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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固定污染源,通常是指向环境排放或释放有害物质或对环境产生有害影响的场所、设备和装
置。固定污染源又分为有组织排放源和无组织排放源。固定污染源现场监测直接决定了废气监测数据
的准确度。本文介绍了固定污染源现场监测的影响因素,并提出了对固定污染源现场监测所存在的影响
因素的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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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on-site monitoring of organized waste g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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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ixed pollution sources are usually places, equipment and devices that discharge or release harmful
substances or have a harmful impact on the environment. Fixed pollution sources are divided into organized
emission sources and unorganized emission sources. The on-site monitoring of fixed pollution sources directly
determines the accuracy of waste gas monitoring data.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on-site
monitoring of fixed pollution sources, and puts forward the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on-site monitoring of fixed pollution 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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