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矿测绘

Geological and Mineral Surveying and Mapping

第 3 卷◆第 5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32 /（中图刊号）：561GL001

地表水中挥发性有机物检测结果分析
杜晓
甘肃省地矿局第一地质矿产勘查院地质实验测试中心
DOI:10.12238/gmsm.v3i5.858
[摘 要] 在现代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工业促使生产力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和发展,但在经济发展的同
时出现了一系列环境问题,如有机物种类持续增加,尤其是挥发性有机物和半挥发性有机物,留下了一系
列环境污染隐患,这些有机物通过地表径流渗透到地下水中,威胁人民群众的生活及生命健康,文章重点
针对地表水中挥发性有机物检测结果进行了分析,为监测、治理挥发性有机物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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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re are a series of environmental problems, such as the continuous
increase of organic compounds, leaving a series of hidden dangers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These organic
compounds permeate into groundwater through surface runoff, threatening the life of the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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