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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科技进步带来的工业发展与城市建设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日益严重,因此,人们生活水平提升的
同时对环境的关注也成为了全球性问题。在环境保护战略发展目标下,加强环境检测质量控制,为环境保
护方案的制定提供数据支撑是现阶段的重点研究课题之一。本文主要调查分析了环境检测技术中存在
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以全面提高环境检测质量,促进环境检测工作的有序发展
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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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urban construction brought about by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re increasingly damaging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refore, while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are
improving, their concern for the environment has also become a global issue. Under the strategic development
goal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trengthening the quality control of environmental testing and providing data
support for the formulation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lans is one of the key research topics at this stage. This
paper mainly investigates and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environmental testing, and proposes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for these problems, in order to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nvironmental
testing and promote the orderly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al test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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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环境检测技术的发展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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