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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环境检测技术主要按照具体工作需求,从布点采样、测试分析以及区域调查等方面针对环境污
染情况进行综合性分析与评定工作,根据就具体分析结果确定当前污染治理问题以及方案措施,尽量为
环境保护工作的合理贯彻与落实提供保障。环境检测是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环节,化学分析方法是目前
对环境检测的重要手段之一,对于环境质量的判断和环境保护方案的制定都至关重要,做好环境检测工
作对于生态环境的平衡和国民的生活环境的优化有关键性意义。近几年来化学分析方法已经成为环境
检测专家重点研究方向。采用化学分析方法可以直接对环境中的有毒有害物质进行分析,能更有效地提
升环境检测的效率。基于此,文章就化学分析方法在环境检测中的应用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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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of chemical analysis methods in environmental t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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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vironmental detection technology mainly conducts comprehensive analysis and assessment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from the aspects of site sampling, test analysis, and regional investigation according to
specific work needs.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c analysis results, determine the current pollution control problems
and program measures, and try to provide guarantee for the reasonable implementation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ork. Environmental detec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hemical analysis
method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means of environmental detection at present, which is crucial to the judgment of
environmental quality and the formulation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cheme. Doing a good job in
environmental detection is of key significance to the balance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people's living environment. In recent years, chemical analysis methods have become the key research direction
of environmental testing experts. The use of chemical analysis methods can directly analyze toxic and harmful
substances in the environment, which can more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environmental testing.
Based on this,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of chemical analysis methods in environmental de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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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环境检测中的具体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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