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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然环境中水资源拥有着特殊的地位,随着温度的变化,水资源的状态也可从气态、固态、液态
之间进行转换。其流动性大、循环性强,相较于大气污染、噪声污染等更具有隐蔽性。所以通过水环境
的质量监测可以对污染源头、污染物的分布进行掌控了解,以便环境主管单位对水环境污染进行科学的
治理。本文主要从水环境监测中的影响因素与监测过程的质量控制两方面进行分析,为提升监测质量提
供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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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ater resources in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have a special position. With the change of temperature,
the state of water resources can also be changed from gas, solid and liquid. It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reat
mobility and strong circulation, and it is more concealed than air pollution and noise pollution.Therefore,
through the quality monitoring of water environment, the pollution source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pollutants can
be controlled and understood, so that the competent environmental authorities can scientifically control the
water environment pollution.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in water environment
monitoring and the quality control of monitoring process, so as to provide guarantee for improving the
monitoring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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