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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环境监测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其合理开展能够反映某一地区或是整个国家的环境质量,是环
境保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它也为环境的管理和环境污染源的控制,及环境规划等提供了充分的
依据。环境监测站监测出来的环境质量报告,直接反应了当地的环境质量的好坏,和环境保护工作的优劣
程度。为了能够进一步加强我国的环境监测力量,和提高环境监测技术,生态环境部已正式启动环境监测
质量活动,并在各地纷纷建立环境监测体系,目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我们生活在绿色环保的社会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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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Quality Management and Improve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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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is a very important work. Its reasonable development can reflect the
environmental quality of a certain region or the whole country, and i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ork.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provides a sufficient basis for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nd the
control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planning. The environmental quality report
monitored by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stations directly reflects the quality of local environment and the
quality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ork. In order to further strengthen China’s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force, and improve the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technology, the Ministry of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has
officially launched the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quality activities, and has established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systems in various places, in order to let us live in an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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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概念

将环境监测划分成不同的类型：(1)根据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人

所谓环境监测指的是通过搜索影响

监测对象的不同能够将环境监测工作氛

们对于居住的要求不再仅仅关注经济发

环境质量的相关因素标准,辅佐环保机

围土壤环境监测、生物环境监测、大气

展的水平,同时对于环境的改善也提高

构更准确的了解环境质量状态,站在不

环境监测、水环境监测、光照环境监测

了重视,不断探索环境与经济平衡的发

同角度全方位了解污染程度和受损程度

以及噪声监测等；(2)根据监测部门的不

展方式。尤其近些年来,环境问题频发,

的一项工作。现代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

同来对其进行分类,环境监测部门通常

给人们的生活和生产带来极大的阻碍,

通过环境监测能够对区域环境质量变化

会设置为环境监测部门、气象监测部门

发现环境问题,探究改善策略已经成为

状况进行更加深入和细致的了解,并将

以及卫生监督部门,这三个部门相互协

刻不容缓的重要工作。也正是因为如此,

这些内容形成数据提交给环保机构,为

调和配合,能够针对区域内的各种环境

环境监测工作的重要性逐渐发挥出来,

环保机构在制定环保规划决策、推进环

因素进行重点监测,有助于进一步提升

也成为探究环境问题的重要途径。因此,

境保护政策提供强有力的信息和数据支

环境监测信息的精准度,为后续环境保

提升环境监测质量管理水平,强化环境

撑。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环境监测

护工作的开展提供信息支撑；(3)根据监

监测管理措施应当成为环境部门的重要

是环保工作推进的重要前提和基础。

测区域的不同进行划分。比如,如果在对

工作之一,并对其进行不断改进。

1 环境监测概述

1.2分类

企业和工厂开展环境监测时,一般会将

依据监测对象以及部门的不同能够

环境监测划分为厂区监测以及工厂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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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环境监测两种,其目的是为了能够

的判断,对于各种质量管理工作的实效

所以各个地区对环境监测的资金投入也

收集更加精准的区域环境变化信息；(4)

性也引人深思,质量管理技术还需提升。

不一样,国家的财政预算是不包含环境

根据监测任务的不同进行划分,比如在

3 环境监测质量控制中存在的
不足

监测的经费的,所以各地区环境监测的

对监视性环境监测中,其主要的监测和

费用须由各地区自己解决,这就造成了

管理对象为区域内的污染源以及环境质

3.1采样质量难以保证

各地区环境监测工作的高低不同。没有

量变化情况。

采样工作直接影响到监测数据的结

充足的环境监测经费、没有相应的环境

2 环境监测质量管理工作现状

果但在现阶段的环境监测工作中采样工

监测设备就掣肘着环境监测工作的顺利

2.1监测技术人员综合素质有待进

作却长期被边缘化了在设备和人员上部

进行。而且有的环境监测站为了获得更

明显存在着不完善的地方.采样难度较

多的环境监测经费,把大量的时间和精

对于环境监测工作而言,监测人员

大这就使污染源监测质量的控制力度得

力都放在了创收上,却忽视了环境监测

一直处于工作量大、人手少、经费不足

以减弱,而且所采集的样品也具有代表

的正常工作。这种发展模式给之后的环

的状态,特别是基层监测人员由于历史

性,许多样品由于采样时间仅有几分钟,

境保护工作带来了非常大的不便。

原因,基础薄弱,专业不对口,日常工作

所以反映出来的结果也只能代表某一瞬

内容繁多,很多时候无法跟上预期的进

间的情况。

4 加强环境监测质量管理的
措施

一步提高

度,从而造成监测技术人员的懈怠情绪。

3.2缺乏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

4.1完善人员管理制度

加上质量管理有一定的局限性,人们往

随着近几年我国环境质量监测建设

高素质的管理队伍,就要有完善的

往注重实验室的质量控制,而疏忽了现

工作不断推进大部分监测机构都能冠军

人员管理制度。完善监测人员的技术水

场检测作为日常工作中的重要作用,造

了计量认证、实验室资质认可和国家实

平和质量管理意识,完善考核机制,是提

成其现场监测能力薄弱,对于环境监测

验室的认可评审即环境监测质量管理体

升监测质量的有效措施。首先,要加大培

质量的重视度不够。

系已初步建立。但在实际的监测工作中,

训力度,加强技术交流；其次,丰富培训

却没有进一步环境监测质量管理体系进

形式,提升培训实效；再者,建立再教育

行完善没有将其全面的运行起来,日常

机制,激发在岗培训热情,强化考核机制,

2.2质量管理体系运行有效性需进
一步加强
至今,质量管理体系的认证工作都

工作中还停留在监测业务的层面上使环

完善持证上岗考试办法；最后,提高要求,

已经完成,但是部分监测机构仍然停留

境监测质量管理体系成了摆设没有将其

提升管理人员素质,明确岗位职责,尤其

在完成监测任务的一个基础平台上,没

运行起来工作中还满足于文字和文件的

是对检测质量有影响的关键岗位。另外

有探究质量管理体系有效运行的措施,

归档觖乏必要的监督和管理环境质量监

相应岗位要求承担的职责与岗位待遇结

对其体系的落实工作没有做到位。部分

测管理工作也仅仅局限于少数人的文案

合起来,引人竞争机制,进行考核与评价

单位甚至将其置之脑后,内部审核成了

工作没有全员参于进来。

通过完善人员的综合素质,对提高监测

“过场戏”,所记录的信息和储备的文档

3.3监测方法陈旧

完善性不够,失去了管理体系的有效性。

我国在进行环境监测工作也很多年

质量提供良好保障。
4.2建设薄弱环节的监督体系,提高
整体管理质量

目前看来,管理体系的运行包括外部评

了,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们也积累了很多

审和监督检查,但是其检查的力度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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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周边的环境质量问题出现后,环境部

监测活动都是依靠人工来进行采样并进

门要对空气质量的监管不断加强。针对

2.3质量管理技术不适应技术监督
新要求
随着监测技术的不断发展,检测项

行实验的,而实验设备也只能对一些肤

空气监测的复杂性和多变性特点,现场

目也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了很多,比如

浅的东西进行研究,并且实验数据也很

检测结果不仅影响着未来时段的环境治

PM2.5、臭氧、挥发性有机物,以及污染

难证实其有效性和准确性。整个实验数

理,而且影响到检测机构的可信度,强化

源连续在线监测、水质和空气自动系统

据缺乏科学验证。可见,这样的工作方式

这些薄弱环节的监督管理,能够更好地

监测和污染事故应急监测等都纳入环境

将给我们环境监测人员带来多大的工作

保障整体管理质量。

监测的管理工作范围。但是,就目前看来,

压力。

4.3结合日常监测工作,对环境监测
工作进行监督

当前所使用的质量管理手法比较传统单

3.4地区监测经费使用

一,而且目的性和针对性不明确,对于其

目前,我国还存在着贫富差距大的

目前监测工作和体系运行之间联系

结果的有效性和真实性也还需要进一步

问题,各个地区的经济水平也各不相同,

密切,应当日常监测工作纳入到质量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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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体系的运行中来,构建统一整体。首先,

区域差异因素对环境监测结果的影响,

测技术也需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通过

监测单位要对工作进行自检,整改纠错。

提升环境监测质量。

对已有环境检测技术的改进和优化,做

其次,通过平台构建达到最快速解决问

4.6发挥仪器的最大效用

到“推陈出新、革故鼎新”,才能够更好

题事故办法的生成。同时还要将各个部

监测部门在不同的监测工作中可能

的发挥环境监测工作的重要作用。

门管理工作结合起来,建立有效的沟通

会购进新的监测仪器和设备,目的就是

5 结束语

机制,保障管理体系的有效运行。为了杜

能够确保监测结果的准确性。但是,很多

我国的环境监测质量管理工作已经

绝应付检查而做的质量管理工作,需要

的监测站的监测人员的技术水平不够,

进行了几十年,已经拥有了一条具有中

工作人员端正态度,使质量管理体系持

根本发挥不出来新设备和新仪器的最大

国特色的质量管理模式,但是,与国外的

续有效适用。

效应。在这种情况下,环境监测管理单位

其它发达地区相比,仍有很多的不足之

4.4加强环境监测质量管理的力度

应该有计划的对一线监测人员进行新技

处,为此,我们更要吸取国外的先进管理

加强环境监测质量管理的力度可以

术的培训,以提高监测人员的整体素质。

模式和技术,创建出一支高素质的质量

帮助提高管理的实效性,这就需要工作

对新仪器和新设备应安排专业人士对其

管理队伍,从而提高环境监测的质量,为

人员做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首先,全

进行保养和操作的培训。从而发挥仪器

我们的环境保护和科学决策提供了科学

国质量管理要拥有一致的步调；其次,

和设备的最大效应,及其使用寿命。

的依据。

每一阶段的管理工作要定时总结、评价

4.7提高环境监测结果的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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