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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多。我们对自然资源的不断开发和破坏使自
然生态系统失衡,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一个国家要想长期发展,需要各种资源的稳定供给,自然资源是
其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此外,环境污染不仅影响个人,而且更影响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因此,环境管理是
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国家必须重视环境保护。基于此,本文详细概述了环境检测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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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under the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Our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destruc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imbalance natural ecosystems,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prominent. If a country wants to develop long-term, it needs a
steady supply of various resour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are an indispensable part. Moreover,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ffects not only individuals, but also the sustainable human development. Therefore,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is a global issue, and countries must attach importance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ased on this, the
paper summarizes the role of environmental detection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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