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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市化发展进程的不断加快使得人们的生活质量与原先相比得到了飞速提升,但是在这样的发展
背景下出现了一些不可避免的安全隐患和问题,其中表现最为显著的便是环境噪声污染,这一问题必须得到
及时解决才能保证人们的生活和正常工作不会受到影响。环境污染问题与其他弊端有着显著区别,噪声污染
潜伏在人们的生活周围,对人们的健康以及社会正常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因此需做好环境污染噪声监控,将污
染问题控制在最小影响范围内,优化城市环境。基于此,文章就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噪声污染监测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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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tinuous acceleration of the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process has made people's quality of
life improved rapidly compared with the original. However, in this development context, some inevitable safety
hazards and problems have appeared. Among them, the most obvious one is environmental noise pollution,
which must be solved in time to ensure that people's life and normal work will not be affecte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problems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other malpractices. Noise pollution lurks around people’s
lives and adversely affects people’s health and the normal development of society.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do
a good job in monitoring th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noise, control the pollution problem within the
minimum influence range and optimize the urban environment. Based on this,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noise
pollution monitoring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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