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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美好生活环境赋予的期望越来越高,环保工作肩上的担子也越来越重,
环保工作者慢慢意识到,依靠传统的管理方式并不十分有效。在大数据时代的影响下,管理人员将环保工
作纳入信息化体系建设当中,运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对搜集到的数据精准监测、分析、处理,由此制定对
应的决策方案,促进生态环境综合决策科学化。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推进环保事业,有利于促进环境质量改
善与社会和谐发展。本文就环境监测的信息化建设进行探讨。
[关键词] 环境监测；信息化建设；信息化概述
中图分类号：Q346+.3 文献标识码：A

On the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of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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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ver time, people have more and more expectations for a better living environment, the burden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s getting heavier and heavier, and environmental workers gradually realize that
relying on traditional management methods is not effectiv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era of big data, the
management personnel incorporat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ork into the construction of information system,
and use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accurately monitor, analyze and process the collected data, thus
formulate corresponding decision-making plans and promote the scientific decision-making of comprehensiv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 use of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promot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s
conducive to promoting the improvement of environmental quality and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societ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of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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