作中已经广泛使用，塑料制品中最好的是氟化乙烯聚合物(如 PTFE ， FEP , PF A) 、聚

丙烯以及高密度聚乙烯，而聚氯乙烯(PVC)以及结构尼龙应避免使用。即使是最好的塑料

制品在使用前也都必须严格清洗，用浓度逐渐上升的稀硝酸或盐酸潜液浸泡数天，从而使最

后的 pH 值接近酸化后样品的 pH 值。对水样品的痕量铀、怀金属来说，保存方法通常包括

加人足够浓度的保存酸如高纯盐酸或硝酸使样品的 pH 值低于 2。低 pH 值可抑制容器壁

对金属离子的吸附，防止痕量金属元素形成沉淀物或与其他主要成分共沉淀。保存酸必须

没有沾污。商品试剂级的酸通常含有明显的痕量金属元素沾污，用于保存样品的酸需要纯

度很高，一般采用多次蒸馆或完全电解沉积等方法进行纯
化[3J 。

当用 ICP-MS 法测定瘦量铀、坏金属元素时，应避免用

含氯的酸如盐酸和高氯酸作保存酸，在等离子体产生的离

子束中，过量的氯原子可能产生干扰特定痕量金属元素测

定的多原子离子问。硝酸是合适的保存酸并且可得到高

纯形式的商品或用上述方法进行纯化。实地样品过滤过

程中在膜过滤器上收集的悬浮沉积物和用适当采样方

法时，收集的底部沉积物在 ICP-MS 分析之前必须进行分

解。进行分解所用的方法和地质分析所用的方法相似阳。

底部沉积物中有机物质的含量高，必须用合适的消解步骤

予以分解。为保证完整性，样品在送实验室分析过程中应

避免极端的环境条件，如过高或过低的温度。简单的水样

品准备流程图如图 1 所示。

y、:
干i j:。
图 l 水样品准备简图

通常情况 ICP-MS 实验室接到的水样品可以直接完成溶解的痕量铀、坏金属测定，但是

为了 ICP-MS 的良好运行和减少雾化器的堵塞，可以进行过滤。

是否需要在分析前进行预浓缩，依赖于待测元素的浓度水平。涉及的预浓缩技术包括

从简单的水蒸发到更复杂的离子交换的，共沉淀[8J 溶剂萃取向和反渗透[10J 方法。

ICP-MS 的最理想的特性之一就是其极高的灵敏度，接近于现在最先进的电热蒸发原

子吸收光谱和差示脉冲阳极提溶伏安技术 (differential pulse anodic stripping voltamentric 

techniques) ，对水样中铀、坏的探测下限通常低于 10- 15 _10-- 12 ，有如此低的检出限，因而无

需进行预浓缩处理，可直接进行分析，大大减小了样品的预处理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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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样品分析

3.1 元素浓度分析

3. 1. 1 定性分析

该方法是测定完全未知样品中有何种痕量金属的常用技术。从低端质荷比到高端质荷

比，把需要测量的元素包括进去，进行质谱扫描。将得到的质谱图进行分析，高出背景的可

测量峰的出现表明一个金属的可能存在，其同位素对应的质荷比 m/z 的值，如果还有一个

或多个同位素出现且有合适的比值，和以前研究确定的或已公布的地壳丰度一致，则可确认

某痕量金属存在。

定性分析扫描可迅速完成(通常每个样品少于 10 min) ，扫描图很容易用视觉检查来解

释。以强度的对数为坐标，从低浓度 (ng/L)到主要阳离子水平 (mg/L) 的金属都可定性检

测，这使得 ICP-MS 技术可实用于从相对高纯的雨水或雪融水到严重污染的废水样品。

3. 1. 2 半定量分析

半定量分析在分析难度上和定性分析相似，但能获得更多的信息。扫描和跳峰方法均可应

用[11.凶，扫描方法相当于定性分析方法，全谱扫描既可用于测定同位素的 m/z 值，又可测定某特

定同位素的离子流。跳峰方法是用质谱讨:预先设置程序，在所需测定的金属的特定位置进行采

集，记录此位置离子流的短暂积分，对样品中每个所需测定的元素进行重复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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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4 ，~240 m戍区间的仪器响应曲线

若考虑到元素的电离度和同位素丰度，就可获得一条较为平滑的质量"灵敏度曲线(如图 2 所示)。

这条响应曲线可以用来校准仪器，以提供半定量数据。这种校准方法是一个理想的检

查工具，特别是当分析一个不熟悉的基体或样品时，或仅需知道这些样品成分的大致含量

时。响应曲线通常用适当分布在整个质量范围内的 6-8 个元素来确定，对每个元素的响应

要进行同位素卒度、浓度和电离度的校正，从校正数据上可得到拟合的二次曲线。响应曲线

可以储存，但每次分析前都必须要重新确定一条，因为响应曲线的形状与仪器的最优化方式

关系很大。除了曲线的形状以外，曲线位置的偏移(灵敏度〉也可能随仪器每次设置的不同

而变化，偏移的大小可通过测量质量居中的元素，如115 In 或I03Rh 的灵敏度加以确定。这一

步骤在一天中可能要重复进行多次，一旦响应曲线建立，未知样品中所有元素的浓度均可根

据响应曲线求出，用此方法获得的数据准确度变动较大，主要取决于被测的元素和样品基

体。该方法无需在标准中加人与样品匹配的基体，无需用内标。半定量技术为水勘察研究

快速获得数据提供了合适的方法，可以用于初步分析样品的分成，为进行更准确和精密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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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如标准加人、基体匹配或同位素稀释等技术打下基础。半定量测定的准确度通常在

20%以内。

3.1.3 定量分析

有几种定量分析技术，包括直接校准法、标准加入法、稳定同位素稀释技术。这些技术

既可以用于单元素方式，也可用于多元素方式，下面将对每种技术进行详细讨论。

(1)直接校准法

将质谱计调至待测元素的同位素的特征 m/z 值，得到特定质谱峰的强度，用跳峰方法

对选定 m/z 处进行离子流积分。标准和样品的离子流以同样的方式测量，以最大测量精密

度来选择积分时间。

用一系列不同浓度水平的校准标准对每个分析样品的离子流进行测量，在多元素测量

中，用有共存分析物的混合标准来建立每个元素的校准曲线，曲线通常在很宽的范围内成线

性，因而分析过程中无需稀释或预浓缩。分析物的浓度由校准曲线求得。建立标准曲线所

用的标准的个数越多，与未知样品的浓度范围越接近，则测定准确度越好。为了建立有效的

标准曲线，最少应用 5 个不同浓度的标准。工作中应尽可能地选择测量可能没有干扰同位

素的离子流，当找不到无干扰的同位素时，应该对别的元素的峰重叠同量异位素干扰、多原

子离子干扰、多电荷离子干扰，附近大离子峰拖尾的背景干扰等进行算术校正，求出离子流，

最终结果还要进行试剂空白和稀释因子校正。

在进行最准确的测量时，可以加入内标用来监测和校正仪器的信号漂移和校正一般的

基体效应。所谓内标法是指用一个元素作为参考点对另一个元素进行校准或校正的方法。

内标元素的有效性要求其行为能准确地反映被测元素的行为。例如，如果用它对第二个元

素进行校准，则其灵敏度必须与第二个元素相同或这两个元素之间的灵敏度关系必须为已

知，并保持不变。内标元素应该是所分析样品中本来没有的，内标元素不应受同量异位数重

叠或多原子离子的干扰，且其同位素 m/z 值不应干扰样品中的其他成分。内标元素必须有

一、定的浓度，其产生的信号强度不应受到技术统计的限制，另外它的质量和电离能应与被测

元素接近。根据以上原则通常采用的几个内标元素是103Rh ， 1叮n ， 115 In。这两个元素的质量

都居质量范围的中间部分，它们在多种样品中的浓度都极低，几乎 100%的电离，都不受同

量异位数量叠的干扰，都是单同位素或具有一个字度很高的主同位素。单一内标有许多优

点，但是在整个分析过程中，不同元素的响应有所差别，单一元素内标很难反映所有元素的

行为，因此还经常往样品中加人多个内标对每个质谱区域进行校正，用于水分析的典型的内

标有'45 SC , 103 Rh , 113 lri , 115 In , 159 Tb 和181Ta.

(2) 标准加入法

在分析污染较严重的废水时，可能含有很高浓度的榕解成分，在分析时可能会带来中等

程度的干扰效应，例如同量异位素重叠、分析物元素氧化物离子、样品基体产生的多原子离

子、多电荷离子都会明显干扰痕量元素的测定。实验证明，样品中基体浓度较大时，会对痕

量的待分析物的离子强度产生强烈的抑制效应，这种信号抑制严重影响了校准曲线定量分

析方法的应用，此时可以采用标准加入技术以减轻上述干扰。这种校准方法是在几个等分

样品溶液中各加入一份含有一个或多个被测元素的试剂，加入量逐份递增。递增量通常是

相等的，等份数一般不少于 3 个，多些更好。因此，校准系列由一些已经加人不同量被测元

素的原始样品组成。所有这些样品都具有几乎相同的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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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这组样品并将被测同位素的积分数据对加入的被测元素的浓度作图，校准曲线在

z 轴上的截距(一个负值)即未加标准的待测样品中的浓度。标准加人法的理想模型曾证

明，当标准加人的增量近似地等于或大于样品中预计的浓度时就能获得最佳的精度，因此

合适的方法是先初步进行半定量分析，根据样品中大概的含量谨慎选择标准加人的增量，以

期优化测定精密度。由于本方法需几次测量因此不如直接校正技术效率高，只适用于少数

元素的测定。

(3) 稳定向位素稀释技术

稳定同位素稀释法对于元素分析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方法。从原理上来讲，它可用于任

何质谱技术f叫。方法的基本原理是在样品中加人被测元素的已知量的某一浓缩同位素(称

之为稀释剂〉后，测定该浓缩向位素与该元素的另一参考同位素的信号强度的比值。从加入

和未加入稀释剂样品前后该两种同位素比值变化，可计算出样品中该元素的浓度。

稳定同位素稀释质谱技术被认为是一种定义测量技术问，为有效的应用这个方法，分

析物必须有两个以上无同量异位素干扰的同位素，并且稀释剂和未加稀释剂的样品的同位

素组成必须是巳知的。通常假设样品是天然的，若不是天然的，则需要对样品的同位素组成

进行分析。

设样品中有一元素 p，其符号为 Rx ， Rx 有三个稳定同位素 A， B 和 C ， (A/B)N 和

CC/B)N 中 N 指未加稀释剂的无分馆的比值。 "N"比值可以是"天然"的，也可以是测得值。

必须有一个与样品不同的富集同位素稀释剂，其组成为CA/B)s和 CC/B)s。在实际应用中稀

释剂的同位素组成应尽可能地与标准不同。于是混合物中的比值(A/B)M为 z

CA/B) M = CAN + As)/CBN 十 Bs)

于是 BN的量相对于 As的量可以写成:

(1) 

一 1 一 CB/A)sCA/B)M 
BN/As一一 (2) 

['/1 "~， C A/B) M 一 (A/B)N

样品中 Rx 的量即可以通过所用稀释剂的量和样品、稀释剂、混合物的 A/B 比值计算

得出。一旦稀释剂与样品混合后，则无需定量采样，这样大大简化了样品的化学程序，而且

可以在不知水库总体积的情况下测定其中一个元素的含量。

在选择最佳稀释剂棍合物时，需要考虑几个因素。通常情况下除了质量分锢效应，元素

至少要有两个在自然界中比值不变的同位素，从而稀释其中的一个不变的同位素，这样才可

能测定样品的量和别的同位素的变化。稀释剂和参考同位素，在上例中为 A 和 B，应该没

有同量异位素干扰，如果有干扰，可以通过化学分离来去除这种干扰。稀释剂和样品的比值

在很宽的范围内对精密度影响不大，但严重的稀释过量或稀释不足将使精密度下降。如果

稀释不足(A/B)M一 (A/B) N将接近零，测定误差将变大。同样，在稀释过量的混合物中 (B/

A)s(A/B)M将接近于1，上面方程(2)的分子的不确定度将变大，通常的经验是尽量使稀释

剂与样品中被稀释同位素的量相等。同位素稀释剂的加入方法通常是将浓缩同位素物质先

制备成已知浓度的潜液，再根据所需要的稀释剂的量分取溶液加入到样品中。稀释剂应该

尽量在样品制备的最初阶段加人，因为一旦稀释剂与样品中被测物达到化学平衡，在以后的

处理步骤中，例如，在化学分离过程中，被测元素的部分损失将不会影响结果的准确度。在

这里要强调的是:加入的稀释剂与被测物的化学平衡是同位素稀释分析的最基本的要求，因

此要求样品必须经严格的溶解过程，以保证同位素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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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用于 ICP-MS 的其他校正方法相比，同位素稀释法有许多明显的优点，如上所述，它能

补偿在样品制备过程中被测物的部分损失，只要这种损失是发生在稀释剂与被测物已达到化

学平衡之后。其次，它不受各种物理和化学干扰，预计这些干扰对所测定的同一元素的两个同

位素都会有相同的干扰，因此，在同位素比值测定中这种影响被抵消。第三，此方法具有理想

内标，每一个被测元素本身的一个同位素即为其内标。综合上面几点，同位素稀释 ICP-MS 的

方法的精密度和准确度是其他 ICP-MS校准方法所不能及的。但是该方法也有其局限性，首

先是不能应用于单同位素样品的测定;其次，该方法耗时较多，不造合快速分析。

以上介绍的三种定量分析的方法，各有其优缺点，在使用中应该根据实际需要选用，例

如，如果对分析要求的精度不高并且样品基体浓度很小，则可以采用直接校准方法，该方法

样品处理过程非常简单，可以节省时间，提高分析效率，适合大量样品的再线测量。如果要

求非常高的精度，例如制备标准参考物质，则应该用同位素稀释法。

3.2 同位素比值剖量

在核工业生产和实验中，用富集的或分离的同位素所做的同位素稀释实验、放射性产生

的元素的重新分布，都有可能会导致自然界中同位素比值的变化，因而监测这些设施周围的

环境水中铀、坏的同位素比值可以为环境监测和军控核查等提供有用的数据。然而这种效

应是很小的，通常远远小于 1% ，因而需要同位素比值的测量精度要好于万分之一甚至于更

高，同时为了证明这些效应，在用 ICP-MS 测定过程中需要校正质量分馆效应、质量歧视效

应等，对铀、郁的分析通常可达 ng 量级。

4 结论

ICP-MS 无论是在元素浓度分析还是同位素比值栅量工作中，都有其优越性，并且已经

有了许多成熟的方法。从样品制备过程来看，用 ICP-MS 测定环境水中的痕量铀、坏，淡水

样不必处理，只是在取样时经一般酸化处理，或者必要时过滤一下就可以进行快速的多元素

分析，这用别的方法很难实现;从仪器分析过程来看，ICP-MS 可以实现快速扫描，无论是定

性分析还是定量分析，都能较快的出结果，结合合适的校准方法，可以达到较高的精密度。

本实验室购进了英国 VG 公司最新的 ICP-MS 仪器，并且配备有膜去溶进样装置，可以

减少溶剂分子所形成的多原子离子干扰，配合 S-Option 等装置可以提高几倍灵敏度，有更

低的探测下限。本实验室完全有能力开展环境水中痕量铀、坏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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