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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建立了基于在线蒸馏-流动注射法快速监测土壤中氰化物的方法,以满足应急环境监
测的需求。土壤样品采集后,冷冻干燥机脱水,过筛混匀之后超声提取,然后3000rpm速度离心15min,
0.45um滤膜过滤之后上机检测。方法检出限达到4.0ng/kg,测定下限为16.0ng/kg。在0.003-0.12mg/L
浓度范围内,氰根在流动分析仪中具有良好的线性,相关系数达到0.9996。在浓度0.005-0.095mg/L范
围内,方法精密度可达0.004%-0.05%,加标回收率范围在86-97%。该方法能够满足土壤中氰根的快速
检测。
[关键词] 氰根；土壤；在线蒸馏；流动注射法
中图分类号：F123.6 文献标识码：A

Determination of CN-in Soil by on-line distillation-Flow Injection Chemiluminescence Method
Minjie Shi1 Lingxiao Hu2 Bijun Shen2 Hui Yang2
1 The Motor Vehicle Exhaust Pollution Management Center 2 Ningbo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Center
[AbstractA]method has established for rapid monitoring of cyanide in soil based on online distillationflow inject
ion method to meet the needs of emergency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The soil samples are tested after they ar
e collected, dehydrated by a freeze dryer, sieved and mixed, ultrasonic treatment, centrifuged at 3000 rpm for 15
minutes, then filtered with a 0.45um filter membrane. The detection limit and minimum limit of determination
of this method were 4.0 ng/kg and 16.0 ng/kg. It was in good linearity when cyanide detected by flow analyzer
between 0.003 mg/L and 0.12 mg/L,and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s 0.9996. The method precision can reach
0.004%-0.05% in the concentration range of 0.005-0.095 mg/L, and the recovery rate of standard addition is 8
6-97%. This method can satisfy the rapid detection of cyanide in the soil.
[Key words] Cyanide group; Soil; on-line distillation; Flow Injection Chemiluminescence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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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标准溶液1.2mg/L,再分别取中间标准

表 1 国内氰化物的主要检测方法标准
方法标准

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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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5085.3—2007危险废物鉴别标准浸出毒性
鉴别附录G

本方法适用于固体废物中氰根离子和
硫离子的离子色谱法测定。

溶 液 10ml,5ml,2ml,1ml,0.5ml,0.25ml
移入100mL容量瓶,定容至刻线制成混合
标准溶液,最后配制标准溶液系列。标准
系列浓度为：0.120mg/L,0.060mg/L,
0.024mg/L,0.012mg/L,0.006mg/L,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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