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計畫編號  EPA-86-1302-09-03 

年度  民國 86 年

計畫名稱  以微波消化處理環境樣品中金屬元素方法之研究與建立 

計畫主持人  楊末雄 

計畫領域  環檢所

主辦機關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

受委託單位  清華大學原子科學系 

計畫摘要

   本計畫為配合環檢所制訂環境樣品之標準檢測方法的需求，擬探求以微波消化處環境樣品中金屬元素方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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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3051係以單一濃硝酸為消化液的樣品前處理方法，致對大多數元素的回收率有偏低的趨向。為達成樣品中

待測元素總量分析的目標，本計畫乃參考美國EPA擬公告的Method 3052新方法，利用硝酸及氫氟酸之混合酸液進

行上述環境樣品的微波消化處理，消化後之樣品溶液繼使用感應偶合電漿原子發射光譜儀（ICP-AES）及火焰式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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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一套完整的方法驗證程序，針對所建立的分析方法進行精密度，準確度及偵測極限等的評估，期能以所得的結

果提供環檢所作為制訂 "以微波消化處理環境樣品中金屬元素方法之研究與建立" 之標準方法的參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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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主計畫名稱：以微波消化處理環境樣品中金屬元素方法之研究與建立 

計畫編號：EPA-86-1302-09-03 

計畫執行單位：國立清華大學原子科學系 

計畫主持(包括協同主持人)：楊末雄 

計畫期程：85 年 7 月 1 日起 86 年 6 月 30 日止 

計畫經費：1,488,000 元 

摘要： 

本計畫為配合環檢所制訂環境樣品之標準檢測方法的需求，擬探

求以微波消化處環境樣品中金屬元素方法之研究與建立，並進而對所

建立的方法進行驗證，以確認其作為標準檢驗方法的可行性。 

鑑於美國 EPA 公告之 Method3051 係以單一濃硝酸為消化液的樣

品前處理方法，致對大多數元素的回收率有偏低的趨向。為達成樣品

中待測元素總量分析的目標，本計畫乃參考美國 EPA 擬公告的

Method 3052 新方法，利用硝酸及氫氟酸之混合酸液進行上述環境樣

品的微波消化處理，消化後之樣品溶液繼使用感應偶合電漿原子發射

光譜儀(ICP-AES)及火焰式原子吸收光譜儀(Flame AAS)進行包括

Cd,Mn,Pb,Zn,Ag,Cr,Cu,Se,Ni 及 Fe 十個元素的濃度測定。計畫中首先

將探求以混酸為消化液的微波消化條件，及以 ICP-AES 與 Flame AAS
測定各元素的最適偵測條件。最後並將依循一套完整的方法驗證程

序，針對所建立的分析方法進行精密度，準確度及偵測極限等的評

估，期能以所得的結果提供環檢所作為制訂 "以微波消化處理環境樣

品中金屬元素方法之研究與建立" 之標準方法的參考依據。 

 For the purpose of developing an analytical method for solid waste  
sample, a microwave assisted acid digestion method (US EPA Method 
3052) was validated in this project. 

US EPA Method 3052 is appliable to the microwave assisted acid 
digestion of sludges, sediments, soils and oils for many elements. It is 
intended to provide a rapid multielement acid digestion prior to analysis. 
After abovementioned sample pretreatment procedure, ICP-AES and 
FIame AAS determination methods were used for fol1owing 
quantification. 

In oder to develop a multielement digestion method for solid waste 



different experimental conditions(temperature rising time, heating time，
and mixing acid) for the digestion procedure were investigated. It was 
found that a mixing acid, HNO3+HF, is advantageous to enhance the 
digestion efficiencies of various elements.The possible spectral 
interferenecs were also studied in the ICP-AES determination step so that 
a useful analytical method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elements in solid 
waste can be provided by this work. 

 

前言 

本計畫為配合環檢所制訂環境樣品之標準檢測方法的需求，探

求以微波消化配合 ICP-AES 測定建立廢棄物樣品中金屬元素的分

析方法，並進而對所建立的方法進行驗證，以確認其作為標準檢驗

方法的可行性。 

依據美國EPA公告之 Method 3051 的內容，其對廢棄物的前處

理方法是利用微波消化法以單一濃硝酸為消化液進行樣品的消化，

由於在此消化條件下樣品基質無法被有效分解，導致對大多數元素

的回收率有偏低的趨向。為達成樣品中待測元素總量分析的目標，

本計畫乃參考美國EPA擬公告的 Method 3052 新方法，利用硝酸及

氫氟酸之混合酸液進行上述環境樣品的微波消化處理，消化後之樣

品溶液繼使用感應耦合電漿原子發射光譜儀（ICP-AES）及火燄式

原子吸收光譜儀（Flame AAS）進行包括Cd, Mn, Pb, Zn, Ag, Cr, Cu, 
Se, Ni 及 Fe 等十個元素的濃度測定。計畫中首先探求以混酸為消

化液的微波消化條件，及以 ICP-AES 與 Flame AAS 測定各元素的

最適偵測條件。最後並依循一套完整的方法驗證程序，針對所建立

的分析方法進行精密度，準確度及偵測極限等的評估，期能以所得

的結果提供環檢所作為制訂〝以微波消化處理環境樣品中金屬元素

方法之研究與建立〞之標準方法的參考依據。 

研究方法 

微波消化法係一種可提供樣品在高溫高壓條件下分解的方

法，其具有快速、高效率及密閉的特性，因此可防止揮發性元素在

消化過中的漏失。對於環境樣品的分析，文獻上已有甚多採用微波

消化法進行樣品前處理的研究報告。唯對於某些特定的樣品而言，

其能否有效地達成樣品的完全消化或待分析元素完全溶出的目標，

則仍有相當的疑問。以沈積物的分析為例，根據 Nadkarni 之研究

報告指出，在分析 NIST SRM 1645 River Sediment（河川底泥）時，

即使使用王水與氫氟酸組合的消化液，仍無法將樣品完全溶解，因



而導致 Fe, Cr, Ti 及 Mg 回收率偏低的結果。根據該作者的推測，

Cr 回收率偏低的原因很可能是由於難熔物質 Chromite（FeCr2O4）

沒有被完全溶解所致；至於 Ti 及 Mg 回收率偏低，則可能是由於

樣品中的 Ti-Mg 礦物質，不易被王水及氫氟酸溶解所致。 

由以上的實驗結果顯示，即使使用混酸溶液為消化液，樣品中

某些元素的回收率仍有偏低的結果。另據本實驗室去年對美國 EPA 
Method 3051 驗證所得結果顯示，單純以濃硝酸為消化液對廢棄物

樣品進行微波消化，實際上只能達到“萃取”出較易溶出之元素的

效果而已；對多數元素而言，明顯的無法達到完全回收的效果。因

此，為期達到對廢棄物等環境樣品中多元素總量分析之目標，必須

依樣品的特性選擇適當的混酸溶液作為消化液，並探求最適的微波

消化程式，包括功率、時間及溫度的設定等；最後並對所得的消化

溶液探求其在 ICP-AES 及Flame AAS 的最適測定條件。 

依據 USEPA 新修訂的方法（Method 3052），對土壤、汙泥、

沈積物及油脂等樣品消化條件的設定，著眼於利用微波消化法使樣

品基質完全分解，以進行金屬元素的總量分析。因此在消化液的選

擇上，使用濃硝酸及氫氟酸為基準溶液，必要時另再加入 HCl 或 
H2O2 試劑，藉由消化液氧化能力或錯合能力的增強，以提昇對某些

難溶樣品的溶解效果。在消化條件的設定上，採取兩段式加熱方式

（第一段：原則上要求在 5.5 分鐘內加熱達 180℃，第二段：維持

在180℃持續加熱 9.5 分鐘），唯仍可依樣品基質特性及反應性的

差異，在第一段時間上作適當的改變，唯溫度仍以達到 180℃為準，

而在第二段仍維持溫度180℃下持續加熱 9.5 分鐘，以使樣品進行

消化。以上述的消化條件為基礎，以下就不同的樣品種類探求其最

適的消化條件。 

本計畫在探討微波法進行土壤、沈積物、汙泥樣品消化時，由

於樣品中含有大量的 SiO2 基質，因此採用 USEPA Method 3052 建
議的混酸配方（9 mL HNO3 及 3 mL HF）為基礎；另並探討在此消

化液中再加入不同量的HCl，對分析結果的影響。在探討微波法進行

油脂樣品消化時，由於油脂的有機物含量極高，而SiO2 基質含量少，

因此採用 USEPA Method 3052 建議的混酸配方（9 mL HNO3 及 0.5 
mL HF）為基礎；另並探討在此消化液中再加入不同量的HCl，對分

析結果的影響。 

對於樣品的使用量一般均採用 USEPA Method 3052 所建議的 
0.5 g；但對於油脂，則因其有機物含量高，為避免消化過程中壓力

過高所導致的洩壓問題，故將樣品使用量減至 0.1 g。而在消化瓶數



方面，則將其提昇至 8 瓶，以達一次多量的消化。消化後的樣品溶

液稀釋至 100 mL，逕以 ICP-AES 進行上澄清液 Cd, Mn, Pb, Zn, 
Ag, Cu, Se, Ni, 及 Fe 等十個元素的定量分析。 

結果 

1.依照 USEPA 6010A 及 Method 200.7 ，完成 ICP-AES 最適操作條

件、儀器調校方法、干擾係數校正及精密度等條件的探討。 

2.完成微波爐功率校正及輸出功率監測之操作規範。本計畫所使用微

波爐之輸出功率，其測定值與理論值頗相符合。 

3.依照 USEPA METHOD 3052 進行土壤、沈積物、汙泥及油脂樣品

的微波消化程序，探求酸液配方、加熱功率及時間對樣品消化效率的

影響。結果顯示，對計畫中欲分析的十個元素而言，所建立的消化條

件大致可達到品管規範中的回收率要求。 

4.在探討土壤、沈積物、汙泥及油脂樣品的最適消化條件時發現，若

樣品中含有較高濃度之 Ag 及 Fe 元素，則需於樣品消化的酸液配方

中加入適量的 HCl，以利其形成氯化錯合物，提昇其回收率。 

5.在探求各種樣品的最佳消化條件時發現， 油脂樣品因含有大量的

有機物，常易導致微波消化時壓力的急遽增大，在消化過程中，為避

免劇烈反應所造成壓力過高的問題，可藉助樣品量的適當控制（≦

0.1g）及靜置一段時間後待樣品中反應性高之有機物種反應後再行消

化來解決。依據上述方法，一般利用中壓消化瓶（200±10 psi）即可

有效地完成油脂樣品的消化。 

6.綜合上述，所得的最佳消化條件為下：對土壤和沈積物而言，以 9ml 
HNO3+3ml HF+3ml HCl 及 535W 的加熱功率；對汙泥而言，以 9ml 
HNO3+4ml HF+4ml HCl 及 560W 的加熱功率；對油脂而言，以 9ml 
HNO3+0.5ml HF+4ml HCl 及 500W 加熱功率的消化條件進行消化。 

7.以 FAAS 做方法比對的測定，除了 Se 受限於儀器偵測極限而無

法以火燄原子吸收光譜儀量測外，其餘各元素之樣品測試回收率皆可

達到品管要求的 ±20% 內。 

8.為確認本方法的適用性，另就不同來源的標準參考樣品及台灣環境

樣品各以最適消化條件進行消化及分析，由樣品的測試回收率、添加

回收率及重覆分析的差異值皆可符合品保規劃書的要求，故本方法其

適用性頗佳。 

結論 



    根據以上所述，本計畫依照 USEPA METHOD 3052 進行土

壤、沈積物、汙泥及油脂樣品的微波消化程序，探求酸液配方、加

熱功率及時間對樣品消化效率的影響。結果顯示，利用硝酸、氫氟

酸及鹽酸之混合酸液進行土壤、汙泥、沈積物及油脂等標準參考樣

品的微波消化，其回收率均可在80-120%範圍內，顯示所建立的方

法具有總量分析的可行性。 

建議事項 

1.所使用之固態樣品粒徑需小於100µm。 

2.樣品進行微波消化時，一定要使用溫度監控才能有效控制消化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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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儀 

十四、英文摘要關鍵詞： 

Microwave,digestion,ICP-AES,Flame AAS 
十五、中文摘要： 

本計畫為配合環檢所制訂環境樣品之標準檢測方法的需求，擬探

求以微波消化處環境樣品中金屬元素方法之研究與建立，並進而對所

建立的方法進行驗證，以確認其作為標準檢驗方法的可行性。 
鑑於美國 EPA 公告之 Method3051 係以單一濃硝酸為消化液的樣

品前處理方法，致對大多數元素的回收率有偏低的趨向。為達成樣品

中待測元素總量分析的目標，本計畫乃參考美國 EPA 擬公告的

Method 3052 新方法，利用硝酸及氫氟酸之混合酸液進行上述環境樣

品的微波消化處理，消化後之樣品溶液繼使用感應偶合電漿原子發射

光譜儀(ICP-AES)及火焰式原子吸收光譜儀(Flame AAS)進行包括

Cd,Mn,Pb,Zn,Ag,Cr,Cu,Se,Ni 及 Fe 十個元素的濃度測定。計畫中首先



將探求以混酸為消化液的微波消化條件，及以 ICP-AES 與 Flame AAS
測定各元素的最適偵測條件。最後並將依循一套完整的方法驗證程

序，針對所建立的分析方法進行精密度，準確度及偵測極限等的評

估，期能以所得的結果提供環檢所作為制訂 "以微波消化處理環境樣

品中金屬元素方法之研究與建立" 之標準方法的參考依據。 
 

十六、英文摘要： 

 For the purpose of developing an analytical method for solid waste  
sample, a microwave assisted acid digestion method (US EPA Method 
3052) was validated in this project. 

US EPA Method 3052 is appliable to the microwave assisted acid 
digestion of sludges, sediments, soils and oils for many elements. It is 
intended to provide a rapid multielement acid digestion prior to analysis. 
After abovementioned sample pretreatment procedure, ICP-AES and 
FIame AAS determination methods were used for fol1owing 
quantification. 
In oder to develop a multielement digestion method for solid waste 
different experimental conditions(temperature rising time, heating time，
and mixing acid) for the digestion procedure were investigated. It was 
found that a mixing acid, HNO3+HF, is advantageous to enhance the 
digestion efficiencies of various elements.The possible spectral 
interferenecs were also studied in the ICP-AES determination step so that 
a useful analytical method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elements in solid 
waste can be provided by this wor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