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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活性剂增敏阻抑动力学光度法测定

食品中痕量碘

倪秀珍，王晓菊 *
(长春师范学院生命科学学院，吉林 长春      130032)

摘   要：在稀硫酸介质中，阳离子表面活性剂苄基三乙基氯化铵增敏剂存在下，痕量碘离子对亚硝酸根催化溴酸

钾氧化亚甲基蓝的褪色反应有显著阻抑作用。据此建立了表面活性剂增敏阻抑动力学光度法分析测定痕量碘的新方

法。 方法的线性范围为 0～480g/L，检出限为 3.7 × 10-7g/L。该法快速、灵敏、操作简单，用于粗盐中痕量碘的

测定，结果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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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An inhibitory kinetic spectrophotometric method was proposed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trace iodine. The method

is based on the inhibition effect of iodine on the nitrite-catalyzed oxidation of menthylene blue by potassium bromate in dilute

sulphuric acid medium. The linear range of the determination is 0 to 480 g/L, and the detection limit is 3.7×10-7 g/L. This method

is simple, rapid and highly sensitive. It has been used for determination of trace iodine in salt with satisfactory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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碘是人体必须的营养元素，碘缺乏会导致人的智力

和抵抗疾病的能力下降，严重时会导致甲状腺肿大。食

品是摄取微量元素的基本来源，因此建立高灵敏度，高

选择性食品中痕量碘的测定方法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

作。目前测定痕量碘的方法主要有：分光光度法[1]、电

化学分析法[2]、流动注射分析法[3]、火焰原子吸收法[4]、

气相色谱法[5 ]、原子发射光谱法[6 ]、离子色谱法[7 ]、催

化动力学光度法[8]等。这些方法中催化动力学光度法灵

敏度高、设备简单、操作方便，是痕量分析的一种有

效方法，广泛用于各种元素的测定[8-10]。近年来，随着

研究工作深入，在某些催化反应体系中引入表面活性

剂，方法的灵敏度或分析性能得到明显的提高或改善[11-12]。

但以表面活性剂作为增效试剂，应用于碘的动力学分析

法报道较少。本实验通过实验观察到，在硫酸介质中，

痕量碘离子对亚硝酸根催化溴酸钾氧化亚甲基蓝的褪色

反应有显著阻抑作用，加入表面活性剂苄基三乙基氯化

铵后,  可明显加快催化反应速率。据此，详细研究了催

化反应适宜条件，拟定了以苄基三乙基氯化铵为增敏剂

阻抑催化光度法测定痕量碘的新方法。方法用于粗盐中

痕量碘的测定结果满意。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剂与仪器

亚甲基蓝溶液：0 . 4g /L 乙醇溶液；NO 2 溶液：用

干燥分析纯亚硝酸钠准确配制含亚硝酸根 1mg/ml 的贮备

液，避光保存，使用当天稀释为工作液 1μg/ml；碘标

准溶液：用 KI 按常规配成碘浓度为 1.0g/L 贮备液，避

光保存在棕色瓶中，工作溶液为 1.0μg/ml；KBrO 3 溶

液：0.05mol/L；H2SO4 溶液：0.05moL/L，所有试剂均

为分析纯；水为二次蒸馏水。

723 分光光度计    上海第三分析仪器厂；PHS-3C 型

酸度计    上海第二分析仪器厂；SYC-15 超级恒温水浴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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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桑力电子设备厂；SYZ-500 型石英亚沸高纯水蒸馏

器    江苏金坛；METLERAE240电子分析天平    梅特勒托

利多仪器有限公司。

1.2 实验方法

在两支 25ml 的比色管中，分别加入 5ml 水，2.0ml
的 H2SO4 溶液，1.5ml 亚硝酸根溶液，向其中一支比色

管中加入一定量的碘标准溶液，另一支作试剂空白实

验，放置片刻，再分别加入 1.0ml KBrO3 溶液，0.5 ml
苄基三乙基氯化铵，0.5ml 亚甲基蓝，用水定容至 25ml，
在室温水浴(20℃)下静置 10 min，冰水中冷却 10min ，
用 1cm 比色皿在 615nm 处，分别测定阻抑和非阻抑体系

溶液的吸光度 A 及 A0 计算ΔA =A － A0。

2 结果与分析

2.1 条件的选择

2.1.1 吸收光谱

在 723 分光光度计上扫描波长范围在 330～800nm，

得到不同的吸收光谱图(图 1)。实验结果表明，在 H2SO4

介质中及表面活性剂苄基三乙基氯化铵影响下，亚甲基

蓝的最大吸收峰均位于 6 1 5 n m 处，所以本实验选择

615nm 作为测定波长。曲线 3 与曲线 4 相比较可知，在

酸性介质中，NO2 对溴酸钾氧化亚甲基蓝有催化作用；

曲线 2 与曲线 4 相比较可知，I- 对亚硝酸根催化溴酸钾

氧化亚甲基蓝有抑制作用，使吸收光谱峰升高，曲线 1
与曲线 5 的吸光度差值和曲线 2 与曲线 4 差值相比较，可

知加入表面活性剂苄基三乙基氯化铵后，ΔA 增大，说

明苄基三乙基氯化铵具有增敏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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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不明显。在酸性介质中，二者的速率差异较大，且

在稀 H2SO4 介质中效果最好，其用量在 2.0ml 时ΔA 值最

大且稳定重复性好，所以本法选择 2.0 ml 的 0.05mol/L
H2SO4 溶液来控制体系的酸度。

2.1.3 表面活性剂用量的影响

研究了溴代十六烷基吡啶、氯代十六烷基吡啶、

十二烷基磺酸钠、苄基三乙基氯化铵、琥珀酸二异辛

酯碳酸钠等各类表面活性剂对本指示反应的影响，实验

结果表明苄基三乙基氯化铵对该指示反应增敏效果最

好。故本法选用苄基三乙基氯化铵为增敏剂，其用量

0.5 ml 时ΔA 值最大，所以选择表面活性剂苄基三乙基

氯化铵用量为 0.5ml。

2.1.4 试剂用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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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吸收光谱

Fig.1   Absorprtion spectra of mixed solution of methylene blue,
KBrO3 and H2SO4 under differnet conditions

1.亚甲基蓝 + H2SO4+ KBrO3+ NO2+ 苄基三乙基氯化铵 +
I；2.亚甲基蓝 + H2SO4+ KBrO3+ NO2+ I ；3.亚甲基蓝 +
H2SO4+ KBrO3；4.亚甲基蓝 + H2SO4+ KBrO3 +NO2；5.
亚甲基蓝 + H2SO4+ KBrO3+ NO2+ 苄基三乙基氯化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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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硫酸溶液用量的影响

该反应在中性介质中，阻抑和非阻抑反应的速率差

由图 2 可知，随着亚甲基蓝用量的增大，ΔA 也

增大，限于仪器的读数情况，亚甲基蓝的用量为 0.5ml
时，吸光度的值符合吸光度读数范围且ΔA 值稳定重现

性好，所以本方法选择亚甲基蓝的用量为 0.5ml。固定

H2SO4、苄基三乙基氯化铵、亚甲基蓝用量，改变 KBrO3

用量。同理仅改变 NO2 用量。当溴酸钾的用量为 1.0ml
时，NO2 用量为 1.5ml 时，ΔA 值最大稳定性较好。所

以本法选用溴酸钾的用量为 1.0 ml，NO2 用量为 1.5ml。

2.1.5 反应温度和加热时间

在 30～50℃内温度升高，阻抑及非阻抑反应都加

快，ΔA 值降低，考虑到实验条件的简化，可选择室

温下反应。当固定反应温度 200C 时，反应时间在 2～
10min，ΔA 与 t 呈线性关系本法选择反应时间为 10min，
并在冰水中冷却 10 min 可有效的终止反应，使吸光度在

6 h 内基本保持不变。

2.2 共存离子影响

按实验方法，考察了常见离子对测定的影响，对

25ml 溶液中含有 1.00 μ g 碘离子的测定，相对误差在

± 5% 以内，共存离子的允许量为： K+、Na+、M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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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3-(超过 2000 倍有影响)；SO42-、PO43-、Mg2+、NH4+、

F- (1000 倍有影响)；Ba2+、Ca2+、Ac- (500 倍有影响)；
C d 2 +、P b 2 +、B i 3 +( 1 0 0 倍有影响)；C o 2 +、A l 3 +、V、

Hg2+、Zn2+(50 有影响)； Ni2+、Cu2+、S2- (20 倍有影响)；
Mn2+ (10 倍有影响)；Fe3+、Br-(5 倍有影响)。由此可见，

本方法的选择性较好。

2.3 工作曲线

分别取不同量的碘标准溶液按实验方法测定，以ΔA
对碘量作图在 0～480g/L 范围，碘量与ΔA 呈良好线性

关系，其回归方程为：Δ A=0.2312C (mg/L) + 0.09916，
相关系数 r =0.9968。对空白溶液进行 11 次平行测定，按

3倍的标准偏差(0.0029)除以回归方程的斜率(CL=3Sr/K) 求
得本法检出限为 3.7 × 10-7g/L。
2.4 样品分析

取海带等食品洗净、烘干、粉碎，称取 1.000g 用
2mol/L KOH 溶液 8ml 浸泡数小时，小心蒸干，300℃灰

化 2h，6 50℃灼烧 2h，使样品变为灰白，冷却后用少

许热水溶解，转入小烧杯中，用 1mol /L H2SO4 中和至

中性，滤入 50ml 容量瓶中定容。取适量溶液按实验方

法测定，结果见表 1 。

H2SO4 调至 pH 为 4.0，加 0.1mol/L Na2S2O3 溶液 0.1ml，
并加热煮沸几分钟，转入 100ml 容量瓶中定容，取适

量溶液按实验方法测定，结果见表 1  。
由表 1 可见，测定结果相对标准偏差＜ 5%，回收

率为 96.3%～105.7%，说明利用 I- 的负催化作用测定碘，

是一种简便、灵敏、快速、准确的新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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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样品分析结果及回收率(n=5)
Table 1  Determination results and recoveries of iodine in three

food samples(n=5)

试样   
           测得值(mg/g) 相对标准 碘加入量 测得总量回收率

本法 原子吸收法 偏差(%) (mg/L) (mg/g) (%)
粗盐 1#  29.19 28.67 2.1 30.00 59.01 99.4
碘盐 2# 30.56 30.86 2.6 30.00 61.33 102.6
海带 124.2 128.1 3.2 100.0 219.5 95.3

取含碘食盐 1 . 0 0 0 g，用少许水溶解，用 1 m o l / 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