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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和范围 
 
    本文件对涂料中铅测定的分析方法进行了简要概述，主要是为环境卫生工作人员及政

策制定者提供信息，他们虽然不是实验室专业工作人员，但可能需要制订与涂料中铅的检

测有关的计划和铅危害消除规划。本文件列出了业已成熟的用于测定涂料中铅含量的分析

方法，并对这些方法的特点，包括优点和缺点进行了简要描述。此外，本文件针对不同的

要求和背景，强调了在选择最合适的方法时应考虑的问题。本文件的目的不是为了对分析

方法和操作规程进行详尽的说明，也不是或就方法学或特定仪器提供具体的建议。更多信

息和阅读内容的链接见第 6 节。 

 

 
2. 背景 
 
        铅是一种有毒金属，其广泛使用已经在世界很多地方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健康问

题。人类因暴露于铅而导致死亡的人数每年约为 143 000 例，占全球疾病负担的 0.6% 
（1）。铅是一种蓄积性有毒物质，对人体多个系统（包括神经系统、血液系统、胃肠系

统、心血管和肾脏系统）均有影响。儿童尤易受到铅的神经毒性影响，即使低水平暴露

量，也可能会导致严重后果。在某些情况下，可出现不可逆的神经损害。据估计，全球每

年新增的智障儿童中，约有 600 000 名系暴露于铅所致（2）。 
     
        近年来，尽管铅在汽油、管道设备和焊料中的使用量有所减少，但一些重要的铅暴露

源仍然存在，其中包括含铅涂料。在某些国家，含铅涂料一直在使用，且目前仍用于住宅

和其他建筑物内部及外部物体表面涂层，还用于玩具、家具、运动场设施及其它一些儿童

可接触到物品。几乎每个国家都有含铅涂料。含铅涂料在世界各地都可见到，并还在使

用，即使是对铅的一些特殊用途已经加以禁止的国家也是如此。老式房屋和物品中仍可发

现含铅涂料（3)。 
 
        铅的非职业性暴露主要见于家装涂料。由于房屋老化剥落、粉化或在维护和翻新过程

中剥落，致使形成含铅粉尘，进而可能导致铅被吸入或摄入。此外，房屋周边的土壤也可

能会受到污染。受到铅污染的屋内粉尘已被认为是儿童体内总铅负荷的主要来源（4)。儿

童通过日常手-口动作摄入铅的风险尤其高。此外，某些异食癖儿童也可能持续性摄入含

铅涂料的碎片。此外，儿童还可经口摄入含铅涂料的物品和玩具中的铅。在某些国家，含

铅涂料成为最为广泛、最具危险的儿童铅高暴露源。 
 
        从家装和物品中除去现存的含铅涂料，并从住宅区域和家具、设备和玩具中限制含铅

涂料的使用对于全球铅中毒的初级预防具有重要意义。为指导完成这些任务，迫切需要准

确测定物体表面的新涂料和干涂料中的铅浓度。 
 
 

3. 可采用的分析方法 
 
        测定涂料中的铅含量主要有3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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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用化学检测试剂盒现场测定涂料中的铅含量。 
2) 使用便携式X-射线荧光(XRF)仪器现场测定涂料中的铅含量。 
3) 采集涂料样品，在实验室内采用不同的分析方法测定涂料样品中的铅含量。 

 
    上述分析方法在以下部分描述，并汇总于表1中。 
 
表 1. 测定涂料中铅含量的分析方法汇总 

方法 优势 局限性 

化学检测试剂盒 • 结果即时可得 
• 经济 
• 使用相对方便 

• 准确度有限 
• 定性或半定量 
• 主要测定最上(表面)层 
• 需要损坏涂料表面 
• 对于深色涂料难以分辨颜色变化 

便携式 X-射线

荧光光谱法 
• 准确度较好 
• 结果即时可得 
• 使用成本较低 
• 对涂料表面无损害 
• 检测快速 

• 与实验室分析相比，有较大误差 
• 需要相应的培训/资质证明 
• 采购成本相对较高 
• 无法在样品量少、高曲面或复杂表

面的样品中（包括多种玩具）测定 

实验室分析 a • 最准确的方法 
• 如果有实验室则成本较低，仅需要

较少样品  
• 无技术局限性 
• 适用于可溶解及不可溶解的铅组份

测定 
• 可用于新(湿)涂料分析 

• 必须破坏涂料表面 
• 如果必须购买和安装设备则成本将

非常高  
• 要求由经过培训的实验室工作人员

操作和严格的质量保证措施 
• 无法立即获得测定结果 

a 
对于样品铅浓度测定，具有多种分析方法，包括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法和电感耦合等

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法。虽然这些方法的准确度和检测限有所不同，但在一般要求的检测限和准确度水平下

均足以测定涂料中的铅含量。 

 
3.1 化学检测试剂盒 
 
        化学检测试剂盒可选范围很多，包括简单的定性检测试剂盒以及更为先进的半定量检

测试剂盒。此类检测更多依赖于颜色的变化以指示是否存在超过特定浓度水平的铅。对于

最简单的试剂盒，根据颜色是否发生变化来确定结果为阳性(即铅含量超过特定浓度水平)
或阴性 (即铅含量未超过特定浓度水平)。颜色发生变化的铅浓度阈值取决于所使用的试剂

盒及销售试剂盒国家可能已制订的限值。例如在美国，试剂盒应能检测出重量超过0.5% 
(5000 mg/kg)的铅。根据应用情况，某些化学检测试剂盒可能具有较低的检测限。  
 
        较简单的检测试剂盒测定涂料时所采用的方法，或是通过浸有化学试剂的棉签擦拭物

体涂料表面，或是通过将特定面积的涂料碎片与试管中的试剂混合。而较为先进的检测试

剂盒则采用荧光或光谱法对涂料碎片予以测定。美国环境保护局(USEPA)对多种此类试剂

盒进行了评价，更多信息参见其网页（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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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学检测试剂盒的价格相对低廉，使用时也不需要特殊培训（但经过培训的操作者可

获得更为可靠的结果），且测定结果即时可得。但此类试剂盒也存在多种局限，如仅可测

定表面层；因此当测定内层（更可能含有铅）时，需要破坏涂料表面层或获取涂料碎片

（根据方法的不同而决定)。对于某些试剂盒，可能难以观察到颜色的变化，尤其是在检

测颜色较深的涂料时。一般来说，这些试剂盒无法定量测定涂料中的铅；即便是半定量测

定方法也只能给出铅的浓度范围。换言之，化学检测试剂盒的准确度有限，即，当检测结

果表明铅含量超过特定浓度水平时，实际上并未超过（假阳性）；而当检测结果表明铅含

量未超过特定浓度水平时，实际上却已经超过（假阴性）。例如，USEPA目前仅认定3种
铅检测试剂盒符合美国2008年《翻新、改造和刷漆规则》（RRP）的假阴性标准要求。仅

当具资质的装修人员检测特定基底材料时，才建议采用这几种试剂盒，但USEPA认为其不

符合《翻新、改造和刷漆规则》（RRP）的假阳性标准要求（6)。基于这些原因，要准确

测定涂料中铅含量时，通常会采用除化学检测试剂盒以外的其他分析方法（7)。  
 
3.2 便携式 X-射线荧光（XRF）光谱法 
 
        X-射线荧光（XRF）光谱法的原理是在暴露于高能量射线时，铅（与许多其它元素一

样)可在特定频率释放X-射线，而射线的强度可被测定，且与每单位面积的铅含量相关

（通常为每单位平方厘米的毫克数)。由于涂料中铅含量的监管标准可能以其它单位（如

百万分率或重量的百分数浓度）表示，因此可能需要将XRF的结果进行转换。便携式XRF
仪器可现场测定涂料表面的总铅含量，而无需损伤涂料或基底材料。便携式XRF仪器极易

使用，但由于具有放射性危害，因此使用前需要接受特殊培训。在某些国家，便携式XRF
仪器操作员的资质必须经过认证。 
 
        便携式XRF仪器的准确度好，但与实验室分析相比有较大的误差范围（基于X-射线管

的仪器都是如此）。因此在测定结果为临界值时（即读数在仪器误差范围内，又接近涂料

中含铅量的国家限值标准)，应通过实验室分析进行确证。由于XRF仪器的体积和特点，

测定需要在相对较大及平坦的表面进行。因此该方法尤其适用于测定平坦的涂料表面，但

由于安全原因、结果的不可靠性以及无法准确测定表面积，该方法不太适用于测定高曲面

或复杂表面（如多数玩具）（7, 8)。然而，一些新的仪器可能会克服这些限制。 
 
        便携式XRF仪器可从数家生产商选择购买，其价格相对昂贵，从约10000美金至50000
美金不等，但该仪器基本无需维护、无需耗材，检测极为快速（约1分钟，但短时间所测

结果的准确性也相对较低），从而使操作人员可在短时间内对多个涂料表面进行测定。 
 
        关于使用XRF仪器测定涂料中铅含量的指南可从不同来源获得，其中包括XRF仪器的

生产商和国家机构（8)。  
 
3.3 实验室分析 
 
        该分析方法需要采集涂料样品——无论是新涂料或从样品表面获取的干涂料，并采用

不同的方法在实验室对其进行分析。实验室分析要求细致采样并对样品进行预处理。  
 

        对于样品表面的干涂料，一般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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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集所有层面的涂料，由于较底层涂料更可能含有铅； 

•••    尽可能少采集涂料层下面的物料（如木头、灰泥、金属)，因其可能会给出错误结

果； 

•••    在房屋或建筑物内，应从不同的区域采集几份具有代表性的样品； 

•••    记录每份样品的位置； 

•••    修复涂料样品采集处的表面，以防止含铅涂料进一步暴露。 
 
        进行分析的最低样品量约为300 mg，但其可能依赖于铅浓度、样品制备和分析方法。

如果可测得样品的重量，则结果以百分重量表示；如能够测得样品的精确表面积，则结果

以每单位面积重量表示。 
 
        在实验室中，必须在分析前对涂料样品进行预处理。如测定总铅含量，则应对样品进

行酸消化。如测定可溶性铅含量（即涂料中的铅可经儿童口部接触或吞咽而吸收），则应

采用酸提取工艺。测定总铅含量还是测定可溶性铅含量取决于测定的目的以及相关国家的

法规要求（9, 10)。  
 
        实际进行分析时可采用不同的方法，包括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FAAS）、石墨炉原

子吸收光谱法（GFAAS）和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法（ICP-AES）。上述及其它

方法的样品采集、制备和分析指导原则、建议和标准操作规程均可从多种来源获得，包括

生产商、国家机构和国际标准化机构（8–16）。  
 
        一般认为实验室分析是最为准确的测定涂料中铅含量的方法，前提是遵守严格的质量

保证（QA)原则（见第4.2节），对于涂料碎片样品，应包括所有涂料层，但不应包括基底

材料（17)。该方法要求对涂料层表面破坏后进行修复。这是唯一的测定湿涂料中铅含量

的方法。样品采集、运输和实验室分析也需要较长时间和财力资源。分析测定也仅能由经

培训的实验室操作人员在完善的实验室内完成。 
 
        以下部分简要描述了涂料碎片中铅含量测定最为常用的仪器分析方法：FAAS、
GFAAS和ICP-AES (11, 18)。虽然这些方法的准确度和检测限有所不同，但其在一般要求

的检测限和准确度水平下均足以测定涂料中的铅含量。本文件未对其它较少使用的仪器分

析方法进行描述，其中包括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分析法、直流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

法、双硫腙分光光度法、阳极溶出伏安法和电位溶出伏安法。 
 
3.3.1 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 （FAAS)  
        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FAAS）的原理是被测元素的基态原子可吸收该元素特定波长

的光：铅的基态原子特定波长为283.3 nm。光吸收量与样品中分析物的浓度呈线性相关。

进行AAS测定时，必须先用仪器将含铅样品进行预处理，从而在仪器光路中产生基态原子

的蒸气，该过程称为原子化。FAAS采用空气-乙炔或一氧化二氮-乙炔-空气层流火焰在

2600oC条件下将铅原子化。 
 
         FAAS具有中等检测限，但这在多数情况下已经足够。由于检测时需要直接吸入样

品，因此至少需要吸入约5 ml消化液，才能获得稳定的测定信号。FAAS的测定可受到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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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来源于光散射以及基体组分分子吸收的干扰，这可通过不同的方法对其进行校正。

FAAS仪器需要相应的实验室技能才能进行操作，配备或未配备自动进样器的FAAS仪器已

被广泛应用。仪器本身成本较低，且诸如乙炔气体的耗材价格也相对较低。仪器维护的需

求相对较低，样品检测速度为每分钟几份样品。 
 
3.3.2 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法（GFAAS) 
        GFAAS是原子吸收光谱技术的一种，采用电加热石墨管在测定前于3000oC条件下将

分析物灰化和原子化。GFAAS仪器的检测限极低，仅需要极少量消化液（约20 µl)。 
 
        GFAAS测定通常会受到光散射和基体组分分子吸收的干扰，但使用不同的方法可对

其进行校正，其中包括使用基体改进剂。GFAAS必须由经过培训的实验室操作人员进行

操作。 
 
        GFAAS仪器已得到广泛推广，要求配备自动进样器以提高精密度和分析速度（通

量）。仪器本身的成本中等，其维护和耗材成本较高。样品的通量约为每2-3分钟1个样

品。 
 
3.3.3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ICP-AES) 
        ICP-AES采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源(一种极高温度的由电子和带正电荷离子构成的电离

气体)将样品离解为其组成的原子或离子。在此高能条件下，铅（与许多其它元素一样))可
发出特定波长的光。此种光的发射量可被测定，并与样品中的铅浓度相关。ICP-AES仪器

的优势在于可同时测定几种元素。 
 
        该方法对铅的检测限为中等，但足以准确的测定涂料中的常规铅浓度。对样品体积

的要求适中。某些光谱干扰较为常见，但可被校正。ICP-AES仪器必须由经过培训的实验

室操作人员进行操作。仪器本身成本较高，但主要耗材仅为氩气。由于ICP-AES的设计较

为复杂，因此该仪器的维护成本相对较高。样品通量中等，通常为每分钟约1个样品。 
 
 

4. 实验室操作重要事项 
 
        在分析化学领域，如果样品采集和处理不适当，仪器使用不正确，或者未按照分析方

法操作，那么即使是最尖端和准确的仪器，也可能会出现不正确的结果。与测定涂料中铅

含量有关的两个问题是：对样品的外部污染认识不足，以及质量保证（QA）措施不够。

以下章节将对这些问题进行简要的论述。 
     
4.1 防止样品外部污染 
 
        铅是一种无处不在的金属，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污染样品，尤其是在对涂料碎片进行实

验室分析时。在样品采集、储存、运输以及样品处理过程中均可发生污染。因此，样品采

集和处理的质量对准确测定涂料中铅含量至关重要。实验室内的样品处理过程与现场样品

采集过程存在着同样高的污染风险。实验室应尽可能无铅，且实验室工作人员应受过适当

的培训，防止样品受到污染。不同的分析方法有各自专门的操作规程（包括由生产商和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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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化机构编制的） （8–15），这些操作规程必须得到严格遵守。通过采取适当的质量保

证（QA）措施可显著降低污染风险。 
 
4.2 质量保证 （QA) 

 
        质量保证（QA）是指为保证实验室分析测定结果可靠和具有重现性而必须采取的所

有步骤。其涉及采用科学与技术上合理的、完善的实验室检验操作规程，包括样品的选

择、采集、储存和运输以及实验结果的记录、报告和对结果的解释。另外，还包括为提高

检测可靠性而进行的培训和管理。从分析测定的角度来说，质量保证（QA）可分为两个

阶段：1) 对分析方法的实用性和真实性的初步评估，包括线性关系、特异性、回收率、校

验标准、空白和干扰；以及 2) 随后的质量评价。 
 
        质量评估是指分析结果的质量。其由两部分组成： 
 

1) 内部质量控制。指的是由实验室工作人员所采用的一整套用于持续对所产生结果 

进行评估的程序，以确定结果是否足够可靠并可以出报告； 
2) 外部质量评估（EQA），是指通过外部机构客观检验实验室运行的体系。 

 
       更多有关实验室质量保证（QA）和质量管理以及针对血铅检测的 EQA 程序的实例，

可从不同来源获取（19–21)）。 
 
        在实验室进行涂料样品分析时严格遵守质量保证（QA）措施是至关重要的。包括在

可能的情况下，应考虑参加国际和/或国家认可计划的 EQA 注册登记。 
     
 

5. 方法选择 
 
        方法选择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所需的准确度水平、待测基底材料(包括是新涂料或

是物体的涂料表面)、是否有经过培训的操作人员和分析仪器、以及财力方面的考虑。 
 
        由于准确度有限和实际操作的限制，尽管化学检测试剂盒使用较为简便，除几种适用

于特殊用途和情况的试剂盒外 （6, 7），通常不推荐其用于涂料中铅含量的准确测定。 
 
        便携式 XRF 含铅涂料分析仪是进行室内调查最为常用的主要分析手段。这是由于该

方法能够确定含铅涂料是否存在于多种表面，且无需破坏性采样手段或剥离涂料即可测定

涂料中的铅含量，该方法的速度较快，且每个样品的检测成本较低。但该方法不适合用于

检测小物件、高曲面或复杂表面（包括许多玩具）。 
 
        一般认为实验室分析是测定涂料中铅含量的最为准确的方法，其前提是切实符合所有

质量保证（QA）的要求（17)。但其需要相应的实验室技能，样品采集、运输和实验室分

析所需时间也较长。如果分析由商用实验室进行，则每个样品的分析成本相对较高。如需

测定干涂料，采样时不可避免地会造成破坏。基于上述原因，一般不推荐单独使用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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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方法来测定涂料中的铅含量，而常优先考虑选择便携式 XRF 分析仪（8）。但在以下

情况下推荐使用实验室分析： 
 

•••    检测新涂料;  

•••    需要的准确度较高和/或检测限较低;  

•••    对于 XRF 仪器无法进行测定的小物件（如玩具）和难以接近的地区或表面不规则

的建筑构件； 

•••    需要确认 XRF 结果的临界值。 
 
        如优先考虑采用实验室分析方法进行测定，则有多种分析方法可供使用，包括

FAAS、GFAAS 和 ICP-AES。这些分析方法均能够测定涂料中的铅含量，且只要符合指导

原则、标准操作规程和严格的质量保证（QA）措施即能获得所要求的检测限和准确度。

方法的选择依赖于多种因素，例如： 
 

•••    是否有分析仪器和实验室;  

•••    是否有训练有素的实验室工作人员;  

•••    实验室质量保证（QA）措施的水平;  

•••    需要分析的样品数量和完成分析的时间周期;  

•••    分析成本，包括运行和维护成本;  

•••    如必须采购新的仪器，则应考虑仪器的采购和安装成本;  

•••    如果当地不具备分析能力，是否有外部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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