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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环保工作的有效开展,需要对环境现场进行采样。要想提高监测的客观性和准确性,就要控
制采集样品的质量,这可以确保整体监测的结果和质量。环境监测最重要的步骤是采样质量控制,监测结
果的可靠性和科学性依赖于良好的采样质量。为了确保环境监测的质量,专业技术人员必需始终开拓创
新,探求提高采样质量的方法。本文首先对环境监测现场采样质量控制进行基本概述,然后阐述了采样质
量的影响因素和如何对采样过程的质量进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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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ing Factors and Control Measures of Sampling Quality in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Site
Yannan Cao
Nantong Ecological Environment Monitoring Station
[Abstract]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carry out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ork, it is necessary to sample the
environmental site. To improve the objectivity and accuracy of monitoring, it is necessary to control the quality
of the collected samples, which can ensure the overall monitoring results and quality. The most important step
of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is sampling quality control, and the reliability and scientificity of monitoring results
depend on good sampling quality. In order to ensure the quality of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professional and
technical personnel must always innovate and explore way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sampling. This paper first
gives a basic overview of the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site sampling quality control, and then describes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sampling quality and how to control the quality of the sampling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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