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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非等效采用美国公职分析家协会分析方法手册 和日本肥料分析方法

中 以硝酸 高氯酸分解法制备试样溶液 非等效采用前苏联国家标准 中 以硫酸 过

氧化氢分解法制备试样溶液 以火焰光度法测定有机 无机复混肥料中钾含量 小于 的总钾含

量 非等效采用 肥料 钾含量测定 四苯硼钾重量法 测定有机 无机复混肥料中钾含

量 大于等于 的总钾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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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有机 无机复混肥料中总钾含量的测定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由有机肥与化学肥料组成的有机 无机复混肥料 也适用于各种纯有机肥料的总钾含

量的测定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 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 本标准出版时 所示版本均

为有效 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 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复混肥料 实验室样品制备

化肥产品 化学分析常用标准滴定溶液 标准溶液 试剂溶液和指示剂溶液

试剂

本标准所用试剂 水及溶液的配制 在未注明规格和配制方法时应符合 之规定

硫酸

过氧化氢

硝酸

高氯酸

四苯硼钠沉淀剂 溶液 按 中 配制 该溶液贮存在棕色瓶或塑

料瓶中 一般不超过一个月期限 如发现浑浊 使用前应过滤

四苯硼钠洗涤液 用十体积的水稀释一体积的四苯硼钠沉淀剂

乙二胺四乙酸二钠盐 溶液

甲醛溶液 约 或

氢氧化钠溶液

酚酞 乙醇溶液 溶解 酚酞于 乙醇中

氧化钾标准贮备溶液

称取 经 烘 的氯化钾 用水溶解后定容于 量瓶中 混匀 该溶液 含氧

化钾 贮存于塑料瓶中

氧化钾标准溶液

吸取 氧化钾标准贮备溶液 于 量瓶中 用水稀释至刻度 混匀 此溶液

含氧化钾



仪器 设备

通常实验室仪器和

玻璃坩埚式滤器 号 容积

干燥箱 温度可控制在 范围内

火焰光度计

试样溶液制备

按 规定制备实验室样品

钾含量 的试样 采用火焰光度法测定 称取 试样 钾含量 的试样 采用

四苯硼钾重量法测定 当 时称取 试样 时称取 试样 精确到

用下列方法之一制备试样溶液

硝酸 高氯酸消煮法

将试样置于 高型烧杯中 加入 硝酸 小心摇匀 在通风橱内用电热板加热至近

干涸 稍冷后加入 高氯酸 盖上表面皿 缓慢加热至冒高氯酸的白烟 继续加热直至溶液呈无色

或浅色清液 注意不能蒸干 冷却至室温 将消煮液移入 量瓶中 用水稀释至刻度 混匀 用干

燥滤纸过滤 弃去最初 滤液

硫酸 过氧化氢消煮法

将试样置于 锥形瓶中 加入 浓硫酸 过氧化氢 小心摇匀 静放

然后再加入 过氧化氢 插上梨形漏斗 在通风橱内用 电炉缓慢加热至

沸腾 继续加热保持 取下 若溶液未澄清 稍冷后分次再加入 过氧化氢 并分次消

煮 直至溶液呈无色或浅色清液 继续加热 冷却至室温 将消煮液移入 量瓶中 用水稀

释至刻度 混匀 用干燥滤纸过滤 弃去最初 滤液

分析步骤

四苯硼钾重量法

当试样中含氧化钾大于等于 时 采用本方法

方法提要

在弱碱性介质中 以四苯硼钠沉淀试样溶液中的钾离子 为了防止铵离子及其他阳离子干扰 可预

先加入适量的甲醛溶液和乙二胺四乙酸二钠盐 使铵离子与甲醛反应生成六亚甲基四胺 其他

阳离子与乙二胺四乙酸二钠生成稳定的配位化合物 将沉淀过滤 干燥及称量

试液处理

吸取上述滤液 第 章 置入 烧杯中 加 溶液 含阳离子较多时

可加 加 滴酚酞溶液 滴加氢氧化钠溶液 至红色出现时 再过量 滴 加甲醛

溶液 按 氮加约 甲醛计算 即 甲醛溶液加 若红色消失 用氢氧化钠溶

液 调至红色 在良好的通风橱内加热煮沸 冷却

沉淀及过滤

在不断搅拌下 于试样溶液 中逐滴加入四苯硼钠沉淀剂 加入量为每含 氧化钾

加四苯硼钠溶液 并过量约 继续搅拌 静置 用倾滤法将沉淀过滤于

下预先恒重的滤器 内 用洗涤溶液 洗涤沉淀 次 每次用量约 最后用水洗涤

次 每次用量

干燥

将盛有沉淀的坩埚置入 干燥箱中 干燥 然后放在干燥器内冷却至室温 称量



空白试验

除不加试样外 测定及试剂用量均与上述步骤相同

分析结果的表述

总钾含量 以 计 的质量百分数 按式 计算

式中 试料质量

坩埚质量

盛有沉淀的坩埚质量

空白试验的坩埚质量

空白试验过滤后的坩埚质量

四苯硼钾质量换算为氧化钾质量的系数

取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

允许差

平行测定和不同实验室测定结果的允许差值应符合表 要求

表

钾含量 平行测定允许差值 不同实验室测定允许差值

火焰光度法

当试样中含氧化钾小于 时 采用本方法

方法提要

待测液在火焰高温激发下 辐射出钾元素的特征光谱 其强度与溶液中钾的浓度成正比 从钾标准

溶液所作的工作曲线上即可查出待测液的钾浓度

空白溶液制备

除不加试样外 应用的试剂和操作步骤同第 章

标准曲线绘制

吸取氧化钾标准溶液 分别置于 个 量瓶中

加入与吸取试样溶液等体积的空白溶液 用水稀释至刻度 混匀 此系列溶液为 含氧化钾

的标准溶液 在火焰光度计上 以空白溶液调节仪器零点

以标准溶液中最高浓度的标准溶液调节满度至 分度处 再依次由低浓度至高浓度测量其他标准溶

液 记录仪器示值 根据氧化钾浓度和仪器示值绘制标准曲线或求出直线回归方程 氧化钾标准溶液系

列的浓度可视仪器灵敏度作适当调整

测定

吸取一定量的试样溶液 约含 于 量瓶中 用水稀释至刻度 混匀 与氧化钾

标准溶液系列同条件地在火焰光度计上测定 记录仪器示值 在工作曲线上查取浓度值 每测量 个样

品后须用氧化钾标准溶液校正仪器

分析结果的表述

总钾含量 以 计 的质量百分数 按式 计算



式中 由标准曲线查得的试样溶液中氧化钾质量浓度

分取倍数 定容体积 分取体积

试样质量

由 换算为 的因数

取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测定结果

允许差

平行测定和不同实验室测定结果的允许差值应符合表 要求

表

钾含量 平行测定允许差值 不同实验室测定允许差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