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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s ecological situation is now generally on the rise, but some places still hav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problems. In recent
years, people’s attention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has been increasing,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management
and institutional systems have been introduced, which shows that China’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has yet to be improved. For every
country, only by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gradually improvi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easures can
the country’s economic development efficiency be improved step by step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of its citizens be guarant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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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现在的生态环境状况总体呈上升的趋势，但是有些地方依然存在环境污染问题。近年来，人们对环境保护的重视度不断
地提高，生态环境监测管理和制度体系也不断出台，这就说明中国的生态环境还有待提高。对每个国家来说，只有提高生态
环境质量，逐步完善环境保护措施，国家的经济发展效率才会一步步地提高，国民的生活质量才会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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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环境污染问题极大程度上会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所以
中国要对环境进行严格的管理和控制，中国通过环境监测等
技术手段来及时地了解中国环境的发展状况。如今，环境监
测对中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运用技术手
段可以有效监督中国的生态环境质量。通过企业和社会方面
的治理达到国家环境治理一体化服务，并逐步完善环境法律
法规体系和环境保护标准。现如今，只有对环境进行及时的
整治和把控，并进行及时地治理对有可能会影响人类和环境
发展的有害物质进行检测和治理，才能改变中国的环境恶化
情况 [1]。

受环境监测任务之后进行监测环境的现场调查，然后通过制
定适合应用环境的监测计划，对中国的环境监测地点进行筛
选，在对环境监测选取的样品进行采集之后，还要通过对监
测的样品进行预处理分析和测试数据处理，对环境监测进行
综合评价 [2]。

2.1 环境监测对象的认识
环境监测的对象也称得上包罗万象，按照监测物分类不
仅仅是指空气、还包括水质、空气、土壤、废弃物，还要测噪声、
震动、测完热再测光。特定目的环境监测指的是在特别情况下，
在较短的时间里来判别环境污染物的种类，并根据判别的情
况，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测完放射性电磁辐射还有对生物
生态变化的监测，如果按环境监测目的划分，又可分为监视

2 环境监测的概念
环境监测的检测工序非常复杂，它的工作内容包括：接

性监测。特定目的环境监测又称特例监测，指的是在特殊情
况下，在最短的时间内确定污染物的种类及危害，并以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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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 [3]。

感技术应用已经成为中国生态环境保护的主要战场，遥感监

2.2 环境监测的特点和优势

测也是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建设中的关键部分，同时，它也是

2.2.1 环境监测的特点

开展生态环境监管非常重要的基础。

环境监测具有综合性、连续性、追踪性的特点。

2.2.2 环境监测对环境保护的优势
间断性或者连续性地对环境进行测定，通过观察环境中
污染物的浓度来分析浓度变化对环境影响的过程。这样可以
对影响人类和环境发展的有害物质进行及时的检测和治理。

3 建立健全的生态环境管理制度
通过实行多措并举、综合防范、明确责任、强化监管

完善自然保护区人类活动的遥感监测系统，支持绿水碧
水保卫战，开展饮用水水源地的风险遥感监测，开展重点区
域的大气遥感监测。为了更好地践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管理，在进行环境监测时还要以技术研发和遥感监测应用为
重点，结合各个机构改革的新职能，继续深化生态环境保护
红线，农业面源、温室气体、饮用水源地、黑臭水体等生态
遥感监测的业务化应用。

等措施，完善中国生态环境保护的需要。而且在对环境进行

卫星的出现可以有效探测到中国各个区域大气的污染气

监测的过程中要进行依法监测、科学监测、诚信监测、深化

体，且可以很好地监测大气中 PM2.5、二氧化碳、二氧化硫、

环境监测方面的改革。生态环境部的三年行动计划表明，在

臭氧等数值，来检查它们对大气的危害程度，对中国实现绿

2020 年基本健全生态环境监测数据，全面建立生态环境质量

水青山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高分五号卫星也可以为全球气候

保护责任体系，要完善中国环境监测的管理规定，抵制环境
监测数据的虚假改编行为，还要制定完善的环境监管防范和
整治制度，确保国家环境监测者公平、公开地开展环境监测
工作，并保证中国的环境监测数据的及时和准确真实。

4 如何让环境监测在生态环境保护中进行运用

变化和温室气体提供比较可靠的二氧化碳、甲烷等遥感数据
方面的支撑，这标志着中国在环境遥感技术又上了一个新台
阶，所以为了更好地对中国的生态环境进行监测与保护，中
国还需要继续完善生态环境卫星的管理模式。

6 国家对生态环境监测监管的重视程度体现

现在都是通过环境监测数据来了解空气情况，为了确保
环境监测数据的质量，环保部还要求各地建立健全环境监测
责任体系，强调环境监测数据的真实可靠性。
环境监测者通常通过仪器来监测水中的污染物含量，比

如今，中国非常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工作。而生态环境
保护工作涉及大气、水体、土壤动态等多种要素，对于卫星
观测的要求逐渐提高。现在，中国高分五号卫星在不断地投

色器皿是里最重要的监测仪器，分光光度计可以用来测定空

入使用，这也是贯彻落实中国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国家生态

气中甲醛、阴离子、挥发酚，以及水中银、氮、六价铬等分子。

环境保护，打好中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主要方式和举措。打

经过这个光度计以及检测，让电脑就直接出监测结果，这样

好污染空间站是落实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以及国务院生

可以随时随地查看数据。在进行监测实验的时候，需要把监

态文明思想非常重要的举措，也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

测试剂加到比色皿中。比色皿上有漏出的试剂一定要用纸将

思想的具体行动。

它轻轻擦拭，然后再放入比色池中，通过这种方式来监测空

中国在新一轮的环境机构改革中，将环境保护部的全

气质量。

部职能和其他国务院有关的六个部门的相关职能整合在一

5 遥感技术在生态环境监测保护中的运用形式

起。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关于治理生态环境的思想，他曾经

为了更好地践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管理，在进行环

说过：“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在不断地丰富和完善，在中国

境监测时还要以技术研发和遥感监测应用为重点，结合各个

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中，生态文明建设是其中一位，在新时

机构改革的新职能展开。

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中，坚持人与自然

中国的生态环境监测主要是由点向面的方式、有静态向

和谐共生是其中一条基本方略，在新发展理念中绿色是其中

动态的方式、由平面向立体的方式来发展。现如今，卫星遥

一大体验，在三大攻坚战中污染防治是其中一大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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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环境治理体系的监管方式和制度
7.1 依法实行废弃物排污方面的管理制度
对于中国来说，要依法实行废弃物排污方面的管理制度，
推进环境生产服务向绿色化方向发展，不断提高中国的治污
能力和水平，实行谁污染谁治理，谁破坏谁修复的责任制度；
实行全民行动体系，公民要践行绿色生活方式，国家应该要
求每个公民都要从自身做起，国家需要对排污严重的工厂或
者部门强化环境制度方面的社会监督，要对污染环境行为进
行治理，以此来发挥国家各类社会团体的优势作用，从而提
高公民在环境保护方面的素养。

7.2 完善环境监管体系
（1）实行国家环境监管体系
国家应该完善环境监管体系，这样才能有效地保护中国
的生态环境，强化中国监测能力建设。
（2）完善环境监测市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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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要构建一个规范开放的市场，推进放管服，壮大中
国环境监管的新动能，强化中国环保产业支撑，并创新中国
环境治理模式，通过各个企业和社会方面的治理达到国家治
理一体化服务。
（3）完善环境法律法规体系
国家要完善环境保护标准，增强中国的环境方面的财税
支持，加强环保方向的投入，有效防治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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