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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经济与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国家对环境监测方面的重视程度也在逐渐增加,在此过
程中,如何更好地加强对我国环境的监测促进我国环境长期友好发展是当前阶段相关人员需要研究与
解决的问题,其中通过离子色谱法对环境进行监测是现阶段新型的环境监测方法,本文也将对离子色谱
法监测环境过程中产生的作用进行主要研究,探讨此种监测方式在当前阶段的适用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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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Chinese economy and technology, the state's importance to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is gradually increasing. In this process, how to better strengthen the monitoring of
Chinese environment and promote the long-term friendly development is the problem to study and solved at
the current stage. Among them, the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by ion chromatography is a new type of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method at this stage. This paper will study the role of ion chromatography in the
monitoring of the environment, and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monitoring method in the current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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