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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环境问题,但是随着道德素养以及社会责任
感的觉醒,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也愈发强烈。在保护环境工作中,环境监测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能
够通过对环境污染物组成以及分布和排列方式进行监测,科学有效反映环境污染程度以及环境变化发
展趋势,从而为环境保护工作的有效开展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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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ole of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its innovative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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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at the same time, but also
brought a lot of environmental problems, but with the awakening of moral quality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people'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wareness is increasingly strong.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plays a vital role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t can scientifically and effectively reflect the degree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environmental changes through monitoring the composition, distribution and
arrangement of environmental pollutants, thus providing a basis for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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