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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改革开放后,我国越来越重视经济发展,早期为了经济发展甚至大肆破坏环境资源,导致出现了
越来越严重的地表水污染问题,地表水污染后,居民无法正常用水,工农业生产用水也受到制约。为了对
地表水污染问题进行有效控制,需要地表水监测部门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做好实时监测工作,进而对人们
正常的生产和生活进行保障。本文的研究内容即为地表水污染的实时监测技术应用,希望可以提供有用
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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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early stage, it devastated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leading to increasingly serious surface water pollution
problems. After surface water pollution, residents cannot use water normally, and the water for industrial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s also restricted.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control the surface water pollution problems, the
surface water monitoring departments need to actively take effective measures to do a good job in real-time
monitoring work, and then to ensure people's normal production and life. The research content of this paper is
the application of real-time monitoring technology of surface water pollution, hoping to provide useful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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