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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水环境监测为切入点,分别从水环境中有机污染物的监测、水环境监测管理不统一、水
环境监测项目与水环境现状不相适应等方面对水环境监测常见问题展开分析,进而从统一完善水资源
监测管理体系、严格落实水环境监测标准、加强水资源监测与仪器设备研发等角度论述了水环境监测
问题的处理对策。对水环境监测常见问题以及相应的解决对策进行探究具有重要意义,能够为水污染问
题防治提供有利依据,保护人们赖以生存的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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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water environment monitoring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alyzes the monitoring of
organic pollutants, the monitoring and management is not unified, the monitoring project and the status quo is
not adapted, and then discusses the countermeasures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perfecting the monitoring and
management system, strictly implementing the monitoring standards, and strengthening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monitoring equipment.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the common problems of water
environment monitoring and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which can provide a favorable basis for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water pollution and protect the living environment on which people dep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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