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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我国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由于客观因素(如私家车和化学工业排放的气体)的影响,全球
对环境的关注日益加深,人们对空气质量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从环境监测在大气污染防治中的
作用入手,试图探索一种符合我国国情的监测手段。加强环境监测工作,促进我国大气污染防治,全面提
高我国环境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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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ortance and Application Strategy of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in Air Pollution Control
Tao Jing
Wujiaqu City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Station
[Absrtact]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objective
factors (such as private cars and gases emitted by the chemical industry), the global attention to the environment
is deepening day by day, and people have put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level of air quality. Starting
from the role of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i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air pollution,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a monitoring means in line with the national conditions of our country, in order to strengthen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promote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air pollution in China, and improve the
environmental level of China in an all-round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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