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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人们生态保护意识的逐渐增强,人们对水资源质量的关注程度只增不减。当前,我国在水质
环境监测的过程中必然会应用多种检测手段,在所有检测手段中,微生物检测是能够判断水质的一种重
要检测手段,并且该检测方法已经得到广泛运用。我们必须对微生物检测予以重视,并且对微生物检测技
术的应用进行详细分析。基于此,相关部门应对微生物检测技术的应用进行探讨。本文就此展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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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analysis of microbiological detection technology for water quality and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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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people's awareness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the attention to water quality only increases.At
present, we will inevitably apply a variety of testing methods in the process of water quality environment
monitoring in China. In all testing means, microbial detection is an important testing means to judge water
quality, and the detection method has been widely used.We must attach importance to microbe detection and
make an analysis of the application of microbial detection technology in detail.Based on this, the relevant
departments should discuss the application of microbial detection technology.This article begins an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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