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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随着我国经济快速的发展,城市开发建设步伐加快,环境问题得到了国家和社会公众的重
点关注。在环境监测中,监测数据可以体现出环境监测工作的质量。监测时,对监测详细数据做好深度的
分析,提高数据精确性,进一步保证监测数据的质量。本篇文章对监测数据方法作进行分析和研究,并以
此为基础,提出提高环境监测数据质量的对策。
[关键词] 环境监测；数据分析；对策
中图分类号：Q944.3 文献标识码：A

Countermeasure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Data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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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 the pace of urban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is accelerated, and th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have attracted the key attention of the national
and the public. In the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the monitoring data can reflect the quality of the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work. During the process of monitoring, depth analysis of monitoring detailed data should be done to
improve data accuracy and further ensure the quality of monitoring data. This article analyzes and studies the
monitoring data methods, and proposes countermeasure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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