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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土地资源是人们生活中最重要的资源之一,也是地球给人类最宝贵的资源。近年来,由于工业化
的不断发展,土壤的污染越来越严重。加强对土壤环境污染的监测,制定科学合理的评价方法、协调经济
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是当今社会需要认真研究的课题。本文主要通过土壤污染环境监测的质量控制
和评价方法做出相应的分析,为控制土壤污染,恢复土壤生态、提升土地利用空间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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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nd resources ar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resources in people's lives, and also the most valuable
resource that the earth gives to mankind. In recent years, soil pollution has become increasing due to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ization. Strengthening the monitoring of soil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formulating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evaluation methods, and coordin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re the topics that need to be studied seriously in today’s society. This
paper mainly makes the corresponding analysis through the quality control and evaluation methods of soil
pollution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which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control of soil pollution, restore the soil
ecology and improve the land use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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