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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环境监测中微生物检测技术可用于水质、土壤以及空气的监测。自然界环境中存在诸多的微
生物,其中一些微生物对人类健康有着严重威胁,因此对生活中的饮用水、河流、土壤、气溶胶等物质进
行微生物检测对监测环境,改善人们生活环境具有重要意义。现阶段微生物检测技术的应用已经十分普
遍,然而传统的取样培养检测仍存在一些缺点。为了进一步推进微生物检测的高效性与准确性,本文主要
对现阶段微生物检测技术的影响因素作出分析,并且对相关检测技术做出阐述。以期为环境监测工作的
质量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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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icrobial detection technology in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can be used to monitor water quality,
soil and air. There are many microorganisms in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some of which pose a serious threat to
human health. Therefore, microbiological testing of drinking water, rivers, soil, aerosols and other substances in
daily lif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monitoring the environment and improving people's living environment. At
this stage, the application of microbial detection technology is very common, but the traditional sampling
culture detection still has some shortcomings. In order to further promote the efficiency and accuracy of
microbial detection, this article mainly analyz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microbial detection technology at this
stage, and elaborates related detection technologies.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quality of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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