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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经过一个快速的工业发展阶段,目前进入了工业高质量发展阶段。过去的一段时间,我国生
态环境为发展做出了牺牲,但是目前国家将发展提升了一个高度,也就更加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和修复。
水环境的污染一直是一个痛点,因为我国是缺水的国家,因此加强水质监测的能力就成为重中之重,本文
主要从水质中氨氮含量制作为切入点,分析其在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中的影响因素。总结水质监测最常
用的手段在实际的运用中,技术的不稳定因素和测定值不准确等问题。并对其影响的因素进行归纳分析,
提出相对应的优化策略,以期提升测定的数值准确性。仅供相关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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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Ultraviolet Spectrophotometric Determination of NH3-N in Water
Quality
Xiumei Wang
Jilin Dehui Ecological Environment Monitoring Station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pollution of water environment is relatively serious. The detection of NH3-N
content in water is an important means to judge the water quality. The samples contain suspended solids, metal
ions such as residual chlorine, calcium and magnesium, inorganic ions such as sulfur, and organic compounds
such as fatty amines, tsuen·acetone·and organic chloramines. Due to the interference caused by
heterochromaticity or turbidity in the NH3-N test of water quality, appropriate treatment should be done in
the laboratory to eliminate the interference to the determination. In addition, NH3-N mainly exists in water in
the form of free ammonia (NH3) or ammonium salt (NH4+), and the composition ratio of the two depends on
the pH value and the temperature of the water. When the pH value is high, the proportion of NH3 is high. On
the contrary, the proportion of NH4+ is high, and the water temperature is the opposite.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terference factors and their elimination in the determination of NH3-N by Nessler reagent
spectrophotometry, which is for reference of relevant personnel.
[Key words] water quality NH3-N determination; removal of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interference factors;
matters needing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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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也可以采用新设备的去离水。
1.2器皿的质量和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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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验采用的过滤纸,通常都含有
痕量铵盐,在使用时应对其进行处理,处
理方法为无氨水冲洗。而实验使用的其
他器皿,也应避免被实验空气中氨污染。

符合要求的洗涤,防止交叉污染的同时,
保障测定数据准确可靠,具备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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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在氨氮测定实验中,每一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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