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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林帮公式的再讨论
甘峰*，朱芳，方萍萍
中山大学化学学院，广州 510275
摘要：当前国内外的分析化学教材中滴定终点误差的计算方式尚未达成统一。国内流行采用林帮公式，但此公式存
在许多的问题。本文从终点误差的主流定义出发对林帮的终点误差计算式进行了理论分析。结果表明林帮公式的终
点误差值必然与主流定义得到的结果不同。本工作可以为合理地确立滴定终点误差计算式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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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Ringbom’s Equation
Feng Gan *, Fang Zhu, Pingping Fang
School of Chemistry,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P. R. China.
Abstract: There is no unified equation for calculating titration error in the textbook of analytical chemistry. The
Ringbom’s equation is the most frequently used, but the equation has problems. This work made a theoretic analysis
of the Ringbom’s equation based on the definition of titration error.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alculated end point error
using Ringbom’s formula is different from that based on the definition. We believe this work can provide fundamental
basi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reasonable titration error calc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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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帮公式是化学定量分析中的常用公式之一，用于滴定终点误差的计算。国内关于林帮公式的
介绍最早见于戴明 [1]翻译的林帮的著作。当前国内的教科书无一例外都将林帮公式列为重要的教学
内容[2–4]，有些重要的结论还是基于林帮公式的结果建立起来的。例如，酸碱滴定中判定定量滴定可
行性的判据lg𝐾a 𝑐 ≥ 6即是通过林帮公式进行推演得到的。
在使用林帮公式的过程中，人们也发现其存在诸多未能很好地解决的问题，因而在不断地设法
改进林帮公式。所有这些工作显然都潜在地基于这样一个假设：林帮公式本质是正确的，其存在的
问题可以通过修补得到解决。与这类工作不同的是，邵利民[5,6]认为林帮公式在计算上过于复杂，建
议以体积为指标计算终点误差。国外一些教科书也有采用体积为参数计算终点误差的做法[7]。所以，
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我们应该继续使用林帮公式，并且不断地对它进行修正，还是彻
底放弃林帮公式，建立新的终点误差计算公式？
本文的作者之一 [8]曾经从林帮公式的建立过程进行分析，揭示了其在建立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本文对林帮公式再次进行讨论，我们将从林帮定义的误差计算表达式着手，通过严格的数学推导进
一步揭示林帮公式本质上存在的问题，为未来林帮公式的最终取舍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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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讨论

为了便于与林帮公式进行比较，我们首先给出主流的滴定终点误差的一种表达形式。在滴定终
点时，滴定剂的过量或者不足，均会导致滴定误差，其主流的定义如下：
终点时滴定剂过量(或不足 )的摩尔数
(TE%)主流 =
(1)
待测物质的摩尔数
为了使式(1)能够具体化，我们设定一个简单的滴定体系。设用滴定剂 L 滴定待测物 M，它们之
间的反应按 1 : 1 的计量关系进行。待测物的初始浓度和体积分别为 c(M)和 V0，滴定剂的初始浓度
为 c(L)。如果滴定到终点时消耗的滴定剂的体积为 Vep，则滴定误差的计算式为：
c(L)Vep  c(M)V0
(TE%)主流 =
(2)
c(M)V0
如果达到化学计量点时消耗的滴定剂的体积为 Vsp，则有：
𝑐(L) × 𝑉sp = 𝑐(M) × 𝑉0
从式(3)可得：
Vsp c(M)

V0
c(L)
定义变量 sp 

Vsp
V0

(4)
，即化学计量点时滴定剂与待测物的体积比，则式(4)可写成：

c(M)
c(L)
类似地也可以定义体积比 ep ，它有如下的形式：

sp 

ep 

(3)

Vep

(5)

(6)

V0

将式(2)做简单的变换[8]，可以得到如下的以体积比表达的滴定终点误差公式：
ep  sp
(TE%)主流 =

sp

(7)

用式 (7)计算终点误差，较早见于 de Levie [9]的工作，不过他本人并未对此做出更多的解释。当
用体积比来描述滴定过程时，采用式 (7)计算终点误差具有其独特的优势[4]。
对于林帮公式在建立过程存在的问题请参阅文献 [8]，此不赘述。本文从最初的误差定义出发对
林帮公式进行分析。类似的终点误差定义也见于一些教科书中，因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按照林帮
的定义[1]，终点误差表达为：
[L]ep  [M]ep
(TE%)林帮 =
(8)
CM
这里，[L]ep 是滴定剂在终点时的平衡浓度，[M]ep 是待测物在终点时的平衡浓度，CM 是待测物在计
量点时的总浓度。为了更好地揭示这些量的本质，我们首先写出到达滴定终点时的质量平衡方程，
如下：
c(L)Vep
 [L]ep  [ML]ep
(9)
Vep  V0

c(M)V0
 [M]ep  [ML]ep
Vep  V0
将式 (9) − 式 (10)，得到：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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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p  [M]ep 

c(L)Vep
Vep  V0



c(M)V0 c(L)Vep  c(M)V0

Vep  V0
Vep  V0

在化学计量点时待测物的总浓度应为：
c(M)V0
CM 
Vsp  V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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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2)

将式 (11)和式(12)代入到式(8)，得到：
[L]ep − [M]ep
(TE%)林帮 =
𝐶M
𝑐(L)𝑉ep − 𝑐(M)𝑉0
𝑉ep + 𝑉0
=
𝑐(M)𝑉0
𝑉sp + 𝑉0
𝑉sp + 𝑉0 𝑐(L)𝑉ep − 𝑐(M)𝑉0
=
×
𝑉ep + 𝑉0
𝑐(M)𝑉0
𝑉ep 𝑐(M)
𝑉sp + 𝑉0 𝑉0 − 𝑐(L)
×
=
𝑐(M)
𝑉ep + 𝑉0
𝑐(L)
𝑉sp + 𝑉0 𝜂ep − 𝜂sp
=
×
𝑉ep + 𝑉0
𝜂sp
𝑉sp + 𝑉0
× (TE%)主流
(13)
=
𝑉ep + 𝑉0
式 (13)明确揭示了按照林帮的终点误差定义得到的终点误差的理论结果。由于𝑉ep ≠ 𝑉sp ，所以林
帮公式得到的误差值从理论上说与按照主流的终点误差定义所得到的终点误差值是不同的。摆在我
们面前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究竟应该接受哪种终点误差定义表述？我们认为当前主流的终点误差定义
是基于物质的量 (即摩尔数 )的基础上，应视为是对终点误差的正确定义。基于此，则可视林帮公式本
身就是不准确的公式，尚且不论其后续在推导过程中所做的若干近似处理可能再度引入的误差 [8]，
而后者已经很难再进行量化评价了。也许有些读者会认为滴定终点与化学计量点很接近，所以林帮
公式计算得到的误差偏离真实误差的程度很小，还是可以使用的。但是，既然分析化学的教学宗旨
之一是要展示分析化学是关于“量”的科学，则其内容体系也应该遵从数学上的严格性。
摆在我们面前的第二个问题是：在分析化学的教学中是否还应该保留林帮公式？过去的几十年
来对于林帮公式进行的各种修补已经越来越使得林帮公式复杂化，徒增计算的难度，且看不到从根
本上得到一劳永逸地解决的可能性。采用体积比 [9,10]和体积 [5]进行终点误差的计算是近年来新的探
索。邵利民 [6]还证明这两种计算方式等价。究竟采用哪种计算公式尚需更多的思考。我们认为采用
体积比的方式或许是一个更好的选择，毕竟我们已经有了酸碱滴定通式 [9]和配位滴定通式[10]，它们
均以体积比 (注：这是一个无量纲量 )的方式来表达滴定方程和计算滴定曲线。采用手工方式基于体
积比进行终点误差的计算虽然稍显繁琐，但是如果配以相关的软件则不存在任何问题。本文作者之
一甘峰在很多年前已经开发出基于酸碱滴定通式的软件，近年也集成了配位滴定部分，有兴趣者可
发送邮件到 sysucesgf@163.com 向他索取。

2

结语

本文从理论上证明，林帮公式从本质上说是基于非主流终点误差定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近
似计算式。如果对林帮公式进行各种修正的目的是为了使计算结果更符合基于其原始定义的计算结果，
则该结果之优劣可以在其定义的框架下进行评价，但其现实的意义或许并不大。如果以主流的终点误

No. 9

doi: 10.3866/PKU.DXHX201910027

167

差定义的计算结果为基准来评价林帮公式的计算结果，则二者本来就是基于不同的基准得到的结果，
逻辑上并不具备可比性。两种终点误差评价体系的并存对于分析化学而言并不是一件好事。本文可以
为终点误差的计算式的最终确立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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