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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这条道路上是一场没有退路的攻坚战,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面
对新时代、新要求,连云港市以全新的姿态打响环境整治的攻坚战。在此背景下,本文对环境检测和环境
监测仪器在环境检测中的作用入手来研究,首先阐述了环境检测的概念和意义,对环境检测的分类以及
环境检测仪器发挥的作用进行详细的分析,主要目的为了明确将环境监测仪器的重要性,从而促进其广
泛应用,为保护港城生态文明发挥其价值,做好环境整治的攻坚战为连云港实现“高质发展、后发先至”
增添更加美丽的绿色本底。
[关键词] 环境监测仪器；环境监测；环境检测中的作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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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环境监测仪器在环境检测中
的作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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