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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生态环境污染现象的不断增多,使其逐步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并且为了加强生态环境
保护,相关部门也采取了一些成功措施,而环境监测是其其中重要的措施之一。因此为了确保生态环境
得到有效保护,需要合理对其开展环境监测工作,基于此,本文就环境监测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应用进
行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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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increase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t 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focus of people's attention, and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relevant
departments have also taken some successful measures, and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is one of its important
measures. Therefore, in order to ensure that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s effectively protected, it is necessary to
carry out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work reasonably.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of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i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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