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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的经济不断稳定的发展,从经济快速转变为高质量发展。由于发展模式的转变,我国正在不
断的寻求更加绿色健康的发展模式,这就需要改变当前的环境质量,不断的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为
人们打造更加舒适的生存环境。我国可持续化发展理念已提出多年,这其中生态环境是重要的环节,这就
要求生态环境监测需要不断的与时俱进,不断发挥其生态保护的作用,本文主要从生态环境监测为切入
点,论述其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作用和发展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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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ole and measures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monitoring i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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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s economy is developing steadily and rapidly from economy to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Due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model, China is constantly looking for a green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model, which needs to change the current environmental quality, continue to promote the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o create a more comfortable living environment for
people.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China has been put forward for many years, in which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s an important link, which requires the monitoring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needs to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and constantly play its role in ecological protection, this paper mainly from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monitoring as a breakthrough point, discusses its role in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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