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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阐述了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ICP-MS)的工作原理,介绍了其在纺织品和皮革领域重金属元素和有机锡化

合物检测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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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ICP-MS)是等离子体技术

与质谱技术相结合的分析手段。其工作原理是利用电

感耦合等离子体技术作为离子源,以质谱技术作为检测

器,使用高能源激发电子,并使电子脱离原子的电子层,
产生自由电子和带正电荷的离子,离子被提取后通过质

量过滤器,并被检测出来,直接测定通过质量过滤器的

离子数量即可测定待测元素浓度。该分析方法具有灵

敏度高、分辨率强、检出限低、分析范围宽、分析速度快、
检测结果准确等特点,已被应用于纺织品及皮革有害物

质检测领域。本文针对ICP-MS在纺织品和皮革领域重

金属和有机锡化合物检测中的应用展开综述。

1 ICP-MS在纺织品和皮革重金属检测中的应用

  纺织品和皮革在加工过程中使用的染料和助剂如

金属络合染料、阻燃剂、鞣剂等,如用量过多或处理不

当,可导致铅、镍、镉、铜、砷、汞、钴和铬等重金属元素

含量超出限定值。
过量的重金属元素会危害人体健康,如钴对皮肤

有放射性损伤,铅一旦进入人体,会直接伤害人的脑细

胞,特别是胎儿的神经系统,可造成先天智力低下,镍
能够导致肺癌或者皮肤过敏,镉进入机体可导致血压

升高,引起心脑血管疾病,并对骨骼、肝、肾等有破坏作

用。除此之外,重金属也会造成环境污染。
目前,纺织品和皮革中重金属的标准检测方法主

要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FAAS、GFAAS)、原子荧光

分光光度法(AFS)、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

法(ICP-AES/OES)、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UV-VIS)

等。但是这些方法分析速度较慢,线性范围较窄,有的

检出限较高、灵敏度较差,有的无法对多种重金属同时

测定。而ICP-MS法作为重金属元素测定的非标准分

析方法,能够弥补标准方法的不足。ICP-MS在纺织品

和皮革重金属检测领域中的应用见表1[1-13]。

2 ICP-MS在纺织品和皮革有机锡化合物检测

中的应用

  有机锡化合物在纺织领域应用广泛,如三丁基锡

(TBT)可防止汗水导致的纺织品降解,同时可去除鞋

袜和运 动 服 的 汗 臭;二 丁 基 锡(DBT)和 单 丁 基 锡

(MBT)主要用于高分子材料的稳定剂。高浓度的有

机锡化合物对人体的神经系统、胆管、肝脏、皮肤和内

分泌系统有不同程度的损坏,还能引起雌性软体动物

变性,哺 乳 细 胞 生 殖 毒 性 等 伤 害[14]。GB18885-
2009[15]对二丁基氯化锡(DBT)、三丁基氯化锡(TBT)
和三苯基氯化锡(TPhT)3种有机锡化合物明确提出

了限量要求。
目前,针对纺织品中有机锡化合物检测,采用的标

准方法是GB/T20385-2006[16]《纺织品 有机锡化合

物的测定》,使用配有火焰光度检测器的气相色谱仪

(GC-FPD)或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GC-MS)测定,该
方法能够分析多种形态的有机锡,但是衍生化过程操

作比较繁琐,耗费时间较长,不稳定因素较多,导致定

量结果的重现性较差。ICP-MS与 HPLC的联用技术

能够克服标准方法的缺点,样品前处理较简单,无需衍

生化过程,既减少了工作量又缩短了试验时间,同时方

法的灵敏度较高,可实现对大量样品的快速筛选和测

定。ICP-MS在纺织品和皮革有机锡化合物检测中的

应用如表2所示[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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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ICP-MS法测定纺织品和皮革中重金属含量

测定样品 测定元素 样品前处理方法 测定仪器或方法 RSD/% 加标回收率/%

纺织品 砷,镉,钴,铬,铜,汞,镍,铅,锑 人工汗液 ICP-MS 1.46~5.96 88.6~94.5
纺织品 砷,镉,钴,铬,铜,汞,镍,铅,锑 人工汗液 ICP-MS <6.1 90.0~109.6
纺织品 砷,镉,钴,铬,铜,汞,镍,铅,锑 人工汗液 ICP-MS <3.7 85~108
纺织品 砷,镉,钴,铬,铜,汞,镍,铅,锑 人工汗液 ICP-MS 2.6~11.0 -
纺织品 铅,砷,镉,铬,镍 微波消解 ICP-MS <3.42 93.17~109.12
纺织品 锗 微波消解 ICP-MS 3.0~9.3 82.6~107.8
纺织品 Cr(VI) 人工汗液 IC-ICP-MS <5% 78.08~96.21
皮 革 铅,铬 微波消解 ICP-MS 3.75~6.71 88.3~96.1
皮 革 钴,镍,铜,镉,锑,汞,铅 微波消解 ICP-MS 0.6~2.2 95.5~106.3

纺织品和皮革 砷,镉,钴,铬,铜,汞,镍,铅,锑,锌 微波消解 ICP-MS 1.73~5.27 88.0~107
皮 革 Cr(VI) 磷酸氢二钾缓冲溶液浸泡 IC-ICP-MS 2.8~4.6 96.2~103.6
皮 革 Cr(VI) 磷酸氢二钾缓冲溶液浸泡 HPLC-ICP-MS <4.1 93.5~102.3

纺织助剂 锑,镉,铅,铬,钴,铜,镍,铁,砷 微波消解 ICP-MS <10% 88.2~102.9

表2 ICP-MS法测定纺织品和皮革中有机锡化合物含量

测定样品 测定元素 样品前处理方法 测定仪器或方法 RSD/% 加标回收率/%

纺织品和皮革 DBT,TBT,TPhT 人工汗液 ICP-MS <4.1 90.22~101.80
纺织品 DBT,TBT,TPhT 人工汗液 HPLC-ICP-MS 3.1~6.7 80.4~96.5
纺织品 DBT,TBT,TPhT,DOT 人工汗液提取-CH2Cl2 萃取 HPLC-ICP-MS <7.63 72.9~87.8
纺织品 DBT,TBT,TPhT,DOT 人工汗液 HPLC-ICP-MS <7.63 72.9~87.8

3 结语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ICP-MS)法作为一种

非标准方法,在纺织品和皮革领域重金属和有机锡化

合物的检测中发挥重要作用,能够弥补现有标准方法

在技术层面的不足。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ICP-
MS)虽技术先进,但成本较高,在纺织品和皮革检测领

域尚未普及,但其优势明显,随着经济发展以及对其研

究报道逐渐增多,必将得到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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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结构通过表面的4条沟槽产生毛细效应,有可能起

到凉爽的功效,而凉爽纤维的横向结构显示该纤维为

异形结构。
(2)热重分析法测试结果显示了凉爽纤维和普通

涤纶纤维最大失重温度均在420℃附近,因此无法利

用TG进行区分。
(3)差示扫描量热法测试结果显示了样品的玻璃

化温度均在75℃附近,熔融温度均在255℃附近,因
此无明显差别。

(4)红外光谱分析法测试结果显示了凉爽纤维与

聚酯标样的红外图谱出峰位置基本一致,无法根据特

征峰区分凉爽纤维与聚酯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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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CoolfiberswerecharacterizedbySEM,TG,DSCandFT-IRmethods.Theperformanceofcoolfiberswasanalyzed

fromfibershapes,heatresistance,meltingandglasstransitiontemperatureandchemical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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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eworkingprincipleofinductivelycoupledplasmamassspectrometry(ICP-MS)wasdetailed.Theapplications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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