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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科学技术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高新设备应用于我国各行各业的生产之中。本文首先
分析了现场环境监测仪器在应急环境监测中的基本要求及种类,再结合实际情况,提出了现场环境监测
仪器在应急环境检测中的具体应用,希望借此提高我国环境应急监测中现场监测仪器的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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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our country, more and more high-tech
equipment is used in the production of all walks of life in our country. This article first analyzes the basic
requirements and types of on-site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equipment in emergency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and then combines the actual situation to put forward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of on-site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equipment in emergency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hoping to improv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on-site monitoring in our country’s environmental emergency moni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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