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与保护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Protection

第 3 卷◆第 6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40 /（中图刊号）：715GL012

固相微萃取法在环境监测中的应用
徐艳萍
山东省临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DOI:10.32629/eep.v3i6.865
[摘 要] 目前,工业污染问题日益严重,在短期内很难得到有效缓解,且各种生活垃圾也会对生态环境造
成一定的污染,尤其是有机物污染问题。为了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相关部门必须引进固相微萃取法,将
其应用到环境监测过程中,文章主要针对固相微萃取法在环境监测中的应用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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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 problem of industrial pollution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erious, it is difficult to be
effectively alleviated in the short term, and all kinds of domestic waste will also cause certain pollution to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especially the problem of organic pollution. In order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effectively,
the relevant departments must introduce the solid phase microextraction method and apply it to the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process.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of solid phase microextraction
method in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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