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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时间-离子选择性电极浓度直读法快速测定
腐竹中的硼砂
高向阳1,2，魏姜勉2，张  娜1

(1.郑州科技学院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河南 郑州 450064；2.河南农业大学食品科学技术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2)

摘  要：为建立一种快速测定食品中硼砂的新方法，以腐竹为样品，经酸化、氟化，使硼砂转化为氟硼酸根，

用氟硼酸根离子选择性电极固定时间浓度直读法测定。结果表明：酸化和氟化过程分别需1mol/L硫酸1.00mL，

4mol/L氢氟酸4.00mL，当氟化温度80℃、氟化时间5min时，样品测定的相对标准偏差为0.076%(n=11)、加标回收

率为93.04%～104.2%、氟硼酸根离子的最低检出限为1.12×10-5mol/L。该法成本低廉、无需作图、简便迅速，利于

样品的现场快速分析，结果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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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 fixed-time direct-reading ion selective electrode method was proposed for the rapid determination of borax 

in yuba.  Samples were acidified and fluorinated to form fluoroborate ion, which were measured by the method. Upon 

acdification with 1.00 mL of 1 mol/L sulfuric acid and fluorination at 80 ℃ for 5 min with 4.00 mL of 4 mol/L hydrofluoric 

acid, avrage recovery rates for spiked samples ranged from 93.04% to 104.2%, with RSD of 0.076% (n = 11). The detection 

limit for fluoroborate ion was 1.12 × 10-5 mol/L. The method is cheap, simple, quick, calibration-curve-free and useful for 

on-site determination with satisfying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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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竹含有丰富的谷氨酸和磷酸，有预防老年痴呆、

高血脂、动脉粥样硬化等功效，在豆制品中营养价值颇

高[1-6]。硼砂具有防腐作用，能增加食品强度及保水性，

但毒性较强，成人一次摄入1～3g即中毒，摄入15g可致

死，连续摄入会造成蓄积性中毒[7-8]。国家明确规定硼砂

是禁用食品添加剂，但近年来，部分生产者为改善腐竹

的外观和柔韧度，加工中仍添加硼砂等禁用品，给食品

安全带来一定的隐患，因此，实现快速测定腐竹等食品

中的硼砂对维护食品安全、保障人体健康有一定积极的

现实意义。

硼砂定性检测常用姜黄试纸显色法[9]、显微结晶法[10]，

定量分析有滴定法[11]、分光光度法[12]、旋光法[13]、色谱

法[14]、荧光法[15]、质谱法[16]、原子发射光谱法[17]、火焰原

子吸收法[18]等，离子选择性电极浓度直读法快速测定食品

中的某些组分，近年来已经得到应用[19-21]，但固定时间浓度

直读法快速测定食品中的硼砂还未见文献报道。本实验用

氟硼酸根选择性电极，在最佳酸化、氟化条件下处理样品

后直接测定，用固定时间法读数，方法的选择性好、设备

便携、成本低廉、操作简单、读数直观，无需作图和进行

复杂计算，能实现现场快速检测，为腐竹等食品中硼化合

物的快速测定提供了一种新型分析技术，有一定的科学理

论指导意义和实际推广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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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仪器

腐竹 郑州市购。

氟硼酸根离子选择性电极、217型双盐桥饱和甘汞电

极、PXSJ-216型离子分析仪 上海精密科学仪器有限

公司；KQ-250E型超声清洗器 昆山市超声仪器有限公

司；SYZ-B型石英亚沸高纯水蒸馏器 江苏省宜兴市勤

华石英玻璃仪器厂；电热恒温干燥箱 上海新苗医疗器

械制造有限公司；电子天平；干燥器。

1.2 试剂及配制

所用水为二次重蒸去离子水，所用试剂均为优级纯

或分析纯。

0.1000mol/L氟硼酸根离子标准贮备液：准确称取经

105℃烘至恒质量的氟硼酸钠1.0981g，用重蒸水定容于

100mL容量瓶，混匀。用前以重蒸水逐级稀释至所需浓度。

总离子强度缓冲调节剂(TISAB)溶液：量取700mL重

蒸水于1L烧杯中，依次加50mL冰醋酸、58.50g氯化钠和

0.30g柠檬酸钠，加水200mL，搅拌溶解后，用5.0mol/L

氢氧化钠溶液调节pH4.00。

1 m m o l / L氟硼酸根离子A标定液：用移液枪取

0.1000mol/L氟硼酸根离子标准贮备液0.50mL于80mL塑料

烧杯中，加入1mol/L硫酸1.00mL、4mol/L氢氟酸4.00mL、

20.00mL TISAB、24.50mL水，混匀，备用。

10mmol/L氟硼酸根离子B标定液：取0.1000mol/L氟

硼酸根离子标准贮备液5.00mL于80mL塑料烧杯中，加

入1mol/L硫酸1.00mL、4mol/L氢氟酸4.00mL、20.00mL 

TISAB、20.00mL水，混匀，备用。

氟硼酸根离子空白溶液：取1mol/L硫酸1.00mL、

4mol /L氢氟酸4 .00mL，于80mL塑料烧杯中，加入

20.00mL TISAB、25.00mL水，混匀，备用。

1.00×10-5mol/L氟硼酸根溶液：取0.1000mol/L氟硼

酸根标准贮备液1.00mL于100mL容量瓶定容、混匀，得

浓度为1.00×10-3mol/L的氟硼酸根使用液。取1mol/L硫

酸1.00mL、4mol/L氢氟酸4.00mL于80mL塑料烧杯中，加

入20.00mL TISAB、1.00×10-3mol/L氟硼酸根离子使用液

0.50mL和24.50mL水，混匀，备用。

1.3 方法 

1.3.1 仪器的标定  

安装电极并开启仪器，预热15min。选择“模式/4”

中的“浓度直读”功能，按“确认”，选择浓度单位

“mmol/L”，按“确认”并进入“两点校准”模式，输

入c1=1mmol/L，将处理好的电极对和温度传感器插入A标

定液中稳定3min，按“确认”，将清洗好的电极对插入B

标定液中，输入c2=10mmol/L，稳定3min，按“确认”键

即显示出校准好的电极斜率。按“确认”，进入“空白

校准”状态，将处理好的电极对插入空白溶液中，3min

后按“确认”键，储存空白值后，仪器标定结束。

1.3.2 样品的测定与计算 

将腐竹样品研成粉末，准确称取5g左右 (称准至

0.0001g)于塑料烧杯中，加入1mol/L硫酸1.00mL，4mol/L

氢氟酸4.00mL，在80℃水浴锅中氟化5min，用15mL水

分数次冲洗烧杯并将样品定量移入50mL容量瓶，加入

TISAB溶液20.00mL，用重蒸水定容、混匀后倒入烧杯，

插入清洗好的电极对，轻轻摇动后静置3min，按“确

认”键，直接读出氟硼酸根离子的浓度，按下式计算湿

基样品中硼砂含量ω/(mg/g)。

m 4
c 0.05000 201.37

ω/(mg/g) =

式中：c为由仪器直接读出的氟硼酸根离子的浓度/

(mmol/L)；m为样品的质量/g；201.37为硼砂的摩尔质量/

(g/mol)；4为氟硼酸根与硼砂物质的量的换算倍数。

2 结果与分析

2.1 硫酸用量的影响

分别称取同一腐竹样品5.0000g(精确到0.0001g)于6个

塑料烧杯，各加入1mol/L硫酸0.40、0.60、0.80、1.00、

1.20、1.40mL，4.00mL 4mol/L氢氟酸溶液，在80℃水浴

锅中氟化5min，用15mL水分数次冲洗烧杯，并将样品定

量移入50mL容量瓶，加TISAB溶液20.00mL，用重蒸水

定容、混匀后倒入80mL塑料烧杯，插入电极对，轻轻摇

动后静置3min，直接读出氟硼酸根浓度，取5次平行测定

的平均值。以硫酸体积为横坐标，氟硼酸根浓度为纵坐

标作图，结果见图1。

12
11
10
9
8
7
6
0.4 0.6 0.8 1.0 1.2 1.4

/mL

/ (m
m

ol
/ L

)

图 1 硫酸添加量对氟硼酸根离子测定的影响

Fig.1 Effect of different amounts of sulfuric acid on the determination of 

fluoroborate ion

由图1可知，取1mol/L的硫酸1.00mL酸化时，氟硼酸

根离子的测定信号较高且较稳定。

2.2 氟化温度的影响

分别称取腐竹样品5.0000g(精确到0.0001g)于6个塑

料烧杯，依次加入1mol/L硫酸1.00mL，4mol/L的氢氟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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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mL，分别在50、60、70、80、90、100℃水浴中氟

化5min，用15mL水分数次冲洗烧杯并将样品定量移入

50mL容量瓶，加20.00mL TISAB，用重蒸水定容、混匀

后倒入80mL塑料烧杯，插入电极对，轻轻摇匀后静置

3min读数，取5次平行测定的平均值。以氟化温度为横坐

标，氟硼酸根浓度为纵坐标作图，结果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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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氟化温度对氟硼酸根离子测定的影响

Fig.2 Effect of fluorination temperature on the determination of 

fluoroborate ion

由图2可知，在实验条件下，选择80℃作为氟化温度

时，氟硼酸根的测定信号较高且较稳定。

2.3 氟化时间的影响

分别称取同种腐竹样品5.0000g(精确到0.0001g)于5

个塑料小烧杯，依次加入1mol/L的硫酸1.00mL，4mol/L

的氢氟酸4.00mL，分别在80℃水浴锅中氟化1.00、3.00、

5.00、7.00min和9.00min，用15mL水分数次冲洗烧杯并将

样品定量移入50mL容量瓶，加入20.00mL TISAB，用重

蒸水定容、混匀后倒入80mL塑料烧杯，插入电极对，轻

轻摇匀后静置3min读数，取5次平行测定的平均值。以氟

化温度为横坐标，氟硼酸根离子浓度为纵坐标作图，结

果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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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氟化时间对氟硼酸根离子测定的影响

Fig.3 Effect of fluorination time on the determination of fluoroborate ion

由图3可知，80℃水浴氟化5min时，氟硼酸根的测定

信号较高且较稳定。

2.4 读数时间的固定

为实现快速测定，提高工作效率，并减少测定误差，

保证测定结果的准确度，采用固定时间法读数，实验表

明：电极对与待测定溶液接触3min后读数，效果较好。

2.5 样品测定结果

对腐竹各样品中硼砂分别进行5次平行测定，检验无

可疑值后取平均值报告，结果见表1。

表 1 样品测定结果

Table 1 Determination results of samples

样品 腐竹1 腐竹2 腐竹3 腐竹4 腐竹5

硼砂测定值/(mg/g) 7.896 3.579 6.511 2.175 5.267

相对标准偏差/% 0.086 0.094 0.079 0.097 0.091

2.6 精密度

在实验条件下，对腐竹样品3中的硼砂含量进行11次

平行测定，结果见表2。

表 2 精密度

Table 2 Results of precision experiments

测定值/(mg/g) 平均值/(mg/g) RSD/%

6.552  6.378  6.453  6.613  6.547  6.601  6.527  6.479  6.521  6.524  6.399 6.509 0.076

由表2可知，样品测定的平均值为6.509mg/g，相对

标准偏差(RSD)为0.076%(n=11)。

2.7 加标回收率

准确称取2种样品各5.0000g，加入经105℃烘至恒

质量的硼砂100mg，按照实验方法进行3次加标回收率实

验，检验无可疑值后，取平均值报告，结果见表3。

表 3 回收率测定结果(n=3)

Table 3 Average recovery for two spiked samples (n=3)

样品
加标前测定均值/

(mg/5.0000g)
加标后测定均值/

(mg/5.0000g)
加标量/

(mg/5.0000g)
平均回
收率/%

腐竹1 7.856 112.1 100 104.2

腐竹5 5.267 98.31 100 93.04

由表3可知，加标回收率为93.04%～104.2%。

2.8 干扰实验

取1.00×10-4mol/L氟硼酸钠标准溶液10.00mL于

100mL容量瓶，加TISAB溶液20.00mL。取浓度分别

为0.1000、0.0100、0.0010mol/L的碘化钠、硝酸钠、

溴化钠、氯化钠干扰离子溶液10.00mL于上述氟硼酸

钠标准溶液中，定容至1 00mL。通过离子分析仪的

浓度直读功能读出氟硼酸根离子的浓度。结果表明：

1000倍的碘离子、硝酸根离子、溴离子，100倍的氯

离子对测定结果不干扰。但1000倍的钠离子产生干

扰，而样品中的钠离子尚没达到干扰氟硼酸根测定的

浓度。

2.9 检出限

与样品测定相同的条件下，对1.00×10-5mol/L的氟硼

酸根溶液进行11次平行测定，按3倍标准偏差计算的方法

检出限为1.12×10-5mol/L，即2.25mg/L，与火焰原子吸收

法的检出限2.5mg/L相当[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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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 论

酸化和氟化过程分别需 1 m o l / L硫酸 1 . 0 0 m L，

4 m o l / L氢氟酸4 . 0 0 m L，当氟化温度80℃、氟化时间

5min时，样品测定的相对标准偏差为0.076%(n=11)、加

标回收率为93.04%～104.2%，氟硼酸根离子的方法检出

限为1.12×10-5mol/L。离子选择性电极用固定时间和浓度

直读法读数，选择性好、快速方便、成本低廉、操作简

单、工作效率高，有利于现场快速检测，为腐竹等食品

中硼砂的测定提供了一种新型、便捷的分析技术，实用

价值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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