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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监测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作用及发展措施
陈 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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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经济建设初期的发展模式固然对经济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但同时也加剧了环境的负担。特别是随着

时代的进步，人们对于生活环境质量的要求日益提高，全民环保的理念逐渐普及，政府和人民都越来越重视对环

境的保护。环境监测作为环保工作的关键一环，更是保证生态环境质量切实有效的途径。基于此，本文分析了现

有的环境监测技术，探究加强环境监测的途径，以为加强环境监测提供相应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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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环境监测的内涵与意义

环保工作离不开环境监测的支撑，其对环保工作

的开展具有指导性作用。“环境监测”第一次出现是

在核工业发展之后，因为放射性物质给人类以及环境

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所以人们不得不监测核设施的强

度，以免发生意外情况。[1]在工业的不断发展之下，环

境污染问题越发严重，监测的含义也变得越来越广泛。

不仅仅局限于污染物、污染因子。还包括环境生物、

生态监测等等。环境监测工作的内容是工作人员根据

国家对相关行业的规定，使用专业的仪器设备，对所

监测区域的污染情况进行检测，通过数据掌握该区域

的环境情况，是否受到污染等。通过对数据的分析，

不仅能够掌握当前区域的环境污染情况，还能够对未

来该区域的环境污染发展趋势进行预测，进而多角度

实现环境保护工作效果的有效提升，促进环保事业的

发展。

2 环境监测技术应用现状

我国的环境监测技术的现状有以下几个特点：第

一，我国环境监测技术目前的体系相对来说还是比较

完善的；第二，对于环境监测仪器的投入力度也加大

了不少，技术水平得到了进一步提升；第三，目前环

境监测可以进行自动化监测，避免了传统环境监测技

术可能会带来的一些问题，我国环境监测的效率以及

准确性都有了明显的提升。对环境质量进行评估时，

首先就要进行环境监测，掌握当前环境污染情况，获

取相关数据，并以数据为依据，进行环境执法。在过

去，进行环境监测时，通常只对某一种物质进行检测，

主要是检测环境中的放射性物质，但随着环境问题不

断恶化，影响环境污染程度的物质种类越来越多，所

以在进行环境监测时，所检测的环境污染物的范围也

应该有所扩大。环境监测广泛应用于环境保护工作的

方方面面，适用于多种不同环境，在环境保护工作中

应用表现良好。

2.1 3S技术

3S技术是多个高端技术的融合应用，其对遥感技

术、地理信息技术、全球定位技术等都进行了融合，

具有非常强大的功能，能够实现数据的快速获取，完

成数据和信息的高速处理，处理结果十分精确。[2]除此

之外，3S技术还能将经过处理的数据进行量化，以水

资源管理为例，通过应用 3S技术可以了解水资源现存

的情况，对水资源的各方面污染进行评估，同时可以

通过数据来分析环境的变迁，分析水体中的物质。

2.2 生物技术

生物科技的发展也为环境监测提供了新的思路，

生物技术在环境监测中做出了突出贡献。现代生物科

技能够对细胞生物微生物进行一定的分析，而在环境

监测过程中通过对生物科技和计算机技术等学科技术

的融合，实现学科交叉，促进了环境监测工作的发展。

目前，我国环境监测工作中常用两种技术，一种是

PCR技术，它的优点是易于操作，检测数据更精准；

另一种是生物大分子标记物检测技术，它的应用相较

于 PCR技术更加广泛，能够起到预警的作用，它是通

过对环境中生物的分析来对环境污染的程度作出判断，

所得数据为环境污染中生物修复提供了依据。[3]

2.3 信息技术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不仅生物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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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计算机技术也得到了广泛

应用。环境监测将计算机领域、生物科技领域和环境

工程领域的技术相结合，为环境监测工作的开展提供

了十分有效的手段。

环境监测领域中信息技术的应用主要是两种：一

种是无线传感器技术，它的作用是将监测数据迅速地

传递给数据处理中心，提高工作效率。另一种是 PLC

技术，它是对农作物的旱涝状况进行监控，优点是较

为稳定，对于工作环境的要求不大，能够抵御一些恶

劣的极端环境，免受恶劣环境的侵害。同时 PLC技术

在河流水文领域也有一定的作用，能够对一些水流的

重要指标进行监测，如水位、水速等。

3 环境监测技术的发展趋势分析

3.1 监测分析精度向痕量方向发展

工业生产过程中会制造出很多的有害物质，其中

还包括建筑材料以及食品。[4]虽然它们的有害浓度不高，

但是对于人的身体是有很大的伤害的，所以一定要对

它们进行全面的监测。为了能够更好地促进环境污染

的防控力度，环境监测分析的准度会越来越痕量和超

痕量。

3.2 环境监测仪器将会向自动便携式转变

环境监测工作的过程当中必须要用到的就是监测

仪器，而且监测仪器的好坏对于最终的检测质量是有

密切关系的，所以后续还要研发出更加先进准确的环

境监测仪器。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的空气污染、河水污染

问题日益严重，且短时间内无法得到控制，再加上大

气污染和水污染的控制有一定的难度，所以未来会需

要很多自动化、便捷化的监测仪器来完成环境污染的

动态、自动检测。

3.3 污染物主要以有机污染物为主

从环境调查数据中得知，我国的工业化在不断发

展的过程中，化学品等有机污染物质也开始变成造成

我国环境污染的原因，并占据重要位置，再加上未来

还需要在有机环境检测分析上继续加大投入力度，所

以必须根据实际情况来制定出更加全面的监测方案和

治理措施。

3.4 现场快速分析技术会得到普遍应用

日常的环境管理实际工作当中，要监测相关污染

现象，监测的内容分别为污染物的排放源以及现场污

染情况，这对于环境污染物浓度的分析来说是非常重

要的，所以，日后的环境监测工作当中需要用到现场

分析技术来进一步监测现场。

3.5 倾向于实验室管理系统

未来实验室在采集、分析、处理数据等环节的自

动化程度会大幅提高，来确保最终检测数据的准确性

以及原始性，同时也可推动环境监测数据分析工作向

着规范化和流程化的方向发展。引进 LIMS（实验室管

理系统）对于工作人员来说是有很大的帮助的，他们

对于实验室的基本情况会有进一步的了解，如果在实

验过程当中出现一些问题也能够马上进行更正。基于

以上优势，LIMS的引进将成为国内外环境监测技术发

展的重要趋势。

4 环境监测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作用

4.1 促进环境管理，有效实施排污许可制

环境监测工作中包括监测污染物的排放，对排放

量的监测是十分必要的，因为一旦某个区域污染物的

排放量出现了非暂时性的超标情况，就会给该区域的

生态环境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在进行具体的污

染监管工作中，废弃物的排放通常需要得到有关部门

的许可，环境监测部门通过这种方式来控制污染物的

排放，在监测中一旦发现污染物排放超标，就要根据

相关的法律法规，对超标排放行为进行制止，采取有

效措施来保证生态环境不被破坏。

4.2 在打击环境污染违法犯罪中的作用

为了获得更高的经济收益，很多企业在生产经营

时会忽视环境保护方面的义务，一味地消耗和浪费资

源并排出大量的污染物，忽视相关的法律法规。例如，

不达标排放污染物、排放污染物的区域不在规定范围

内等，这些违规排放严重破坏了排放区的生态环境。

想要整治这种乱象，环保部门一定要积极取证，而取

证的主要手段就是进行环境监测，为打击违法行为提

供现实依据，促进打击环境违法犯罪工作的发展。

4.3 在防控突发性污染事件中的作用

突发性污染事件发生概率随机，且一般来势比较

凶猛，控制难度大，影响范围较广，扩散迅速，对突

发性污染事件的治理也比较困难，如果不能在突发性

污染事件出现的第一时间采取相应的措施，生态环境

就会遭到极度的破坏。在进行环境监测工作时，有许

多技术手段可以对环境进行监测和预警，要经常根据

监测和预警的结果来做相关准备，当突发性污染事件

真正发生时，第一时间采取行动，将往日开展的紧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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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案第一时间实施，密切关注污染的情况和发展趋势，

积极参与突发性污染事件的解决。

5 环境监测技术在生态环境监测中的应用实例

某省卫星遥感生态监测起始于 2012年 7月，如今

已成为日常工作之一。

其作用在于：

一是纠正主 TM5影像，以提高影像的可参考性。

二是对上一年影像矢量图进行修正。

三是根据当年影像来掌握两年间的土地利用变化。

四是综合利用土地利用数据以及环境质量数据来

对县级生态进行评价。

5.1 TM卫星影像图片遥感解译

运用 ERDASIMAGINE与 ArcGIS软件及 TM卫星影

像遥感数据来对当地卫星图片进行拼接，再按照行政

区划对其进行切割，最后结合数据对不同行政区域的

环境进行监测并作出环境评价。

修改细化解译结果，主要是借助 ArcGIS中的Work 

station程序ARC模块来进行卫星解译图片图斑的描画，

同时依据地物光谱特性来保证其描画的科学性和图斑

边界的细化。最后为图斑赋以属性代码，使之成为矢

量数据。

5.2 数据的提取与收集

在数据经过质检后，借助 ArcMap从中提取动态变

化信息、图斑属性、块数、面积、周长等相关数据。

此外，还能对水资源的相关数据如资源总量、侵蚀面积、

年均降雨量、COD排放量、SO2排放量、固体废物排放

量等进行收集与统计。最后经过卫星图片解译、野外

核查以及数据质检等一系列流程形成有关生态环境的

评估报告，以为当地环境保护工作开展和未来环境变

化预测提供依据。

6 生态环境保护中加强环境监测发展的措施

6.1 转变原有管理思想，进行垂直管理改革

生态环境的情况随着时间不断变化，原有的环保

工作理念和管理手段已经不能适应当前的环境形势，

环境监测机构需要进行改革，改革的重点是要转变管

理思路，采用新的管理方式，如垂直管理方式的应用。

具体到环境监测机构中来说，就是要求省级环境监测

机构做宏观上的规划和管理，对下属单位进行考核，

市级单位将上级的工作安排进行执行，积极开展工作。

这种管理方式能够提高工作效率，划分工作内容，提

升工作质量，转变工作理念，促进工作的顺利开展。

6.2 升级环境监测技术，开发新型监测设备

我国幅员辽阔，国土面积大，整个国家范围内的

环境监测工作实际开展中有很多困难，现有的监测技

术和设备已经难以满足我国环境检监测工作的需求。

因此，相关技术研究人员应当积极完善技术手段，设

备开发人员应积极进行设备的更新换代，满足我国环

境工作日益增长的需求。

6.3 建立健全环境预警系统

要合理评定环境污染的情况，综合考察不同污染

源对不同地区的不同资源造成的不同程度的污染情况，

完善和升级预警系统，保证污染情况能够及时发现，

实时掌握污染发展趋势，并根据实际污染情况采取针

对性的措施，及时发现污染源，及时有效地改善污染

情况，防止环境污染的大规模扩散。

7 结语

综上所述，生态环境的保护工作越来越引起社会

各界的关注，环境监测工作是环境保护工作中不可缺

失的一个环节，做好环境监测工作，才能够有效提高

环境保护工作的效果。环境监测工作的质量越高，环

境治理决策就越科学，反之环境监测工作的质量越低，

环境治理决策就会越不合理。因此要明确现阶段环境

监测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提升环境监

测工作质量的途径，保证日常监测工作数据的科学准

确，积极为环境治理和环境执法工作提供依据，保证

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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