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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结合我国目前环境噪声监测现状情况的分析,最为严重的就是城市区域噪声、工业企业厂界环
境噪声污染,并且投诉事件持续发生,是我国相关部门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为促进现代化城市的稳
定发展,还需加大对环境噪声污染问题的治理力度,避免对人们的生活与工作造成影响,逐渐提高环境噪
声污染重视度,全面提升现代化城市环境噪声污染治理工作。基于此,文章就噪声污染监测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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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ise pollution monitoring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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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bined with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environmental noise monitoring in China, the most
serious is the urban regional noise, environmental noise pollution in industrial enterprises, and the complaints
continue to occur, which is one of the problems urgently needed to be solved by relevant departments in China
at present.In order to promote the stabl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ities,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control of environmental noise pollution, avoid the impact on people's lives and work, gradually improve the
attention of environmental noise pollution, and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the control of environmental noise
pollution in modern cities.Based on this,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noise pollution moni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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