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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消解－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测定
铌钽矿石中铌钽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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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实验，笔者建立了氢氟酸-硝酸消解，酒石酸提取样品，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ICP-MS）法测定钽矿石

中铌、钽含量的方法。Nb的方法检出限为0.023 μg/g；Ta的方法检出限为0.016 μg/g。经标准物质验证，其准确度、

精密度均达到行业标准的要求，可适用于钽矿石样品中铌和钽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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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稀土大国，资源丰富，稀土矿物埋藏量居

世界首位，而铌钽矿物埋藏量也居世界前列[1，2]。铌

和钽在地壳中则较比稀少，铌的地壳克拉克值为

0.002 %，钽为铌的1/10，即 0.000 2 %，系稀有金属。

钽铌原矿中钽、铌含量传统的分析方法是采用化学

色层光度法进行测定。由于钽、铌化学性质相似，因

此该方法在测定过程中两元素间相互干扰，需要进

行分离后测定，传统方法分析流程长，且容易沾污,存

在很大的问题。近年来电感耦合等离子质谱法得到

广泛应用，该方法快速、稳定，适合批量样品及多元

素同时检测的优势愈加突出[3-5]。

1实验部分
1.1主要仪器与试剂

X- SeriesⅡ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美国

ThermoFisher公司）；

氢氟酸（北京兴青红精细化学品科技有限公

司），微电子级；

硝酸（韩国德山药品工业），微电子级；

酒石酸（天津市致远化学试剂有限公司），分

析纯；

铌、钽标准储备溶液购自国家标准物质研究中

心，100 μg/mL；

二次纯水（电阻率＞ 18 MΩ·cm）。

1.2 标准曲线配制

将混合标准溶液用含 5% 酒石酸的 5% 硝酸溶

液逐级稀释至 1 000 ng/mL，500 ng/mL、200 ng/mL、

100 ng/mL、50 ng/mL、20 ng/mL、10 ng/mL作为标准

曲线。

内标溶液：ρ（Rh）=10 ng/mL，2% 硝酸介质。

仪器条件见表1。

1.3 实验

准确称取0.050 0 g（±0.000 5 g）样品于聚四氟乙

烯内胆中，加入0.5 mLHNO3和1 mL HF，将内胆放入

不锈钢套中，拧紧，置于烘箱中，升温至190℃。48小

时后取出，冷却至室温，取出内胆，将内胆于150℃电

热板蒸干。加入1 mLHNO3，继续蒸干，重复此步骤

一次。加入5 mL（1+1）HNO3和0.1 g酒石酸。将内

胆放入钢套，置于烘箱中，升温至130℃。3小时后取

出，冷却至室温。用5%酒石酸溶液提取，转移至50

mL容量瓶中，摇匀，待测。

测量条件
高频功率

辅助气流量
冷却气流量

技术参数
1400 W

0.80 L/min
16.0 L/min

测量条件
雾化器流量
驻留时间
扫描方式

技术参数
0.87 L/min

36 s
跳峰

表1 仪器工作条件

Tab.1 Instrument operating conditions



2 结果与讨论
2.1 实验条件的筛选

本文实验了24小时，36小时，48小时对样品进

行消解，24小时与36小时消解的样品均有少量残渣，

消解48小时则溶液澄清透明，无残渣，所以本文采用

48小时消解样品。

本文采用 170℃、190℃消解标准物质 GBW

07103、GBW07104，将测试结果与标准物质的标准

值对比，190℃的测试结果在允许误差范围之内，

170℃的结果则超出允许误差范围。所以确定了消

解温度为190℃。

酒石酸与铌和钽可以形成稳定络合物的特点，

具有抑制Nb、Ta元素水解的作用，本实验中分别用

1%、5%、10%的酒石酸溶液提取样品，测试结果显示

1%酒石酸溶液的铌、钽含量低于 5%与 10%酒石酸

溶液的含量，因此本方法采用5%的酒石酸溶液提取

样品。

2.2 同位素、干扰和内标的选择

使用 ICP-MS测定时，应该选择丰度较大而且干

扰小的同位素。对于Nb、Ta 两元素来讲，93Nb 为无

质谱干扰的同位素，Ta同位素包括 181Ta和 180Ta，相对

丰度分别为99.988%和0.012%。尽管 181Ta 受 165Ho16O

的干扰，但由于其丰度太低，灵敏度很差，因此Ta的

测定同位素选择 181Ta。

ICP-MS中非质谱型干扰（即基体效应）常表现

为空间电荷和电离抑制效应，产生的原因是试液中

存在大量溶解的基体元素，特别是基体复杂的地球

化学样品。对Nb、Ta 的分析，通过实验确立了样品

稀释倍数为1 000，选择 103Rh作为内标校正 93Nb，185Re

作为内标，由此校正 181Ta校正基体效应获得了可靠

的分析结果。

2.3 加标回收率

按照实验方法对钽矿石样品进行处理，同时加

入一定量的标准溶液并测定，各元素的回收率在

99.1%～102.5%之间，见表2。

2.4 方法精密度、准确度

选用钽矿石国家一级标准物质GBW07154 和

GBW07155，按本文方法处理，在上述选定的仪器条

件下进行测试，分析结果与标准值进行比较。并对

上述标准物质按本文方法前后独立共做了12 次分

析，计算其精密度。测定结果、方法准确度和精密度

见表3。

我们选取了4个未知的铌钽矿石样品，分别用传

统的高压密闭法、本文建立的方法以及过氧化钠碱融

方法对样品进行处理，并测试结果，检测结果见表4。

此结果中可以看出，本文建立的消解方法与过

氧化钠碱融方法均可很好的溶解样品，并获得准确

结果。但当元素含量超过1 000 μg/g 时，本文建立方

法的消解效果就不如过氧化钠碱融的效果好，故而

本方法适用于含量低于1 000 μg/g的铌钽矿分析。

2.5 方法检出限

按照确定的实验方法和条件，处理空白溶液12

份，上机测定，以空白溶液标准偏差的3倍作为方法

的检出限，各元素的检出限见表5。

3结论
建立了高压消解－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测

元素

Nb
Ta
Nb
Ta

ρ/ng·mL
样品含量

30.68
73.58

305.13
569.01

加标量

50
100
300
500

样品加标后测量结果

81.25
172.99
608.12

1067.57

回收率

（%）

102.5
101.4
101.0
99.1

表2 方法回收率

Tab.2 Method recovery rate

表3 方法准确度

Tab.3 Method accuracy

标准样品

编号

GBW07154

GBW07154

元素

Nb
Ta
Nb
Ta

元素含量 / μg/g
标准值
29.58
72.56

300.68
573.30

测定值
30.38
73.68

299.13
569.01

相对误差 / %

2.70
1.54
-0.52
-0.75

RSD / %

5.2
4.8
3.2
2.6

表4 检测结果

Tab.4 Test results

样品

样品1

样品2

样品3

样品4

元素
Nb
Ta
Nb
Ta
Nb
Ta
Nb
Ta

传统高压密闭
430
26
70
4.2
744
43

136
850

本文建立方法
560
29
72
4.3
892
53

156
1005

过氧化钠碱融
573
28
72
4.1
905
57

165
1100

注：测试单位为天津地质调查中心实验测试室，表中各结

果含量单位为μg/g

表5 方法检出限

Tab.5 Method detection limit
元素
Nb
Ta

检出限 / μg/g
0.023
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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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钽矿石中铌和钽含量的方法，经标准物质验证，获

得了满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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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ation of niobium and tantalum content in Nb-Ta ore by high
pressure digestion-inductively coupled plasma mass spectrometry

LIU Yu1, WEI Shuang2

（1.Tianjin Geological and Mineral Test Center，TianJin 300191; 2.Tianjin Geological Survey Center，TianJin 300170）

Abstract: A method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niobium and tantalum content in Nb-Ta ore by inductively coupled

plasma mass spectrometry（ICP- MS）was developed. The detection limit of the method was 0.023 μg/g. The

detection limit of Ta was 0.016 μg/g. The accuracy and precision of the standard material have reached the

requirements of industry standard. The results are satisfactory and can be applied to the determination of niobium

and tantalum in tantalum ore samples.

Key words: inductively coupled plasma mass spectrometry; tantalum ore; niobium; tantalum

Stratum initial temperature effect on the buried pipe heat transfer

YUE Li-yan1, MENG Ling-jun2, LI Shan

(1.Tianjin Geothermal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Designing institute, Tianjin 300250;

2.Bei Fang Investigation, Design & Research CO.LTD,Tianjin 300222 )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regular of the annual mean temperature of China mainland from south to north, we

implemented nine field thermal response tests, at Wuhan, Huainan, Xi'an, Ji'nan, Tianjin, Langfang, Beijing,

Bayannur and Fuxin, and obtained the initial average the stratum temperature, the heat exchanger ability of heat

absorb and release in winter and summer, and identified the correlation equation of heat transfer per meter and

stratum initial temperature. It is suggested that not all parts of buildings can fit the refrigeration and the heating

of ground source heat pump. Only when the stratum initial temperature is 13～20℃ , the shallow geothermal

energy of ground source heat pump can be rationally exploited and utilized.

Key words: stratum initial temperature; buried pipe heat exchange; heat trans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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