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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资源作为环境保护中的重要一项,质量好坏直接关系到人们的身体健康,水质监测工作能
够为环境治理提供最直接的数据资料,促进水资源管理工作的改进与完善。随着人们环境意识的提高,
如何通过环境监测质量控制措施保证监测数据的代表性、准确性、精确性、可比性和完整性变得越
来越重要,环境监测质量控制的重要性也越来越突出。鉴于此,文章就水质监测中的质量控制策略进行
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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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前水环境监测的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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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获得相应的数据,才能实现水资源的
合理利用。目前,我国水环境监测技术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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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设、样品采集、运输和质量分析报告

观指标组成。其中,宏观指标主要是悬浮

品的预处理、保存和运输等,都会对样品

等相关内容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我国

物、透明度、温度指标、pH指标、浊度、

的代表性和完整性产生影响。

水环境监测工作以辐射模式为基础,即

电导率、溶解氧等,微观指标主要包含水

以水环境监测中心为核心,以监测断面

中的有毒有害物质。因此,只有通过有效

湿度、清洁度、采光、振动、噪声、辐

为抓手,形成全国性的水资源监测网络,

的水质监测结果才能够清楚了解水体内

射等因素,可通过影响分析仪器的精确

能够满足不同地区的水环境监测需求。

部的具体情况,这样才能够全面地指导

度,对监测结果造成影响。以溶解氧为例,

同时采用定点采样和移动采样,保证监

人们的生活用水。

在标准大气压、不同的温度下,溶解氧也

3 影响环境水质监测质量的
因素

随之变化,如图：

[1]

测数据的实时性和准确性 。

2 水质监测的意义

3.2实验室环境条件。实验室温度、

3.3监测方法的确定。在监测实验中,

水质监测主要是为了准确有效地测

3.1采样过程的规范性。样品采集过

定出水体中污染物的种类及其浓度。可

程规范与否,直接关系到样品的代表性

不同的监测方法会使监测结果大为不同,

以看出,不同水体其水质内部的种类和

和完整性,是保证监测结果的准确性、精

检出限的差异也很明显。因此,为了提升

浓度都在不断地变化,专业监测人员需

密性、可比性的前提条件。采样断面和

监测结果的准确性,在具体选择中应以

要对水体内部的质量全面地进行评价。

采样点位的布设、采样频率和采样方法

待测物种类和所用仪器的不同来选择合

主要的监测项目主要是由宏观指标和微

的确定、采样容器的选取和洗涤,以及样

适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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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测试过程的把控。测试过程中,

[3]
数据的前提条件 。

专门组织水质监测人员进行专业化和系

实操人员对监测技术及有关规范标准的

4.3仪器设备运行质量控制。(1)仪

统性的培训,使他们能够熟练掌握水质

掌握也必须非常熟练,这在一定程度上

器设备。水质分析过程中,确保相关仪器

监测技术和使用相关监测仪器,让水质

能提高监测结果的准确性。根据笔者在

设备不妨碍最终监测结果的一个重要方

监测人员自身的专业技能得到有效的

实际工作中观察发现,专业水准越高的

法就是校对所需的玻璃器皿与监测仪器

提升。同时,加强对水质监测人员的技

人员操作失误率越低,他们在异常值的

等,而校对的条件则是要根据国家已有

能考核,严格地按照规定,非持证上岗

处理和计算方面的能力也越强,有效提

规范进行。除此之外,在选择和使用仪器

的监测人员不得进入监测部门工作；定

高了监测结果的质量。

过程中同样也必须要以国家的相关规范

期对监测人员的水质监测专业知识和

3.5分析仪器及试剂。分析仪器测量

为重要标准。(2)标准物。就水质分析工

操作技能进行检验和考核,制定出严格

范围、灵敏性等对监测结果有着直接的

作而言,标准物质扮演着十分关键的角

的奖惩制度,不仅可以保证监测人员基

影响,若仪器的灵敏度低会降低测量低

色。因为标准物质质量的好与否都会影

本的专业技能可以全部地掌握通透,而

浓度样品时的准确度,且样品浓度越低,

响到最终的监测结果的精确度。标准物

且可以激发监测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提

误差越大。监测过程中使用的药品的纯

质选择过程中,需要注意选择有证的标

高监测工作的严谨度。现在是信息化、

度不够则会使配置的试剂出现浓度误差,

准物质。若这一环节的难度较大,那么还

数据化的时代,水质监测工作中数据的

降低监测结果的准确性,配制试剂的水

可借助对比和验证来二次确定量值的精

分析处理能力是监测人员需要提高的

确度与溯源性。而在使用标准物质时则

重要部分。水质监测单位应该强化水质

4 环境水质监测质量控制策略

要注意其自身质量,也就是按时核查,避

数据分析和处理人员的能力,培养计算

4.1水质监测环境的优化。在进行室

免其质量出现问题,进而影响到监测结

机软件的操作技术和数据分析的能力,

果。

提升对实验数据的敏感程度。如此一来,

[2]

的纯度不够也会产生同样的影响 。

外现场监测时,需充分评估外部环境是
否符合监测技术规范条件,并及时对仪

4.4数据处理与综合评价质量保证。

可以大大地提升监测水质结果的精确

器进行校准调整。水样的保存按照监测

(1)数据处理。进行相关数据的处理工作

技术要求,保障科学的运输条件,标明保

时,主要进行对数据的记录整理工作和检

存条件及时间,并及时送达化验室检验。

查等。其中对于数据的记录整理工作,需

水质监测工作的开展需要一个良好的实

要工作人员要充分考虑到计量器具的精

水污染的发生,水质监测工作至关重要。

验室环境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便于水

密度以及准确性,另外对于工作人员由于

水质监测通过对监测人员的选择、仪器

质监测工作的开展。同时,需定期对设备

失误,可能会造成的读数误差也要进行注

的选择以及如何保存和运输样本的方

进行校正检验,定期维护和保养设备,提

意。同样,对于数据的整理工作,工作人员

式、实验室内外部比对来做到对水质监

高设备的使用寿命,提高水质监测结果

也要根据一定的数据修约规则进行整理,

测结果的质量控制。因此,了解跟质控措

的准确性。

度和科学性。

5 结语
总之,为了保证用水质量、减少环境

保证数据处理的有效性。(2)综合评价质

施的特点,并根据自身实验室内部的具

4.2保证采集水样的代表性。首先,

量保证。进行综合性的分析评价工作时,

体情况,采样经济可行,效果显著的质控

应根据水样监测项目、监测目的来确定

要充分对监测机构的主要技术水平进行

方式和质控措施,是每个从事质控工作

水样采样容器、采样方法、采集量、保

考察,这也是进行水质监测工作的最终

的技术人员的研究方向。

存方式、采样频率、采样时间等。某些

环节,是保证水质监测的质量控制与质

[参考文献]

项目的测定,应在现场进行。其次,要全

量保证的最终关卡。主要通过对监测数

[1]吴鑫强.水质环境监测存在的问

面考虑水质周边的环境,之后再合理地

据的分析利用,得出综合评价。有效完成

题 与 优 化 方 法 初 探 [J]. 清 洗 世

选择水质监测的位置。例如：采集地表

对水环境质量定性结论的最终确定。并

界,2019,35(12):44-45+47.

水时应根据监测要求设置背景断面、采

且根据综合评论进行对水质下一步的防

[2]刘阳.水质监测中的数据误差原

样断面、控制断面、对照断面、入境断

治措施进行选择,是改善水质的先决条

因分析及处理方法探讨[J].水土保持应

面、出境断面等,再在断面上设置采样垂

件,可为水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效

用技术,2019,(06):42-43.

线数,及各垂线上的采样点数。最后,样

根据。

品是从各种水体及各类型水中取得的实
物证据和资料,水样的采集是获得可靠

40

4.5提高水质监测人员的素质能力。
水质监测部门要加大资金的投入力度,

[3]黄贤伟.环境水质监测中的质量
控制影响要素与改进措施探讨[J].环境
与发展,2019,31(10):167-168.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