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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方案编制、采样容器、现场水质参数的测定、仪器维护管理、人员、质量监督管理以
及原始记录等几个环节详细论述地表水环境质量现场监测分析的质量控制,并对以上几个方面给出合
理化的做法和建议,从而进一步提升现场监测分析工作的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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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quality control of field monitoring and analysis of surface water environmental quality
Jialin Zhong, Buxu Sun, Yi Z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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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quality control of surface water environmental quality monitoring and
analysis from scheme preparation, sampling containers, site water quality parameters determination, instrument
maintenance management, personnel, quality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and original records, and gives
reasonable practice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above aspects, so as to further improve the quality control of site
monitoring and analysis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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