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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自动凯氏定氮仪测定高塔尿基复合肥中的氮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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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自动凯氏定氮仪测定高塔尿基复合肥中的氮含量，通过实验得 出含氮量 50—100 mg 

的复合肥样品消化时硫酸的最佳加入量为 1O～15 mL，并通过测定分析尿素的氮含量、测定高塔尿基复 

合肥中氮含量的精密度实验、加标回收率实验检验了该方法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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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塔尿基复合肥是颗粒均匀光滑、有熔化孔、不 

易结块的新型复合肥，尽管在价格上比普通化肥高， 

却受到农民的特别喜爱。因此，氮含量的准确、快速 

测定成为高塔尿基复合肥的主要检验项目，是企业 

保证产品质量、管理部门加强质量监管的重要依据。 

GB／T 8572—2001《复混肥料中总氮含量的测定 蒸 

馏后滴定法》中所采用的蒸馏法是测定氮的标准方 

法，准确可靠、应用范围广；但存在步骤繁琐、耗时 

长、效率低的问题。本文采用多孔消化仪进行消化， 

可同时消化 1O个样品，利用 自动凯氏定氮仪蒸馏测 

定高塔尿基复合肥中的氮含量，消化过程参数稳定 

易控制，加碱蒸馏过程仅需7～8 rain，大大提高了检 

验速度和准确度。 

说明该方法准确性很高，能够满足测定要求。 

3 结论 

近几年我公司对 ICP—OES光谱法的实践应 

用，不仅长期用作复混肥的生产控制，还应用于磷酸 

铵、磷酸(食品级磷酸)以及硫酸铵中的磷、钾、硫等 

测定。该方法快速准确，对于低含量元素的测定稳 

定、可靠。对高含量元素测定通过对其样品作处理， 

得出结果也与国标法的相吻合。本实验中的标准工 

作溶液若使用优级纯以上标准物质，测定样品的同 

时再测定元素相同且含量相近的标准样品，若得出 

标准样品的结果符合，则样品的结果也是可靠的。 

对于出厂产品的检验，本方法也是可行的。目前， 

ICP—OES等离子发射光谱仪已经应用于很多的磷 

肥与复肥企业，该方法已日趋成熟，ICP—OES等离 

1 实验部分 

1．1 实验原理 

自动凯氏定氮仪测定原理与 GB／T 8572—2001 

规定的相同，针对酰胺态氮，用浓硫酸消化，将酰胺 

态氮转化为铵盐，从碱性溶液中蒸馏氨。将氨吸收 

在过量硫酸溶液中，在甲基红 一亚甲基蓝混合指示 

剂存在下，用氢氧化钠标准滴定溶液返滴定⋯。 

1．2 仪器和试剂 

本实验采用 自动凯氏定氮仪(SKD一100，上海 

沛欧分析仪器有限公司生产)、多孑L消化仪、碱式滴 

定管等实验室常用仪器。 

所用试剂有氢氧化钠溶液(400 g／L)、硫酸溶液 

子光谱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推广将为磷肥与复肥行 

业发展带来极大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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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mol／L)、氢氧化钠标准滴定溶液(0．5 mol／L)、 

甲基红 一亚甲基蓝混合指示剂。 

1．3 实验步骤 

1．3．1 高塔尿基复合肥试样 

从制备好的高塔尿基复合肥试样中秤取含氮量 

50～100 mg的试样置于消化管中，加入 15 mL硫酸 

溶液，置于多孔消化仪装置中，消化 15 min，冷却至 

常温，加人 100 mL蒸馏水稀释；添加氢氧化钠溶液 

在 自动凯氏定氮仪内进行蒸馏，加碱时间 11 s(约 

100 mL)，蒸馏7 min。用移液管吸取 50 mL硫酸溶 

液于250 mL三角锥瓶中，加入 3～5滴甲基红 一亚 

甲基蓝混合指示剂；蒸馏过程结束后用氢氧化钠标 

准滴定溶液返滴定过量硫酸至混合指示剂呈现灰绿 

色为终点，记录消耗标准滴定溶液的体积。 

1．3．2 空白试样 

除不加试样外，其他步骤同试样的测定。 

2 结果与分析 

2．1 硫酸用量对高塔尿基复合肥 

中氮含量测定的影响 

由于自动凯氏定氮仪所使用的 

消化管总体积约为 300 mL，且蒸馏 

过程中会带人蒸馏水 (蒸馏 7min 

约带入 50 mE)，因此在保证酰胺态 

氮完全转化的情况下，可适当减少 

硫酸的用量。本文对不同硫酸用量 

表 3。 

表 1 硫酸用量对高塔尿基复合肥中 

氮含量测定的影响 

表 2 尿素中总氮含量[w(N)]的分析结果 1 

表 3 测定高塔尿基复合肥中总氮含量[，．，(N)，％计]的精密度实验结果 1 

注： 1样品用作按国标 GB／T 8572—2001方法测定氮含量。 

对高塔尿基复合肥中氮含量[ (N)]测定的影响进 

行实验 。结果见表 1。 

表 1显示，当硫酸用量小于5 mL时，无法满足 

消化过程中所需要的酸用量，造成结果偏低；当硫酸 

用量大于20 mL时，由于硫酸剩余过量，加入氢氧化 

钠溶液时会引起剧烈的强酸、强碱中和反应，导致大 

量放热，瞬间产生大量氨气无法完全冷凝吸收，造成 

结果偏低。因此，硫酸用量在 l0～15 mL时为最佳 

值。 

2．2 准确性实验 

用自动凯氏定氮仪测定分析纯尿素中的总含氮 

量，以验证方法的准确性。结果见表 2。 

表2显示，自动凯氏定氮仪测定分析尿素中总 

氮含量结果与标准物值相一致。 

2．3 自动凯氏定氦仪测定高塔尿基复合肥中总氮 

含量的精密度实验 

为进一步验证用凯氏定氮仪测定总氮含量的可 

行性，再选取 5个样品进行精密度实验 3』。结果见 

由表 3可知，利用 自动凯氏定氮仪测定总氮含 

量的结果极差均小于0．12％，与国标法测定值的绝 

对误差均小于0，11％，说明自动凯氏定氮仪测定高 

塔尿基复合肥中总氮含量是准确、可靠的。 

2．4 加标回收率的测定 

利用加标回收率的方法检验检测结果的准确 

性。高塔尿基复合肥中 (N)为21．63％，加入标准 

物的 (N)为45．93％。结果见表 4。 

表4 加标回收率的测定结果 

注：回收率为加标物 N实测值与样品 N质量之差再除以标准物 

N质量，其结果以百分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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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浅谈如何提高项目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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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是工程公司生存的基础，工程公司以提高 

建设项目效益、圆满完成合同任务为主要 目标。工 

程公司要想做大做强，一靠先进技术、二靠科学管 

理，而先进技术需要通过科学管理来组织和实现。 

因而项目管理就成为工程公司的工作中心。提高项 

目管理水平，为用户提供满意工程产品，是工程公司 

在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工程公司一旦与用户签订了工程总承包合同， 

项目经理作为公司法人代表在工程项目上的全权代 

理人，必须严格执行合同，按合同签订的承包工作范 

围、内容和约定的建设工期、质量标准、投资限额全 

面完成项目建设任务，使业主满意，并完成公司规定 

的效益目标。这就要求项目经理充分利用公司各方 

面资源，全方位提高项目管理水平。 

2 精心策划。构建项目管理框架 

成功策划是项目成功的一半。项目策划涉及到 

项目的全部工作，包括确定工作的范围、手段、方法， 

项目组织机构的建立，编制项目进度计划，创造开展 

工作的条件等。 

由表4可知，自动凯氏定氮仪检测高塔尿基复 

合肥的加标回收率范围在99％ ～102％之间，具有 

很高的准确性。 

3 讨论 

综上所述，自动凯氏定氮仪检测高塔尿基复合 

肥的总氮含量是准确可靠的，并且具有消化样品数 

多、蒸馏时间短、准确性高、操作便捷等一系列优势。 

自动凯氏定氮仪的检测原理来源于国标，以国标法 

为依据，在测定高塔尿基复合肥的总氮含量时是很 

值得采用的。 

1、确定项 目组织机构和项 目组成员 

为了保证项目各项任务能有效地按合同规定的 

指标按期完成，项目经理必须组建一个精干、高效的 

项目组。对一个 EPC总承包项 目，应配备项目控制 

经理，质量经理，设计、采购、施工、开车经理等项目 

管理人员，根据项目的内容和范围，配备各专业负责 

人、项目工程师等协调层人员和各专业设计、采购、 

施工、开车等具体的作业人员。 

2、编制项 目计划 

项目计划是项目经理对项 目实施的总的策划， 

是对项目工作的总体构思和安排。要确定项 目目 

标、工作原则、工作重点、工作程序和方法。首先编 

制项目管理计划，提出对合同的研究意见，项目在技 

术和商务方面的可靠性和风险，以及项 目进度、费 

用、质量、材料控制的原则和方法等。经公司批准后 

再编制详细的项目实施计划，主要内容包括项 目实 

施的基本原则，项目实施要点以及项 目设计、采购、 

施工、开车各阶段进度计划。该项 目计划是项目今 

后工作的指导性文件。 

3、项 目的质量策划 

项 目的质量策划是项目策划的主要组成部分， 

应全面考虑到影响项 目质量的各方面的所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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