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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水中溶解态总氮测定方法比对及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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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过硫酸钾氧化鄄锌镉还原法(“锌镉法冶)和过硫酸钾氧化鄄镉铜还原法(“镉铜法冶)是我国海水中溶

解态总氮测定的常用方法,为比较两种方法之间的差异,本文结合 17 家实验室海水中溶解态总氮的现场

比测结果,对两种方法的测定结果进行比对,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不同实验室采用同一方法测定相

同样品的对比表明,各实验室内部测定结果具有较好的精密度,实验室之间则表现为锌镉法测定结果波动

较大,镉铜法测定结果波动较小的特征;采用两种方法测定同一样品的方法比对表明,锌镉法测定结果低

于镉铜法。 两种方法的测定结果表明,在同一的实验试剂和实验用水条件下,两种方法测定海水中溶解态

总氮的结果波动较大,表明消化瓶内壁吸附的杂质、硝酸盐还原方式以及实验过程中引入的沾污等均是影

响测定结果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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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of influence factors for
determination of dissolved total nitrogen in sea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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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ersulfate oxidation method is the conventional method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dissolved total nitrogen in
seawater. Based on the different ways of nitrate reduction,persulfate oxidation method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two
types:zinc鄄cadmium method and cadmium鄄copper method. Combined with the results of dissolved total nitrogen in sea鄄
water measured by 17 laboratories,the comparison of the determination of dissolved total nitrogen in seawater using
these two methods was done,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were discussed. The internal鄄laboratory results showed good
precision,and the inter鄄laboratory comparison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zinc鄄cadmium method was more fluctuating
than the cadmium鄄copper method. For the same seawater sample,lower values were measured by the zinc鄄cadmium
method compared with the cadmium鄄copper method. Under the condition of using the same experimental reagents and
water,the measured concentrations of dissolved total nitrogen with both methods fluctuated obviously,indicating that
the impurities from digestion bottle,the nitrate reduction ways and the contamination introduced during the experiment
exerted significant impacts on the results of dissolved total nitrogen deter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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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氮是海洋生物地球化学循环中的主要生源要

素,在我国海洋环境监测评价中,溶解态总氮是指

示海洋环境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 目前海水中溶

解态总氮测定的主要方法有紫外光氧化法[1鄄3]、过
硫酸钾氧化法[2鄄5] 和高温燃烧法[2鄄3,6鄄7]。 其中,过
硫酸钾氧化法是我国测定海水中溶解态总氮的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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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方法,即在高温高压下,使用碱性过硫酸钾溶液

作为氧化剂,将海水中氨氮、亚硝酸盐及大部分有

机氮化合物氧化成硝酸盐后进行测定。 由于硝酸

盐在还原为亚硝酸盐的过程中有锌镉还原和镉铜

还原两种方式,在过硫酸钾氧化法测定海水中溶

解态总氮时,按照还原方式的不同分为过硫酸钾

氧化鄄锌镉还原法[8](“锌镉法冶)和过硫酸钾氧化鄄
镉铜还原法[9](“镉铜法冶)。 在我国海洋环境监

测实践中,这两种方法均有使用。
为探讨锌镉法和镉铜法测定海水中溶解态总

氮结果的可比性,本文通过分析比对 17 家实验室

海水中溶解态总氮现场比测结果,从相同样品相

同分析方法不同人员比对、相同样品相同人员不

同分析方法比对等两个方面对两种方法的测定结

果进行对比验证,并对测定过程中存在的影响因

素进行分析讨论。

1摇 材料与方法

1. 1摇 样品采集与处理

在大连近海分别采集两份表层海水样品,经
0. 45 滋m 醋酸纤维膜过滤后于高密度聚乙烯桶中冷

藏保存备用。 对两份样品进行预先测定,确定样品

浓度区间分别为 0. 200 ~ 0. 300 mg / L 和0. 600 ~
0. 700 mg / L,分别标记为低浓度样品和高浓度样品。
1. 2摇 方法原理

1. 2. 1摇 锌镉法

样品在碱性和 110 ~ 120益条件下,用碱性过

硫酸钾氧化,样品中的无机氮和有机氮均被氧化

成硝酸盐,硝酸盐经锌鄄镉还原法还原为亚硝酸

盐,经重氮鄄偶氮反应后于 543 nm 波长处测定[8]。
1. 2. 2摇 镉铜法

样品在碱性和高温高压条件下,用过硫酸钾

氧化,样品中无机氮和有机氮均被氧化为硝酸盐。
硝酸盐经流动分析仪的铜鄄镉还原柱还原为亚硝

酸盐,与磺胺、N鄄(1鄄萘基)鄄乙二胺盐酸盐反应生

成红色络合物,在波长 550 nm 波长处测定[9]。
1. 3摇 实验设计方案

比测人员来自全国 17 家实验室,均参加过

锌镉法比测,其中 10 家实验室同时参加镉铜法

比测。比测过程中使用同一实验试剂和实验用水。

2摇 结果与讨论

2. 1摇 实验室比对

17 家实验室使用锌镉法测定海水中溶解态

总氮的结果如图 1 所示。 低浓度样品浓度为

0. 166 ~ 0. 298 mg / L,除个别实验室相对标准偏

差较大(11. 2% )外,其他实验室测定的相对标准

偏差在 0. 8% ~ 7. 9% 之间;高浓度样品浓度为

0. 413 ~ 0. 633 mg / L,相对标准偏差在 0. 5% ~
8. 1%之间。 10 家实验室使用镉铜法测定海水中

溶解态总氮的结果如图 2 所示。 低浓度样品浓度

为 0. 224 ~ 0. 339 mg / L,除两个实验室相对标准

偏差大于 10%外,其他实验室测定的相对标准偏

差在 0. 9% ~ 9. 8%之间;高浓度样品平均浓度为

0. 582 ~ 0. 728 mg / L,相对标准偏差在 0. 4% ~
6. 4%之间。 对各实验室测定结果和相对标准偏

差分析表明,除个别实验室外,各实验室测定结果

的相对标准偏差均在 10% 以内,测定结果具有较

好的精密度,与高浓度样品相比,低浓度样品的精

密度相对较低。
删除相对标准偏差大于 10% 的实验室数据

后对锌镉法和镉铜法测定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各
实验室使用锌镉法测定低浓度和高浓度样品的平

均浓度分别为 0. 226 mg / L 和 0. 557 mg / L,总相

对标准偏差为 14. 1%和 13. 3% ;使用镉铜法测定

低浓度和高浓度样品的平均浓度分别为 0. 252
mg / L 和 0. 641 mg / L,总相对标准偏差为 3. 0%和

7. 9% 。 分析结果表明,各实验室间锌镉法测定的

总相对标准偏差较大( >10% ),测定结果之间的

波动较大;镉铜法测定结果的总相对标准偏差较

小,测定结果间的波动相对较小。
2. 2摇 方法比对

10 家实验室使用两种方法测定低浓度和高

浓度样品中溶解态总氮的结果如图 3 所示。 锌镉

法和镉铜法测定低浓度样品的平均浓度分别为

0. 235 mg / L 和 0. 267 mg / L,约 80% 的实验室锌

镉法测定结果低于镉铜法;锌镉法和镉铜法测定

高浓度样品的平均浓度分别为 0. 604 mg / L 和

0. 641 mg / L,约 90%的实验室使用锌镉法测定结

果低于镉铜法。 测定结果表明,使用两种方法测

定同一样品时,锌镉法测定结果低于镉铜法,锌镉

法测定低浓度样品和高浓度样品的结果比镉铜法

测定结果分别低 12. 1%和 5. 7% 。
2. 3摇 影响因素分析

2. 3. 1摇 空白

空白是影响溶解态总氮测定结果的重要因

素。 各实验室使用两种方法测定溶解态总氮的空

白如图 4 所示。 锌镉法测定的空白吸光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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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摇 锌镉法测定结果(mg / L)(浓度及标准偏差

由 3 次平行测定结果统计)
Fig. 1 Results of dissolved total nitrogen measured by

zinc鄄cadmium method (mg / L)

图 2摇 镉铜法测定结果(mg / L)(浓度及标准偏差

由 3 次平行测定结果统计)
Fig. 2 Results of dissolved total nitrogen measured by

cadmiumcopper method (mg / L)

0郾 068 ~ 0. 328 之间波动,各实验室使用锌镉法测

定溶解态总氮的空白差异较大,约 30% 的实验室

空白吸光度(A2cm)大于 0. 200,空白吸光度较高;

镉铜法测定的空白电信号值在 7060 ~ 9735 之间

波动,各实验室测定溶解态总氮的空白基本满足

实验要求。

图 3摇 使用锌镉法和镉铜法测定溶解态总氮结果

Fig. 3 Results of dissolved total nitrogen determina鄄
tion by zinc鄄cadmium method and cadmium
copper method

(1)水和试剂的影响

大量研究结果已表明,实验用水和实验试剂

是影响海水中溶解态总氮测定的关键因素之

一[10鄄14]。 为将实验试剂和实验用水的影响降至

最低,本次比测中使用同一实验试剂和实验用水。
但是,在使用同一实验试剂和实验用水的情况下,
各实验室使用锌镉法测定溶解态总氮的空白吸光

度仍出现较大波动,且存在部分实验室空白结果

偏高的情况,表明在实验试剂和实验用水满足测

定需求的前提下,其他因素(如消化瓶材质及沾

污、实验操作中引入的沾污等)对空白产生了显

著影响。
(2)消化瓶的影响

消化瓶是影响实验空白的另一重要因素。 各

实验室分别使用聚四氟乙烯瓶、螺口玻璃瓶和具

塞比色管三种材质的消化瓶进行样品消化,不同

材质消化瓶测定的溶解态总氮空白未出现明显不

同,表明三种材质的消化瓶均适用于溶解态总氮

的消化实验(图 4)。 虽然消化瓶材质对空白的影

响程度可以接受,但每种材质的消化瓶对应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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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空白值波动较大,较低和较高的空白同时在同

种消化瓶材质中出现,表明消化瓶内壁吸附的杂

质在消化时中溶解在消化溶液中对空白产生影

响。 因此,在溶解态总氮测定过程中,应保证使用

的消化瓶内壁清洁,以避免消化瓶内壁吸附的杂

质对反应空白产生影响。

图 4摇 溶解态总氮的空白

Fig. 4 Blank values inmeasurement of dissolved total nitro鄄
gen

2. 3. 2摇 硝酸盐还原方式

使用锌镉法测定硝酸盐,方法操作简单,反应

速度较快,但存在硝酸盐还原效率较低(70% ~
80% )、标准空白值容易偏高、测定结果重复性较

差等问题,且测定过程中具有明显的盐效应和 pH
效应。 17 家实验室使用锌镉法测定溶解态总氮

的工作曲线斜率和线性如图 5a)和图 6a)所示。
该方法工作曲线斜率普遍集中在 1. 001 ~ 1. 534
之间,65%的实验室工作曲线相关系数 R2集中在

0. 99 ~ 0. 999 之间,各实验室工作曲线斜率波动

较为显著,线性较差。 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主要

是在锌镉法将硝酸盐还原为亚硝酸盐时,样品盐

度、pH 等综合影响所致。 淤锌镉法受样品盐度影

响显著,在淡水中的还原率仅为海水的 25% ,当
盐度为 10 ~ 75 时还原率基本保持在 74% 不

变[15鄄16]。 研究表明,仅加入 NaCl 控制反应溶液的

盐度,还原效果并不理想,如采用 NaCl+MgSO4 +

NaHCO3的方式,还原率普遍升高[17]。 在锌镉法

测定溶解态总氮的过程中,各实验室普遍采用人

工海水(NaCl 溶液)的方式消除盐效应,测定过程

中硝酸盐还原效率可能存在较大差别。 于 pH 是

影响还原率的另一重要因素,王金叶等[17] 对锌镉

法的研究表明,在反应过程中加入 NaHCO3 时还

原效率明显高于不加 NaHCO3,且具有较稳定的

结果。 实验结果体现了反应溶液的 pH 对还原率

的影响,即硝酸盐还原反应适合在弱碱性环境中

进行(标准氧化还原电位 E0 = 0. 015 V),当 pH
为酸性时将发生过度还原,硝酸盐除还原为亚硝

酸盐(E0 = 0. 94 V)外,还将同时还原为一氧化氮

(E0 = 0. 97 V) [17鄄18]。 而在海水溶解态总氮测定

中,操作方法仅要求加入固定体积的 HCl 调节反

应溶液的 pH,但并未明确指出调节后的 pH 具体

为多少,易导致还原反应的还原率发生改变,影响

样品的测定准确度。
使用镉铜法测定硝酸盐,方法还原效率达

95%以上,测定结果重复性高,准确度较高,且不

受海水中盐效应的影响[19]。 10 家实验室使用镉

铜法测定溶解态总氮的工作曲线斜率如图 5b)和
图 6b)所示,各实验室工作曲线斜率集中在 12172
~ 14311 之间,60% 的实验室工作曲线相关系数

R2逸 0. 999,相较于锌镉法,镉铜法工作曲线相对

稳定,线性较好。 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主要是由

于镉铜法不受盐效应影响,在前期样品消化过程

不需添加人工海水作为基体,且消化完后样品可

直接上机测定,操作过程简单,实验过程对测定结

果的准确度影响较小。
2. 3. 3摇 其他影响因素

在溶解态总氮测定中,消化瓶的密封性、锌卷

的浸没程度、还原反应震荡时间及实验过程中引

入的沾污等都对测定结果产生影响。 1)消化瓶

的密封性是开展消化反应的基础,如消化瓶在高

温高压状态下无法达到密封要求,消化过程中易

引起样品沾污,同时样品中的氨溢出消化瓶,导致

溶解态总氮的测定值偏低;2)锌卷的浸没程度和

还原反应的震荡时间,影响参与还原反应的锌卷

的比表面积,对还原反应效率产生影响;3)过硫

酸钾氧化鄄锌镉还原法测定过程中需多次进行样

品全量转移和定量移取,且需用大量的玻璃器皿,
操作步骤繁琐,操作过程中显著增加了样品沾污

的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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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摇 溶解态总氮测定的工作曲线斜率

Fig. 5 Slope of the working curve for the determi鄄
nation of total dissolved nitrogen

图 6摇 溶解态总氮测定的工作曲线相关系数 R2

Fig. 6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of the working curve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total dissolved nitrogen

3摇 结摇 论

(1)各实验室内部采用相同方法测定同一样

品时,测定结果具有较好的精密度,且高浓度样品

的精密度普遍高于低浓度样品;各实验室之间采

用相同方法测定同一样品时,锌镉法测定结果波

动较大,镉铜法测定结果波动相对较小。
(2)采用两种方法测定同一样品中溶解态总

氮时,锌镉法测定结果普遍低于镉铜法,锌镉法测

定低浓度样品和高浓度样品的结果比镉铜法分别

低 12. 1%和 5. 7% 。
(3)同一实验条件和实验试剂状况下,两种

方法测定海水中溶解态总氮的结果波动较为显

著,表明消化瓶内壁吸附的杂质、硝酸盐还原方

式、实验过程中引入的沾污等均对溶解态总氮测

定产生显著影响。
(4)镉铜法测定过程操作简单,工作曲线和

相关系数普遍优于锌镉法,建议优先采用镉铜法

开展海水中溶解态总氮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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