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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土壤环境质量监测意义重大,其具体的监测情况关系到土壤污染防治行动的落实,在整体土壤
环境监测中,应积极地运用科学合理的质量控制措施。本文重点结合土壤样品采样、流转、制样、分析
等不同的环节展开深入分析,明确质量控制的要点,论述具体策略,为土壤环境监测工作成效更加明显提
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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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Quality Control Problems and Effective Path of Soil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Weimei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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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il environmental quality monitoring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and its specific monitoring situation is
related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soil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ctions. In the overall soil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quality control measures should be actively used.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soil sample sampling, circulation, sample preparation, analysis and other different links, clarifies the
key points of quality control, discusses specific strategies, and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soil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work more obv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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