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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土壤检测工作可以使人们快速了解土壤环境的组成,检测内容包含微生物检测、常规指标检
测、养分检测、有机物检测、农药残留检测以及各种微量元素的检测。这些检测数据首先有助于实现
农业种植的因地制宜。其次,可以对土壤污染情况进行掌握,制定科学合理的土壤改善措施。所以土壤检
测的准确性是十分必要的。本文主要阐述了土壤检测准确定的必要性,以及如何提升其准确定的具体措
施,为促进土壤环境监测数据的科学性、引导环境相关部门治理工作的合理推进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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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Methods of Improving the Accuracy of Soil T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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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il testing enable people to quickly understand the composition of the soil environment. The
testing content includes microbial testing, routine index testing, nutrient testing, organic matter testing, pesticide
residue testing, and various trace element testing. These test data firstly help to realize the adaptation of
agricultural planting to local conditions. Secondly, we can grasp the situation of soil pollution and formulate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soil improvement measures. Therefore, the accuracy of soil detection is very necessary.
This article mainly elaborates on the necessity of accurate determination of soil testing, and how to improve the
specific measures of accurate determination,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promoting the scientific nature of soil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data and guiding the reasonable advancement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depart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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