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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环境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对环境监测工作至关重要,关系到环保部门的关键决策和环境执法力
度。环境监测数据首先确定监测数据的真实性和合理性,进一步对监测数据进行评价和分析,为相关数据
综合分析提供重要依据。本文通过分析环境监测方法和措施,探讨环境监测数据的影响因素,为环境监测
数据分析提供重要参考,提高环境监测数据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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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reliability of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data
Qian Liu Binbin Sun
Lianyungang Guanna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monitoring station
[Abstract] the accuracy of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data is very important to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which is related to the key decision-making and environmental law enforcemen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partments. Firstly, the authenticity and rationality of the monitoring data are determined, and the monitoring
data is evaluated and analyzed further, which provides important basis for th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relevant data.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data by analyzing the
methods and measures of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and provides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the analysis of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data and improves the reliability of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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