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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测定方法］

氢化物发生
－

原子荧光法测定化妆品中神、采、铅、硒

施家威 ， 金永高

（浙江省宁波市疚妨预防控制中心｀浙江宁波 315010)

［摘要］ 目的建立化妆品中快速料定碑 、采、铅 、陌的测定方法。方法：采用侬波消解法消解祥品 、 氢化物原子荧光法测
定碑 、求 、铅、硒的含植。结果：在最佳条件下 ， 测定结果的邸D < 6. 9% (n = 6) , 回收半范围为89. 0% - 103. 2% , 在取祥
盘为0.5 g时方法的检出限分别为O.0047 ,0. 0017 ,0. 013 ,0. 0076 mg/kg 。结论 ： 该方法简单快速 ， 灵敏度高 ， 可作为化妆
品中微损砰 、采、铅、硒的测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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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ation of arsenic, mercury, lead and selenium in content by hydride generation at

om fluorescence spectrometry 

Shi Ji<t.•wei, Jin Yo咚-g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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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比叩cl]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best mea.suremenl method to delermine arsenic, mercury, lead and selenium in
conlenl Metbods:Arsenic,mercury,lead and selwium in content were delennined by hydride gen叩lion atom fluorescence s产－
lrometry af比r microwa,•e digeslion. R心ults: In lhe bes1 condition, the resulLS of the RSD < 6. 9% (几=6) 、 recovery rate of
89. 0% to 103. 2% 、 in the 邸mpling of O. 5 g at the detection limil 0. 0047, 0. 0017. 0. 013 ,0. 0076 mglkg. Conclusion: The 
method is s叩mple and Casi, high sensitivity, can be used as 磁m的cs trace码enic,mercury, lead, 创enium detenni nation.
(Key wo志] HG -A I'S; Cosmetics: Arsenic 、 mercury , lead , 此lenium; Secondary邮l)Slion

化妆品中的碑 、采、铅、硒是有害污染物 ， 具有一定的祜积
性 ． 其中眒 、采 、铅化妆品的必测项目。现有的测定 化妆品中
珅 、采船 、硒的消解方法和测定方法都有所不同，操作繁琐费 、

时 ， 并增加试剂器材的消耗。本文将各种不同的消解方法优

5%
、铅 、

化合并 ． 并采用目前测定碑 、 采 、铅、硒灵敏度最尚的氢化物发 
生－原子荧光法测定．收到了良好的结果 ， 证明木方法是环效 
并切实可行的方法， 可为制定标准作出必要的参巧 。

1 
I. I 

材料与方法
仪另与试剂

ETHOS D型微波消觥仪 ； AFS - 680原子荧光光度计；原 
子荧光专用碑 、采、铅 、硒特种空心阴极灯。硝酸（优级纯）； 盐
酸（优级纯）；过氧化氢（分析纯）；实验用去离子水或同等纯度 
水； 硫豚和5%抗坏血酸浪合溶液；2%翱氢化钾溶液；砰

泵 硒标准贮备溶液的浓度均为1 、1 、1 、 O. I mg/L(国家标
、

准物质研究中心）。
I. 2 实验方法
1.2.1 样品的消解 化妆品种类繁多 ． 基体都各不一样 ．本文
采用二砍微波悄解法 ． 对不用的化妆品 ， 都取衍了较好的效
果。具体消解步骤如下：Q)直接取样0.2-0.Jg, 针对一些含
有挥发性物质（乙醇等）的化妆品 ． 如香水 、 花露水等和一些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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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推进剂的化妆品，如摩丝先在80't: 电热板或者水浴挥干挥
发性物质， 其他化妆品无需经过此步；＠向消解管加人2叫硝
酸 、6 ml去离子水 ， 百接微波消解；＠冷却后加人 2 ml双氧
水 ，进行二次消解。将样品定容至JOO ml, 备用。
1.2. 2 测定方法 各元索的定负分析方法均采用氢化物原子
荧光光度法。主要仪器条件见表1。

测定lJ电慎负岱If
元紧(nl) {V) 

表1 主要仪器工作条件

还臣剂 釐度

从 60 冰） 1引KBII,令 O.S'J劝I Sf,(VIV) IICl+I{尉(Sf,)-仗坏皇僚(SS)

lfc 12泌O,S'J,KJIH, +0.SH,Otl Sf,(V/V) HCI/HNO, 

Pl, 80坳讳KBlt,,O.S'JI切II含I.SJ(小）HCl,0.4f,H2
C0, 和2,K,Fe(C/l)6

St 60 冰 2'£KJIH, tO.Si! 如 Sf,(V/V) IICl+Q(S\t)-伉坏皇檀(S分）

其他条什均采用饮认条件

2 结果
2. I 消解条件

二次消解可以基本润足一般化妆品的消解要求 ， 因为其
用酘盘小 ． 一般无须赶酸 、 也基本杜绝了采的挥发和过猛氮氧
化物引起的荧光滓灭。实验发现对于一些粉饼类化妆品尽管
无法消解完全 ，但过滤后基本不影响测定结果。
2.2 各元素的线性范围和仪另检出限试验

线性范围分别为碑：0. 2 -200四IL, r =0. 9995: 采：0.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