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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类社会的快速发展已经对自然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其中大气污染已经造成了十分严重
的影响,大到臭氧层的破坏导致的温室效应,小到空气中有害物质浓度升高造成人类的呼吸道等疾病发
生概率增加。为了减缓空气质量的继续恶化,就需要对空气质量进行监测,得到相应的污染数据,然后实
行有针对性的控制策略。本文主要通过针对环境保护工作中空气监测现场质量控制的原则进行分析,
从而提出有效的控制策略。其主要目的是加强我国空气质量监测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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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Quality Control Strategy of Air Monitoring Site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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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has caused great damage to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mong them, air pollution has caused a very serious impact, ranging from the greenhouse effect caused by the
destruction of the ozone layer to the increase in the concentration of harmful substances in the air, which
increases the probability of human respiratory diseases. In order to slow down the continuous deterioration of air
quality, it is necessary to monitor the air quality, get the corresponding pollution data, and then implement the
targeted control strategy.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principles of air monitoring site quality control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ork, so as to put forward effective control strategies, to enhance the efficiency of air
quality monitoring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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