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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环境资源保护突出问题也在加剧。其中,自然和环境空气的问
题更加明显,关系到我们的生活。为了更好地保护环境,我国提出了许多环境监测要求,同时存在很多问
题。因此,本文简要分析了环境监测中存在的问题,并采取了优化的环境监测策略,以期为相关监测人员
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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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e the optimization way to improve the technical level of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Weihua Zheng
Yancheng Ecological Environment Monitoring and Monitoring Center, Jiangsu Province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China's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trength, the prominent
problems of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protection are also becoming more serious. Among them, the problem
of nature and ambient air is more obvious, which concerns our life. In order to better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China has put forward many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requirements, but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Therefore,
this paper briefly analyz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and adopts the optimal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strategies,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relevant monitoring perso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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