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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步入现代社会以来,人们的社会经济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与之相伴的是思想观念的不断改善,环
境保护的意识逐渐渗透在人们心中,环境监测作为环境保护的一项基础工作,其重要性也在不断提升。本
文围绕环境监测展开分析,对环境监测和当前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简单介绍,最后提出了提升监测水平的
措施,为环境监测工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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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Strategies of Improving the Technology Level of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Yan Zhang, WenLei Zhang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central station in Urumqi, Xinjiang
[Abstract] Since entering the modern society, people 's social and economic life is more colorful, accompanied
by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ideas, the awarenes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has gradually penetrated in
people' s hearts,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as a basic work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ts importance is also
constantly improving.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briefly introduces the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and the current existing problems, and finally proposes the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monitoring
level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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