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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的逐渐发展,人们对环境问题给予了更多的重视和关注。气相色谱法在环境保护和环
境监测中的有效应用,发挥了极大的实际作用,为环境问题防治效果的提升提供依据和保障。本文主要对
气相色谱法在环境保护和环境监测中的实践应用进行分析,旨在进一步提升气象色谱法的应用效果,强
化环境保护和环境监测力度,优化环境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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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gas chromatography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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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gradual development of society, people have paid more attention and attention to
environmental problems. The effective application of gas chromatography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plays a great practical role, and provides a basis and guarantee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problems.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gas chromatography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aiming to
further improv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meteorological chromatography, strengthe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and optimize environmental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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