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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也带来很多环境质量问题,对人们的生活质量与环境
的可持续发展都会造成不利影响,在此过程中,大气环境的监测成为了重要的工作,合理进行大气环境监
测,能够及时发现污染问题、污染原因,便于做出针对性的处理,但是如果大气环境监测质量不足将会影
响整体监测效果,针对于此,下文分析,我国的大气环境监测工作现状提出几点质量控制的有效方法,旨在
为增强大气环境监测效果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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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in the process of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our country also bring many
environmental quality problems, which adversely affec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quality of people's life
and the environment. In this process, the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monitoring has become the important work,
reasonable atmospheric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can timely found the problem and reason of pollution, thus easy
to make corresponding processing. However, if the quality of atmospheric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is insufficient,
the overall monitoring effect will be affected. In view of this, the following analysis will put forward several effective
quality control methods for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atmospheric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in China, aiming to
provide help for enhancing the effect of atmospheric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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