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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环境保护已经成为全球所关注的问题之一。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为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便利的
同时却为环境带来了严重的破坏,所以加强自然生态与人类社会的协调发展对地球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有着重要的作用。想要有效地保护自然环境首先需要了解环境的质量问题,所以环境监测工作十分重要,
本文主要通过针对环境监测质量控制现存的问题以及改善策略做出分析,为今后环境的监测与生态的
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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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s in the worl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ization brings convenience to people's production and life, but also brings serious
damage to the environment. Therefore, strengthen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natural ecology and
human societ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earth environment.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effectively, we need to understand the environmental quality problems first, so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is very important.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improvement strategies of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quality control, and provides reference for the future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and ecologic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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