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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人口的增长、城镇建设规模的扩张、环境污染的加剧、人类活动越来越频繁和密集,许多
地区的湿地生态环境在逐步日益衰退。湿地生态环境正面临着泥沙淤积、淀水量减少、内部环境污染
严重、生物多样性锐减的现状。突出环境污染问题打破了湿地生态环境系统原有的平衡、弱化了自然
循环和自我净化能力。针对当前湿地生态环境现状,本文主要研究湿地生态环境监测方法,分析湿地生态
环境变化的因素,希望可以为恢复湿地良好的生态环境提供一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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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monitoring methods of wetl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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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growth of population, the expansion of urban construction scale, the intensifie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the more frequent and intensive human activities, the wetl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s gradually declining in many areas. Wetl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s fac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edimentation, reduced water volume, serious internal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decreased biodiversity.
Highlighting th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problems has broken the original balance of the wetland ecosystem
and weakened the natural circulation and self-purification ability.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wetl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is paper mainly studies the wetl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monitoring method,
analyzes the factors of wetl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hanges, hoping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restoring a
good wetl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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