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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测定大米中总砷、镉和
铅含量的不确定度评估
胡桂霞*, 曹美萍, 张燕峰
(上海市松江食品药品检验所, 上海

摘

要: 目的

201600)

评估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inductively coupled plasma mass spectrometry, ICP-MS)测定大

米中总砷、镉和铅含量的不确定度。方法

依据 GB 5009.268—2016, 利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测定大米

中总砷、镉和铅含量, 按照 CANS-GL 006: 2018 的评估方法, 建立测量结果的不确定度评估模型, 分析不确定
度来源, 计算不确定度分量并合成。结果

大米中总砷、镉和铅含量分别为 0.0913、0.0793、0.0265 mg/kg, 扩

展不确定度分别为 0.00828、0.00484、0.00322 mg/kg (k=2)。结论

影响总砷、镉和铅不确定度的主要因素为

标准曲线拟合, 其次为标准溶液配制过程, 而重复测定、加标回收和样品制备可忽略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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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certainty evaluation for determination of total arsenic, cadmium and lead
content in rice by inductively coupled plasma mass spectrome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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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uncertainty of determination of total arsenic, cadmium and lead in rice by

inductively coupled plasma mass spectrometry (ICP-MS). Methods

According to GB 5009.268—2016, the

contents of total arsenic, cadmium and lead in rice were determined by inductively coupled plasma mass
spectrometry. According to the CANS-GL 006: 2018, a mathematical model for uncertainty evalution was
established, the source of uncertainty was analyzed, and the component of uncertainty was quantified and
synthesized. Results

The content of the total arsenic, cadmium and lead in rice were 0.0913, 0.0793 and

0.0265 mg/kg, respectively, and the expanded uncertainties were 0.00828, 0.00484 and 0.00322 mg/kg (k=2).
Conclusion

The main factor influencing the uncertainty of total arsenic, cadmium and lead is the standard curve

fitting, followed by the standard solution preparation process, while repeatability, recovery rate experiment and
sample preparation are neglig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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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00 型电感耦合等离子质谱仪(美国安捷伦公司);

言

Mars 6 微波消解仪(美国 CEM 公司); SECURA 224-1CN 型

大米是地球上最重要的食物来源, 大米质量安全关

电子天平(德国 Sartorius 公司); Milli-Q 超纯水机(美国默克

系着全球约 50%人类的口粮安全, 因此大米的质量安全是

密理博公司); JYL-C020 粉碎机(杭州九阳生活电器有限公

粮食安全最重要的部分。但是, 随着环境污染、化肥、农

司); 移液管和容量瓶均为 A 级器具; 器具按照国家检定规

药的过度使用, 农田土壤、水源中金属的含量急剧上升,

程要求进行检定[2425]。

大米种植环境遭受重金属污染, 严重威胁着人们的身体健
康[12]。近年来, 屡次曝光的“毒大米”事件, 引起消费者对
大米质量安全的担忧 [3] 。其中, 生物毒性相对显著的砷、

1.2

实验方法

1.2.1

标准曲线配制
用移液管吸取 10 μg/mL 砷、镉和铅混合标准溶液

[4]

镉和铅含量是大米质量安全控制的重要污染指标 。电感
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因具有灵敏度高、检出限低、检测速
度快、多元素同时测定等优点而成为发展最快的无机超痕
量和痕量分析技术[56]。
痕量分析对于结果的准确度具有较高的要求, 而
实际的检测工作中, 基体效应、前处理损失、称量、定
容体积、加标回收、仪器的不确定度、测量方法的估
计、测量环境的变化等影响因素给测量结果带来一定
的 误差 [78] 。因 此, 为 了更加 科学合 理的表 述电感耦合
等 离 子 体 质 谱 法 (inductively coupled plasma mass
spectrometry, ICP-MS)的测量结果, 更能反映重金属含
量的真实值, 可建立数学模型对检测过程产生的不确
定度进行评定 [910] 。
《化学分析中不确定度的评估指南》
和《化学分析测量不确定度评定》对不确定度进行了
规范 [1112] 。同时, 实验室认可准则提出要求, 在分析检
测 过 程 中 , 需 要 建 立 并 应 用 不 确 定 度 评 估 程 序 [1314] 。
因此, 在食品检测中对测量结果的不确定度进行评定
具有重要的意义 [1516] 。
关于 ICP-MS 测定食品重金属元素含量的不确定度评

5.00 mL 置 50 mL 容量瓶中, 用 5%硝酸溶液稀释至刻度,
即得混合标准中间液(1.00 μg/mL)。分别吸取 2.50 mL 的混
合标准中间液(1.00 μg/mL)至 50 mL 容量瓶中, 用 5%HNO3
溶液稀释至刻度, 配制成含砷、镉和铅浓度为 50.0 ng/mL
的标准系列溶液, 分别吸取浓度为 50.0 ng/mL 的标准溶液
0.500、1.00、1.50、3.00、5.00 mL 至 50 mL 容量瓶中, 用
5%HNO3 溶液稀释至刻度, 配制成含砷、镉和铅浓度为
0.500、1.00、1.50、3.00 和 5.00 ng/mL 的标准系列溶液。
同时, 取含锗、铟和铋浓度为 100 μg/mL 内标溶液 1.00 mL,
置 100 mL 容量瓶中, 用 5%HNO3 稀释至刻度, 混匀得
1.00 µg/mL 内标使用液。
1.2.2

样品制备
准确称取 11 份 0.5000 g 大米样品粉末, 置于消解罐中,

加入 6 mL 浓硝酸, 放置过夜后, 放入 MARS 高通量密闭微
波消解仪, 采用程序升温法进行微波消解。消解后得到澄清
透明的溶液, 于 100 ℃赶酸 30 min, 用超纯水转移样品, 定
容至 50 mL, 混匀备用, 采用同样方法做空白试样。
1.2.3

ICP-MS 检测
ICP-MS 仪器测定参数: 射频功率 1500 W, 等离子体

估已有报道 [1722], 且均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初步分析, 但

流 量 15.0 L/min, 载 气 流 量 0.8 L/min, 辅 助 气 流 量

是同时测定大米中总砷、镉和铅含量的不确定度评估报道

0.8 L/min, 采集模式为双模式(脉冲/模拟), Ni 采样锥和 Ni

鲜少。GB 5009.268—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多

截取锥, 蠕动泵转速为 0.3 r/s[26]。

[23]

元素的测定》 是利用 ICP-MS 同时测定食品中多元素, 为

测定前, 对仪器进行调谐, 采用在线加入内标消除基

评估该标准具体实施中的不确定度, 本研究以微波消解法

体效应, 运用碰撞反应池技术消除多原子分子干扰。当内

对大米样品进行前处理, 参考上述相关不确定度评估指南,

标 元 素 的 相 对 标 准 偏 差 大 于 5% 或 者 信 号 漂 移 超 出

分析 GB 5009.268—2016 中 ICP-MS 方法检测过程中的不

80%~120%时, 需要对样品重新测定, 且每个样品重复测

确定度影响因素, 并对不确定度进行评估, 以选择合适的

定 3 次。以标准溶液中待测元素和内标元素响应值强度的

质控手段以降低总体不确定度, 提高测量结果的可信度和

比率 Y 为纵坐标, 元素浓度 C 为横坐标, 对样品的含量进

准确度, 为科学评估不确定度提供参考。

行全定量分析, 从标准曲线上计算相应的浓度。

1

材料与方法

1.3

计算公式
测量数学模型见公式(1)。

1.1

材料、试剂与仪器
大米购于当地市场。

𝑋=

(

)× ×
×

×

式(1)

式中: X 试样中元素的含量, mg/kg; C 由标准曲线测得的供

金属混合标准溶液及内标混合溶液(均为 10 µg/mL,

试品溶液中元素的浓度 ng/mL; C0 由标准曲线测得的空白

美国安捷伦公司); 浓硝酸(65%, 电子级, 江苏晶瑞化学股

液中元素的浓度, ng/mL; V 试样消化液总体积, mL; m 待测

份有限公司); 超纯水(电阻率＞18.2 MΩ·cm)。

样品的质量, g; 1000—换算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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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值的方法为 B 类评定。B 类评定的方法是根据有关的

结果与分析

信息或经验, 判断被测量值的可能区间, 假设被测量值的

不确定度来源分析

概率分布, 根据概率分布 p 确定 k, 则 B 类评定的标准不确

本实验分为样品前处理、仪器检测和数据处理三部分,
根据检测方法分析不确定度来源

[2728]

, 如图 1 所示: 样品

定 度 计 算 见 公 式 (4), a 为 被 测 量 可 能 值 区 间 的 半 宽 度;
𝑢

(𝑥)计算参考公式(3):

制备包含称量和定容两部分, 不确定度由天平和容量瓶共
同引入, 以𝑢

(𝑀)表示; 包含微波消解、赶酸、转移等前

处理过程的不确定度由损耗引入, 用𝑢

(𝑅)表示; 标准溶

液配制过程由标准物质、天平、移液管和容量瓶共同引入,
以𝑢

(𝑆)表示; 标准曲线拟合引入的不确定度用𝑢

示; 测量重复性引入的不确定度用𝑢

2.2

(𝑌)表

(𝑥)表示。

行测量不确定度的评定即为 A 类评定, 对 n 次独立重复测量
得到的测量值进行统计分析获得试验标准偏差 s, 用测量平
[27]

均值作为估计值, 被测量值的 A 类评定通用公式为
√

=
𝑢

∑
(𝑥) =

(𝑥 − 𝑥) /√𝑛
( )
测量平均值

:
式(2)

根据天平检定规程[25], 实验室称样用天平经检定为 1
级合格, 最小量程为 0.1 mg, 差量法称取样品质量, 11 份

天平检定分度值 e=1 mg, 天平允许最大误差为±1.0 mg,
按均匀分布, 𝑘 = √3, 天平允差引入的不确定度为:

一被测量独立重复观测 n 次, 得到 n 个测量值
xi(i=1,2,3...,n), 被重复测量 x 的 A 类标准不确定度, 即贝塞
尔公式。urel(x)为相对标准不确定度。
根据有关信息估计的先验概率分布得到的标准偏差

=

1.0 × 10

= 0.0005774。
√3
天平 实际分度值 𝑑 = 0.1 mg, 按均匀分布 , 𝑘 = √3,
𝑢

天平分辨率引入的不确定度为:
𝑢

式(3)

公式(2)和(3)中 u(x)为在重复性条件或重现性条件下对同

Fig.1

(𝑀)

50~200 g。

能够用统计学方法对在规定条件下测量得到的量值进

𝑢(𝑥) =

式(4)

样品制备过程引入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𝑢
(1)样品称量引起的不确定度分量𝑢 (𝑚):

样 品 称 量 的 均 值 为 0.4238 g, 消 解 罐 和 样 品 称 样 量 在

不确定度评定

( )

𝑢(𝑥) =
2.2.1

=

. ×
×√

= 0.00002887。

合并该两项分量, 并重复计算两次产生的相对标准
不确定度, 天平称量中天平允差和天平分辨率引起的相对
标准不确定度[2728]为:
𝑢

(𝑚) =

(𝑢

+𝑢
0.4238

)×2

= 0.001929 。

图 1 ICP-MS 测定大米中总砷、镉和铅的方法和不确定度来源
Total arsenic, cadmium and lead determination in rice by ICP-MS and the sources of uncertai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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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样品消化液定容引起的不确定度𝑢

(𝑉)

具越多, 不确定度越大, 尽量较少溶液稀释步骤以降低测

采用 50 mL 容量瓶定容, 根据玻璃量器检定证书和

量不确定度。

JJG 196—2006 《常用玻璃量器检定规程》[24]介绍 A 级玻

(1)标准物质引入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𝑢

璃量器的允差±0.05 mL, 按均匀分布(𝑘 = √3)评定, 校准

根据标准母液出具证书, 总砷、镉和铅的相对扩展不

引起的不确定度𝑢校准 = 0.02887。

确定度为 0.5% (k=2), 其相对标准不确定度为:

温度: 实验室温度在(20±2) ℃之间变化, 查得水的膨
4

1

胀系数为(α)=2.1×10 ℃ , 按均匀分布计算不确定度:
. ×

𝑢 =

× ×

因此, 考虑到温度的影响, 定容体积为 50.00 mL, 样

2.2.2

(𝑀) =

𝑢

(𝑚) + 𝑢

(2)逐步稀释过程引入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𝑢

(𝑆)

和容量瓶, 根据各玻璃量器检定证书和 JJG 196—2006 常

实验室温度在(20±2) ℃之间, 查得水的膨胀系数为

= 0.0005804。
50.00
所以样品制备相对标准不确定度为:
𝑢

= 0.0025。

布均匀按 k=√3计算。

𝑢 + 𝑢校准

(𝑉) =

. %

用玻璃量器检定规程, 介绍 A 级玻璃量器的允差, 概率分

品消化液定容引入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为:
𝑢

𝑢rel, As (𝑆) = 𝑢rel , Cd (𝑆) = 𝑢rel, Pb (𝑆) =

标准曲线溶液逐步稀释过程需要使用到下述移液管

= 0.002970。

√

(𝑆)

(α)=2.1×104 ℃1, 按均匀分布(k=√3)计算不确定度:
𝑢 =

(𝑉) = 0.002014。

标准溶液配制引入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𝑢 (𝑆)
标准母液逐步稀释至工作浓度, 包含标准物质和逐

. ×

=2.425×104。

所以单次使用玻璃量器引起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见
公式(5), 其中 V 为使用器具的实际体积:
𝑢

步稀释引入的不确定度, 标准物质数值是否准确及工作液
配制过程对不确定度带来一定的影响。配制标液使用的器

×
√

=

(

)

式(5)

标准曲线配制量具引起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如表 1。

表 1 标准曲线配制量具引起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
Table 1 Relative standard uncertainty caused by standard curve preparation of measuring tools
标定容量/

使用次数

1 mL 分度吸量管

1

1 mL 分度吸量管

1

5 mL 分度吸量管

1

5 mL 分度吸量管

1

5 mL 分度吸量管

1

5 mL 分度吸量管

2

50 mL 容量瓶

7

容量允差
±0.008

±0.025

±0.05

标准不确定度

移取或定容体积 V/mL

0.0046

0.5

𝑢

= 9.2 × 10

0.0046

1.0

𝑢

= 4.6 × 10

0.0144

1.5

𝑢

= 9.6 × 10

0.0144

2.5

𝑢

= 5.8 × 10

0.0144

3

𝑢

= 4.8 × 10

0.0144

5

𝑢

= 2.9 × 10

0.029

50

𝑢

= 5.8 × 10

相对标准不确定度𝑢 (单次)

标准曲线配制引起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分量见表 1,

加标回收表示。平行称取样品 6 份(n=6), 加入标准母液,

考虑使用次数后, 合成标准溶液配制引入的相对标准不确

前处理方法同样品一致。回收率引入的不确定度为公式(6),

定度为:

其中 s 为 6 份加标回收率的标准偏差, R 为对应元素的平均

𝑢

(𝑆) =

𝑢
𝑢

+𝑢
+𝑢
+𝑢
+2×𝑢
+7×𝑢

+

= 0.017。

回收率, 其相对标准不确定度计算结果见表 2:
𝑢

因此, 标准溶液配制引入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合成:
𝑢 , (𝑆) = 𝑢 , (𝑆) = 𝑢 , (𝑆) =
𝑢
2.2.3

(𝑆)

+𝑢

(𝑆)

= 0.017。

加标回收引入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𝑢 (𝑅)
回收率是常用的一种准确度评价试验, 用加标回收

率计算检测过程如样品称量、消解、定容和测量过程中基
体干扰等导致金属元素损失或者污染, 引入的不确定度用

(𝑅) =

√

÷𝑅

式(6)

表 2 加标回收不确定度计算
Table 2 Calculation of uncertainty of recovery rates
元素

标准偏差 s

回收率平均值 R/%

𝑢 (𝑅)

总砷

1.79

100.37

0.00728

镉

1.63

98.64

0.00675

铅

0.70

98.99

0.00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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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曲线拟合引入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𝑢 (𝑌)
标准工作液包含 5 个浓度点(0.500、1.00、1.50、3.00、

5.00 ng/mL), 采用在线内标法, 由 ICP-MS 检测, 每个点测

表 4 不同标准曲线拟合引入的不确定度对比
Table 4 Comparison of uncertainty introduced by different
standard curve fitting

3 个平行, 得到对应的质谱强度 CPS 作为分母, 与内标质
谱强度 CPS 的比值为 Y(CPSAs/CPSGe)、Y(CPSCd/CPSIn)和
Y(CPSPb/CPSBi)以标液工作浓度为横坐标, 以 Y 为纵坐标,
最小二乘法拟合得到线性方程(Y=aC+b)及相关系数 r, 其
中 总 砷 、 镉 和 铅 的 线 性 方 程 分 别 为
Y=0.0078*C+3.2211×105,

Y=0.0024*C+2.5318×106

和

元素

𝑢 （曲线 1）

𝑢 （曲线 2）

𝑢 （曲线 3）

As

0.04093

0.1333

0.5007

Cd

0.02404

0.2078

1.162

Pb

0.05651

0.3836

1.409

Y=0.0198*C+1.7539×104, 相关系数 r 均为 1.0000, ∑(𝐶 −
𝐶 ) 为 13.3。引入的不确定度按公式(7)~公式(9)计算[27]:
𝑢 =

+ +∑
∑

𝑠=

(

)

样

式(7)

)

(

(𝑌 − 𝑌)

𝑢rel， (𝑌) =

式(8)
式(9)

样

式(7)中: s 为标准系列响应值残差的标准偏差; b 为标曲斜

2.2.5

样品测量重复性引入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𝑢rel （𝑥）
检测过程中, 会受到许多随机因素的影响, 在制样均

匀的前提下, 如检测设备的稳定性、操作人员的熟练程度
等, 因此需要重复测量。本实验按照 1.2.2 方法平行制备 11
份样品待测液, 重复测定结果见表 5, 样品测量重复性测
定引入的不确定度为 A 类评定, 计算参考公式(2)和公式
(3), 其中 n=11。

率; a 为标准曲线截距; p 为被测样品平行测定次数, 11; n 为
标液重复测定次数, 15(每个标准溶液重复测定 3 次); 𝐶样
为被测样品浓度(n 个)的平均值, ng/mL; 𝐶 为拟合曲线各点
理论浓度的平均值, ng/mL。

表 5 11 份样品中元素含量的重复测量结果
Table 5 Repeated measurement results of element content in 11
rice samples

式(8)中 Y 为元素的离子计数与相应内标的计数比值; 式(9)

元素含量 X/(mg/kg)

中分母为该元素 11 份样品的浓度均值, ng/mL。

样品

标准曲线拟合引入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结果见表

称样量/mg
总砷

镉

铅

0.0913

0.0793

0.0265

3。标准曲线拟合引入的不确定度分量对不确定度贡献
最大, 分别为 90.2%、78.7%和 92.9%。作为对比, 另外
配制了 2 个系列的标准曲线, 其浓度范围分别为

平均值𝑥̅

0.4238

标准偏差 S

0.01201

0.001895 0.001082

0.001251

1.00~20.0 ng/mL 和 5.00~100 ng/mL, 随着标准曲线质
量浓度提高, 标准曲线线性方程和校准后元素含量变
化不大, 但是不确定度增加较为明显。相比于标准曲线
1 拟合, 标准曲线 3 拟合引入的不确定度分量是其

重复测量引入相对标准不确定度分量: 总砷、镉和铅
分别为 0.006258、0.004113 和 0.01423。

10~50 倍(见表 4), 主要原因是公式(8)中 s 显著增大导

从结果看, 重复性测量引入的不确定度分量相对较

致。因此, 可结合 ICP-MS 的灵敏度与待测样品中样液

小, 这跟定期维护保养仪器的进样管、内标管、雾化器、

的浓度, 选择合适的标准曲线, 以减少标准曲线拟合
引入的不确定度分量。

矩管、采样锥和透镜和每次使用均调谐优化仪器参数等有
关, 如果重复测定的不确定度较大, 需要对仪器进行保养
以提高仪器稳定性, 在测数据时增加重复检测次数, 亦可

表 3 标准曲线拟合引入的不确定度
Table 3 Uncertainty introduced by standard curve fitting
𝑢

𝐶样 /(ng/mL)

𝑢

元素

S

As

0.0004437

0.03169

0.77416

0.04093

Cd

0.00006720

0.01616

0.67230

0.02404

Pb

0.0003855

0.01305

0.23093

0.05651

达到减少样品重复测量引入的不确定度。

2.3

不确定度分量
大米样品中总砷、镉和铅相对标准不确定度分量见表

6, 合成按照公式(10)计算, 设定包含因子为 2, 得到合成
后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和扩展不确定度见表 7:
𝑢

=

u

𝑢 (𝑀) + 𝑢 (𝑆) +
(𝑅) + u (𝑌) + 𝑢 (𝑥)

式(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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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检测过程的相对不确定分量
Table 6 Relative uncertainty components of detection process

序号

分量来源

不确定度分量

总砷(As)

镉(Cd)

铅(Pb)

1

样品制备

𝑢 (𝑀)

0.002014

2

标曲溶液

𝑢 (𝑆)

0.017

3

加标回收

𝑢 (𝑅)

0.00728

0.00675

0.00289

4

标曲拟合

𝑢 (𝑌)

0.04093

0.02404

0.05651

5

测量重复性

𝑢 (𝑥)

0.006258

0.004113

0.01423

表 7 大米中总砷、镉和铅的标准不确定度结果
Table 7 Uncertainty results of total arsenic, cadmium and lead in rice

3

结

项目

总砷(As)

镉(Cd)

铅(Pb)

合成相对不确定度

0.04539

0.03055

0.06080

元素平均含量/(mg/kg)

0.0913

0.0793

0.0265

标准不确定度

0.00414

0.00242

0.00161

扩展不确定度

0.00828

0.00484

0.00322

相对扩展不确定度/%

9.1

6.1

12.2

论

[4] 石春红, 曹美萍, 胡桂霞. 松江区消费环节大米重金属污染状况及安
全评价[J]. 食品安全质量检测学报, 2019, 10(21): 72407244.

本研究参考 GB 5009.268—2016 国家标准, 基于实验

SHI CH, CAO MP, HU GX. Contamination status and safety assessment

室给出的数据, 对 ICP-MS 同时测定大米中总砷、镉和铅

of heavy metals in rice consumed in Songjiang district [J]. J Food Saf

含量的不确定来源和建立的数学模型进行分析, 并根据数
据分析因果, 通过对重复测量、标准曲线拟合、加标回收
率、标准物质配制和样品制备的相对不确定度进行计算表
征检测过程的不确定度, 并通过其对总体不确定度的贡献,
找到影响不确定度的主要因素, 即标准曲线拟合。通过对
标准曲线拟合进行分析, 发现在保证仪器灵敏度的基础上,
尽可能选择合适的标准曲线范围, 以降低该不确定度分量,
提高检测结果的置信度和准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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