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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液管和移液枪在化学分析中对检测结果影响的比较

李摇 军,摇 孙玲玲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山东 青岛 266071)

摘摇 要:本文通过分别使用移液管和移液枪对标准溶液样品进行稀释,然后对稀释后样品进行检测和结果

的比较,验证了移液管和移液枪对检测结果准确度的影响。 结果表明,使用移液管稀释的样品,其检测结

果与标准值之差都在标准值的不确定度范围 (1% ) 以内;使用移液枪稀释的样品,其检测结果与标准值

之差都远高于标准值的不确定度范围 (1% )。 这表明,在正确使用移液器具的前提下,用移液管稀释的样

品的检测结果准确度远远高于用移液枪稀释的样品。 建议在化学分析检测工作中,尤其在稀释或定容的

过程中,尽可能使用移液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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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of the measuring accuracy between pipette and
locomotive pipette in chemica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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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e report our investigation on possible discrepancy between using pipette and locomotive pipette in terms of
measuring accuracy by using pipette and locomotive pipette to dilute the same standard solutions and comparing their
test result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est results and the pre鄄determined concentrations
were well within the allowable range of uncertainty (1% ) when using pipette to dilute samples,while,however,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est results and the pre鄄determined concentration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allowable
uncertainty range (1% ) when using locomotive pipette to dilute test samples. Our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the test
results from using pipette were more accurate than that from using locomotive pipette and we therefore recommend u鄄
sing pipette rather than locomotive pipette to dilute all solutions in chemical analysis.
Key words:pipette;locomotive pipette;chemical analysis;measuring accuracy

摇 摇 移液管和移液枪是化学实验室常用的用来精

确转移一定体积液体的量出仪器。 移液管是一根

中间有一膨大部分的细长玻璃管,下端为尖嘴状,
上部管颈处刻有一条标线,是所转移液体准确体

积的标志[1鄄2]。 移液枪的实质为一活塞式吸管,利
用空气排放原理进行工作,以活塞套内移动的距

离确定移液枪的容量[3]。 移液管和移液枪在使

用过程中有很多有助于实验准确性的操作细节或

者技巧需要注意,如操作不当,往往造成移液误差

较大[4鄄5]。 在正确使用的前提下,移液管和移液枪

自身的准确度对化学分析检测结果将会产生重要

影响[6]。 何敏红等用 10 mL 移液枪不同量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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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5 mL、10 mL)多次转移纯水,经过计算得出在

1 mL、5 mL、10 mL 不同量程的准确度分别为

0. 02% 、-0. 12% 、0. 07% ,认为在化学分析中,移
液枪比移液管更加准确和快速[7]。 在化学实验

室实际分析检测工作中,一般来讲,相比较移液

管,用移液枪转移液体的确方便快速,然而在准确

度方面,移液枪往往要比移液管稍差一些,这一点

在移液管和移液枪的检定规程中也有体现。 比

如,标称容量 1000 滋L 的移液枪容量允差为

依1. 0% [3],即 10 滋L 或 0. 010 mL,而标称容量 1
mL 的 A 级移液管容量允差为依0. 008 mL[8],其容

量允差明显低于相同标称容量的移液枪。 本文使

用相同标称容量的移液管和移液枪稀释水体中铁

元素和锰元素的标准溶液,然后按标准方法进行

实验室检测,将检测结果与标准物质证书的给定

值进行比较分析,验证移液管和移液枪对化学分

析检测结果的影响,以期为实验室在准确分析工

作中移液器具的选择提供参考。

1摇 材料与方法

1. 1摇 仪器与试剂

Optima 7300 DV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

仪 (美国 PerkinElmer 公司);Milli鄄Q Direct 8 超纯

水系统 (美国 Millipore 公司);移液枪 (100 ~
1000 滋L,德国 Eppendorf 公司);分度移液管 (0. 5
mL,天津天玻玻璃仪器有限公司);单标线移液管

(1. 0 mL,天津天玻玻璃仪器有限公司);容量瓶

(10 mL,100 mL,天津天玻玻璃仪器有限公司)。
以上量器和设备均已检定或校准。

HNO3(优级纯,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

司),N9300233 多元素混合标准溶液 (10 mg / L,
美国 PerkinElmer 公司);超纯水 (电阻率 18. 2
M赘·cm) 为 Milli鄄Q 现制水。
1. 2摇 检测样品

为了便于实验结果的比较,本次实验采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研究所生产的 Fe 和 Mn
标准物质溶液作为检测样品,样品信息如下。

Fe 标准溶液,国标号:GSB07鄄1286鄄2000,批
号:102508,有效期:2019 年 9 月,标准值:500 mg /
L,相对扩展不确定度(k=2):1% ,溶剂:1%HCL。

Mn 标准溶液,国标号:GSB05鄄1127鄄2000,批
号:102708,有效期:2019 年 9 月,标准值:500 mg /
L,相 对 扩 展 不 确 定 度 ( k = 2 ): 1% , 溶 剂:

1%HNO3。
1. 3摇 检测方法

采用 GB / T 11911鄄1989《水质 铁和锰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进行检测[9],为便于

进行结果比对,检测样品 Fe 和 Mn 溶液按如下方

案稀释,然后上机检测。 所有样品取 3 个平行样

进行检测,取平均值进行比较。
(1)用 0. 5 mL 分度移液管转移 0. 1 mL 样品

溶液至 10 mL 容量瓶中,定容至刻度,即稀释

100 倍;
(2)用 1. 0 mL 单标线移液管转移 1. 0 mL 样

品溶液至 100 mL 容量瓶中,定容至刻度,即稀释

100 倍;
(3)用 0. 5 mL 分度移液管转移 0. 1 mL 样品

溶液至 100 mL 容量瓶中,定容至刻度,即稀释

1000 倍;
(4)用 100 滋L ~1000 滋L 移液枪转移 100 滋L

(即 0. 1 mL)样品溶液至 10 mL 容量瓶中,定容至

刻度,即稀释 100 倍;
(5)用 100 滋L ~ 1000 滋L 移液枪转移 1000

滋L(即 1. 0 mL)样品溶液至 100 mL 容量瓶中,定
容至刻度,即稀释 100 倍;

(6)用 100 滋L ~1000 滋L 移液枪转移 100 滋L
(即 0. 1 mL)样品溶液至 100 mL 容量瓶中,定容

至刻度,即稀释 1000 倍。
1. 4摇 移液枪的使用方法与注意事项

先将移液枪调大,超过拟设定数值档,再向小

方向调至拟设定数值档,锁定;握紧枪身,安装好枪

头,吸液前,用拇指缓缓按压按钮,在达到设定数值

档时,仍继续按压至底;吸液时,应将枪头尖端垂直

浸入液面约 2 mm,缓慢放松对按钮的按压,吸取样

液后,稍停片刻再让枪头离开液面,并轻靠器壁去

除枪头外壁挂存的样液;放液时,首先确认枪头液

体内无气泡,将枪头尖轻靠器壁,用拇指缓缓按压

按钮至设定数值档,移开移液枪即可[5,10鄄11]。
1. 5摇 移液管的使用方法与注意事项

首先确保移液管干净,不会影响待取样液;吸
取一定量的样液润洗移液管内壁 2 ~ 3 次,润洗高

度应高于标线以上 10 mm;取液时应高于标线以

上约 5 mm,然后将液面调至标线处,并轻靠器壁

去除移液管外壁挂存的样液;放液时,要确认管中

样液内无气泡,将移液管垂直放置,流液口轻靠器

壁,待液体流出至不流时为止[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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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摇 结果与讨论

2. 1摇 标准曲线

本实验标准溶液的配制:在 4 个 50 mL 容量

瓶中分别加入 0. 0、1. 0、3. 0、5. 0 mL 浓度为 10. 0
mg / L 的 N9300233 混合标准溶液,用 1%的 HNO3

溶液定容至刻度线,摇匀,分别得到浓度为 0. 0、
0. 2、0. 6、1. 0 mg / L 的系列标准溶液。 Mn 分析元

素的波长选择 257. 610 nm,Fe 分析元素的波长选

择 259. 939 nm,按照优化好的仪器工作条件(表
1),用 ICP鄄OES 依次对系列标准溶液进行测定,
以标准溶液的浓度 0. 0、0. 2、0. 6、1. 0 mg / L 为横

坐标,对应的发射光谱强度为纵坐标作图,得到

Mn 和 Fe 外标法标准曲线 (图 1、图 2)。 标准曲

线的线性回归方程及相关系数见表 2。

表 1摇 ICP鄄AES 测定的工作参数

Tab. 1 Operating parameters of the ICP鄄AES

RF 功率

/ kW

雾化器压力

/ MPa

等离子体气流量 /

L·min鄄1

辅助气流量 /

L·min鄄1

载气 /

L·min鄄1

溶液提升量 /

mL·min鄄1

积分时间 /

s

观测

方向

1. 3 95. 0 15. 0 0. 2 0. 8 1. 5 20 轴向

图 1摇 Mn 外标法校准曲线

Fig. 1 Calibration curve of Mn with external stand鄄
ard method

图 2摇 Fe 外标法校准曲线

Fig. 2 Calibration curve of Fe with external standard method
表 2摇 元素测定标准曲线的回归方程及相关系数

Tab. 2 Linear regression equation of different elements and their corre鄄
lation coefficients

元素 回归方程 相关系数 (R)

Mn A=374200C+2986. 5 0. 999864

Fe A=164700C+333. 2 0. 999988

摇 摇 由图 1、图 2 以及表 1 中的数据可以看出,标
准曲线线性良好,相关系数均大于 0. 999,说明 Fe

和 Mn 元素的浓度与相应波长的发射光谱强度高

度相关,在实验浓度范围接近于线性关系。
2. 2摇 样品的标准值

为便于检测结果的比较,本次实验样品采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研究所生产的 Fe 和

Mn 标准物质溶液,根据标准物质证书给定的标准

值,Fe 和 Mn 的标准值及不确定度(k=2)见表 3。
表 3摇 样品的标准值及不确定度

Tab. 3 Assigned value and uncertainty of sample

样品名称 标准值 / mg·L-1 相对扩展不确定度

Fe 标准溶液 500 1%

Mn 标准溶液 500 1%

摇 摇 由表 3 可知,在 k=2 时,即置信概率为 95% ,
Fe 和 Mn 标准溶液浓度的真值处于(500依5)mg / L
的范围内。
2. 3摇 样品的检测结果与标准值的比对

根据 1. 3 中的稀释方法,用移液枪和移液管

将 Fe 标准溶液和 Mn 标准溶液稀释成不同的浓

度作为检测样品,按标准方法上机检测,检测结果

与标准值的对比分别见表 4 和表 5。
从表 4 和表 5 可以清楚的看到,无论是 Fe 标

准溶液的稀释样品或者 Mn 标准溶液的稀释样

品,用移液管稀释的样品,其检测结果与标准值之

差都在依5 mg / L 以内,即标准值 500 mg / L 的 1%
以内,而用移液枪稀释的样品,其检测结果与标准

值之差都在依8. 0 ~ 依19. 1 mg / L 之间,远高于标

准值 500 mg / L 的 1%的不确定度。 结果表明,用
移液管稀释样品的检测结果准确度远远高于用移

液枪稀释的样品,也就是说,在正确使用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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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同等标称容量的移液管的准确度远高于移液

枪的准确度。 因此,在化学分析检测工作中,尤其

在稀释或定容的过程中,尽可能使用移液管。 相

比较使用移液枪,使用移液管对检测结果的准确

度会有较大的提高。

表 4摇 Fe 标准溶液的检测结果与标准值对比

Tab. 4 Comparison of test results and assigned value for Fe standard solution

稀释过程 检测结果 / mg·L-1 标准值 / mg·L-1 检测结果与标准值之差 / mg·L-1

移液枪 1 mL 定容至 100 mL 491. 9

移液枪 0. 1 mL 定容至 10 mL 519. 1

移液枪 0. 1 mL 定容至 100 mL 491. 5

移液管 1 mL 定容至 100 mL 504. 5

移液管 0. 1 mL 定容至 10 mL 502. 4

移液管 0. 1 mL 定容至 100 mL 495. 4

500

-8. 1

19. 1

-8. 5

4. 5

2. 4

-4. 6

表 5摇 Mn 标准溶液的检测结果与标准值对比

Tab. 5 Comparison of test results and assigned value for Mn standard solution

稀释过程 检测结果 / mg·L-1 标准值 / mg·L-1 检测结果与标准值之差 / mg·L-1

移液枪 1 mL 定容至 100 mL 513. 6

移液枪 0. 1 mL 定容至 10 mL 519. 1

移液枪 0. 1 mL 定容至 100 mL 510. 5

移液管 1 mL 定容至 100 mL 496. 6

移液管 0. 1 mL 定容至 10 mL 504. 4

移液管 0. 1 mL 定容至 100 mL 504. 9

500

13. 6

19. 1

10. 5

-3. 4

4. 4

4. 9

3摇 结摇 论

(1)使用移液管稀释的样品,其检测结果与

标准值之差都在标准值的不确定度 (1% ) 范围

之内。
(2)使用移液枪稀释的样品,其检测结果与

标准值之差都远高于标准值的不确定度 范围

(1% )。
(3)比较结果表明,在正确使用移液器具的

前提下,用移液管稀释的样品的检测结果准确度

远远高于用移液枪稀释的样品,也就是说,同等标

称容量的移液管的准确度远高于移液枪的准确

度。 建议在化学分析检测工作中,尤其在稀释或

定容的过程中,尽可能使用移液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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