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消解方法在贵金属分析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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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金属包括铂族元素和金银共８种。铂族金属

铑能溶于熔融的硫酸氢钠中，铱能溶于熔融的

对酸的化学稳定性比所有其它金属都高，其中钌和

氢氧化钠一过氧化钠或硝酸钾一氢氧化钾中，然后溶

锇、铑、铱对酸的化学稳定性特别高，不仅不溶于普

解浸出。钉也可采用熔融浸出的办法，缺点是速度

通酸，甚至也不溶于王水，钯和铂能溶于王水。钯是

慢，引入杂质比较严重。

铂系元素中最活泼的一个，可溶于浓硝酸和热硫酸。

１．４碎化法

金一般只溶于王水。银是贵金属中最活泼的，能溶
于硝酸和热的浓硫酸，但因生成氯化银沉淀而不溶

加入一种易溶于酸的金属将金属碎化成粉末。
１．５粉状物直接测定
采用直流电弧等方法直接激发光谱测定。

王水［１］。由于贵金属的溶解困难，在贵金属的分析
中，样品制备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制备过程中的掺杂

中温氯化法

１．６

问题，许多试验者选择固体粉末直接检测方法，使贵

将物料与４～５倍的氯化钠混合置于石英管内

金属的检测准确度和灵活性差，并因基体效应增加

的石英舟中。氯气经洗涤干燥后送人加热的石英管

了基体匹配的难度。

中，在６００～７００℃下氯化８～１２ ｈ，主要用于含铑铱

５．３

微波消解的温度达３００℃，操作压力可达

物料的溶解。缺点是时间长，环境差，产物收集

ＭＰａ以上，容器耐压压力ｌＯ ＭＰａ。这使得微波

繁琐。

消解的应用领域不断扩大。因为温度可达到２００℃
以上，就可以使用更多合适的试剂，比如氧化性酸，
如硝酸在８０～１００℃也就是高于它的沸点时氧化性
会显著提高。溶解贵金属铑，所用试剂为盐酸和过

１．７电化溶解法
此法只能用于金属及合金的溶解。
１－８合金化法
贵金属与金属铝和铁高温熔炼，贵金属与铝铁

氧化氢的混合酸，温度设定在１５０℃。

合金化，然后用酸溶解。此方法掺杂，损耗大［３］。

ｌ消解方法

１．９微波消解法

１．１化学溶解法

微波消解法实际是热压分解法的一种，因其开

金溶于王水，银溶于硝酸、浓硫酸溶液中，铂的

辟了新的溶解领域，微波的使用，赋予此方法极大的

主要溶剂是王水，钯能溶于硝酸及王水中。铑铱不

生命力。微波是频率在３００ ＭＨｚ～３００ ＯＨｚ的电

溶于任何酸碱或王水中，极细的钌或锇上能溶于次

磁波，微波加热不同于常规加热方式，后者用外部热

氯酸钠溶液中。化学溶解法只能溶解易溶贵金属。

源通过热辐射由表及里的传导加热，微波加热是材

１．２热压分解法［２］

料在电磁场中由介质损耗引起的体加热。加热能力

按所使用的容器不同，可分为玻璃法（管封氯溶

部分取决于样品和介质的耗能因子，耗能因子是由

法）、特氟隆衬里钢套法、高压强罐溶法等，将物料装

样品和介质的离子传导和偶极子转动决定，并非所

入容器中，加人王水或盐酸与氧化剂的混合溶液，在

有物质都可用微波加热。微波加热可使反应在密闭

３００℃以下可溶解难溶贵金属合金。缺点是处理量

中进行，反应产生的气体形成高压，加速了反应

小，因易爆裂，安全性没有保障而无法推广使用。

速度。

１．３熔融浸出法

２分析应用
在贵金属分析溶解方法中，微波消解是最快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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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的方法，特别是含贵金属物质的杂质含量测定，

克服了其他方法的掺杂问题，分析的数据易于重复，

控制，条件相同；对环境污染低；微波的高频振动，搅

具有原样品的代表性，制样的方便性。微波消解和

拌加速；不污染样品；易于重复，减少人为误差。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ＩＣＰ）的联合使用使直流电弧发

３微波消解与常规消解空白来源比较

射光谱法不再占优势主导地位。微波消解具有以下

微波消解与常规消解空白来源比较见表１。

优点：微波对样品的激活使样品溶解更容易；溶样快

微波消解法只用微波消解，不用另行加热；其他

速，一般仅需几ｍｉｎ到十几ｍｉｎ；易挥发元素（如砷，

方法用的试剂、试验用水远大于微波消解法，需高温

汞，铅，硒等）不损失；试剂用量少，测定空白低；自动

熔融，加热溶解。

表ｌ易污染元素空白来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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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消解设备
现有的微波消解装置特别是国外的产品已比较
成熟地运用于溶解领域，这些设备有准确的温度和
压力传感系统，并能采集数据后迅速反馈给微波发
生装置，以达到控制微波发射功率的目的‘引。

［２］黎鼎鑫，王永录．贵金属提取与精炼［Ｍ］．湖南：中南大
学出版社，２００３：３０—３３．
［３］余建民．贵金属萃取化学［Ⅳ口．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
２００４：１３—１９．

［４］阎军．微波溶样技术的进展ＥＪ］．现代仪器，２００１，（２）：
４—７．

参考文献：
［１］周全法．贵金属深加工及其应用［Ｍ］．北京：化学工业

＂４－··｛一÷·ｔ争·争·争·夺·—｛，·夺·夺·夺·寺·夺·孛·夺·牵··争·夺·夺·—｛，·夺·ｔ争·争·争·毒··孛··争··串－ｔ｝·－４－·夺·夺··｛，··｛，··｝·争·÷·夺·争·夺·夺·－４－·－４＞·÷··｛一·争·

（ｋ－接第４８７页）
［４９－Ｉ

Ｌｕ Ｙ Ｂ，Ｓｕｎ Ｃ Ｒ，Ｐａｎ Ｙ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Ｊ］，２００６，２９（２）：３１４—３１８．
［５０］Ｓｈｉ

Ｓ

Ｐ，Ｊｉａｎｇ Ｄ，Ｚｈａｏ Ｍ Ｂ，ｅｔ 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ｒｏ—

ｒｍ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Ｉ－Ｊ］，２００７，８５２（１／２）：６７９—６８３．
［５１］Ｃｈｕ

Ｘ，Ｓｕｎ Ａ Ｌ，Ｌｉｕ

Ｒ眦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

ｐｈｙ Ａ［Ｊ］，２００５，１０９７（１／２）：３３－３９．

［５２］

屈皴，杨悦武，郭治昕，等．化学工业与工程［Ｊ］，
２００７．２４（１）：４８－５１．

Ｌ，Ｔｓａｏ Ｒ，Ｌｉｕ

９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

ｒａｐｈｙ Ａ［Ｊ］，２００５，１０６３（１／２）：１６１—１６９．

［５６］Ｄｕ

Ｑ Ｚ，Ｌｉ Ｌ，Ｊｅｒｚ Ｇ．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

０３，２００５，１０７７（１）：９８—１０１．
［５７］Ｈａ

Ｙ

Ｗ，ＬＥｎａ Ｓ Ｓ，Ｈａ Ｉ Ｊ，ｅｔ ａ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ｒｏｍａ—

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ｐｈｙ

Ａ［Ｊ］，２００７，１１５１（１１２）：３７—４４．

Ｂ［Ｊ］，２００７，８５７（１）：１７５—１７９．

［５９］Ｚｈｏｕ
Ｓ，Ｌｉ Ｙ，Ｋｏｎｇ Ｌ

Ｚ Ｑ，ｅｔ ａｋ

［５８］Ｌｕ ＪＪ，Ｗｅｉ Ｙ，Ｙｕａｎ Ｑ Ｐ．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

［５３］潘霞，曹学丽，董银卯，等．色谱ＦＪ］，２００５，２３（１）：９６—

［５４］Ｙａｏ

Ａ［Ｊ］，２００６，１１１５（１／２）：６４—７１．
［５５］Ｌｉ

Ｙ．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Ｔ Ｔ，Ｆａｎ Ｇ Ｒ，Ｈｏｎｇ

Ｚ Ｙ·ｅｔ ａ１．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Ｊ］，２００５，Ｉ Ｉｏｏ（Ｉ）：７６—８０．
·４８９·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