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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污染问题日益突出,特别是我国的大气污染情况不容乐观。大气污染对人
们的生活产生十分严重的影响,甚至威胁人们的健康。因此要不断提升环境监测技术的有效应用,分析对
大气产生污染的主要因素、污染物在大气中的浓度等,科学的数据分析可以为大气污染治理提供准确的
参考,从而提升大气污染治理的成效,对环境进行有效保护,实现我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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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economy, the pollution problem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especially the air pollution in China is not optimistic. Air pollution has a very serious impact on
people's lives, and even threatens people's health.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effective
application of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technology, analyze the main factors of air pollution and the pollutant
concentration in the atmosphere. scientific data analysis can provide accurate reference for air pollution control,
to improve the effect of air pollution control, effectively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and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s social and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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