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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环境保护工作是一项需要长期进行的工作,为了保证其能够有质量的进行,需要做好环境监测工作,对能够影响环境、污染环境的因素

进行测定,提供相应的数据基础,将可以促进环境的治理。本文对新时期做好环境监测的重要性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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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importance of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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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s a long-term work, in order to ensure the quality of the work, the need to do a good job in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can affect the environment, pollution of the environment to determine the factors, provide the corresponding
data basis, will be able to promot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mportance of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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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将充分的将生态环境描述的更加准确,为环境影响评价提供更有效和

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科学技术发展亦或是人们的物质文化质量提高

更精确的数据基础。而且通过对该地区多年来的监测数据和结果进行分

都离不开生态环境的建设,时代在不断的推进过程中产生了许多的污染问

析,将有效地得到该地区的环境保护工作进行状态,有利于工程项目的

题,为了对这些污染问题进行整治,不可避免的要进行环境监测工作,为环

建设以及环保项目的规划。同时,环境监测还为环境影响评价提供了监

境保护和污染治理提供重要的数据保证,方便工作人员能够有针对性地去

督作用,通过对某个工程项目前后的环境监测对比可以有效地看出该工

制定环境保护计划,实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程项目对于各项环境指标的污染情况,为企业的环保验收及整改提供更

1 环境监测的重要意义

直接的依据。

1.1在污染治理规划中的意义

2 我国环境监测方法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人们对于居住环境和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已经逐渐升高,社会中

2.1环境监测技术的应用

对于环境保护的呼声也越来越高,针对日常工业生产和工业建设的相关项

为了缓解和消除我国的环境污染问题,我国开展了可持续发展战略来

目对环境造成的多项污染进行治理是目前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关键所

进行环境的治理工作,且进行至今已经有了较大的成果,但是随着时代的

在,所以当某地区出现了污染现象,可以利用环境监测工作来帮助污染治

发展,环境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这也就对我国的环境监测技术提出了更高

理人员全面地了解该地区的污染因素,并根据相应的分析来制定出一条最

的要求,环境监测工作已经成了保障我国良好发展的基础工作。在目前的

优的治理路径。

环境监测工作中,一般采用取样技术、监测技术、分析技术、数据处理技

1.2在城市环境规划中的意义

术等基础技术,环境监测技术的重要作用就是为环境治理提供科学依据,

城市环境规划是一项重要的事业,是我国城市化建设的重要基础,

对环境质量进行公正的、严谨的评价,为我国环境保护工作效果的优化提

在某种层面与城市的经济发展具有紧密联系,所以说为了保护环境、治

供助力。在当前,我国环境监测工作的主要对象已经得到了拓展,它正在努

理环境,需要在城市发展建设和经济活动等过程中对环境进行长久有效

力实现对整个生态环境体系的科学监测,而全方位的监测结果势必会为我

地监督,搞好经济与环境的关系。通过环境的监测工作来为城市规划人

国环境保护工作提供更坚固的保障。

员提供新的思路,方便其在城市规划工作中获取到更好的环境信息,提

2.2环境监测的参数误差问题

供规划推动力量。

我国虽然在环境监测体系的构建中花费了大量的资源和精力,且环境

1.3在环境科学研究中的意义

监测体系目前也构建的比较完善,相关的环保部门和环境监测机构已经形

环境科学在理工科高校都有广泛的开设,而目前随着我国的科学技术

成了互相合作的局面,但是只针对于监测体系来说,依然还是存在有一定

能力不断的提升,环境科学的技术水平也上升到了新的层次,并通过对环

的缺口和误差,且因为这些漏洞的存在导致了某些环境问题并不能被及时

境的监测过程来促进环境科学的进步。一般来说,环境监测过程中对环境

的检测出来,也存在有一些环境问题虽然被检测出来了,但是其实际数据

的各项指标进行测定的时候将会收集到各方面的环境信息,正是这些环境

与理论上得到的数据有着较大的出路,导致了环保部门在制定环境保护对

信息能够帮助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且不仅是环境科学,从地质学、微生

策的时候无法准确的对症下药,使得环境持续恶化。

物学、大气学等学科中都需要应用到环境监测数据。
1.4环境影响评价中的意义
一般来说,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基础就是环境监测,因为环境监测能

2.3空气监测分析水平不高
我国是世界上拥有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之一,而工业的运转不可避免
的对空气造成影响,影响城市的空气环境,且因为汽车尾气排放、建筑工程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

生态环境与保护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Protection

第 3 卷◆第 5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40 /（中图刊号）：715GL012

施工、基础建设施工等方面也会对城市的空气造成巨大的影响,所以在环

测理念、监测方法、监测体系管理等层面进行创新,进而提升监测工作的

境的保护与监测工作中,空气质量监测是重要的环节。但是,目前我国空气

水平。在监测工作中,需要环境监测人员从多方面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不仅

质量监测技术依然还存在有不足,如空气监测设备质量不高、监测内容不

要针对环境监测技术进行创新和学习,还需要在制度和管理上引进新的理

够全面以及监测覆盖面不够广泛等等。

念,更好的提升环境监测质量管理水平。
3.5提高监测人员的专业素质

2.4噪音检测分析系统不完善
噪音污染问题与空气污染问题虽然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环境污染,但是

为了监测工作能够更好地进行,需要监测部门展开对监测人员的培训

其重要性以及带来的危害确是相持不下,同时也伴随着对城市经济发展和

和交流工作来提高监测人员的专业素质,提高监测人员的工作能力和质量

人民生活质量的影响,为人们带来深深的不便。为了解决噪音污染问题,

意识,使得环境监测工作能够符合社会发展现状。

我国早已经有了相关文件进行规定,面对在城市的建设与工业生产过程中

4 新时期下的环境监测系统

产生的噪音污染,一般采用的是利用隔音设备以及吸声设备,该方式其实

4.1物联网技术

已经较为有效,但是针对于一些规模较大的施工建设产生的噪音污染依然

在新时期下,计算机技术空前发展,为了应对日益繁多的环境监测项

还无法很好的清除。另外我国对于噪音的分析也并不有效,针对于轨道交

目,采用物联网技术将可以有效的对环境监测系统进行改进,使得环境监

通和飞机运行时候的噪音依然无法的分析和治理。

测更加智能、高效。一般来说,物联网技术下的环境监测系统通过数据采

3 环境监测分析方法对策建议

集端、数据传输端、数据处理端和用户端四个层面来体现环境监测效果。

3.1对环境监测体系制度完善

4.2新时期下环境监测技术与物联网的结合意义

环境监测技术是需要进行相应的管控的,这就需要环境保护部门和监

第一点是对环境的综合监测。为了能够更好的对环境实施保护措施,

测部门针对于监测技术来实施管理措施,这不仅需要各个单位提高对于环

制定保护计划,需要对环境进行全方位的感知工作,所以说综合监测是环

境监测工作的重视程度,还需要建立严格的制度,继续加强监管机制的

境保护工作的重要基础,而利用了物联网技术将可以有效的提高工作效率,

完善,优化考核机制。在规范工作人员日常监测行为上,可以实施持证上

从而达到对环境全面感知和监测的目的,不仅可以使得环保部门对当地的

岗的考核办法,对监测人员、监测技术、监测设备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

情况进行全面的了解,还能够更好的分析出污染的源头,进行针对性的治

调控。建立监测质量管理体系,认真落实每一个中间环节。对于最初管理

理方案。第二点是多网融合,物联网技术需要用到网络协同机制,当环境监

方案的制定不可忽视,重视样品采集以及对原始数据的分析,做好数据处

测数据被收集的时候,由于其涵盖面太广,数据信息太多,导致了在传输过

理工作,最后认真编写报告。同时,对待环境的污染监管也要加大力度,要

程中,需要利用前端协同处理来挑选出更加有效地环境数据,提高传输的

做好预防和审查措施,对污染环境的个人、企业、单位进行惩罚措施,要求

效率,这就需要用到多网融合的概念,一般来说,多网包括与无线网、有线

所有的工作人员要依规办事,关于环境的问题一丝也不能松懈。最后则需

网、卫星网、传感器网络等等,以更灵活高效的工作方式来建立物联网环

要相关的生产企业、建设部门要自审自查,对生产或者工程行进中的问题

境监测系统。第三点是针对于多项数据的分析系统,因为环境问题包括有

予以高度重视。

多学科的知识,数据也是多层面的,而利用了物联网技术将可以对海量的
数据进行识别和分析。

3.2对监测工作展开监督
在环境监测工作中,不可避免的会有轻有重,总会存在某部分工作的

5 结束语

疏忽和薄弱,监测部门和环境保护部门应加强管理和监督,促进监测工作

环境的保护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是需要一代代人共同努力的事业,

的均衡全面进行,如果工作上的进行比较困难,可以专门设立监督小组对

而在环境的保护过程中,环境监测工作是重要的环节,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其监督,将监测点的监测设备、设施布置等情况进行检查和记录,防止突然

为了进一步改善生态环境,更好的对环境进行治理,我们需要不断的提高

的监测任务导致了监测人员无法及时的反应,最终使得监测工作失去精准

自身的监测能力从而为生态环境保护管理提供更有力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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