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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流动分析仪测定生活饮用水中氨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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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鲁木齐 830002
摘要：目的

建立更高效且安全的生活饮用水中氨氮测定方法。 方法

按照《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水样的采集

与保存》GB/T 5750.1-2006 采集样品，采用连续流动分析仪测定生活饮用水中氨氮，并与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进行比
较。 结果

该方法在 0.000～2.000 mg/L 线性区间内具有良好的线性关系，在低、中、高浓度范围内加标回收率

99.00%～106.00%，检出限为 0.01 mg/L；采用连续流动分析仪和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两种方法分别测定氨氮含量低、
中、高 3 个不同浓度的加标水样，样品测定值低浓度（t=0.734）、中浓度（t=-0.362）和高浓度（t=-0.992）两种方法测定结果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该方法具有样品用量少、检出限低、测定重现性好和效率高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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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stablish an effective and safe way of detection for ammonia nitrogen in drinking water. Methods

The samples were collected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 of Standard Examination Methods for Drinking Water Collection
and Preservation of Water Samples (GB/T 5750.2-2006), the ammonia nitrogen in the samples was detected by continuous
flow analyzer and compared with the results of nessler reagent spectrophotometry.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ed a good

linear relation within the range from 0.000 to 2.000 mg/L. The rate of adding standard recovery was from 99.00% to 106.00%
in the range of low, medium and high concentration, with the detection limit of 0.01 mg/L. The spiked water samples with
low, medium and high concentration were detected by continuous flow analyzer and Nessler reagent spectrophotometry,
respectively. There were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P>0.05) between the two methods in the detection values at low (t=0.734),
medium (t=-0.362) and high (t=-0.992) concentration. Conclusions

The detection way is of the features of less samples

consumption, low detection limit, good reproducibility and high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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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体中氨氮是指以氨（NH3）或铵盐（NH4+）形式存

于沉淀过滤和未处理的生活饮用水。氨氮是影响水

在的化合氨。环境中的氨来自新陈代谢、农业和工业

质合格率的主要指标之一［3］，氨氮已成为影响地表水

的加工处理过程和用氯胺进行消毒。密集饲养动物

及地下水水环境质量的首要指标，因此它是我国城乡

可大幅度增加地表水中的氨量。水中的氨是水体可

饮用水监测工作中除常规指标以外必需检测的一项

能受细菌、污水和动物排泄物污染的指示剂 。氨氮

指标。在《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GB/T 5750.1-

广泛存在于江、河、湖、海及地表水和地下水中，是水

2006 中首选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测定水中氨氮［4］。

体重要的评价指标，也是“十二五”国家污染物总量控

该方法在国家标准推荐的 3 种方法中虽具有检出限低

制目标之一 。由于水源类型不同，常规处理的生活

的特点，但由于在测定的过程中需使用纳氏试剂，该

饮用水中的耗氧量、氨氮、浑浊度等指标的合格率高

试剂由碘化汞和碘化钾溶解后浸入氢氧化钠溶液中，

［1］

［2］

并且碘化汞的用量较大，且碘化汞试剂有毒，对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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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和环境均有危害。另外，实验室中碘化汞按照剧
毒品管理，故该试剂的购置和使用均有较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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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分析了 2019 年 3 月采用 AA3 连续流动分析仪测

元，仪器自动进行标准系列和样品的测定。待测定完

定水中的氨氮结果，
以探究该方法的实用性。

成后使用纯水清洗所有管路约 15 min，清洗完成后泵
入空气排干所有管路，关闭仪器电源，注意要放松泵

1 材料与方法
1.1

压盘。将市政供水末梢水样品，以其为本底，并将该
样品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疾病预

末梢水分别配制成含氨氮浓度为0.05，
0.10和1.00 mg/L

防 控 制 中 心 办 公 楼 自 来 水（市 政 供 水 末 梢 水），按

低、中、高 3 个不同浓度的加标水样。并将水样和此 3

照《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检验方法》GB/T 5750.1-2006

个浓度的加标样品，采用连续流动分析仪法和纳氏试

要求采集、保存和运输水样。以该水样为本底，将其

剂分光光度法测定，
比较结果。

配制成氨氮含量为低、中、高 3 个不同浓度的加标

1.4.4

水样。

理数据，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分析两种不同方法测定

1.2

样品来源

仪器

Seal AA3 连续流动分析仪由自动进样

器（SEAL XY-2Sample）、蠕动泵系统、化学反应模块、
检测单元（660 nm 滤光片）及数据处理系统构成。
1.3
1.3.1

柠檬酸三钠溶液

称取柠檬酸三钠（分析纯，

应用 SPSS 24.0 统计分析软件处

水样中氨氮的含量结果。
结 果

2
2.1

试剂及标准溶液

统计学分析

标准系列的测定

将配制好的氨氮标准系列，
其

浓 度 分 别 为 0.000，0.025，0.050，0.100，0.250，0.500，

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40 g，
溶于纯水中并稀释

0.750，1.000 和 2.000 mg/L 上机依次测定，其线性相关

至 1 000 ml，

系数为 0.999 2（y=0.000 018 7x-0.362），
见表 1。

1.3.2

水杨酸钠溶液

称取水杨酸钠（分析纯，国药

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40 g 溶于 600 ml 纯水中，加

表1

氨氮标准系列的测定结果(mg/L)
理论值

测定值

0.00

0.000

0.030

0.25

0.025

0.041

公司），
溶于纯水并稀释至 1 000 ml。

0.50

0.050

0.051

1.3.4

1.00

0.100

0.118

号为 GBW（E）080220、浓度为 100 mg/L。

2.50

0.250

0.260

1.4

入 1 g 硝普钠稀释到 1 000ml。
1.3.3

二氯异氰尿酸钠溶液

称取 20 g 氢氧化钠（分

析纯）和 3 g 二氯异氰尿酸钠（阿法埃莎天津化学有限
氨氮标准溶液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生产，编

方法

加入量(ml)

5.00

0.500

0.456

试样与试剂在蠕动泵的推动下进

7.50

0.750

0.722

入化学反应模块，在密闭的管路中连续流动，被气泡

10.0

1.000

1.028

20.0

2.000

2.002

1.4.1

实验原理

按一定间隔规律隔开，并按特定的顺序比例混合、反
应，显色完全后进入流动检测池进行光度检测。样品
与 试 剂 反 应 生 成 蓝 绿 色 化 合 物 ，在 660 nm 波 长 下

2.2

检测。

上机测定准确度和精密度，市政供水末梢水水样中氨

1.4.2

水样加标回收率测定

将水样和加标水样依次

准确移取浓度为 100 mg/L

氮测定值均小于标准曲线试剂空白，故均未检出氨

氨氮标准溶液 5.00 ml，用纯水定容至 100 ml，得到氨

氮，其加标水样氨氮的理论浓度分别为 0.05，0.10 和

氮标准中间液的浓度为 5.00 mg/l，分别取该中间液

1.00 mg/L，从低浓度到高浓度加标回收率 99.00%～

0.00，0.25，0.50，1.00，2.50，5.00，7.50，10.00 和 20.00 于

106.00%，其加标回收率在 80.00%～120.00% 可接受

50 ml 比色管中并用纯水定容至刻度，得到氨氮标准

的范围内，
见表 2。

系列的浓度为 0.00，0.025，0.050，0.100，0.250，0.500，

2.3

0.750，1.00 和 2.00 mg/L。AA3 流动分析仪由高浓度

中 σwb 为空白平行测定（批内）标准偏差，将空白连续

启动并测定漂移后，从标准系列的低浓度到高浓度依

测定 21 次，其信号值的标准偏差为 0.001 9。本方法

次进样，以峰高值为纵坐标，标准液的浓度为横坐标，

的检出限为 0.01 mg/L。

建立氨氮标准曲线。

2.4

1.4.3

依据 AA3 连续流动分析仪的操作

和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两种方法分别测定氨氮含量

规程，正确连接氨氮模块的所有流路，并启动自动进

为 0.05，0.10 和 1.00 mg/L 低、中、高 3 个不同浓度的加

样器、蠕动泵、化学反应模块、检测单元、数据处理单

标 水 样 ，样 品 测 定 值 低 浓 度（t=0.734）、中 浓 度（t=-

校准曲线的绘制

样品测定

检出限

根据 DL=4.6 σwb 计算方法检出限，式

两种方法测定结果比较

采用连续流动分析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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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62）和高浓度（t=-0.992）两种方法测定结果差异无

的实验室，连续流动分析仪法特别适合在工作中大批

统计学意义（均 P>0.05），
见表 3。

量饮用水水样氨氮的测定，可大大提高工作效率，是

表2

今后饮用水水质分析的发展方向。

准确度与精密度测定结果(%)

连续流动分析仪虽有上述诸多优点，但是该仪器

0.05 mg/L
0.10 mg/L
1.00 mg/L
测定
次数 测定值 平均 RSD 测定值 平均 RSD 测定值 平均 RSD
(mg/L) 回收率
(mg/L) 回收率
(mg/L) 回收率

设备价格昂贵，较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有较高的硬件

1

0.058

0.102

0.978

国经济飞速地发展，很多疾病预防控制系统的实验室

2

0.045

0.094

0.984

3

0.055

0.101

0.984

该方法也是适用的，故笔者认为，因为水源水是管网

4

0.055

0.106

1.008

末梢水的前体，该方法对于水源水应该是适用的。使

5

0.052

0.096

0.990

6

0.049

0.094

1.001

问题：①由于水杨酸钠暴露于光线下可变为粉红色，

7

0.054

0.093

0.992

长，应注意控制好测定环境的光线，做好避光措施，以

8

0.051

0.098

1.004

确保测定结果的准确。②由于该方法十分灵敏，故测

9

0.054

0.102

1.009

10

0.053

0.100

1.013

106.00 6.41

表3

99.00 4.14

目前都配备了连续流动分析仪。曾有文献报道使用
该方法测定海水中的氨氮［8］，可见对于高盐分的海水

用该方法在测定氨氮时还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
100.00 1.20

故该试剂应当保证现用现配，如果分析测试的时间较

试样品应当放在没有氨水或用氨水配制试剂的房间，
以防止样品受到污染。③无色澄清的水样可以直接
测定，色度、浑浊度较高或干扰物质较多的水样，需经

不同方法测定不同浓度水样结果比较(¯χ±s, mg/L)

方法
连续流动
分析法
纳氏试剂分光
光度法

样本数
(份)

低浓度

中浓度

成本，这也是该方法不易普及的原因之一。但随着中

高浓度

10

0.053±0.003 6 0.098±0.004 3 0.996±0.012 2

7

0.051±0.004 6 0.099±0.005 1 1.003±0.014 9

过蒸馏等预处理步骤，以免影响测定结果或造成仪器
管路堵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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