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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态环境监测是一种全要素监测体系,在其中就已经包含了对环境的监测,与此同时,我们周围
的环境在进行生态建设的时候,生态环境监测作为其技术保障,在建设过程中形成相关的体系。本文针对
伊犁州的生态环境监测现状进行了分析,最后阐述了伊犁州生态环境监测的发展趋势。针对其在监测过
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和今后的发展方向进行了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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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monitoring in Yili Prefecture
Mei Huang
Yili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station
[Abstract] ecological environment monitoring is an all factor monitoring system, which already includes the
monitoring of the environment. At the same time, when the environment around us is carrying out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monitoring, as its technical guarantee, forms a relevant system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monitoring in Yili
Prefecture, and finally expounds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monitoring in Yili Prefecture.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monitoring process and the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 are pointed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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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生态环境监测本身,此过程是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