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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HPLC-ICP-MS联用测定土

壤中砷形态的方法，以磷酸-抗坏血酸为提取液

利用微波辅助萃取进行样品前处理，结合液相色

谱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联用的检测手段，对土

壤中的十种砷形态进行定性定量分析。本发明方

法快速简单，具有较高的灵敏度和较低的检出

限，测定结果准确可靠，可满足土壤中砷多种形

态的同时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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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HPLC-ICP-MS联用测定土壤中砷形态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微波辅助萃取进

行前处理，高效液相色谱-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联用的方法对土壤中不同形态砷进行分

离测定。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HPLC-ICP-MS联用测定土壤中砷形态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如下步骤：

(1)样品前处理：将自然风干并过筛的样品，用微波辅助萃取、静置、离心、过滤、稀释，

得到待测样液；

(2)标准溶液的配置：分别配置标准储备液和标准系列溶液；

(3)样品测定：将步骤(1)处理好的待测样液经HPLC-ICP-MS联用仪测定，进样10μL进行

测定，对待测样液中的十种砷形态化合物色谱峰进行积分，分别获得各自峰面积，对比各自

标准曲线，得到相应的浓度值，最终得到样品中十种砷形态化合物的含量。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HPLC-ICP-MS联用测定土壤中砷形态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

(1)中所述的微波辅助萃取条件为：浓度为0.5molL-1  H3PO4+0.5molL-1抗坏血酸混合液为萃

取液，于微波消解仪中40℃保持60min。

4.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HPLC-ICP-MS联用测定土壤中砷形态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

(3)中所述的高效液相色谱(HPLC)测试条件为：

色谱柱：Thermo  AS7分析柱；Thermo  AG7保护柱；

流动相：A：1.0mM碳酸铵，B：300mM碳酸铵；

梯度洗脱程序:0.0～3.0min，100％A,0.8mL/min；3.0～4.0min，80％A，1.2mL/min；4.0

～6.0min，20％A,1.2mL/min；6.0～10.0min，0％A,2.0mL/min；进样体积：20μL；柱温：20℃。

5.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HPLC-ICP-MS联用测定土壤中砷形态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

(3)中所述的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ICP-MS)测试条件为：射频功率1550W；雾室温度2

℃；辅助气0.8L/min；冷却气14L/min；雾化气1.03L/min；分子泵泵速40rpm；KED模式。

6.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HPLC-ICP-MS联用测定土壤中砷形态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

(1)样品前处理方法为：准确称取0.2000样品于微波消解罐中，0.5molL-1  H3PO4+0.5molL-1

抗坏血酸10ml，于微波消解仪中40℃保持60min,提取完毕，取出冷却至室温，转移至50ml离

心管中，定容到20ml，在8000r/min离心后，吸取上层清液，过0.25μm滤膜过滤，得到待测样

液。

7.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HPLC-ICP-MS联用测定土壤中砷形态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

(2)标准溶液的配置方法为：准确称取一甲基砷(MMA)0.216g，二甲基砷(DMA)0.103g，砷甜

菜碱AsB  0.108g，砷胆碱AsC  0.162g分别至10mL容量瓶，用纯水稀释定容后配制成1.0μg/

mL的标准储备液Ⅰ；准确移取1.0mL浓度为1000μg/mL的三价砷As3+和1.0mL浓度为1000μg/mL

的五价砷As5+分别至100mL容量瓶，用纯水稀释定容后配制成10μg/mL的标准储备液Ⅱ；准确

称取阿散酸0.0102g，卡巴胂0.0104g，洛克沙砷0.0101g和硝苯砷酸0.0102g,分别溶解转移

至10mL容量瓶，配制浓度为1.0mg/mL的标准储备液Ⅲ,再用纯水稀释定容后配制成10μg/ml

的标准储备液Ⅳ；取适量标准储备液Ⅰ、Ⅱ、Ⅳ，用超纯水将10种砷的标准储备液液逐级稀

释，配制成浓度为1.0、5.0、10.0、50.0、100.0ng/mL的混合标准系列溶液。

8.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HPLC-ICP-MS联用测定土壤中砷形态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

(3)样品测定方法为：将配制的所述十种砷形态化合物标准系列溶液与处理得到的所述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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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样液使用HPLC-ICP-MS联用仪进行上机分析：

(A)高效液相色谱条件：

色谱柱：Thermo  AS7分析柱，250mm×4mm，10μm；流动相：A：1.0mM碳酸铵B：300mM碳酸

铵；梯度洗脱程序：0.0～3.0min，100％A,0.8mL/min；3.0～4.0min，80％A,1.2mL/min；4.0

～6.0min，20％A,1.2mL/min；6.0～10.0min，0％A,2.0mL/min；进样体积：20μL；柱温：20℃；

(B)ICP-MS条件：射频功率1550W；雾室温度2℃；辅助气0.8L/min；冷却气14L/min；雾化

气1.03L/min；分子泵泵速40rpm；KED模式；

(C)标准曲线的绘制：开机按设定条件稳定仪器后，用配置好的系列标准溶液绘制标准

曲线，以十种形态砷化合物的浓度与相对应的峰面积分别进行线性回归，得到标准曲线，相

关系数R2>0.999；

(D)经前处理好的样品溶液进样测定：对待测液中检出的砷形态化合物色谱峰进行积

分，计算其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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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LC-ICP-MS联用测定土壤中砷形态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高效液相色谱-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联用测定土壤中砷形态的

方法及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土壤砷污染是当今全球十分严重的环境与健康问题之一。随着经济发展和人类行

为对环境影响的加剧，矿山开发、污水灌溉、施用含砷的农药、化肥、有机肥导致排入土壤中

的砷污染物大量增加。土壤中砷的移动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存在形态，并决定了其毒性

程度和生物对其的吸收作用，即生物有效性。土壤砷形态及生物有效性研究是开展污染诊

断、评估环境健康风险及开展砷污染土壤修复的重要依据，因此，建立土壤中砷形态的分析

方法是非常必要的。

[0003] 砷化合物在自然界多数以硫化物形式存在，活性和生物有效性都比较低；但进入

土壤中的砷化合物主要是以As(Ⅴ)形态存在，因此其活性和生物有效性较高。不同形态砷

的毒性和有效性差异很大，通常情况下，As(III)的有机衍生物毒性最强，其次是As(Ⅴ)、

DMA(二甲基砷)、MMA(一甲基砷)，而AsB(砷甜菜碱)、AsC(砷胆碱)则几乎没有毒性。砷化合

物进入土壤以后，在土壤动物和微生物的作用下，会发生物理、物理化学、生物化学等过程，

进而发生形态和价态变化，改变其毒性和生物有效性。土壤环境中砷的生物有效性(毒性)

与砷化合物种类、形态、价态密切相关。不同形态的砷，其理化状态各不相同，毒性大小也有

差异。传统检测技术或方法仅仅检测元素的总砷浓度不仅不足以评价其毒性、有益性以及

生物有效性，甚至有可能产生误导。因此，要想准确评估砷对环境和人类的危害，更好的研

究砷在环境中价态的转化和迁移，离不开砷的形态及价态的研究。

[0004] 目前，砷价态的测定对象主要为食品、水质以及药物等样品，且价态分析的种类较

少。例如，公开号为CN  103207170A的中国专利申请一种分析测定液态食品调料中砷形态的

方法，测定了液态调料中四种砷的形态；公开号为CN  106908530A的中国专利申请IC-ICP-

MS联用测定茶叶中砷形态及应用，硝酸水溶液提取测定了茶叶中四种砷形态；公开号为CN 

105606721A的中国专利申请一种PM2.5中砷的分离测定方法，以1％硝酸为提取剂，测定了

PM2.5中四种砷形态。尽管大量的环境质量标准和食品安全标准己经将砷列在优先控制的

位置，但是现有的大部分标准中，砷的含量限值仅表述为总量，而没有区分不同的形态。当

进行有关砷元素的环境风险评价或生态毒性评价时，有必要建立一种有效的分离、测定各

种形态砷化合物的方法。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了一种HPLC-ICP-MS联用测定土壤中砷形态的

方法。该方法采用微波辅助萃取，高效液相色谱-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联用测定了土壤中

10种砷形态，该方法线性范围宽、检出限低，高效、快速，满足土壤中砷形态的测定。

[0006] 本发明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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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一种HPLC-ICP-MS联用测定土壤中砷形态的方法，包括微波辅助萃取进行前处理，

高效液相色谱-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联用的方法对土壤中不同形态砷进行分离测定。

[0008] 根据本发明优选的，

[0009] 一种HPLC-ICP-MS联用测定土壤中砷形态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0] (1)样品前处理：将自然风干并过筛的样品，用微波辅助萃取、静置、离心、过滤、稀

释，得到待测样液；

[0011] (2)标准溶液的配置：分别配置标准储备液和标准系列溶液；

[0012] (3)样品测定：将步骤(1)处理好的待测样液经HPLC-ICP-MS联用仪测定，进样10μL

进行测定，对待测样液中的十种砷形态化合物色谱峰进行积分，分别获得各自峰面积，对比

各自标准曲线，得到相应的浓度值，最终得到样品中十种砷形态化合物的含量。

[0013] 进一步优选的，

[0014] 步骤(1)中所述的微波辅助萃取条件为：浓度为0.5molL-1H3PO4+0.5molL-1抗坏血

酸混合液为萃取液，于微波消解仪中40℃保持60min。

[0015] 步骤(3)中所述的高效液相色谱(HPLC)测试条件为：

[0016] 色谱柱：Thermo  AS7分析柱；Thermo  AG7保护柱；

[0017] 流动相：A：1.0mM碳酸铵，B：300mM碳酸铵；

[0018] 梯度洗脱程序:0.0～3.0min，100％A,0 .8mL/min；3.0～4.0min，80％A，1.2mL/

min；4.0～6.0min，20％A,1.2mL/min；6.0～10.0min，0％A,2.0mL/min；进样体积：20μL；柱

温：20℃。

[0019] 步骤(3)中所述的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ICP-MS)测试条件为：射频功率

1550W；雾室温度2℃；辅助气0.8L/min；冷却气14L/min；雾化气1.03L/min；分子泵泵速

40rpm；KED模式。

[0020] 更进一步优选的，

[0021] 步骤(1)样品前处理方法为：准确称取0.2000样品于微波消解罐中，0.5molL-

1H3PO4+0.5molL-1抗坏血酸10ml，于微波消解仪中40℃保持60min,提取完毕，取出冷却至室

温，转移至50ml离心管中，定容到20ml，在8000r/min离心后，吸取上层清液，过0.25μm滤膜

过滤，得到待测样液。

[0022] 步骤(2)标准溶液的配置方法为：准确称取一甲基砷(MMA)0.216g，二甲基砷(DMA)

0.103g，砷甜菜碱(AsB)0.108g，砷胆碱(AsC)0.162g分别至10mL容量瓶，用纯水稀释定容后

配制成1.0μg/mL的标准储备液Ⅰ；准确移取1.0mL浓度为1000μg/mL的三价砷As3+和1.0mL浓

度为1000μg/mL的五价砷As5+分别至100mL容量瓶，用纯水稀释定容后配制成10μg/mL的标准

储备液Ⅱ；准确称取阿散酸0 .0102g，卡巴胂0 .0104g，洛克沙砷0 .0101g和硝苯砷酸

0.0102g ,分别溶解转移至10mL容量瓶，配制浓度为1.0mg/mL的标准储备液Ⅲ,再用纯水稀

释定容后配制成10μg/ml的标准储备液Ⅳ；取适量标准储备液Ⅰ、Ⅱ、Ⅳ，用超纯水将10种砷

的标准储备液液逐级稀释，配制成浓度为1.0、5.0、10.0、50.0、100.0ng/mL的混合标准系列

溶液。

[0023] 步骤(3)样品测定方法为：将配制的所述十种砷形态化合物标准系列溶液与处理

得到的所述待测样液使用HPLC-ICP-MS联用仪进行上机分析：

[0024] (A)高效液相色谱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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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色谱柱：Thermo  AS7分析柱，250mm×4mm，10μm；流动相：A：1.0mM碳酸铵B：300mM碳

酸铵；梯度洗脱程序：0.0～3.0min，100％A,0.8mL/min；3.0～4.0min，80％A,1.2mL/min；

4.0～6.0min，20％A,1.2mL/min；6.0～10.0min，0％A,2.0mL/min；进样体积：20μL；柱温：20

℃；

[0026] (B)ICP-MS条件：射频功率1550W；雾室温度2℃；辅助气0.8L/min；冷却气14L/min；

雾化气1.03L/min；分子泵泵速40rpm；KED模式；

[0027] (C)标准曲线的绘制：开机按设定条件稳定仪器后，用配置好的系列标准溶液绘制

标准曲线，以十种形态砷化合物的浓度与相对应的峰面积分别进行线性回归，得到标准曲

线，相关系数R2>0.999；

[0028] (D)经前处理好的样品溶液进样测定：对待测液中检出的砷形态化合物色谱峰进

行积分，计算其含量。

[0029]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优点及有益效果：

[0030] 1.本发明方法同时完成了土壤中10种砷的形态分析，以微波辅助萃取作为土壤砷

形态的提取步骤，与高效液相色谱-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联用技术相结合，简化了砷形态

分析的操作步骤，实现不同形态砷的同时精确测定，形成了一套高效，准确可靠的检测分析

方法，该方法适用于土壤中砷的形态分析，弥补了现有环境土壤中多种砷形态的研究缺陷，

对我们更好的理解砷在环境中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过程具有重要的意义。

[0031] 2.本发明采用微波辅助萃取，以0.5molL-1H3PO4+0.5molL-1抗坏血酸作为萃取液得

到了较高的提取率，并保证提取出的砷形态不发生相互转化，保持其余原始样品中相同的

原始形态。

[0032] 3.本发明的测定对象加入了有机胂类，尤其是阿散酸和洛克沙胂，这两类有机胂

常作为畜禽饲料添加剂。有机胂随动物粪便进入环境后，经过降解和转化，可转变成其他形

态的含砷化合物，继而毒性增强。砷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砷剂在环境中的毒性和迁移

能力。多种砷形态分析对我们更好的理解砷在环境中的生物地球循环过程具有重要的意

义。

[0033] 4.本发明通过调整流动相的组成及比例，高效快速的完成了土壤样品中十种砷形

态的分离，检测时间缩短为10min。

附图说明

[0034] 图1为10种价态砷对照品的高效液相色谱图，其中AsC、AsB、As(III)、DMA、MMA、As

(V)、ASA、CBS、NPAA、ROX分别代表砷胆碱、砷甜菜碱、亚砷酸根、二甲基砷、一甲基砷、砷酸

根、阿散酸、卡巴胂、硝苯砷酸、洛克沙胂；

[0035] 图2为河南济源土壤样品高效液相色谱图；

[0036] 图3为浙江玉环土壤样品高效液相色谱图；

[0037] 图4为甘肃白银土壤样品高效液相色谱图；

[0038] 图5为四川什邡土壤样品高效液相色谱图；

[0039] 图6为湖南桂阳土壤样品高效液相色谱图；

[0040] 图7为湖南长沙土壤样品高效液相色谱图；

[0041] 图8为湖南湘潭土壤样品高效液相色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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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42] 下面结合具体实验和附图以及实施例，对本发明HPLC-ICP-MS联用测定土壤中砷

形态的方法进行详细说明，但不限于此。

[0043] 材料与仪器：土壤样品自然风干后，用玛瑙研钵研磨过100目筛，装袋密封4℃保存

备用。硝酸(美国fisher公司，优级纯)，甲酸、氨水(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优级纯)，

磷酸二氢铵(中国西亚试剂公司，优级纯)，砷标准溶液：阿散酸(ASA,德国Dr.Ehrenstorfer 

Gm bH) ,硝苯砷酸(NAPP ,德国Dr .Ehrens torf e r  Gm bH) ,洛克沙胂(ROX ,德国

Dr.Ehrenstorfer  GmbH) ,卡巴胂(CBS,加拿大TRC) ,砷酸根AsⅤ(GBW  08667，1000μg/mL)和

亚砷酸根AsⅢ(GBW  08666，1000μg/mL)购于上海安谱实验科技公司，砷甜菜碱(ASB ,

GBW08670,0.518μmol/g)、砷胆碱(AsC,GBW08671,0.374μmol/g)、一甲基砷(MMA,GBW08668,

0.335μmol/g)、二甲基砷(DMA,GBW  08669,0.706μmol/g)以及砷单标准储备液(GBW08611，

1000μg/mL)均购于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0044] XS205型十万分之一电子天平(德国梅特勒公司)，Ultimate-3000型高效液相色谱

(美国Thermo公司)，iCAP  RQ型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美国Thermo公司)，冷冻离心机,

CEM  MARS6密闭微波消解系统(美国CEM公司) ,Milli-Q  Advantage  A10型纯水机(美国

MILLIPORE公司)，数控超声波清洗器(昆山市超声仪器有限公司)。

[0045] 实验例：不同形态砷提取的实验设计

[0046] 大量的研究表明，在土壤和沉积物不同形态砷的提取过程中,磷酸是一种比较适

宜的提取剂。这主要是因为磷酸同砷酸盐有许多相似的化学性质,如离子大小、解离常数

等,因此,磷酸及磷酸盐就可以同砷形成竞争吸附,从而提取出吸附在固体中不容易被溶出

的砷,得到较高的提取率。还可以在其提取过程中加入不同的辅助提取物质以增大提取能

力,并保证提取出的砷形态不发生相互转化,保持其与原始样品中相同的原始形态。

[0047] 本实验选取磷酸和抗坏血酸作为提取溶剂，微波辅助萃取，采用正交实验设计,在

减少实验量的同时研究影响砷形态提取的主要因素,得到最佳的提取条件。

[0048] 总砷测定：

[0049] 称取约0.2000g样品于微波消解罐中，加入6ml硝酸，2ml氢氟酸预消解半小时，然

后盖上盖子，运行微波消解程序，消解完全后，冷却，赶酸时加2ml高氯酸赶至近干，定容至

25ml，待测。

[0050] 不同形态砷的提取：

[0051] 准确称取0.2000样品于微波消解罐中,按要求加入提取溶剂，设定萃取时间及温

度，提取完毕，取出冷却至室温，转移至50ml离心管中，定容到20ml，在8000r/min离心后，吸

取上层清液，过0.45μm滤膜过滤，待测。

[0052] 实验土壤：

[0053] 实验所用土壤为中国地质科学院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探研究所研制的标准物质,

样品具有良好的均一性和粒度分布。

[0054] 正交实验设计：

[0055] 按照L9(34)正交水平表进行实验,以提取所得的砷形态总和为监控指标,研究萃

取温度(A)、萃取时间(B)、磷酸浓度(C)和抗坏血酸浓度(D)四种因素对提取结果的影响,因

素水平详见表1，实验结果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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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6] 表1因素水平表

[0057]

[0058] 表2土壤中砷形态提取正交实验结果

[0059]

[0060] 样品中砷主要以无机态的As(Ⅴ)存在,没有检测出其他砷形态化合物。正交试验

结果表明，微波辅助萃取提取土壤中不同形态砷的最佳提取条件是H3PO4浓度0.5molL-1抗

坏血酸浓度0.5molL-1，40℃，保持60min。

[0061] 液相色谱条件的优化：

[0062] 采用Hamilton  PRP-X100和Thermo  IonPac  AS  19色谱柱均无法同时分离10种砷

形态化合物,Hamilton  PRP-X100只分离出6个组分,Thermo  IonPac  AS  19分离出10个组

分,但是AsB与DMA,AsⅢ与AsC无法实现有效分离。最终采用Thermo  IonPac  AS  7阴离子色

谱柱，在碱性流动相系统下，使得砷以离子状态存在，改善了色谱峰形，获得了良好的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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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见图1。

[0063] 流动相的选择：

[0064] 试验选用Thermo  IonPac  AS  7阴离子色谱柱分离不同砷形态，并对流动相组成、

流动相的浓度、洗脱方式等进行了优化，实验发现磷酸盐体系和甲醇－三氟乙酸体系均不

能很好地分离10种砷形态化合物，选用水和碳酸铵溶液为流动相，在梯度洗脱的条件下可

以实现10种不同砷形态的完全分离。当A相碳酸铵溶液由0.3mmol/L升高至5.0mmol/L时，主

要对AsB，DMA和AsⅢ产生影响，随着碳酸铵溶液浓度的增加保留时间缩短。B相碳酸铵溶液

为100mmol/L时，ROX在1200s内没有出峰；当B相浓度提高至200mmol/L，10个组分得到有效

分离，但是最后出峰的ROX与NPAA保留时间相隔200s，总体所用分离时间较长；当B相浓度提

高至300mmol/L，10种砷形态在600s内得到良好分离。增大流动相浓度可缩小各砷形态的保

留时间，但过高的盐浓度会使碳在ICP-MS锥孔上堆积，长时间可造成锥孔的堵塞。实验最终

确定以1.0mmol/L碳酸铵溶液和300mmol/L碳酸铵溶液作为流动相，采用梯度洗脱的方式可

在10min内实现10种砷形态的良好分离，且峰形尖锐，分离度良好。

[0065] 砷化合物标准溶液的配制：

[0066] 准确称取一甲基砷(MMA)0.216g，二甲基砷(DMA)0.103g，砷甜菜碱AsB  0.108g，砷

胆碱AsC  0.162g分别至10mL容量瓶，用纯水稀释定容后配制成1.0μg/mL的标准储备液Ⅰ；准

确移取1.0mL浓度为1000μg/mL的三价砷As3+和1.0mL浓度为1000μg/mL的五价砷As5+分别至

100mL容量瓶，用纯水稀释定容后配制成10μg/mL的标准储备液Ⅱ；准确称取阿散酸

0.0102g，卡巴胂0.0104g，洛克沙砷0.0101g和硝苯砷酸0.0102g,分别溶解转移至10mL容量

瓶，配制浓度为1.0mg/mL的标准储备液Ⅲ,再用纯水稀释定容后配制成10μg/ml的标准储备

液Ⅳ。

[0067] 线性范围、回归方程、检出限和定量下限：

[0068] 取适量中间使用液，取适量标准储备液Ⅰ、Ⅱ、Ⅳ，用超纯水将10种砷的标准贮备溶

液逐级稀释，配制成浓度为1.0、5.0、10.0、50.0、100.0ng/mL的混合标准溶液系列.以浓度

(x)对各化合物响应值(y)绘制标准曲线。10种砷化合物在0.1～50ng/ml的线性范围内，所

得回归方程的线性关系良好，相关系数为0.9986～0.9996。以3倍信噪比计算，方法的检出

限为0.006～0.6ng/ml；以10倍信噪比计算，方法的定量下限为0.02～2.0ng/ml。见表3。

[0069] 表3土壤中10种砷化合物的线性范围、回归方程、检出限和定量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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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0]

[0071] 回收率和精密度：

[0072] 由于在土壤标准物质中未检测到DMA和MMA等形态砷的存在，因此本研究采用采用

优化的实验条件对土壤标准物质GBW07416a(江西红壤有效态成分标准物质)进行加标回收

实验以计算各形态砷检出限和精密度的测定。土壤标准物质加0.4μg,1.0μg,2.0μg砷形态

的混合标准，采用优化的实验方法进行测定,以6次平行测定结果计算回收率、相对标准偏

差等，结果见表4。10种目标化合物的回收率为72.4％～84.9％，相对标准偏差为2.96％～

9.58％。

[0073] 表4中10种砷化合物的加标回收试验结果(n＝6)

[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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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5]

[0076] 实际样品的测定：

[0077] 对河南济源、浙江玉环、甘肃白银、四川什邡、湖南桂阳、湖南长沙及湘潭七份土壤

分别测定总砷及形态砷，其结果见表5，总量的提取率均在70％以上，说明提取较完全，土壤

中砷的主要存在形式是AsⅤ及AsⅢ，还有少量的AsC、DMA存在，AsB、MMA、ASA、CBS、NPAA、ROX

均未检出。

[0078] 表5实际样品中10种砷化合物及总砷含量

[0079]

[0080] 以下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说明，但不限于此。

[0081] 实施例：

[0082] 一种HPLC-ICP-MS联用测定土壤中砷形态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83] (1)样品前处理：准确称取0.2000样品于微波消解罐中，0.5molL-1H3PO4+0.5molL-1

抗坏血酸10ml，于微波消解仪中40℃保持60min,提取完毕，取出冷却至室温，转移至50ml离

心管中，定容到20ml，在8000r/min离心后，吸取上层清液，过0.25μm滤膜过滤，得到待测样

液。

[0084] (2)标准溶液的配置：准确称取一甲基砷(MMA)0.216g，二甲基砷(DMA)0.103g，砷

甜菜碱AsB  0.108g，砷胆碱AsC  0.162g分别至10mL容量瓶，用纯水稀释定容后配制成1.0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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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L的标准储备液Ⅰ；准确移取1.0mL浓度为1000μg/mL的三价砷As3+和1.0mL浓度为1000μg/

mL的五价砷As5+分别至100mL容量瓶，用纯水稀释定容后配制成10μg/mL的标准储备液Ⅱ；准

确称取阿散酸0.0102g，卡巴胂0.0104g，洛克沙砷0.0101g和硝苯砷酸0.0102g,分别溶解转

移至10mL容量瓶，配制浓度为1.0mg/mL的标准储备液Ⅲ,再用纯水稀释定容后配制成10μg/

ml的标准储备液Ⅳ。取适量标准储备液Ⅰ、Ⅱ、Ⅳ，用超纯水将10种砷的标准储备液液逐级稀

释，配制成浓度为1.0、5.0、10.0、50.0、100.0ng/mL的混合标准系列溶液。

[0085] (3)样品测定：将配制的所述十种砷形态化合物标准系列溶液与处理得到的所述

待测样液使用HPLC-ICP-MS联用仪进行上机分析：

[0086] (A)高效液相色谱条件：

[0087] 色谱柱：Thermo  AS7色谱柱(250mm×4mm，10μm)；流动相：A：1.0mM碳酸铵B：300mM

碳酸铵；梯度洗脱程序：0.0～3.0min，100％A,0.8mL/min；3.0～4.0min，80％A,1.2mL/min；

4.0～6.0min，20％A,1.2mL/min；6.0～10.0min，0％A,2.0mL/min；进样体积：20μL；柱温：20

℃；

[0088] (B)ICP-MS条件：射频功率1550W；雾室温度2℃；辅助气0.8L/min；冷却气14L/min；

雾化气1.03L/min；分子泵泵速40rpm；KED模式；

[0089] (C)标准曲线的绘制：开机按设定条件稳定仪器后，用配置好的系列标准溶液绘制

标准曲线，以十种形态砷化合物的浓度与相对应的峰面积分别进行线性回归，得到标准曲

线，相关系数R2>0.999；

[0090] (D)经前处理好的样品溶液进样测定：对待测液中检出的砷形态化合物色谱峰进

行积分，计算其含量。

[0091] 本发明不局限于上述实施方式，任何人在本发明的启示下都可得出其他各种形式

的产品，但不论在其形状或结构上作任何变化，凡是具有与本申请相同或相近似的技术方

案，均落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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