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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经济发展的速度进一步加快,城市化进程持续推进的同时,环境受到了严重影响。当前环境
污染现象十分严重,一定程度上威胁了人们的生命健康。为了改善生态环境就需要开展环境管理工作,
在此过程中环境监测发挥着积极作用,本文对此进行一系列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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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ole of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i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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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further acceler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urbanization, the environment has been seriously affected. At present,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s very serious,
threatening people's life and health to a certain exten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t is
necessary to carry out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In this process,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plays a positive
role. This paper makes a series of explo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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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本文首先阐述了环境监测工作,详细分析了在环境管理过

第三,长期性。一般情况下环境监测不是短时间就能够得出
结论的工作,其需要历经很长时间。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我

程中环境监测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并立足于现实实际就如何更

国当前环境污染十分严重,且由于环境污染存在累积性、隐蔽性

好的开展环境监测工作给出针对性的建议,希望能够改善环境

等特征,为了了解环境污染变化情况就需要对其进行长时间的

状况,为可持续发展夯实根基。

监测,以便于尽可能的发挥环境保护的积极作用。

1 简述环境监测

2 环境监测在环境管理在中的作用

1.1什么是环境监测

2.1为环境管理工作的开展提供相应数据

环境监测是指负责此项工作的机构通过监视和测定的方式

通过环境监测人们可以获取相应的数据,而这也是环境监

了解环境质量情况的活动。其能够为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提供

测在环境管理当中所发挥的最基础作用。为了能够实现可持续

相关数据信息。

发展,就需要环境管理工作重新把控建设方向,而这些工作的进

所以说做好环境监测工作能够最大程度上避免资源浪费,

行都离不开相关数据的支持。当前在环境监测方面相关工作人

防止在保护环境过程中出现意外。利用环境监测能够了解某一

员应用了现代化的科技手段,能够为环境管理提供更为精准的

地区的污染情况,包括污染的分布状况等,以便于为环境管理工

数据,以便于更好的管控工厂排污,从而降低环境污染。

作的进行提供数据支撑。

进入新世纪以来,在整治不符合排污标准的工厂过程中环

1.2环境监测的特征

境监测数据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取得了一定成果,提高了环境保

第一,定点性。环境监测主要是通过监测指定范围内的关键

护的科学性。在环境监测方面我国不断的进行技术创新,并在互

参数,以此来了解环境演变状况。通过比对监测到的数据资料能

联网技术手段的支撑下建立起更加完善的数据分析系统,不光

够为日后环境研究工作的进行提供条件。

能够提升监管处理环境污染情况的速度,还可以分析污染变化

第二,研究性。研究性是环境监测的一大明显特征,所监测
到的数据具有很好的研究价值。为了能够辩护日后环境研究工
作的开展,做好监测点设计工作很有必要。

趋势,以此来事先防范可能会出现的环境污染,保障人们的生命
健康。
2.2推动环境保护进行立法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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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在保护环境方面已经出台了相关的法规政策,并随着

也能够为后续处理类似事件提供数据参考。另外我们必须知道

时间的推移对已经存在的法规内容进行了修订。总得来讲建设

化工企业造成的突发性环境污染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被完全处理,

法律的困难之处不在于划分相关责任,而是如何实现数据量化

为此就需要进行长期的环境监测,以便于治理污染的工作人员

各项指标。现阶段社会形势千变万化对于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

随时了解环境状况,并能够科学预测污染的未来走向,从而提高

求,所以在立法过程呢工作要求环境监测数据更为精准。这就需

环境污染治理的效果。

要做好环境监测相关行业建设工作,积极应用现代化的技术设

3 做好环境监测工作的有效策略

备,进一步扩大污染物的监测类型和数量,促使测量更为精准,

3.1建立完善的环境监测质量管理制度
为了确保环境监测工作正常有序的进行下去,就需要相关

以便于为完善环保法律创造条件。
现阶段城市化建设速度加快,在建设城市过程中将面临着

工作人员从实际情况出发建立健全环境监测质量管理制度,以

诸多环境问题,比如说在建设地铁过程中需要审核大量的数据。

此来规范环境监测程序,落实素质建设工作,提升环境监测效

为了能够缩减审核时间就需要发挥相关法规政策的积极作用,

果。负责市场监管和环境管理工作的部门应当进一步加大质量

建立健全法规政策,在此过程中离不开环境监测数据。尤其是一

监管力度,并及时将监测数据上报给有关部门,优化改进监测工

些牵扯到重大问题的工程项目,比如就核电站建设来讲,更应当

作,建立科学合理的环境监测制度。明确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所需

注重完善有关环境监测到法律。做好风险预防工作,提升应急工

要承担的职责,合理应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提着环境监测效率,

作人员的素质能力,以便于保证人民群众的安全,从而实现法律

做好制度审核工作,以便于为环保事业建设做出贡献。
3.2落实现场监测工作

和环境监测的互相制衡。

对于环境监测来讲,时效性是所得到的环境数据的一大明

2.3促使产业机构优化升级
在保护环境过程中将环境监测数据视为执行依据能够有效

显特征,所以说做好现场监测工作很有必要。要求工作人员采取

管控污染较大的企业,促使环保企业转型升级,最终达到优化行

一定手段提升现场监测的效果,保证所监测到数据足够精准,以

业结构的目的。建立完善的环境监测溯源制度,能够明确污染物

便于为环境管理工作的开展提供推动力。就环境保护部门而言

来源以及浓度大小。对于达不到环境保护要求的重污染企业来

应当将工作人员组织起来开展技能培训工作,以便于其能够熟

讲,将面临淘汰和行业升级两条路。后者能够提升行业技术手段,

练的操纵设备,促使工作人员消化并应用现场监测的方法,使其

促使产业转型升级。前者也能过优化产业结构,推动行业朝着绿

能够在第一时间处理突发状况。明确现场监测所需要达到的目

色可持续的方向前进。

标,落实监测点布置工作,做好仪器设备保管工作,以此来避免

借助环境监测数据开展执法工作能够进一步彰显其权威性,

现场监测发生意外,提高检测数据的准确度。

可以防止在工作过程中出现纠纷。就环境保护执行工作而言,

3.3建立现代化的监测平台

当前所应用的手段同过去的执法存在明显的差异性。这主要是

当前人们对于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意味着环境监

因为通过现在的执法不光能够确定企业违规,还可以通过数据

测工作应当朝着更远的方向前进。所以在环境监测过程中做好

分析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以便于相关企业能够直接找出自身

现代化监测平台建立工作是一件很有必要的事情,其能够为环

存在的技术问题,从而针对性的提升技术手段,防止盲目的开展

境管理工作的开展提供更为详细的数据,以下是对监测平台构

环保建设工作,以此来提升执法效果。

建的详细介绍。
第一,发挥信息技术的积极作用,以便于为环境监测技术的

2.4为环保工作提供正确指导
环境监测得到的数据不光能够为环境管理工作的进行提供

转型升级提供条件。学习西方国家先进的经验,分析并总结我国

数据支撑,还可以在城市长远建设方面发挥一定作用。通过持续

环境网络监测系统存在的缺陷,从而建立更为先进的环境监测

的环境监测能够得到具有趋势性特征的数据,以便于为环境保

平台,做好监测数据分析工作,以便于为环境保护工作的落实创

护计划的制定提供有力指导。目前来看我国环境管理工作仍需

造条件。

要继续努力,在此过程中就应当加大对环境监测数据的关注度,

第二,引进现代化的环境监测设备。在购买环境监测设备时
有关部门应当综合考虑自身的经济状况,制定科学合理的设备购

从而改善我们的生活环境。
2.5为突发性污染事件提供理论支持

买规划,明确所购买设备的相关信息,落实设备维修挂合理工作,

就化工企业而言,受环境温度或者人为技术水平等原因的

以此来提高环境监测设备的使用率,改善环境监测工作质量。

影响,在工作过程中稍不注意就有可能引发污染泄露或者爆炸。

3.4建立完善的环境监测质量管理体系

这种突发性污染事件一旦出现就要求相关部门第一时间采取应

为了保证环境监测质量达标,就需要建立健全控制体系,明

急对策,从而避免污染面积进一步向外扩张,降低污染处理的难

确监测流程。在此过程中需要相关部门依据质量手册等文件规

度,减少对人员造成的伤害。在处理突发性污染事件时环境监测

范自身的操作行为,避免出现意外。环境监测工作人员应当依据

扮演着重要角色,其能够告知负责应急工作的人员泄露污染物

相关规定提出的要求落实构建环境监测系统、登记原始数据等

的相关信息,以便于工作人员依据数据调整改进应急方案,同时

工作。确保质量管理工作始终存在于环境监测当中,建立完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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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监测质量管理体系,以此来提升环境监测效果。加大监管力

总而言之,为了能够做好环境管理工作就需要重视环境监

度,避免数据出现偏差。现阶段在环境保护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资

测。为此就要求相关工作人员建立完善的环境监测管理制度,

金,为了避免资金在应用过程中出现问题,就应当落实监管资金

提高监测人员的专业水平,以便于保证环境监测工作落实到位,

工作,以此来保证专款专用。

为环保工作的进行提供推动力。

3.5调整改进培训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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