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铪化学分析方法 

第 5部分：镉量的测定 

编制说明  

一、  工作简况 

1.1  项目背景 

铪是一种重要的战略材料，目前其高纯金属及相应的化合物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的

诸多领域中，尤其是在核工业和现代陶瓷产业。金属铪具有高熔点、大的中子吸收截面，在过热中子吸收

范围内具有良好的共振吸收，同时具有优异的机械加工性能、高温耐腐蚀和抗氧化性好、吸气能力强等优

点，广泛应用于核反应堆中作为控制棒材料使用，在国内外被大量地应用于动力堆、沸水堆及其它试验堆

中，也可作为导弹和喷气式发动机中的结构材料，制造喷管、阀门及其它一些耐高温零件；铪粉还可用作

火箭推进剂；铪也可以作为超耐热不锈钢及高熔点材料的合金元素，用于提升其抗蠕变的延展性和强度。

此外，铪还具有较低的电子逸出功、硬度大等优点，可应用于等离子切割、半导体镀膜、光学镀膜、航空

航天以及硬质合金等领域。因此金属铪具有很高的应用价值，目前国内外科技工作者已经开始广泛关注金

属铪，并对其进行了大量且逐步深入的研究。金属铪及其合金的研究与开发不但可以为相关产业带来极大

的经济效益，同时也对我国核工业技术的发展前进有着难以估量的重要意义。 
镉是铪中的有害元素，产品标准 YS/T 399—2013《海绵铪》中规定原子能级的 HHf-01 中镉含量＜

0.0001%。镉的准确测定对铪的生产、研制和应用等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本标准旨在确定一种准确可靠的铪中镉量的分析方法。采用氢氟酸溶解样品，滴加硝酸氧化不溶碳化

物或氮化物，用柠檬酸三铵掩蔽铪，在 pH 9~10 的氨性介质中，用双硫腙-三氯甲烷萃取分离镉，在稀盐酸

底液中用示波极谱仪测量镉的含量。方法确定过程中重点考察了工作曲线的绘制、溶样酸用量、柠檬酸三

铵溶液用量、萃取次数、共存元素干扰等因素。 

本标准规定了线性扫描极谱法测定铪中镉含量。测定范围为：0.00005%~0.0005%。 
1.2  任务来源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2018 年第二批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工信厅科〔2018〕
31 号）精神，由西安汉唐分析检测有限公司负责起草《铪化学分析方法 第 5 部分：镉量的测定》行业标准，

宝钛集团有限公司、核工业二〇三研究所、中国检验认证集团湖南有限公司和瑞士万通中国有限公司参加

起草。计划编号为 2018-0571T-YS，项目完成年限为 2020 年。 
1.3  标准项目编制组情况 

西安汉唐分析检测有限公司是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集团）下属的第三方检测机构。1965 年成立至今，

公司已在西安宝鸡两地三区建成标准化实验室，检测面积 10000 余平方米，设备 200 余台（套），设备资产

上亿元。现有员工 124 名，其中技术人员 70 余名（教授 8 名，高级工程师 32 名，注册计量师 10 名）。公

司是国内最大的钛合金检测机构、国内最全面的金属复合材料检测机构、国内唯一核电堆芯材料的检测机

构、金属材料全领域检测机构。 
公司是中国有色金属工业西北质量监督检验中心、陕西省有色金属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陕西省有色

金属材料分析检测与评价中心、陕西省核工业用金属材料检测与评价服务平台、稀有金属检测信息化管理

及共享平台、稀有金属材料安全评估与失效分析中心、工业（稀有金属）产品质量控制和技术评价实验室

的主体单位，同时被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确定为钛及钛合金加工产品、铜及铜合金管材生产许可证

检验机构实施单位，先后通过国家认证认可监督委员会（CMA）、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
和国防科技工业实验室认可委员会（DILAC）认证，是由政府部门授权、具有法定第三方公正地位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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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检验机构。 
本部分起草单位：西安汉唐分析检测有限公司、宝钛集团有限公司、核工业二〇三研究所、中国检验

认证集团湖南有限公司、瑞士万通中国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赵欢娟、×××、×××。 

1.4  主要工作过程 

西安汉唐分析检测有限公司在接到标准制订任务后，成立了标准编制组，并召开了标准项目编制启动

会议，对标准编写工作进行了部署和分工，主要工作过程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4.1  起草阶段 

（1）2018 年 7 月，接到有色标委会标准制定任务通知—《关于转发 2018 年第一批有色金属行业、协

会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有色标委〔2018〕33 号）。 
（2）2018 年 7 月 25 日～27 日，在哈尔滨有色金属标准工作会议上，形成《铪化学分析方法 第 5 部

分：镉量的测定》标准任务落实会会议纪要，确定了由宝钛集团有限公司为第一验证单位，核工业二〇三

研究所、中国检验认证集团湖南有限公司和瑞士万通中国有限公司为第二验证单位。 
（3）2018 年 9 月，组建《铪化学分析方法》起草小组：撰写开题报告，落实课题组长及课题成员的任

务，确定标准编审原则。 
（4）2019 年 3 月，完成相应分析方法样品的收集和相关研究工作，形成讨论稿、研究报告、征求意见

表等，交宝钛集团有限公司、核工业二〇三研究所、中国检验认证集团湖南有限公司和瑞士万通中国有限

公司，并连同验证样品一起分别寄往各验证单位。 
（5）2019 年 6 月，陆续收到各验证单位的研究报告及反馈意见，对参与验证单位的意见和建议进行汇

总处理，对讨论稿进行修改，完善实验报告，撰写编制说明。 
（6）2019 年 6 月 25 日～6 月 27 日，参加全国稀有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青岛召开的标准讨论会；

会上宝钛集团有限公、朝阳金达钛业股份有限公司、西部新锆核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广东省工业分析检测

中心、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国核宝钛锆业股份公司、北矿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西部金属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等单位的二十余位专家代表，会上各位专家对本标准（讨论稿）提出了修改意见。 
（7）青岛会议结束之后，标准编制组根据讨论结果，对讨论稿进行进一步的修改完善，形成了《铪化

学分析方法 第 5 部分：镉量的测定》征求意见稿。 

二、  标准编制原则 

2.1  符合性：该标准按照 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GB/T 20001.4
—2015《标准编写规则 第 4 部分：试验方法标准》、GB/T 6379.2—2004《测量方法与结果的准确度》的要

求进行了编写。 
2.2  合理性：反映当前国内各生产企业的技术水平，宜于应用，经济上合理，兼顾现有资源的合理配置。 
2.3  先进性：本标准涉及的内容，技术水平不低于当前国内先进水平。 

三、  标准主要内容的确定依据 

本标准是首次制定，并且在充分调研了生产的实际水平后完成的。 
3.1  镉元素测量范围的确定 

在确定本标准中镉元素含量测定范围时，参考了产品标准 YS/T 399—2013《海绵铪》。其中原子能级海

绵铪要求镉含量＜0.0001 %，而工业级海绵铪中镉含量无要求；在此基础上结合日常检测样品的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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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确定出本标准中镉元素含量的测定范围为 0.00005%~0.0005%。 
3.2  溶样酸的选择 

铪可用氢氟酸在常温条件下溶解，但在溶液底部往往会出现少许黑色不溶物，属于难溶的碳化物或氮

化物，可通过加硝酸并加热使之完全溶解。通过试验考察了不同氢氟酸和硝酸用量条件下，样品的溶解情

况，最终确定采用 2 mL 氢氟酸和 0.5 mL 硝酸溶解样品。 
3.3  工作曲线溶液的配制 

因为本标准中镉含量测定范围为 0.00005%~0.0005%，范围跨度不大，因此只配置一条工作曲线，称样

量为 0.50 g。按照拟定的分析方法，以镉量为横坐标，波高电流 Ip 为纵坐标，绘制工作曲线，结果见表 1。 
表 1  测定范围和线性方程 

测定范围/% 线性方程 相关系数 
0.00005 ~ 0.0005 y=12.2913x+0.0310 0.9999 

3.4  柠檬酸三铵溶液的用量 

柠檬酸三铵作为本方法中的掩蔽剂，其用量会直接影响检测结果的准确性。特别是若掩蔽剂加入不足，

无法掩蔽试液中所有铪元素，会导致测定结果产生偏差。 
本标准中样品称样量为 0.50 g，经过计算，掩蔽铪需要 2.5 mL 柠檬酸三铵溶液（300 g/L），为保证掩

蔽完全，柠檬酸三铵溶液应过量 50 %以上，综合考虑后选择柠檬酸三铵溶液加入量为 5 mL。 
此外，由于铪试样需用氢氟酸溶解，而后续操作步骤会使用玻璃仪器，因此采用硼酸饱和溶液来配置

柠檬酸三铵溶液，以消除氟离子对后续操作的影响。 
3.5  萃取次数的确定 

通过试验分别考察镉加入量为 1μg、2μg 时，萃取次数对萃取率的影响。试验结果表明，经过两次萃取，

萃取率能达到 97%以上。因此，本标准选择萃取次数为两次。但若试样中杂质含量较高，需多次重复萃取

操作，直到萃取后有机相绿色保持不变为止。 
3.6  共存元素干扰情况 

按照产品标准 YS/T 399—2013《海绵铪》中海绵铪化学成分的规定，选择含量上限为 0.010%的杂质元

素为研究对象，考察其干扰情况，见表 2。 
试验结果表明，400μg 铁、镁；250μg 铝、铬、钛、硅、氯；100μg 铌、钽、钨均不干扰镉的测定。 

表 2  海绵铪中化学成分 
产品级别 原子能级 工业级 
产品牌号 HHf-01 HHf-1 

杂质含量（质量分数），

不大于/% 

Mg 0.080 - 
Fe 0.050 0.075 
Al 0.015 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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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续） 

杂质含量 
（质量分数），不大于

/% 

Cr 0.010 0.050 
Nb 0.010 - 
Ta 0.020 - 
Ti 0.010 0.050 
W 0.001 0.015 
Si 0.002 0.050 
Cl 0.030 0.050 

3.7  精密度试验 

由于搜集的铪样品中镉元素含量很低，无法形成梯度。以纯铪为基体，分别加入一定量的镉标准溶液

合成模拟样（镉水平 1、镉水平 2、镉水平 3），采用拟定的分析方法进行 11 次测定，计算平均值及相对标

准偏差，结果见表 3。 
表 3  精密度试验结果 

样品 加镉量 
/μg  

测定结果 
/μg 

平均值 
/μg  

含量 
/% 

RSD 
/% 

回收率 
/% 

镉水平 1 0.50 0.54、0.52、0.49、0.50、0.51、0.46、 
0.48、0.52、0.53、0.48、0.52 0.50 0.00010 4.9 100.0 

镉水平 2 1.00 0.92、1.04、0.96、1.10、1.09、1.05、 
0.90、0.94、1.00、1.03、0.97 1.00 0.00020 6.8 100.0 

镉水平 3 2.00 2.04、2.02、1.96、2.03、2.00、1.97、 
2.05、1.98、2.03、2.01、2.03 2.01 0.00040 1.5 100.5 

四、  主要实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 

在完成相关条件试验后，各参编单位按照 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

编写》中关于精密度的要求，对 3 个水平铪样品中镉元素的含量进行了测定。在汇总数据后，西安汉唐分

析检测有限公司按照 GB/T 6379.2—2004《测量方法与结果的准确度》，对五家参编单位的试验验证数据进

行统计计算，并结合线性内插或外延法，得出不同含量梯度的重复性限和再现性限。 
表 4  铪中镉含量数据结果统计 

单位 镉水平 1 / % 镉水平 2 / % 镉水平 3 / % 
西安汉唐分析检测有限公司 0.00010 0.00020 0.00040 

宝钛集团有限公司 - - - 
核工业二〇三研究所 - - - 

中国检验认证集团湖南有限公司 - - - 
瑞士万通中国有限公司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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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重复性 

在重复性条件下获得的两次独立测试结果的测定值，在表 5 给出的平均值范围内，两个测试结果的绝

对差值不超过重复性限（r），超过重复性限（r）情况不超过 5%。重复性限（r）按表 5 数据采用线性内插

法或外延法求得： 
表 5  重复性限 

镉的质量分数/% 0.00010 0.00020 0.00040 
重复性限/%    

4.2  再现性 

在再现性条件下获得的两次独立测试结果的测定值，在表 6 给出的平均值范围内，两个测试结果的绝

对差值不超过再现性限（R），超过再现性限（R）情况不超过 5%。再现性限（R）按表 6 数据采用线性内

插法或外延法求得： 
表 6  再现性限 

镉的质量分数/% 0.00010 0.00020 0.00040 
再现性限/%    

五、  标准水平分析 

5.1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 

经查，国外无相同类型的国际标准。 

5.2  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分析 

经查，国外无相同类型的国际标准。 

5.3  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无。 

六、  与现行法律、法规、强制性国家标准及相关标准协调配套情况 

本标准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没有冲突。 
本标准与现行标准及制定中的标准无重复交叉情况。 

七、  标准中的专利及涉及知识产权 

本标准起草过程中，没有检索到专利和知识产权问题。 

八、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编制组严格按既定编制原则进行编写，本标准起草过程中未发生重大的分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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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标准作为强制性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该标准为行业标准，供相关组织参考采用。 

十、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规范了铪中镉元素的测定，有利用整个行业分析水平的提升。本标准发布执行后，建议标准主

管单位积极向生产厂家及国内外用户推广。 

十一、  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新制定标准，无废止其它标准的建议。 

十二、  标准实施的预期作用 

本标准充分考虑了我国铪生产企业和使用加工企业的生产工艺技术水平。本标准颁布执行后，有利于

生产采用统一的分析方法开展产品质量检验工作，有利于市场公平交易环境的形成，具有较大的社会效益。 

十三、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起草单位变更说明：西安汉唐分析检测有限公司是由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和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两家企业的分析检测部门联合成立，成立日期为 2018 年 8 月 20 日。我公司成立后，原有两家单位不保

留检测业务和人员设备。本标准的制定人员均已划拨到西安汉唐分析检测有限公司。为更好的完成标准起

草工作，便于标准的后续推广以及其他使用单位咨询标准相关内容，特将本标准制订工作单位由西部金属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更改为西安汉唐分析检测有限公司。 
 
 

《铪化学分析方法》编写组 
2019 年 11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