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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含氨基酸叶面肥料的要求 试验方法 检验规则及包装 标志 贮存 运输

本标准适用于含有氨基酸和微量元素的叶面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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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硫酸铜

化学试剂 滴定分析 容量分析 用标准溶液的制备

化学试剂 杂质测定用标准溶液的制备

化学试剂 试验方法中所用制剂及制品的制备

化工产品中铁含量测定的通用方法 邻菲口罗啉分光光度法

农药包装通则

化工产品采样总则

液体化工产品采样通则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固体化学肥料包装

化学试剂 水不溶物测定通用方法

复混肥料中砷 镉 铅的测定 试样溶液制备

复混肥料中砷的测定方法

复混肥料中镉的测定方法

复混肥料中铅的测定方法

复混肥料中钼的测定方法 硫氰酸钠分光光度法

复混肥料中硼的测定方法 甲亚胺 酸分光光度法

复混肥料中锰的测定方法

复混肥料中锌的测定方法

食物中氨基酸的测定方法

要求

含氨基酸叶面肥料技术要求应符合表



表 含氨基酸叶面肥料的技术要求

项 目
指 标

发酵 化学水解

氨基酸含量

微量元素 总量 以元素计

水不溶物

值

有 害

元 素

砷 以元素计

镉 以元素计

铅 以元素计

注

氨基酸分为微生物发酵及化学水解两种 产品的类型按生产工艺流程划分

微量元素钼 硼 锰 锌 铜 铁六种元素中的两种或两种以上元素之和 含量小于 的不计

试验方法

本标准所用试剂和水 在没有注明其他要求时 均指分析纯试剂和 中规定的三级水 所

述溶液如未指明溶剂 均系水溶液 所有滴定分析用标准溶液按 配制和标定 所有杂质测定

用标准溶液按 配制 所有试验方法中所用制剂和制品按 配制

氨基酸含量的测定 氨基酸自动分析仪法

本方法采用 的规定

原理

试样用磺基水杨酸沉淀蛋白质后 用 络合金属元素释放氨基酸 各种氨基酸经分离后分别

与茚三酮显色 在 条件下用氨基酸自动分析仪测定各种氨基酸含量 各种氨基酸的总和 即为氨

基酸叶面肥料氨基酸的含量

试剂

混合氨基酸标准液 仪器制造公司出售

乙二胺四乙酸二钠溶液 溶液 溶液 称 溶于 水中

磺基水杨酸溶液 称取 磺基水杨酸溶于 水中

盐酸

盐酸溶液

氢氧化钠溶液 称取 氢氧化钠溶于 水中

的柠檬酸钠缓冲液 称取 柠檬酸钠 和 盐酸

加水稀释到 用盐酸 和氢氧化钠溶液 调节 至

的柠檬酸钠缓冲液 称取 柠檬酸钠和 盐酸 加水稀释至

用盐酸 和氢氧化钠溶液 调节 至

的柠檬酸钠缓冲液 称取 柠檬酸钠和 盐酸 加水稀释至

用盐酸 和氢氧化钠溶液 调节 至

的柠檬酸钠缓冲液 称取 柠檬酸钠和 氯化钠 优级纯 加水稀释到

用盐酸 和氢氧化钠溶液 调节 至

茚三酮溶液

的乙酸锂溶液 称取氢氧化锂 加入冰乙酸 优级纯 加水稀



释到 用盐酸 和氢氧化钠溶液 调节 到

茚三酮溶液 称 二甲基亚砜 和乙酸锂溶液 加 水合茚三酮

和 还原茚三酮 搅拌至完全溶解

仪器和设备

常用实验室仪器 设备和

氨基酸自动分析仪

离心机

分析步骤

试样溶液的制备

称取试样 精确到 置于 容量瓶中 加水至刻度 摇匀 用移液管取上层清液

于 离心管中 加入 磺基水杨酸溶液 混匀 放置 使蛋白质沉淀 再

加入 溶液 和盐酸溶液 用离心机离心 用移液管取上清

液 于 的容量瓶中 蒸干 用 的 的缓冲液 溶解 供仪器测定用

试样空白溶液的制备

空白试验溶液除不加试样外 用相同试剂溶液 按 规定的步骤进行

测定

准确吸取 混合氨基酸标准液 用 的柠檬酸钠缓冲液 稀释至

此标准稀释液浓度为 作为上机测定用的氨基酸标准 用氨基酸自动分析仪以

外标法测定试样溶液氨基酸含量

分析结果的表述

氨基酸的含量 以质量百分数 表示 按式 计算

式中 样品氨基酸含量

试样中第 种氨基酸含量

样品稀释倍数

水解后样品定容体积

第 种氨基酸分子量

样品质量

氨基酸数量

折算成每毫升样品测定液的氨基酸含量

将样品含量由 折算成 的系数

允许差

取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 平行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不大于

钼的测定 硫氰酸钠分光光度法

本方法采用 的规定

原理

试样经水提取后 在酸性介质中 用氯化亚锡将试样中的六价钼还原成五价钼 五价钼与硫氰酸根

离子反应生成橙红色配合物 在波长 处测定其吸光度

试剂和溶液

盐酸

盐酸 溶液

盐酸 溶液



硫酸 溶液

高氯酸

氢氧化钠

硫酸铁溶液 称取 硫酸铁 溶于适量水和约 硫酸

中 加热溶解后 用水稀释至 摇匀

氯化亚锡溶液 称取 氯化亚锡 于盛有 盐酸溶液

的烧杯中 加热溶解后 转移到 容量瓶中 用水稀释至刻度再加少量锡粒 置于棕色瓶中

保存

硫氰酸钠 溶液

钼标准储备溶液 溶液含有 钼 称取 三氧化钼 高纯试剂 使用前

至少在硫酸干燥器中干燥 以上 精确至 用少量水润湿后 加入 氢氧化钠

使其溶解 然后转移到 容量瓶中 加水稀释至刻度 摇匀 置于棕色瓶中保存

钼标准溶液 溶液含有 钼 用移液管取 钼标准储备溶液 于

容量瓶中 加水至刻度 摇匀 使用时配制

仪器和设备

常用实验室仪器 设备和

分光光度计 带有 吸收池

振荡器 上下旋转式振荡器 或其他相同效果水平往复式振荡器

分析步骤

试样溶液的制备

称取试样 预计试样中含钼 精确到 置于 容量瓶中 加水约

在振荡器上振荡 使之溶解 加水至刻度 摇匀 干过滤 弃去最初几毫升滤液后 保留滤

液 此溶液为测定钼的试样溶液

空白试验溶液的制备

空白试验溶液除不加试样外 用相同试剂溶液 按 规定的步骤进行

标准溶液系列制备及标准曲线绘制

用移液管依次移取钼标准溶液 分别置于 个

容量瓶中 用水稀释至约 加入 硫酸 高氯酸 及 硫

酸铁 摇匀 然后边摇边缓慢地加入 硫氰酸钠 溶液 氯化亚锡

溶液 用水稀释至刻度 摇匀 静置 用 吸收池 于波长 处 以零标准溶液为参比溶

液 在分光光度计上 依次测量标准溶液的吸光度

以 标准溶液中钼质量 为横坐标 相应的吸光度为纵坐标 绘制标准曲线

试样溶液的测定

用移液管吸取试样溶液 置于 容量瓶中 接着按 中 用水稀释

至约 以下操作进行

按照上述步骤 同时进行空白试验

注 如溶液浑浊 浑浊由硫氰酸亚铜引起 可放置 用离心机离心使之澄清 取上层清液测量吸光度

分析结果的表述

钼 的含量 以质量百分数 表示 按式 计算

式中 根据试样溶液所测吸光度 从标准曲线上查得的钼质量

根据空白溶液所测吸光度 从标准曲线上查得的钼质量



称取试样质量

试验溶液的总体积

测定时所取试验溶液的体积

允许差

取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 平行测定的绝对差值应符合表 的要求

表

钼含量

绝对差值

硼含量测定 甲亚胺 酸分光光度法

本方法采用 的规定

原理

试样经沸水提取 用 掩蔽铁 铝 铜等干扰离子 当 为 时 样品溶液中的硼离子与甲亚

胺 酸生成黄色配合物 在波长 处测量吸光度

试剂和溶液

氢氧化钠 溶液

氢氧化钠 溶液

水杨醛

无水乙醇

硼酸 优级纯试剂

盐酸 溶液

盐酸 溶液

硫酸 溶液

乙酸铵缓冲溶液 称取 乙酸铵 用水溶解 并稀释至 在酸度计上用硫

酸溶液 调节 到

乙二胺四乙酸二钠 溶液

抗坏血酸

甲亚胺 酸 称取 甲亚胺 酸钠盐 氨基 萘酚 二磺酸钠盐 溶于 水

中 稍加热 使其完全溶解 必要时可过滤分离不溶物 在酸度计上 边搅拌边用氢氧化钠溶液

调节 到 然后滴加盐酸溶液 调节 至 加热到 边激烈搅拌边徐徐加入水

杨醛 继续保温搅拌 取出置于冷暗处 静置至少 以上 用大号布氏漏斗抽滤

收集橙红色沉淀 用无水乙醇 洗涤沉淀 次 然后将沉淀置于 干燥箱内 干燥

取出冷却后用玛瑙研钵研细 放在塑料器皿中 置于干燥箱内保存

显色剂溶液 称取甲亚胺 酸 和抗坏血酸 于 聚乙

烯烧杯中 加水 加热到 使其溶解 冷却后转移到 石英容量瓶中 加水至刻度

混匀 用时现配

硼标准储备溶液 溶液含有 硼 称取预先在浓硫酸干燥器内至少干燥 的硼

酸 精确至 置于 聚四氟乙烯烧杯中 加水使之溶解 定量转移到

容量瓶中 用水稀释至刻度 混匀 贮于聚乙烯瓶中

硼标准溶液 溶液含有 硼 准确吸取硼标准储备溶液 于 容

量瓶中 加水至刻度 摇匀 贮于聚乙烯瓶中 用时现配

仪器和设备

常用实验室仪器 设备和



酸度计 带有玻璃电极和甘汞电极

分光光度计 带有 吸收池

布氏漏斗

石英容量瓶

分析步骤

试样溶液制备

称取 试样 预计试样中含硼量在 精确到 置于 聚四氟乙烯烧杯

中 加水 盖上表面皿 煮沸 取下 冷却至室温 转移到 容量瓶中 用水稀释至刻

度 混匀 干过滤 弃去最初几毫升滤液后保留滤液 作为测定硼的试样溶液

空白溶液制备

空白试验溶液除不加试样外 用相同试剂溶液 按 规定的步骤进行

标准溶液系列制备及标准曲线绘制

用移液管依次吸取硼标准溶液 分别置于 个

聚乙烯烧杯中 加入 溶液 在酸度计上 用氢氧化钠溶液 或

盐酸溶液 调节 至 加入 乙酸铵缓冲溶液 和 显色剂溶液

转移入 石英容量瓶中 用水稀释至刻度 混匀 于室温下避光放置 接着用

吸收池 于波长 处 以标准系列的零溶液为参比溶液 在分光光度计上依次测量标准溶液系列

的吸光度 显色溶液在暗处放置 后 还可稳定 测定应在此期间完成

以硼标准溶液中硼质量 为横坐标 相应的吸光度为纵坐标 绘制标准曲线

试样溶液测定

吸取试样溶液 预计试样溶液中含硼 置于 聚四氟

乙烯烧杯中 接着按 中 加入 溶液 以下操作进行

按照上述步骤同时进行空白试验

分析结果的表述

硼 的含量 以质量百分数 表示 按式 计算

式中 根据试验溶液所测吸光度 从标准曲线上查得的硼质量

根据空白试验溶液所测吸光度 从标准曲线上查得的硼质量

称取试样质量

测定时所取试样溶液的体积

允许差

取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 平行测定的绝对差值应符合表 要求

表

硼含量

绝对差值

锌的测定

本方法采用 的规定

原子吸收光谱法 仲裁法

原理

试样溶液中的锌在微酸性介质中 在空气 乙炔火焰中原子化 所产生的原子蒸气吸收从锌空心阴

极灯射出的特征波长 的光 吸光度大小与火焰中锌的基态原子浓度成正比



试剂和溶液

盐酸

盐酸 溶液

硫酸

释放剂溶液 称取 氯化锶 溶解于 水和 盐酸中 用

水稀释到

锌标准溶液 称取 氧化锌 基准试剂 精确至 溶

于 水及 硫酸中 转移至 容量瓶中 稀释至刻度 摇匀 贮于聚乙烯瓶中 此溶液

含 锌

仪器和设备

常用实验室仪器 设备和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附有空气 乙炔燃烧器 及锌空心阴极灯

振荡器 上下旋转式振荡器 或其他相同效果的水平往复式振荡器

分析步骤

试样溶液制备

称取试样 预计试样中锌含量均不大于 精确至 于 容量瓶中 加水

约 在振荡器上充分振荡 加水至刻度 摇匀 干过滤 弃去最初几毫升滤液后 保留滤液

用作锌的测定

空白溶液制备

空白试验溶液除不加试样外 用相同试剂溶液 按 规定的步骤进行

标准溶液系列配制及标准曲线绘制

准确吸取锌标准溶液 分别置于 个

容量瓶中 每个容量瓶中的锌的质量分别为 分别加入

盐酸 和 释放剂溶液 用水稀释至刻度 混匀 在进行测定前 根据待测

元素性质 对测定所用空心阴极灯类别 光谱带宽 灯电流 燃烧器高度 空气 乙炔流量比进行最佳条件

选择 然后以零标准溶液为参比 在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上 于波长 处测量标准系列溶液锌

的吸光度 以标准溶液中锌的质量 为横坐标 相应的吸光度为纵坐标 绘制标准曲线

试样溶液的测定

吸取试样溶液 于 容量瓶中 加入 盐酸 及

释放剂溶液 用水定容 在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上以零标准溶液为参比 于波长

处测定试样溶液中锌的吸光度

按照上述步骤同时进行空白试验

分析结果的表述

锌 的含量 以质量百分数 表示 按式 计算

式中 从锌标准曲线上查到的试样溶液锌的质量

从锌标准曲线上查到的空白溶液锌的质量

称取样品的质量

测定时所取试样溶液体积

允许差

取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 平行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应符合表 要求



表

锌含量

绝对差值

双硫腙分光光度法

原理

试样经水提取后 在微酸性溶液中 锌与双硫腙反应生成酮式配合物 用四氯化碳萃取 所得溶液呈

紫红色 在波长 处 测量其吸光度

试剂和溶液

盐酸溶液

盐酸 溶液

氨水 溶液

四氯化碳

双硫腙

三水乙酸钠

冰乙酸

氧化锌 基准试剂

硫代硫酸钠溶液

双硫腙四氯化碳溶液 称取 双硫腙 于 分液漏斗中 加入四氯

化碳 约 充分混匀 干过滤 滤液收集于 分液漏斗中 加入氨水

约 激烈摇动片刻后 静置 弃去四氯化碳相 再加入约 四氯化碳 激烈摇

动片刻后 静置分层 弃去四氯化碳相 重复此操作两次后 往水相中加入 四氯化碳

和 盐酸溶液 激烈摇动数分钟后 静置分层 弃去水相溶液 再用 四氯化碳

稀释四氯化碳相 所得溶液置于棕色瓶中 贮藏于冷暗处

乙酸 乙酸钠缓冲溶液 称取 三水乙酸钠 溶于 水

中 加入 冰乙酸 用水稀释至 用少量双硫腙四氯化碳溶液

萃取除去杂质后 干过滤 保留滤液备用

锌标准储备溶液 溶液含有 锌 配制方法同

锌标准溶液 溶液含有 锌 准确吸取锌标准储备溶液 于

容量瓶中 用水稀释至刻度 摇匀 用时现配

仪器和设备

常用实验仪器 设备和

分光光度计 带有 吸收池

振荡器 上下旋转式振荡器 或其他相同效果的水平往复式振荡器

分析步骤

试样溶液制备

准确称取 试样 预计试样中含锌量在 精确至 置于 容量瓶中

加入约 的水 在振荡器上充分振荡 加水至刻度 摇匀 干过滤 弃去最初几毫升滤液后保

留滤液 作为测定锌的试液

注

如试验溶液中含有乙二胺四乙酸钠盐对测定有影响时 则要预先准确地取一定量滤液 用少量的硫酸和硝酸分

解 然后用氢氧化钠中和 供测定用

如试验溶液中含有亚硝酸盐时 预先准确地取一定量滤液 在硝酸酸性溶液中煮沸后 再供测定用



空白试验溶液的制备

空白试验溶液除不加试样外 用相同试剂溶液 按 规定的步骤进行

标准溶液系列制备和标准曲线绘制

准确移取锌标准溶液 分别置于 个已

预先加入 盐酸 的 分液漏斗中 并加水至 再加 乙酸 乙酸钠缓

冲溶液 和 硫代硫酸钠溶液 混匀后准确加入 双硫腙四氯化碳

溶液 然后剧烈摇动 静置后分离四氯化碳相 准确吸取此溶液 于

容量瓶中 再加四氯化碳稀释至刻度 摇匀后静置 用 吸收池 在波长 处 以零标准

溶液为参比溶液 在分光光度计上依次测量标准溶液系列的吸光度 以标准溶液中锌质量 为横坐

标 相应的吸光度为纵坐标 绘制标准曲线

试样溶液测定

准确移取 试样溶液 于 容量瓶中 用水稀释至刻度 取稀释溶液

预计试样溶液中锌含量在 之间 以下操作按 中 置于已预先

加入 盐酸 进行

按照上述步骤同时进行空白试验

分析结果的表述

锌 的含量 以质量百分数 表示 按式 计算

式中 根据试样溶液所测吸光度 从标准曲线上查得锌质量

根据空白试验溶液所测吸光度 从标准曲线上查得锌质量

称取试样质量

比色时所分取试验溶液的体积

允许差

取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 平行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应符合表 要求

表

锌含量

绝对差值

锰含量的测定

本方法采用 的规定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仲裁方法

原理

试样溶液中的锰在微酸性介质中 在空气 乙炔火焰中原子化 所产生的原子蒸气吸收从锰空心阴

极灯射出的特征波长 的光 吸光度的大小与火焰中锰基态原子浓度成正比

试剂和溶液

锰标准溶液 称取 硫酸锰 高纯试剂 精确至

用少量水溶解后 转移入 容量瓶中 用水稀释至刻度 此溶液 含 锰

仪器和设备

常用实验室仪器 设备和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附有空气 乙炔燃烧器 及锰空心阴极灯

振荡器 上下旋转式振荡器 或其他相同效果的水平往复式振荡器

分析步骤



试样溶液制备

称取试样 预计试样中锰含量均不大于 精确至 于 容量瓶中 加水

约 在振荡器上充分振荡 加水至刻度 摇匀 干过滤 弃去最初几毫升滤液后 保留滤液

用作锰的测定

空白溶液制备

空白试验溶液除不加试样外 用相同试剂溶液 按 规定的步骤进行

标准溶液系列配制及标准曲线绘制

准确吸取锰标准溶液 分别置于 个

容量瓶中 每个容量瓶中的锰的质量分别为 分别加入

盐酸 及 释放剂溶液 用水稀释至刻度 混匀 在进行测定前 根据待测

元素性质 对测定所用空心阴极灯类别 光谱带宽 灯电流 燃烧器高度 空气 乙炔流量比进行最佳条件

选择 然后以零标准溶液为参比 在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上 于波长 处测量标准系列溶液锰

的吸光度 以标准溶液中锰的质量 为横坐标 相应的吸光度为纵坐标 绘制标准曲线

试样溶液的测定

吸取试样溶液 于 容量瓶中 加入 盐酸溶液

及 释放剂溶液 用水定容 在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上以零标准溶液为

参比 于波长 处测定试样溶液中锰的吸光度

按照上述步骤同时进行空白试验

分析结果的表述

锰 的含量 以质量百分数 表示 按式 计算

式中 从锰标准曲线上查到的试样溶液锰的质量

从锰标准曲线上查到的空白溶液锰的质量

称取样品的质量

测定时所取试样溶液体积

允许差

取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 平行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应符合表 要求

表

锰含量

绝对差值

高碘酸盐分光光度法

原理

试样经水提取后 在硫酸 磷酸介质中 用高碘酸盐将试样溶液中的二价锰氧化成紫红色的高锰酸

根离子 在波长 处测量其吸光度

试剂和溶液

高碘酸钾

盐酸

硝酸

硫酸 溶液

高氯酸

磷酸



三酸混合液 在 硝酸 中 依次加入 高氯酸 和

硫酸 混匀

硫酸 磷酸混合溶液 在约 水中依次加 磷酸 和 硫酸

冷却后稀释到

仪器和设备

常用实验仪器 设备和

分光光度计 带有 吸收池

振荡器 上下旋转式振荡器 或其他相同效果的水平往复式振荡器

分析步骤

试样溶液制备

按 条进行后 准确吸取 试样溶液 预计试样溶液中锰含量约在 于

烧杯中 加入 硝酸 置于电热板上加热 使烧杯中溶液蒸发到约 冷却

后加入三酸混合溶液 加热到产生高氯酸白烟时 盖上表面皿 再加热约 放

置冷却后 加水至溶液体积约 加热煮沸 冷却后转移溶液到 容量瓶中 加水稀释

至刻度 干过滤 弃去最初几毫升滤液后保留滤液用作锰含量的测定

空白溶液制备

除不加试样外 按 规定制备空白试验溶液

标准溶液系列制备及标准曲线制作

依次移取锰标准溶液 分别置于

烧杯中 加入 硫酸 磷酸混合溶液 用水稀释至 盖上表面皿 置于电

热板上加热 接近沸点时 从电热板上取下 加入 高碘酸钾 在水浴中加热 放置冷却后 转

移入 容量瓶中 加水至刻度 摇匀 用 吸收池 于波长 处 以零标准溶液为参比溶

液 在分光光度计上依次测量标准溶液的吸光度

以标准溶液中锰质量 为横坐标 相应的吸光度为纵坐标 绘制标准曲线

测定

用移液管移取 锰试验溶液 使锰含量在 于 烧杯中 按

的 加入 硫酸 磷酸混合溶液 步骤操作 测定试样吸光度

按照上述步骤同时进行空白试验

分析结果的表述

锰 的含量 以质量百分数 表示 按式 计算

式中 根据比色测定时所取试样溶液所测吸光度 从标准曲线上查得的锰质量

根据比色测定时所取空白溶液所测吸光度 从标准曲线上查得的锰质量

称取试样的质量

比色测定时所取试样溶液的体积

允许差

取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 平行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应符合表 要求

表

锰含量

绝对差值

铁的测定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仲裁法

原理

试样溶液中的铁在微酸性介质中 在空气 乙炔火焰中原子化 所产生的原子蒸气吸收从铁空心阴

极灯射出的特征波长 的光 吸光度的大小与火焰中铁基态原子浓度成正比

试剂和溶液

铁标准溶液 准确称取 硫酸铁铵 精确至 溶于 水中 加入

硫酸 定量转移到 容量瓶 用水稀释至刻度 混匀 贮存于塑料瓶中

仪器和设备

常用实验室仪器 设备和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附有空气 乙炔燃烧器 及铁空心阴极灯

振荡器 上下旋转式振荡器 或其他相同效果的水平往复式振荡器

分析步骤

试样溶液制备

称取试样 预计试样中铁含量均不大于 精确至 于 容量瓶中 加水

约 在振荡器上充分振荡 加水至刻度 摇匀 干过滤 弃去最初几毫升滤液后 保留滤液

用作铁的测定

空白溶液制备

空白试验溶液除不加试样外 用相同试剂溶液 按 进行

标准溶液系列配制及标准曲线绘制

准确吸取铁标准溶液 分别置于 个

容量瓶中 每个容量瓶中的铁的质量分别为 分别加入

盐酸 和 释放剂溶液 用水稀释至刻度 混匀 在进行测定前 根据待测

元素性质 对测定所用空心阴极灯类别 光谱带宽 灯电流 燃烧器高度 空气 乙炔流量比进行最佳条件

选择 然后以零标准溶液为参比 在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上 于波长 处测量标准系列溶液铁

的吸光度 以标准溶液中铁的质量 为横坐标 相应的吸光度为纵坐标 绘制标准曲线

试样溶液的测定

吸取试样溶液 其铁含量在标准曲线的铁含量范围内 于 容

量瓶中 加入 盐酸 及 释放剂溶液 用水定容 在原子吸收分光光

度计上以零标准溶液为参比 于波长 处测定试样溶液中铁的吸光度

按照上述步骤同时进行空白试验

分析结果的表述

铁 的含量 以质量百分数 表示 按式 计算

式中 从铁标准曲线上查到的试样溶液铁的质量

从铁标准曲线上查到的空白溶液铁的质量

称取样品的质量

测定时所取试样溶液体积

允许差

取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 平行测定结果的绝对值差应符合表 要求



表

铁含量

绝对差值

邻菲口罗啉分光光度法

本方法采用 的规定

原理

试样经水提取后 用抗坏血酸将三价铁还原成二价铁 在 值 范围内 二价铁与邻菲口罗啉反

应生成橙红色的配合物 在 波长处 测定溶液的吸光度

试剂和溶液

盐酸 溶液

氨水 溶液

乙酸 乙酸钠缓冲溶液 值为

硫酸

抗坏血酸 溶液 使用时配制

邻菲口罗啉显色剂 溶液 该溶液应避光保存 仅能使用无色溶液

铁标准储备液 准确称取 硫酸铁铵 精确

至 加水 加入 硫酸 加热溶解 定量转移到 容量瓶中 用

水稀释至刻度 混匀 贮存于塑料瓶中 此溶液 含 铁

铁标准溶液 准确吸取 铁标准储备液 于 容量瓶

中 用水稀释至刻度 混匀 贮存于塑料瓶中 使用时配制

仪器设备

常用实验室仪器 设备和

分光光度计 带有 光路长度的吸收池

试纸或 计

分析步骤

标准溶液系列配制及标准曲线绘制

分别吸取 铁标准溶液 于 个

烧杯中 加水至约 中 用盐酸 或氨水 调节溶液 约为 用精密 试

纸或 计检验 加 抗坏血酸溶液 乙酸 乙酸钠缓冲溶液

邻菲口罗啉显色剂 混匀 用水定容 半小时后在分光光度计上 用 吸收池于波长

处 以零标准溶液为参比溶液 依次测定标准溶液系列的吸光度 以标准溶液中铁的质量 为

横坐标 相应的吸光度为纵坐标 绘制标准曲线

试样溶液测定

移取试样溶液 预计试样中铁的含量在 之间 置于

烧杯中 接着按 中 加水至约 开始到 以零标准溶液为参比 为止 测定试样溶液

的吸光度

同时按 规定的步骤进行空白试验

分析结果的表述

铁 的含量 以质量百分数 表示 按式 计算

注 选择零标准溶液定量加入盐酸 使 值至 之间 记录盐酸用量 在标准溶液系列加入等量盐

酸



式中 从标准曲线查得试样溶液铁质量

从标准曲线查得空白溶液铁质量

称取试样质量

比色时所取试样体积

允许差

取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 平行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应符合表 要求

表

铁含量

绝对差值

铜的测定

原子吸收光谱法 仲裁方法

原理

试样溶液中的铜在微酸性介质中 在空气 乙炔火焰中原子化 所产生的原子蒸气吸收从铜空心阴

极灯射出的特征波长 的光 吸光度的大小与火焰铜基态原子浓度成正比

试剂和溶液

硫酸溶液

铜标准储备溶液 准确称取 硫酸铜 二级 精确至

溶于硫酸溶液 中 将溶液移入 容量瓶中 用硫酸溶液 稀释至刻

度 混匀 贮存于塑料瓶中 此溶液 含 铜

铜标准溶液 准确吸取铜标准储备液 于 容量瓶中

加水至刻度 摇匀

仪器和设备

常用实验室仪器 设备和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附有空气 乙炔燃烧器 及铜空心阴极灯

振荡器 上下旋转式振荡器 或其他相同效果的水平往复式振荡器

分析步骤

试样溶液制备

称取试样 预计试样中的铜含量均不大于 精确至 于 容量瓶中 加

水约 在振荡器上充分振荡 加水至刻度 摇匀 干过滤 弃去最初几毫升滤液后 保留滤

液 用作铜的测定

空白试验溶液制备

空白试验溶液除不加试样外 用相同试剂溶液 按 规定的步骤进行

标准溶液系列配制及标准曲线绘制

准确吸取铜标准溶液 分别置于 个

容量瓶中 每个容量瓶中的铜的质量分别为 分别加入

盐酸 及 释放剂溶液 用水稀释至刻度 混匀 在进行测定前 根据待测

元素性质 对测定所用空心阴极灯类别 光谱带宽 灯电流 燃烧器高度 空气 乙炔流量比进行最佳条件

选择 然后以零标准溶液为参比 在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上 于波长 处测量标准系列溶液铜

的吸光度 以标准溶液中铜的质量 为横坐标 相应的吸光度为纵坐标 绘制标准曲线

试样溶液的测定

吸取试样溶液 使铜含量在铜标准曲线的含量范围内 于 容

量瓶中 加入 盐酸 及 释放剂溶液 用水定容 在原子吸收分光光



度计上以零标准溶液为参比 于波长 处测定试样溶液中铜的吸光度

按照上述步骤同时进行空白试验

分析结果的表述

铜 的含量 以质量百分数 表示 按式 计算

式中 从铜标准曲线上查到的试样溶液铜的质量

从铜标准曲线上查到的空白溶液铜的质量

称取样品的质量

测定时所取试样溶液体积

允许差

取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 平行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应符合表 要求

表

铜含量

绝对差值

容量滴定法

本方法采用 的规定

原理

试样用水溶解 在微酸性条件下 加入适量的碘化钾与二价铜作用 析出等当量碘 以淀粉为指示

剂 用硫代硫酸钠标准溶液滴定析出的碘 从消耗硫代硫酸钠标准溶液的体积 计算试样中铜含量 其离

子反应方程式如下

试剂和溶液

碘化钾

硝酸

氟化钠 饱和溶液

冰乙酸

冰乙酸 乙酸溶液

碳酸钠溶液 饱和溶液

淀粉溶液 溶液

硫代硫酸钠标准滴定溶液 应根据铜含量的大小来配制该标准

溶液的相应浓度

分析步骤

称取试样约 精确至 于 碘量瓶中 加 水溶解 加 滴硝酸

煮沸 冷却 逐滴加入碳酸钠溶液 直至有微量沉淀出现为止 然后加入

冰乙酸 使溶液呈微酸性 加 氟化钠溶液 碘化钾 用

硫代硫酸钠标准滴定溶液 滴定 直至溶液呈淡黄色 加 淀粉溶液 继续

滴定至蓝色消失即为终点

按照上述步骤同时进行空白试验

分析结果的表述

铜 的含量 以质量百分数 表示 按式 计算



式中 硫代硫酸钠标准滴定溶液的浓度

滴定试样时消耗硫代硫酸钠标准滴定溶液的体积

空白试验时消耗硫代硫酸钠标准滴定溶液的体积

试样的质量

与 硫代硫酸钠标准滴定溶液 相当的以克表示的铜质

量

允许差

取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 平行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应符合表 要求

表

铜含量

绝对差值

水不溶物含量测定 重量法

本方法采用 的规定

原理

试样用滤埚过滤 干燥 称重 计算水不溶物含量

仪器和设备

常用实验室仪器 设备和

玻璃滤埚 号玻璃滤埚 孔径为

减压吸滤装置

干燥箱 温度可保持在

分析步骤

称取试样 精确到 用已在 下恒重的玻璃滤埚抽滤 将玻璃滤埚与水不

溶物置于 干燥箱内干燥至恒重

分析结果的表述

水不溶物的含量 以质量百分数 表示 按式 计算

式中 玻璃滤埚加水不溶物质量

玻璃滤埚质量

所取样品的质量

值的测定 电位测定法

原理

使用带有玻璃电极与甘汞电极的酸度计 直接测定氨基酸叶面肥料的 值

试剂和溶液

苯二甲酸氢钾缓冲溶液 称取 于 下干燥 的苯

二甲酸氢钾 溶于水并转移到 容量瓶中 用水稀释至刻度 混匀 此溶液贮存在密闭容器内 在

下 值为

硼砂缓冲溶液 称取 硼砂 溶于无二氧化碳的冷水中 定容至

此溶液在 下 值为 此溶液的 易于变化 应注意保存

仪器和设备

常用实验室仪器 设备和



酸度计 带有玻璃电极和甘汞电极 灵敏度为 单位

分析步骤

酸度计的校正

用缓冲溶液 和 按酸度计使用说明书校正酸度计

试样溶液 值的测定

将酸度计的两支电极直接插入试样中 在与校正时相同的条件下进行测量

分析结果的表述

试样溶液的 值 以 表示

有害元素的测定

试样溶液的制备

本方法采用 的规定

砷的测定

本方法采用 的规定

镉的测定

本方法采用 的规定

铅的测定

本方法采用 的规定

检验规则

含氨基酸叶面肥料应由生产厂的质量监督检验部门进行检验 生产厂应保证所有出厂的产品符合

本标准的要求 每批出厂的产品应附有质量证明书 其内容包括 生产厂名称 产品名称 批号 产品净

重 产品质量 生产日期及本标准号

使用单位有权按本标准规定的检验规则和检验方法对所收到的含氨基酸叶面肥料进行检验 检验

其指标是否符合本标准要求

含氨基酸叶面肥料按批检验 以一次化学水解或发酵 同一包装规格或同一时间发往同一用户相

同质量的产品为一批

按 中 规定确定采样单元数 液体采样按 中 规定进行

将抽取的样品平放 从最长对角线随机抽取若干箱 再从每箱中按上中下随机抽三瓶或袋 将样品

混匀 样品总量大于 取 样品分装于两个洁净 干燥的具有磨口塞的广口瓶或聚乙烯瓶中

粘贴标签 注明生产厂名称 产品名称 批号 取样日期 取样人姓名 一瓶作产品检验用 一瓶密封保存

个月备查

如果检验结果有一项指标不符合本标准时 应重新从两倍量袋或瓶中采取含氨基酸叶面肥料样品

进行复验 重新检验的结果有一项不符合本标准要求时 则整批含氨基酸叶面肥料判为不合格品

如供需双方对产品质量发生异议 需要仲裁时 按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 执行

包装 标志 贮存 运输

含氨基酸叶面肥料采用瓶装或袋装 分 和 三种包装 每瓶 袋 质量相对误差不

超过 整批单包装的质量不少于 或

含氨基酸叶面肥料包装上应印有下列标志 产品名称 商标 氨基酸含量 微量元素名称及含量 每

袋或瓶净重 本标准号 登记号 批号 生产厂名称 厂址 每瓶 袋 包装上应附使用说明

外包装要求按 执行或参照 的规定

含氨基酸叶面肥料贮存于阴凉干燥处 在运输过程中应防压 防晒 防渗 防破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