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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今的社会生活环境里,环境污染已经变得日益严重,对于环境的污染,我国也有着重点管控,设
立了相关的专业部门进行管理和整治。其中大气污染问题一直是人们难以根治的主要污染形式,并且对
于大气污染问题的各个环节控制都比较难以实施,即使对污染源开展治理,也很难起到根本性的作用和
显著的效果,所以为了加强大气污染治理,需要合理开展环境监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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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oday's social living environment,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serious. As for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our country also has key management and control, and has established relevant
professional departments for management and rectification. Among them, air pollution has always been the main
form of pollution that is difficult for people to eradicate, and it is difficult to implement the control of all aspects
of air pollution. Even if the pollution source is controlled, it is difficult to play a fundamental role and significant
effect. To strengthen air pollution control,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needs to be carried out reasonab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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