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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水,而水的洁净程度将会影响到人们的身体状况,水的可持续发展也
会影响到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因而对生活环境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对水系环境的要求也
在逐步提高。在水质环境监测过程中,必须要保障水质的安全性,这样才能够保障人们的身体健康。本文
分析如何保证水质环境监测的质量,希望能够让人们的用水变得更加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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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king about the Quality Control of Water Quality Monitoring
Tao Xia Yaru Jiang Yuwei Qian
Henan Natural Resources Monitoring Institute
[Abstract]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are inseparable from water, and the cleanliness of
water will affect people's health condition,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water will also affect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People's life is getting better and better, so they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living
environment and gradually improve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water system environment. In the process of water
quality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we must ensure the safety of water quality, so as to ensure people's health.
This paper analyzes how to ensure the quality of water quality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hoping to make
people's domestic water more heal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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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能够对水质监测质量控制提供一定
参考和帮助,对于提升水质监测结果准
确性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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