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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的逐渐发展,空气污染情况日渐复杂,污染源越来越多样化,而且大气具有流动性,受到
各种因素的影响,污染状态变化较快,监测范围较为广泛,为大气采样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因此,本文
针对环境监测中大气采样的问题点展开分析,对技术措施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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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gradual development of society, the air pollution situation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complex, pollution sources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diverse, and the atmosphere is fluid, affected by
various factors, the pollution status changes rapidly, and the monitoring range is wide.It brings some difficulty to
the atmospheric sampling work. Brings a certain degree of difficulty. Therefore,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problems of atmospheric sampling in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and studies technical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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