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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發表記錄

本研究榮獲第59届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nalytical
Sciences and Spectroscopy (ICASS) 學生研究海報競賽第一名.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nalytical Sciences and Spectroscopy (ICASS) 為
Canadian Society for Analytical Sciences and Spectroscopy （加拿大分析科學與光譜
學會）舉辦的年度國際研討會．今年為第59届，於六月28-30日於加拿大Montréal舉行．
筆者全程參與三天的議程，於第一天的議程中以

”Evaluation

of

Stable

Sr

Isotope

Fractionation in Chemical Weathering Processes” 為題以海報形式發表研究論文，探討
穩定鍶同位素在風化環境中可能造成的同位素分化效應及其規模，並獲得學生論文海報競賽
第一名．在此，筆者特別致謝 ″中華民國地球物理學會″ 對於筆者出席ICASS國際會議的補
助，除了將筆者自行研究的成果公開發表與不同領域的科研人員討論外，並讓筆者從最新的
研究趨勢中獲益良多．此次與會的心得將著重於議程中所學習到的新知，整理如下：

Non-traditional stable isotopes by MC-ICP-MS

目前因為多接收器感應耦合電漿質譜儀 (MC-ICP-MS) 的普及，廣應用性，和極高的分
析效率以至於漸漸取代熱游離源質譜儀 (TIMS) 成為主要的同位素分析工具．除非樣品需要
非常高的精確度 (high precision) 必須使用TIMS來作為分析工具，許多的同位素系統的分
析都已經移到MC-ICP-MS的分析平台之上，同時還可以使用不同的進樣方式

(諸如：鐳射

剝蝕,乾式進樣亦或是溼式進樣...等) 來達到不同的研究目的．因此，如何在MC-ICP-MS上
克服儀器分析時所造成的同位素分化效應(Mass bias effect)成為一個關鍵且大家重視的一
項基本前題．
在這個議程中所探討的科學問題基本上可以分為三大類：
(1) 探討不同元素其同位素在自然界的物理化學過程中所造成的Mass dependent isotope
fractionation與Mass

independent

isotope

fractionation及其相關機制

(Dr.

Amouroux & Dr. Hintelmann).
(2) MC-ICP-MS中鐳射進樣系統及一般濕式進樣系統進行同位素比值分析時Mass

bias

effect的修正方法及其評估，包含Standard-sample bracketing technique (Dr. You

& Dr. Jackson) 以及 Empirical external normalization technique (Dr. Jackson &
Dr. Yang).
(3) Isotope fractionation在科學探討上的應用：包含
(A) LA-ICP-MS in-situ量測chalcopyrite, iron-oxide-copper-gold的Cu isotope
以及LA-Q (quadrupole)-ICP-MS的trace elements的mapping．整合其技術
發展以可以用來研究礦物形成之後所歷經的hydrothermal

history

(Dr.

Jackson).
(B) 建立low-blank, high precision的B isotope MC-ICP-MS的測量技術應用於探
討B在river water, mud volcano fluids, hydrothermal fluids, seawater,
carbonates等的分佈以及相關的B isotope fractionation, 來探討B在環境中不
同相的遷移 (partition coefficient) 以及 isotope fractionation factor (Dr.
You).
(C) 高富集REEs/Hf比值的礦物對於in-situ

Hf

isotope

LA-MC-ICP-MS分析時

mass-bias effect以及isobaric interference的修正評估；並建立Zircon的insitu Hf isotope LA-MC-ICP-MS的分析方法，進一步應用於crustal evolution
的探討 (Dr. Yang).

New developments and applications in optical and atomic mass spectrometry

在元素的定性與定量方面，各種以電漿離子源為基礎的儀器諸如ICP-OES, ICP-Q-MS以
及ICP-MS的工作原理以及分析技術的建立都已趨於成熟．本次會議所發表的最新研究及進
展對於上述儀器的改良，著重在於在不同元素感度
(resolution)

(sensitivity)

的提升和干擾分辨

的改善．以ICP-Q-MS為例，quadrupole對於同重素的分辨率為unit

resolution，因此必須仰賴collision cell或是chemical reaction cell的幫助來造成待測元
素與干擾物的kinetic

energy的差異以進行區別．因此世界上第一台ICP-QQQ-MS結合

collision cell/chemical cell不同的分析操作模式（mass shift或是peak shift）可以顯著
地改良傳統ICP-Q-MS或是ICP-QQ-MS對於interference control的效能 (Dr. Wee)．在

quadrupole-based instrument感度的改良方面，也有儀器進行離子聚焦效率的改良以提
升感度．其中一種稱為”ion

mirror”的裝置有別於一般電場控制的聚焦方式（宣稱為3D

focusing），是一種置於skimmer cone之後進行90度離子聚焦的ion optic．它可以將發
散的離子束重新聚焦在1mm的範圍之內，是傳統電場聚焦的三倍效能，可以有效達到更低
的detection limit (Dr. Toms)．在樣品的使用效率上也有新的技術可以改善．傳統一般電
漿質譜儀的sample introduction efficiency約為1-5%，因此大部份的樣品將成為廢液．
最近幾年漸趨成熟的eletrothermal near-torch vaporization (NTV)技術將可大為提升樣
品的introduction效率至80-100%．因此可有效地降低樣品量至80nL到300µL，這大幅降
低對低濃度的樣品分析門檻 (Dr. Karanassios)．此外，一種新型的Micro-plasmas onchips為一種結合Ar-H2氣體為基礎的micro-plasma裝置，plasma的產生改以直流電原來
提供能量並大為縮小整個裝置的體積，後續的研發將對於portable plasma device的科學
應用開起新的一頁 (Dr. Spain & Dr. Karanassios)．

其他議程相關討論項目

其它相關的議程主要是著重在

nanomaterial

analysis

以及

environmental

applications，並且由於近年來的環保意識抬頭，會議中所發表的許多研究技術都建立且強
調在 ”Green chemistry“ 和 ”Pollution prevention”．相關重要參與議程簡述如下：

• Dr. Berube: Monitoring the behavior of aqueous media components of various
sizes by fractionation using on-line ICP-MS.
• Dr. Pappas: Application of electrothermal vaporization-ICP-MS to understand
transport of Cd, Hg, Pb and Zn in smoke.
• Dr. Barnes: Field-flow fractionation with atomic and mass spectrometry
• Dr. Lai: Validation of a new method for trace analysis of nanomaterials in water
by polymer growth before capillary electrophoresis.
• Dr. Beauchemin: Electrothermal vaporization coupled to ICP-OES as a forensic
too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