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第 猿怨 卷摇 第 员圆 期摇 圆园圆园 年 员圆 月

目摇 摇 摇 次渊卷终冤
太湖周边饮用水处理厂中抗生素抗性基因污染分布特征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赵婉婷摇 黄智峰摇 郭雪萍摇 徐摇 挺摇 尹大强 渊猿圆苑员冤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南四湖和东平湖表层水体中抗生素污染特征和风险评价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张摇 慧摇 郭文建摇 刘绍丽摇 李红莉摇 岳太星 渊猿圆苑怨冤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北太平洋海域多溴二苯醚污染特征及风险评估 向摇 梅摇 卞志和摇 谢婧倩 渊猿圆愿愿冤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广州市不同微环境室内灰尘中合成麝香分布及健康风险初步评价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胡琼璞摇 徐摇 亮摇 刘摇 艺摇 曾祥英摇 于志强 渊猿圆怨怨冤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云南低纬度高原城市大气 孕酝圆援缘中水溶性离子特征及来源分析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邓摇 靓摇 韩新宇摇 施摇 择摇 闫摇 琨摇 李建文摇 史建武 渊猿猿园远冤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大气颗粒物中环境持久性自由基渊耘孕云砸泽冤的来源尧生成机制及环境效应研究进展 噎噎噎噎噎噎

李摇 豪摇 孙浩堯摇 陈庆彩 渊猿猿员愿冤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长治市冬季典型大气重污染过程特征分析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段小琳摇 闫雨龙摇 邓萌杰摇 李如梅摇 胡冬梅摇 彭摇 林 渊猿猿圆苑冤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宝鸡市冬季碳质气溶胶污染特征及来源解析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周变红摇 王摇 锦摇 曹摇 夏摇 冯摇 瞧摇 张容端摇 刘文霞 渊猿猿猿远冤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圆园员远 年 员圆 月沈阳地区一次持续性重污染天气成因机制分析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马雁军摇 李晓岚摇 张云海摇 洪摇 也摇 赵胡笳摇 王扬锋摇 刘宁微摇 刘玉彻 渊猿猿源远冤噎噎噎噎噎噎噎
承德市细颗粒物水溶性无机离子特征及解析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冯亚平摇 王摇 帅摇 徐婧怡摇 刘大喜摇 姚摇 波摇 王摇 媛摇 崔建升 渊猿猿缘猿冤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大气铊污染现状及治理技术研究进展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马摇 强摇 王学谦摇 宁摇 平摇 王郎郎摇 徐博雯摇 陈军辉摇 黄嘉珩摇 郝吉明 渊猿猿远圆冤噎噎噎噎噎噎噎
植物叶面吸收污染物机制研究进展 卢摇 绘摇 张银龙摇 吴永波 渊猿猿苑员冤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卤代芳烃类化合物结构与醇 辕水分配系数关系 廖立敏摇 李建凤 渊猿猿愿源冤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人工神经网络优化电活化硫酸盐降解微囊藻毒素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董皓月摇 范莎莎摇 金春姬摇 高孟春摇 佘宗莲摇 赵阳国 渊猿猿怨园冤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微囊藻毒素对黄瓜幼苗抗氧化酶及其同工酶的影响 顾艳芳摇 邓摇 媛摇 梁婵娟 渊猿源园圆冤噎噎噎噎噎噎噎
水产品中六溴联苯污染研究进展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张龙飞摇 乔艺飘摇 田良良摇 方长玲摇 叶洪丽摇 席寅峰摇 黄冬梅摇 史永富 渊猿源员园冤噎噎噎噎噎噎噎
中华绒螯蟹天然海水土池生态育苗水环境因子变化特征初步研究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王摇 璞摇 马旭洲摇 张文博摇 王高龙摇 杨永超摇 陈军伟摇 温摇 旭摇 张摇 勇摇 周摇 桢 渊猿源圆缘冤噎噎噎
我国锑的暴露现状及其环境化学行为分析 任摇 杰摇 刘晓文摇 李摇 杰摇 吴颖欣摇 文摇 展 渊猿源猿远冤噎噎
重庆长江流域鲫鱼和沉积物中 员苑 种全氟化合物污染特征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刘嘉烈摇 石运刚摇 唐摇 娜摇 秦瑞欣摇 马摇 艳摇 许榕发摇 王美欢摇 郑摇 晶 渊猿源缘园冤噎噎噎噎噎噎噎



贵州纳朵洞滴水 啄员愿韵 辕 啄阅 的年际变化特征及其对 耘晕杂韵 的响应 王家录摇 李维杰摇 李廷勇 渊猿源远圆冤噎噎
基于流域沉积物氮磷形态的生态风险评价要要要以沙溪流域为例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叶宏萌摇 杨摇 浩摇 袁旭音摇 曾榕平摇 吴孟兰摇 王摇 红 渊猿源苑员冤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生物质能电厂周边土壤中重金属元素污染特征及评价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吕占禄摇 张金良摇 张摇 晗摇 邹天森摇 刘摇 凯摇 王慢想 渊猿源愿园冤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内蒙古工农牧区土壤中 晕月云砸泽 和 阅孕泽 的水平尧分布特征及来源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张爱芹摇 陈易静摇 柳摇 晨摇 娄新宇摇 刘名卉摇 金摇 军 渊猿源怨缘冤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不同结构的亲水性离子液体双水相萃取铜 高摇 欣摇 范理波摇 邓摇 芸摇 阮文权 渊猿缘园源冤噎噎噎噎噎噎噎
基于多壁碳纳米管表面印迹的己烯雌酚分子印迹电化学传感器制备及应用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苏立强摇 姜国强摇 于亭亭摇 兰志满摇 王摇 颖摇 韩摇 爽 渊猿缘员员冤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硅掺杂碳点荧光猝灭法检测废水中钴离子 祝摇 艳摇 鲁应光摇 母摇 昭摇 杨亚玲 渊猿缘员苑冤噎噎噎噎噎噎噎
高效液相色谱分析四溴双酚 粤 标准样品方法优化及应用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黄林艳摇 鲁炳闻摇 赵彦辉摇 赵亚娴摇 陈星羽摇 房丽萍 渊猿缘圆源冤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颗粒活性炭对尾渣污染地下水中氰化物的吸附去除效能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刘华秋摇 付融冰摇 温东东摇 许大毛 渊猿缘猿员冤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悦藻鄄酝灶 复合氧化物对 粤泽渊灾冤的吸附行为与机制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张传巧摇 陈摇 静摇 吴秋月摇 张高生摇 吴摇 鹍 渊猿缘源圆冤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交互作用对有机鄄矿质复合体吸附四环素的影响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卜庆伟摇 曹红梅摇 贺小凡摇 郑泽鹏摇 余摇 刚 渊猿缘缘圆冤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蓝藻发酵液中氮磷回收及其作为反硝化碳源研究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李子阳摇 陆东亮摇 华天予摇 张摇 炜摇 肖壮波摇 黄摇 兴摇 赵明星摇 施万胜摇 阮文权 渊猿缘远圆冤噎噎噎
典型生物发酵企业挥发性有机物及恶臭污染物排放特征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邹克华摇 翟增秀摇 李伟芳摇 赵晓丽摇 刘摇 宝 渊猿缘苑源冤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
分析应用快报院

海洋水体中 圆源 种有机磷酸酯的测定分析 刘摇 星摇 刘摇 茜 摇 孙禾琳摇 王卫平摇 吴翠玲摇 姚子伟 渊猿缘愿员冤噎噎噎噎
一测多评法同时测定嘎日迪鄄缘 丸中 源 种化学成分 薄彧坤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摇 郭摇 叶摇 康松松摇 冯智翱摇 杨雪苗摇 马瑞寅摇 张雨生摇 张志勇摇 安摇 明摇 董志强摇 陈丽枝 渊猿缘愿缘冤
超高效液相色谱鄄串联质谱法同时测定环境水体中 员缘 种精神类药物 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金摇 苗摇 杨慧婷摇 陈辉辉摇 沈摇 幸摇 王钰洋摇 沈睿杰 渊猿缘愿愿冤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
通讯

空气污染会加剧大气中抗生素抗性基因的传播 渊封二冤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
总目录 渊 玉 冤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
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鄢

广告目录摇 岛津国际贸易渊上海冤有限公司渊封四冤



耘晕灾陨砸韵晕酝耘晕栽粤蕴摇 摇 摇 悦匀耘酝陨杂栽砸再
渊酝燥灶贼澡造赠冤

灾燥造怎皂藻摇 猿怨摇 摇 摇 晕怎皂遭藻则摇 员圆摇 摇 摇 阅藻糟藻皂遭藻则摇 摇 摇 圆园圆园

悦韵晕栽耘晕栽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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