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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环境问题越发严重,污染现象屡见不鲜。如何做好环保工作,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热点话题。
为了有效提高整体的识别效能,加强对自动监测技术的开发与应用,是当前合理控制污染源的关键技术
手段。下面,主要就当前污染所呈现的危害,以及自动监测技术的具体应用现状展开分析,并结合实际情
况进一步探索其在整个环保工作中的实践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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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ent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re increasingly serious and pollution is common.How to do a
good job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has become a hot topic of social concern.In order t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overall identification efficiency and strengthen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automatic monitoring
technology is the key technical means to reasonably control pollution sources.Below, the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hazards of current pollution, as well as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status of automatic monitoring technology,
and further explores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in the whol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ork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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