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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我国经济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对大自然的开发和利用程度不断加深,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的环
境问题,水环境的破坏和污染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应该引起环境部门的高度重视,
并采取有效措施,对水污染中的有害物质进行监测和分析,为治理污染提供数据支持。水污染中的石油
类、动植物油类物质是水环境检测的重要内容,遭受这类物质污染的水体表面会形成阻隔膜,影响水与空
气中氧气的交换,不利于水循环和水降解作用的发挥。油类物质的存在,消耗了水分中的大量氧气,导致
水环境出现严重缺氧的问题,从而导致水环境问题恶化,对水中的生物生存和发展造成了不利的影响,也
威胁着人们的用水安全。国家相关部门近些年来大力开展水环境监测工作,对水中石油类、动植物油类
物质进行综合测定与分析,加强对水污染原因的探究。本文通过实验的方法对水中石油类、动植物油分
析测定常见的问题进行介绍,仅供参考。
[关键词] 水环境；石油类；动植物油；分析；问题
中图分类号：TS225.1 文献标识码：A

Research on common problems in analysis and determination of petroleum, animal and vegetable oils in
water
Peigang Yang
Lianjiang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station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China's economic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degree of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nature is deepening, resulting in a series of environmental problems. The destruction and pollution
of water environmen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actor restricting China's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which should be paid great attention by the environmental department, and effective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monitor and analyze the harmful substances in water pollution, Provide data support for pollution control.
Petroleum, animal and vegetable oil substances in water pollution are important contents of water environment
detection. The surface of water polluted by these substances will form a barrier membrane, which will affect the
exchange of oxygen between water and air, and is not conducive to water circulation and water degradation.
The existence of oil substances consumes a large amount of oxygen in water, resulting in serious hypoxia in the
water environment, which leads to the deterioration of water environment problems, has an adverse impact on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organisms in water, and also threatens people's water safety. In recent years,
relevant state departments have vigorously carried out water environment monitoring, comprehensively
measured and analyzed petroleum, animal and vegetable oils in the water, and strengthened the exploration of
the causes of water pollution.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ommon problems in the analysis and determination of
petroleum, animal and vegetable oil in water by experimental method, which is only for reference.
[Key words] water environment; Petroleum; Animal and vegetable oils; analysis; 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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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造纸原料林基地的区域生态环境影响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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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林纸一体化项目原料林大规模建设会直接影响区域生态环境,如何将影响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是林纸一体化项目需要研究的重点问题。本文着重分析了建造原料林对区域生态环境的影响,在如何减
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方面提出了几点新的措施。
[关键词] 造纸原料林；区域生态环境；影响研究
中图分类号：X171.1 文献标识码：A

The evaluation of region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mpact based on the paper raw material forest base
Qunqun Xia, Shuai Zheng, Peilei Zhang
Daishan branch of Zhousha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Bureau
[Abstract] the large-scale construction of raw material forest in forest paper integration project will directly
affect the region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How to control the impact within a reasonable range is the key
problem to be studied in forest paper integration proje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raw material forest on the region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puts forward some new
measures on how to reduce the impact o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Key words] papermaking raw material forest; Region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mpact study
1 造纸原料林基地的产生及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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