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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环境监测技术的发展需要高水平的环境监测质量管理与之配套,但是,实际工作经验表明,当前
的环境监测质量管理与不断发展的环境监测技术并不和谐,严重阻碍了环境监测行业的长足发展。我国
的环境监测从业人员需全力以赴提升环境监测的质量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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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technology requires high-level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quality management to complement it. However, actual work experience shows that the current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quality management is not in harmony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technology, which seriously hinders the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industry Rapid
development.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practitioners in my country need to go all out to improve the quality
management level of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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