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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水环境污染问题加剧,水质监测要求不断提高。水质监测质量决定水质监测结果准确性,
所以需要加强水质监测现场采样技术控制,保证水质监测结果可靠。同时要降低现场采样工作中的误差,
提升分析结果准确性。废水采样是环境监测工作中的重要部分,采集方法有多种,工作中受到外界影响因
素较多,如何提升采样工作质量具有重要研究意义。论述水环境监测废水现场采样控制的意义,分析相关
影响因素,总结废水采样控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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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on-site sampling of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water and industrial
waste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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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ggravation of water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problems, the water quality monitoring
requirements are constantly improving.Water quality monitoring quality determines the accuracy of water
quality monitoring results, so the site sampling technology control of water quality monitoring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o ensure the reliability of water quality monitoring results.At the same time, the errors in field
sampling work should be reduced to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analysis results. Wastewater sampling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work. There are many collection methods, and many external
factors affect the work. So how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 sampling work is of important research significanc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ignificance of on-site sampling control of water environment monitoring wastewater,
analyzes relevant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summarizes wastewater sampling control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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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自动监测,可连续实时地对水质监测。
1.2水环境监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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