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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取适当的质控措施是保证数据质量的灵魂,监测是管理的眼睛和耳朵,如果耳不聪目不明导
致结果得不到保证也就失去了监测的意思,在污水监测中更是如此。特别是监测过程中的准确度和精密
度的控制,监测数据的精密度和准确度是监测分析结果的固有属性,必须按照所用方法的特性使之正确
实现。
[关键词] 污水；质量；控制；措施；精密度；准确度
中图分类号：S273.5 文献标识码：A

Quality control requirements in the process of sewage quality monitoring
An Wang
Qihe branch of Dezhou Ecological Environment Bureau
[Abstract] taking appropriate quality control measures is the soul of ensuring data quality. Monitoring is the
eyes and ears of management. If the results are not guaranteed due to unclear ears and eyes, the meaning of
monitoring will be lost, especially in sewage monitoring. Especially the control of accuracy and precision in the
monitoring process. The precision and accuracy of monitoring data are the inherent attributes of monitoring and
analysis results, which must be correctly realized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ethod u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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