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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粧品中石綿纖維之鑑別方法
Method of Identification for Asbestos Fibers in Cosmetics
1. 適用範圍：本檢驗方法適用於化粧品中石綿纖維(asbestos fiber)，包括陽
起石(actinolite)、褐石綿(amosite)、斜方角閃石(anthophyllite)、
白石綿(chrysotile)、青石綿(crocidolite)及透閃石(tremolite)之
鑑別。
2. 檢驗方法：檢體經溶劑清洗及灰化後，以穿透式電子顯微鏡(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e, TEM) 或 掃 描 式 電 子 顯 微 鏡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SEM)搭配能量分散X射線光譜儀(energy
dispersive X-ray spectroscope, EDS)分析之方法。
2.1.裝置：
2.1.1. 穿透式電子顯微鏡：JEOL JEM-1400F，或同級品。
2.1.2. 掃描式電子顯微鏡：JEOL JSM-7000F，或同級品。
2.1.3. 能量分散X射線光譜儀：Oxford X-maxN 80T，或同級品。
2.1.4. 振盪器(Shaker)。
2.1.5. 灰化爐(Furnace)。
2.1.6. 離心機(Centrifuge)：可達3000 ×g以上者。
2.1.7. 烘箱(Oven)。
2.2.試藥：丙酮及甲酸採用試藥特級；去離子水(比電阻於25℃可達18 MΩ．
cm以上)；陽起石、褐石綿、斜方角閃石、白石綿、青石綿及透
閃石對照用標準品。
2.3. 器具及材料：
2.3.1. 離心管：20 mL，玻璃材質。
2.3.2. 坩堝：20 mL，陶瓷製。
2.3.3. 鍍碳金網(Grid)：200 mesh。
2.3.4. 防磁鑷子。
2.3.5. 拭鏡紙。
2.4. 20%甲酸溶液之調製：
甲酸20 mL，加去離子水使成100 mL。
2.5. 標準品之配製：
稱取陽起石、褐石綿、斜方角閃石、白石綿、青石綿及透閃石對照用
標準品各10 mg，分別加入20%甲酸溶液2 mL及去離子水4 mL，混合
均勻，分別取3 μL至各鍍碳金網上，靜置後以拭鏡紙吸除多餘液體，
於50℃乾燥1-3天，供鑑別用。
2.6. 檢體之調製：
2.6.1. 將檢體混勻，取約2 g，置於離心管中，加入丙酮8 mL，振盪5分鐘，
以3000 ×g離心5分鐘，棄上清液，殘留物再加入丙酮8 mL，重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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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步驟3次，殘留物自然風乾後，供灰化用。
2.6.2. 將2.6.1.節供灰化用檢體移至坩堝中，於450℃灰化2小時，取出冷
卻至室溫後，稱重並記錄。
2.6.3. 稱取2.6.2.節已灰化檢體10 mg，加入20%甲酸溶液2 mL及去離子水
4 mL，混合均勻，取3 μL至鍍碳金網上，靜置後以拭鏡紙吸除多餘
液體，於50℃乾燥1-3天。每檢體需調製2片鍍碳金網，供鑑別用。
2.7. 鑑別試驗：
將檢體及標準品之鍍碳金網分別以穿透式電子顯微鏡或掃描式電子
顯微鏡依下列測定條件進行分析。於電子顯微鏡下，在檢體之鍍碳金
網中查找纖維長度大於5 μm，長寬比大於或等於3：1之纖維。每片檢
體之鍍碳金網需查找20個格網(grid opening)，每檢體共需查找40個格
網。符合上述長度及長寬比者，再以能量分散X射線光譜儀依下列測
定條件進行元素分析，並依附表，就檢體中該纖維之各元素波峰及比
例，與標準品比對鑑別之。
穿透式電子顯微鏡分析測定條件(註)：
電壓範圍：80～120 KV。
放大倍率：1000～5000 X。
掃描式電子顯微鏡分析測定條件(註)：
電壓範圍：10 KV。
放大倍率：500～1500 X。
能量分散 X 射線光譜儀分析測定條件(註)：
電壓範圍：80～120 KV。
光點大小(Spot size)：0.7 nm。
偵測時間：30 秒。
註：上述測定條件不適時，依所使用儀器設定合適之測定條件。
附註：檢體中有影響檢驗結果之物質時，應自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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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石綿種類、化學式及元素組成鑑別
石綿種類
元素組成鑑別(註)
陽起石(Actinolite)
1. Mg、Si、Fe 之比例與標準品相符
2+
化學式：Ca2(Mg,Fe )5Si8O22(OH)2
2. Na 或 Al 波峰不明顯
(Mg/(Mg+Fe) = 0.5-0.9)
3. Mn 波峰小或無
褐石綿(Amosite)
1. Mg、Si、Fe 之比例與標準品相符
2+
化學式：(Fe ,Mg)7Si8O22(OH)2
2. Na 或 Al 波峰不明顯
3. Mn 波峰小或無
斜方角閃石(Anthophyllite)
1. Mg、Si 之比例與標準品相符
2+
化學式：(Mg,Fe )7Si8O22(OH)2
2. Fe 波峰有或無
3. Na 或 Al 波峰不明顯
4. Mn 波峰小或無
白石綿(Chrysotile)
1. Mg、Si 波峰清楚，Mg、Si 之比例與
化學式：Mg3Si2O5(OH)4
標準品相符
2. Fe、Mn 及 Al 波峰小
青石綿(Crocidolite)
1. Na、Si、Fe 之比例與標準品相符
化學式：Na2(Fe2+,Mg)3Fe3+2Si8O22(OH)2 2. Al 波峰不明顯
3. Mg 波峰小，Mn 無可見波峰
透閃石(Tremolite)
1. Mg、Si、Ca、Fe 之比例與標準品相
2+
化學式：Ca2(Mg,Fe )5Si8O22(OH)2
符
(Mg/(Mg+Fe) = 1.0-0.9)
2. Al 波峰不明顯
3. Na 或 K 波峰小
註：1. 檢體中石綿纖維受其他物質附著時，其EDS圖譜可能出現其他元素波峰
2. 石綿標準品之EDS圖譜可參考國際標準組織ISO 222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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