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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环境检测中挥发性有机物检测工作的开展,是环境治理与保护工作有序开展的依据,是社会经
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举措。因此在今后的实际工作中,就要根据实际情况,科学合理选择检测方法,有序
高效展开检测工作,从而推动环境检测行业的良性发展。
[关键词] 环境检测；挥发性；有机物质；检测方法
中图分类号：P66 文献标识码：A

Detection method of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in environmental testing
Yanxiong Lu Xiaoliang Wu Yufen Ye
Zhejiang DuoPu Testing Technology Co., Ltd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detection in environmental detection is the basis for
the orderly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d protection, and is a key measure for sustainabl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refore, in the actual work in the future, it is necessary to scientifically and
reasonably select the detection method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and carry out the detection work in an
orderly and efficient manner, thereby promoting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environmental detection
industry.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detection; volatile; organic substances; detection method
引言

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这一目标。而环境检

挥发性有机物,会吸附在人体或其他

在环境检测中,需要采样先进、科学

测中的挥发性有机物,是指各种氧烃、氮

物质的表面,进而造成相应的危害与影

的检测方法,才能保障检测结果的精准

烃等烃类以及其化合物。这些挥发性有

响。因此在采集时,就需要采用容器采集

性。尤其是挥发性有机物的检测,需要先

机物,产生的来源较多,如机动车尾气排

法,有效防止样品受到污染与损失。其收

通过容器采集法、吸附收集法、固相萃

放、垃圾焚烧、工业生产、植物生长等,

集容器包括塑料袋、注射器、罐子等,不

取法等采集方法的应用,高效完成采集

都会产生相应的气体,对于生态环境造成

同容器有着不同的优缺点,需要根据实际

工作；接下来通过气相色谱中质谱法、

污染与破坏。这些挥发性有机物,是危害

情况进行合理选择。比如塑料袋,虽然价

质子转移反应质谱法、高效液相色谱法

人体健康,破坏生态环境的主要物质之

格低廉,使用便捷,但是会出现样品污染

等检测方法的应用,精准检测出其有毒

一。因此做好挥发性有机物检测工作,就

与损失等问题；玻璃容器,其虽然不会造

有害成分与含量。

可以及时、精准检测出其组成部分,排除

成样品污染,但是由于非常易碎,且内壁

1 环境检测中挥发性有机物检
测的重要性

各种潜在危害,然后展开环境治理与保

会吸附一些样品,因此也会造成相应的

护工作。比如各种有毒成分、致癌成分、

损失；罐体容器,虽然操作复杂,但是不

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对于

刺激物等,都可以及时找出、精准分析,

会造成样品的损失与污染,在实际应用

生态环境的污染与破坏也在不断加剧,

然后展开针对性的治理与控制工作,减

中较为广泛。其中最为标准、常用的方

为了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

少对生态环境的污染与破坏,提高环境

法,为sum-ma罐体采样技术,先将罐体中

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就需要做好环境

治理的整体效果,保障人们的身体健康。

的空气抽出,使其处于真空状态,然后展

治理与保护工作。而环境治理与保护工

2 环境检测中挥发性有机物采
集与检测方法

开采集工作,最后使用气相色谱法进行样

作的开展,需要建立在环境检测之上。只
有做好环境检测工作,才能保障环境治

2.1采集方法

理工作的针对性与高效性,最终实现社

2.1.1容器采集法

80

品的检测分析。该方法还具有着可重复使
用、成本低廉等优点,值得广泛应用。
2.1.2吸附收集法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生态环境与保护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Protection

第 5 卷◆第 2 期◆版本 1.0◆2022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40 /（中图刊号）：715GL012

3 环境检测中挥发性有机物检
测存在的问题与策略

吸附收集法,也是一种常用的挥发

方法主要用于未知气体的定性及定量检

性有机物检测法,能够有效收集工业废

测分析,能够检测出其成分、种类、含量

气、汽车尾气、植物废气等有机物,具有

等,进而获取相应的样本数据,完成检测

3.1问题

着高效、便捷、低成本等优点,且能够实

分析工作。在实际检测中,需要消耗大量

现阶段,环境检测中挥发性有机物

现自动化控制与实时监测。该方法的原

的时间与资源,因此需要做好样品的预

检测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表现

理是借助相应的吸附仪器与吸附剂,进

处理工作,才能提高检测质量。现阶段,

在：第一,人为操作不当。环境检测中的

行挥发性有机物的吸附,还可以实现定

该方法在挥发性有机物检测中,需要将

挥发性有机物检测工作,需要经验丰富、

时定量吸附与跟踪,然后将吸附的气体

检测速度控制在每千克1-10mL/min的范

资质高强的专业人员完成。然而在实际

直接存储到相应的仪器设备中,进行检

围内,然后做好存储工作,才能取得显著

检测中,却存在着由于人为操作不当,导

测分析。在整个吸附收集中,需要用到吸

的成效。

致的检测结果不够精准的现象。一方面,

附柱仪器,而吸附住的制作,需要根据具

2.2.2质子转移反应质谱法

很多检测人员的思想观念陈旧,对于检

体的实际情况,选择相应的玻璃管或不

质子转移反应质谱法,是由国外研

测工作缺乏正确的认知与全面的了解,

锈钢材质,且做好无菌处理。接下来根据

发的一种有机物检测法,在挥发性有机

因此未能严格遵循相应的规范标准,全

目标物质的理化性质,展开相关操作,进

物检测中,有着广泛的应用。该检测仪器,

身心参与到检测工作中。另一方面,是由

而完成整个吸附收集工作。在吸附收集

主要由离子源、离子反应漂移管和质谱

于检测机构为工作人员提供的培训深造

完成后,需要将样品妥善保存,然后运输

单元组成。能够检测出大气中的很多污

机会较少,导致检测人员的经验缺失,专

到检测实验室,完成检测分析工作。在整

染物质,且检测时间较短,结果比较精

业能力较低,影响着后续的检测工作开

个样品采集中,需要将各仪器设备进行

准。在实际检测中,其能够精准检测出甲

展。比如在检测中,检测人员过于依靠自

仔细清洗且晾干,然后根据各种目标物

醛、丙酮、氮烃等各种有害物质成分与

身的工作经验,进行检测技术与方法的

质的理化性质,进行收集系统的连接,并

含量,然后进行识别分析,从而为后续的

选择；同时,未能做好数据记录、样品保

展开采集工作。在收集时间的确定中,

环境检测与治理,提供坚实可靠的依据。

存等工作,导致检测工作存在着很多问

需要根据不同的实际情况。比如用于GC

然而在实际应用中,无法精准识别一些

题。第二,外界因素影响。受外界环境因

分析的样品,收集时间需要控制在半小

同分异构体的有机分子,以及很多挥发

素的影响,导致检测结果不够精准。比如

时左右；而用于溶剂洗脱,需要控制在

性有机物的数量,因此在实际检测中,还

废气样品的采集时,如果受到风速的影

4-6小时左右；用于生物测定,需要更长

要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选择适宜的

响,就会导致样本的浓度发生巨大的差

的时间进行收集。

检测方法。

异。此外,在样品存储、运输、检测中,

2.1.3固相微萃取法

2.2.3高效液相色谱法

需要做到无菌环境,控制好温湿度,才能

固相微萃取法,也称之为SPME法,该

高效液相色谱法,是一种较为高效、

保障检测结果的精准性。

方法由手柄和萃取头两部分组成,外形

先进的检测技术与方法。其主要包括色

3.2策略

与一支色谱注射器相似。其萃取头是一

谱柱、检测器、流动相三个部分,其中色

针对以上问题,就需要制定相应的解

根涂有固定相或吸附剂的熔融石英纤维,

谱柱,需要用到化学键合硅胶作为色谱

决策略,从而保障挥发性有机物检测工作

外接不锈钢丝,外套细的不锈钢针管,纤

柱的填充剂,然后用于离子色谱的交换、

的有序高效开展。第一,提高人员能力。

维头可以在针管内部自由伸缩。该方法

识别与分析。尤其是填充剂的性能,以及

作为检测人员,需要主动参与到学习培训

在挥发性有机物收集检测中,有着非常

色谱柱的填充方式,将直接影响着挥发

中,不断完善自身的理论知识、操作经验,

广泛的应用,且具有着简单、快捷、高效、

性有机物的分离与检测效果。当孔径在

提高自身的工作能力与职业素养。在实际

精准等特点。其在植物废气、工业废气

15mm 以 内 时 , 需 要 选 用 分 子 量 小 于

工作中,要认真对待挥发性有机物质的检

等挥发性物质检测中,有着广泛的应用。

2000Da的化合物填料；当孔径在30mm以

测工作,且主动与他人互动交流,积极学

在采集过程中,可以将纤维头浸入水溶

上时,需要选用分子量大于2000Da的化

习相应的经验与技巧,全身心参与到检测

液中,或者放置于样品的上部,吸附时间

合物填料。而检测器,常用的为紫外检测

工作中。此外,还要在检测工作结束后,将

为几分钟到几小时。待纤维头收缩后,

器,具有着高效、稳定等有点。此外,常

整个工作信息资料做好记录,为后续相关

就需要将其直接插入到GC进样口中,完

用的检测器还有电化学检测器、质谱检

工作的开展,提供相应的参考依据。作为

成检测分析工作。

测器等等,都在挥发性有机物的检测中,

检测机构,还要为检测人员,提供多元的

2.2检测方法

有着广泛的应用。所谓的流动相,是有机

培训深造方式。且基于检测人员的实际情

2.2.1气相色谱中质谱法

溶剂的载体,用于挥发性有机物的组成

况,制定个性化的培训深造方式,从理论

环境检测中挥发性有机物检测中,

检测,其流速、混合流动相的柱温等,将

到实践,从内部研讨到外出深造,要做到

会影响着最终的检测效果

全面贯穿与落实。第二,把控环境因素。

常用到的方法为气相色谱中质谱法。该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81

生态环境与保护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Protection

第 5 卷◆第 2 期◆版本 1.0◆2022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40 /（中图刊号）：715GL012

由于挥发性有机物质的检测工作,会受
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因此通过环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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