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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环境污染问题已经越来越严重,也使得更多的人开始关注这一问题,
急需要更科学的环境污染解决方法。对此,在现代的环境监测中,首要工作便是选择正确的环境检测方
法。而化学分析方法在与其他方法的对比中,呈现出了更大的优越性,包括检测的效率和质量,都能够得
到保障,也受到了十分广泛地应用和推广。因此,本文针对问题,探讨环境监测中化学分析方法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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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chemical analysis methods in environmental de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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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economy, the problem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serious, and more and more people have begun to pay attention to this problem.
More scientific solutions to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re urgently needed. In this regard, in modern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the first task is to choose the correct environmental detection method. Compared
with other methods, chemical detection methods show greater advantages, including detection efficiency and
quality, which can be guaranteed, and have been widely used and promoted. Therefor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of chemical detection in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according to the 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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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变异性
在对环境检测的过程中,随着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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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相色谱法于高校具有普遍的应用,其

对辐射光强度分析会明确所含物质的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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