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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建立了利用离子色谱和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联用技术测定皮革中六价铬含量的方法。通过筛选离子色谱

柱、监测质量数、ICP-MS分析模式的方法,对六价铬的检测参数进行了优化,并与分光光度计法做了比较。使用Dionex-

IonPacTM AG7色谱柱,以pH=7.5的0.07mol/L的NH4NO3 为流动相,能够很好地分离六价铬和三价铬,ICP-MS采

用KED模式,以52Cr的积分面积作为定量依据,方法检出限为10μg/kg,不受样品颜色影响,适用于测定皮革及其制品中

六价铬含量。

关键词:离子色谱;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皮革;六价铬

中图分类号:TS57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3-0356(2018)02-0040-03

收稿日期:2018-01-12
基金项目:无锡出入境检验检疫局项目(2016WX04)
作者简介:陈达峰(1981-),男,工程师,学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纺织产品

中有毒有害物质检测,E-mail:chendf2018@yaeh.net。

  在皮革的生产制造过程中,经常会存在残留六价

铬的情况。六价铬的毒性是三价铬的100多倍,如果

皮肤长时间接触会导致皮肤损伤,严重的甚至会产生

癌变,因此,世界各国对皮革制品中六价铬离子的含量

都有严格的限定。目前国内外针对皮革中六价铬的检

测方法标准大多基于国际皮革工艺师和化学师协会联

合会(IULTCS)推荐的IUC-18标准方法,即分光光度

计法[1-3],但该方法存在着明显的不足,有色革样的颜

色会严重干扰六价铬的检测。传统的分光光度计法已

不能满足日益严格的限制要求,严重影响皮革产品的

进出口贸易,急需建立合适的检测方法。目前,利用色

谱高效的分离性能与检测器联用来测定各价态铬的方

法有了较大的进展。本文针对离子色谱与电感耦合等

离子体质谱联用的检测方法进行了探索性研究。

1 试验部分

1.1 仪器与试剂

ICS-1500离 子 色 谱 仪(美 国 ThermoFisher公

司);NexION300X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美国

PerkinElmer公司);SPH310A圆周式摇床(上海世平

实验设备有限公司);FE20KpH计(美国 MettlerTo-
ledo公司);Millio-QReference+超纯水仪(美国 Mill-
pore公司)。

六价铬标准溶液(100mg/L,GBW(E)080257,中
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磷酸(色谱纯);磷酸盐缓冲溶液

(0.1mol/L),溶解22.8gK2HPO4·3H2O 于1000
ml水中,用磷酸调节pH值至8.0±0.1,临用前用(50
±10)ml/min高纯氩气脱气5min,用以去除空气中

氧气对检测的影响;浓硝酸(色谱纯);浓氨水(色谱

纯);离 子 色 谱 流 动 相 (浓 度 约 为 0.07 mol/L 的

NH4NO3 溶液),取4.3ml浓硝酸加入约950ml超纯

水中后,加入5.3ml浓氨水,定容至1L,混匀,最后用

浓氨水调节pH值至7.5;实验室用水,电阻率为18.2
MΩ·cm的超纯水;高纯氩气(空气产品气体有限公

司)。

1.2 样品前处理

为确保试验结果的可比性,样品前处理方法严格

按照国际标准[4-5]提供的方案进行。称取(2.0±0.1)

g(精确至0.001g)经粉碎的皮革样品,加入到已去除

空气的100ml磷酸盐缓冲溶液中,以(100±10)Rpm
圆周振荡萃取(180±5)min后,检查溶液pH值在7.0
-8.0之间(若超出这一范围,则相应调整称样量重新

进行萃取)。样液经0.22μm水性滤膜过滤后,待测。
同时进行试剂空白试验。

1.3 仪器工作条件

1.3.1 IC工作参数

DionexIonPacTMAG7色谱柱(4×50mm,美国赛

默飞-世尔公司);流动相为0.07mol/L的NH4NO3
溶液,流速1.0ml/min;进样体积25μl。

1.3.2 仪器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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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与ICP-MS以PEEK材质管路连接,以离子色

谱软件序列发出5V电压信号触发质谱端进行信号采

集。

1.3.3 ICP-MS工作参数

RF射频功率:1600W;载气:99.999%氩气(Ar);雾
化器流量:1.00L/min;辅助气流量:1.2L/min;等离子气

流量:18L/min;ICP-MS采用碰撞(KED)模式;碰撞气:

99.999%氦气(He);碰撞气流量:3.5ml/min;采集时间:3
min;ICP-MS监测52Cr、53Cr强度。

2 结果与讨论

2.1 方法原理

皮革中Cr元素以Cr3+和Cr6+两种价态存在。样

品经过磷酸盐缓冲溶液萃取,两种价态的Cr元素均会

被萃取至样液中,ICP-MS测定元素时不区分价态,因
此测定 Cr6+ 含量则需要将 Cr3+ 和 Cr6+ 分离开。在

pH值为7.0-8.0时,样液中六价铬以CrO42-形式存

在,而三价铬以Cr3+、Cr(OH)2+、Cr(OH)2+混合物的

形式存在,选用合适的阴离子色谱柱即可达到将Cr3+

和Cr6+分离开的目的。

2.2 色谱柱

通过对多种色谱柱分离效果比较,确立了以0.07
mol/LNH4NO3(pH7.5)作为流动相、流速1.0ml/

min、进样体积25μl的条件下,离子色谱柱DionexIon-
PacTMAG7[6]更适用于六价铬的检测。经试验验证,三
价铬保留时间为1.0min、六价铬保留时 间 为1.5
min,两者能够很好分离。该型号色谱柱常规用作离子

色谱分析的保护柱,50mm短柱的特点正适合用于与

ICP-MS联用,3min的分析时间更接近于普通元素分

析的时间,远低于常规色谱分析时间。在确保分离效

果的前提下,大大提高了检测工作效率,同时也降低了

ICP-MS的使用成本。

2.3 ICP-MS分析模式选择

铬元素在自然界中存在4种同位素,其中52Cr占

比最大。为获得最优化检测灵敏度,选择52Cr的积分

面积作为定量依据,但是质量数52处较易受到多原子

干扰,如38Ar14N、36S16O、40Ar12C、1H35Cl16O等复杂基

体可能直接导致检测结果偏高。因此同时监测52Cr、53

Cr,两者自然丰度比52Cr/53Cr=83.79%/9.50%=
8.82,以此筛选ICP-MS的分析模式。以试剂空白为

基体,添加一定量的六价铬标准溶液,分别以ICP-MS

的标准(STD)和碰撞(KED)两种模式测定52Cr和53Cr
信号基线响应,并计算两者丰度比,结果见表1。

表1 ICP-MS不同分析模式下52Cr和53Cr丰度比

试剂空白 标准模式 碰撞模式

1 13.5 8.5
2 14.1 8.6
3 13.4 8.5

  经结果比对,ICP-MS采用碰撞(KED)模式能够

消除基体带来的大量多原子干扰,所得结果更接近于

自然丰度比,检测结果更加真实可靠,故采用ICP-MS
的碰撞(KED)模式进行六价铬的测定。

2.4 检出限

以1.0、2.0、4.0、10.0、20.0、50.0μg/L的六价铬

标准溶液建立工作曲线,线性相关系数优于0.999,以
三倍空白噪音确定仪器检出限(LOD)为0.2μg/L。
综合方法萃取条件,皮革中六价铬测定的方法检出限

为10μg/kg。

2.5 验证

为验证方法的可靠性,选取3种不同种类的皮革

样品进行7平行试验,同时进行基体加标回收试验,计
算精密度和回收率,结果见表2。

表2 六价铬测定精密度(n=7)和回收率

样 品
检测结果
/μg·L-1

RSD
/%

加标量
/μg·L-1

测得值
/μg·L-1

回收率
/%

蓝色皮革 1.64 18.3 10 10.30 88.5
30 29.81 94.2

红色皮革 32.64 3.52 10 40.58 95.2
黑色皮革 13.5 7.65 10 21.48 91.4

30 41.08 94.4

  本方法对于低含量样品测定精密度为18.3%,对
于较高含量样品测定精密度为3.52%~7.65%,加标

回收率为88.5%~94.4%,均满足常规检测方法确认

的技术要求[7]。

2.6 检测方法比对

以分光光度计法对皮革样品进行检测,数据与本

文方法检测数据比较,结果见表3。
表3 不同方法比对

样 品
UV-VIS检测结果
/mg·kg-1

IC-ICP-MS检测结果
/mg·kg-1

蓝色皮革 未检出 0.082
红色皮革 不确定 1.63
黑色皮革 不确定 0.67
白色皮革 9.6 10.5

  红色和黑色皮革经3h萃取后,样液褪色非常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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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经3次RP柱脱色样液颜色仍未减退,已不适合使

用分光光度计法进行检测,无法确定样品中六价铬含

量。相比较,本文方法不受样品褪色影响,且检出限更

低,使用范围更加广泛。

3 结语

采用IC-ICP-MS联用技术,建立了皮革中六价铬

检测方法,方法检出限10μg/kg。与目前国际、国内标

准方法相比,样品无需显色、衍生等,减少了步骤,降低

了污染风险,操作简单,准确度高,避免了样品中大量

色素对检测的严重影响,适合用于皮革及皮革制品中

六价铬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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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emethodwasestablishedforthedeterminationofchromium(Ⅵ)inleatherbyionchromatography-inductivelycou-

pledplasmamassspectrometer(IC-ICP-MS).Thedetectionparametersofchromium(Ⅵ)wereoptimizedthroughselectingionchro-

matographiccolumns,measuringmassnumberandadjustinganalyticalmodelsofICP-MS.Chromium(Ⅲ)andchromium(Ⅵ)were

separatedbyDionexIonPacTM AG7chromatographiccolumnwith0.07mol/LNH4NO3(pH=7.5)asmobilephase.KEDwaschosen

astheanalyticalmodelofICP-MS,theintegralareaof52Crwasregardedasquantitativeanalysisbasis.Themethoddetectionlimit
(MDL)was10μg/kg.Themethodwouldnotbeaffectedbysamplecolors,whichwassuitablefordeterminationofchromium(Ⅵ)

inleatherandrelative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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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织生产中的智能化应用

  未来,纺织行业将加快智能化技术与装备的开发

与服务提供,推进传感、通讯、人工智能等技术与纺织

技术结合,在纺织价值链的各环节广泛推行装备智能

化,构建智能化长丝生产线、智能化纺纱生产线、智能

化印染生产线、智能化非织造布生产线、智能化针织生

产线、智能化服装家纺生产线,提升生产的质量与效

率;分步骤建设智能制造示范生产线和数字化工厂,打

造纺织工业智能制造生态体系。
智能制造是一种集成了技术创新、模式创新和组

织方式创新的先进制造系统,是集成制造、精益生产、
敏捷制造、虚拟制造、网络化制造等多种先进制造系统

和模式的综合。广义来说,智能制造是一个大概念,是

先进制造技术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贯穿于

产品、制造、服务全生命周期的各个环节及制造系统集

成。自动化、信息化和网络化是其根本前提。
与“创新”一样,“智能制造”也存在着认识误区甚

至被过度消费的现象。从现实情况来看,现阶段我国

大多数企业,尤其是广大中小型企业,尚未完成数字化

制造转型,而数字化是智能制造的基础。因此今后一

段时期内,大规模推广和全面应用数字化网络化制造

是我国推进智能制造的重点。
(来源:纺织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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