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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污染源水质的现场采样直接影响最终的测定结果,关系到监测报告的权威性、生态环境决策的
合理性。针对污染源水质现场采样面临的现状,实际操作过程中涉及的问题主要包括采样人手不足、采
样前准备不足、采样流程不规范,并提出了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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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Complete the Site Sampling of Pollution Source Water Quality Effectively Normatively
Xiaoyu Wan
Nantong City Ecological Environment Monitoring Station
[Abstract] Field sampling of the water quality of the pollution sources directly affects the final measurement
results, which is related to the authority of the monitoring report and the rationality of the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decisions. In view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field sampling of the water quality of the
pollution sources, the problems involved in the actual operation process mainly include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sampling manpower, insufficient preparation before sampling, and irregular sampling process, and
relevant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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