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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环境质量监测督查的思考
廖岳华, 毕军平, 罗岳平
(湖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湖南 长沙
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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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简述了开展环境质量监测督查的重要性与必 要性。指出, 目前 我国环 境质量 监测工 作中尚 存在的问 题, 部分

环境质量监测点位 (断面 )设置欠科学合理, 环境质量监测仪器与 监测方法 不统一, 监测数据 的可比性不 强, 监 测能力 和人
员素质参差不齐, 监测数据的质量缺乏保障, 环境质量监测管理力度和水平不一, 数据 质量参差 不齐。提出, 环境质量 监测
督查不仅能为提高环境监测数 据的质量提供可靠保障, 又是对实现环境监测历史性 转型开展的有益 探索, 各级环保行 政管
理部门和技术支持部 门需要高度重视, 加强工作抓出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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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ideration on Supervision W orks of Environm ental QualityM onitoring
L IAO Yue-hua, B I Jun-p ing, LUO Yue-p ing.
(H unan Environm entalM onitoring Centre, Chang sha, H unan 410014, Ch in a)
Abstract: T he necessity and im portance w ere describ ed for superv ision w orks of env ironm enta l qua lity m on ito ring. There w ere som e problem s in the present w orks such as unscientifica l and unreasonab le setting of part
m on ito ring sites ( sect io ns) , poor f it of m onitoring instrum ents and m on itoring m ethod, incom parab le m onitoring
data, quite difference o f m on itoring capab ility and personnel qua lity, lack quality assurance o f m on itoring data,
different level of environm enta l quality m on itoring m anagem ent and different qua lity of m onitoring data. Superv-i
sio n w orks of env ironm enta l quality m onitoring not on ly could im prove the qua lity of m onitoring data and prov id e
guarantee for the h istor ic change of environm enta l m onitorin g. A dm inistrat iv e departm en ts and the techn ica l support departm ent at all leve ls of env ironm ental protection needed pay h ig hly attent io n to take m easures to strengthen wo rk in this respec.t
K ey words: Env ironm ental quality m on itoring; Superv isio n o f environm enta l qua lity m on itoring; Qua lity assurance
环境质量 监视性监测 ( 以下简称环境质量监

1 开展环境质量监测督查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测 ) 是环境监测的核心工作, 说清环境质量状况及

十一五 以来, 环境监测工作受到了前所未

其变化趋势是各级环境监测站最根本的一项任务,
是监测工作服务于科学发展观、
服务于广大人民群

有的重视。党的 十七大 报告中 关于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目标的新要求 强调, 要把我国建设成为

众、
服务于 政府和环境管 理的具体体现

[ 1]

。在新

人民富裕程度普遍提高、生活质量 明显改善、生

的历史时期, 环境质量监测结果受到了社会各界的
广泛关注, 监测数据的深度发掘与综合利用价值日

态环境良好的国 家 。生活质量的改善离不开环
境质量的改善, 各种环境质量的改善程度, 需要以

益凸显

[ 2]

。然 而, 目前 我国环境质量 监测工作尚

环境质量监视性监测数据为基础, 进行客观分析评

缺乏监督机制, 上报的 监测数据失真 现象在所难
免。因此, 很有必要开展环境质量监测督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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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环境监测 数据尤其是环 境质量监测

存在明显差距, 有的市级监测站仅靠 20多人完成

数据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环境质量监测
数据既可以用来校验污染减排工作成效, 也是城市

其他市级监测站 80~ 90人承担的工作任务, 只能
疲于应付, 在能力拓展、监测质量等方面显得心有

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和政府绩效考核评比的重

余而力不足, 甚至对异常或可疑数据都未能进行深

要指标之一, 环境质量监测结果已成为人们日常生
[ 4]
活关注的重要内容 。为进一步提高环境质量监

入研究或合理取舍, 数据失真现象时有发生。有的
市级监测站由综合室代管空气自动站, 因其本身工

测数据的科学性、
真实性、准确性和可比性, 非常有

作任务繁重, 负责空气质量数据上报、报告编制的

必要开展环境质量监测督查工作。环境质量监测

人员一方面不具备管理维护自动站所需的专业知

督查不仅能为提高环境监测数据的质量提供可靠
保障, 又是对实现环境监测历史性转型开展的有益

识, 另外也没有充足的时间开展巡检和校核工作,
[ 8]
导致监测数据的质量得不到保证 。

探索, 各级环保行政管理部门和技术支持部门需高
度重视, 强抓工作实效

[ 5- 6]

。

3 环境质量监测督查的内涵
环境质量监测督查是指为了加强对环境质量

2 存在的问题

监测工作的监督管理, 提高环境质量监测数据的真

2. 1 部分环境质量监测点位 ( 断面 ) 设置不具代

实性、
代表性、
准确性和可比性, 以便及时了解和掌

表性
为了使区域环境质量 变好 , 从而达到环保

握区域环境质量状况, 更好地为环境管理决策提供
科学依据, 环保行政管理部门对环境质量监测工作

业绩考核指标, 使 城考 成绩排名靠前, 在行政干

的各要素和环节进行的监督检查以及旨在发现潜

预下有意识地将部分点位 (断面 ) 设置在环境质量

在环境问题, 预警环境风险而开展的区域环境质量

相对较好的位置。例如, 将工业区环境空气质量点
位设置在区域污染较轻的地段, 监测商业交通居住

调查。
开展环境质量监测督查的基本程序主要根据

混合区环境空气质量的点位设置在混合区内较清

相关法律规定及其管理职能确定。见图 1。

洁的地方, 监测数据不能客观反映区域空气污染的
真实水平和环境质量变化趋势。此外, 某些区域监
测点位 ( 断面 ) 的覆盖面不够, 环境安全隐患未被
察觉, 亟需开展调查性监测, 进一步发现潜在的环
境问题。
2. 2 环境质量监测仪器与监测方法不统一, 监测
数据的可比性不强
以环境空气监测为例, 目前在用的仪器有美国
热电、澳大利亚 ECOTECH、武汉天虹、沈阳东宇大
西比、河北先河和安徽蓝盾光电子等多家公司多种
型号的产品。由于不同仪器采用的方法原理有差

图 1 省域环境质量监测督查 实施基本程序
F ig. 1

Im plem entation o f basic procedures for prov inc ia l

异, 产生难以掌握和控 制的误差。而 在监测手段
上, 自动监测与手工监测两者之间误差较大, 即使

env ironm ental qua lity supe rv ision and m on itor ing

同为空气中二氧化硫的自动监测方法, 干法 和

以省域 环 境 质 量监 测 督 查 为 例, 省 环保 厅
( 局 )对全省环境质量监测督查具有领导职责, 负

[ 7]

湿法 的监测结果也存在较大差异 , 导致环境
质 量监 测数 据 的可 比 性不 强, 综 合 分析 结论 欠

责组织全省环境质量监测督查, 制定年度计划, 通

客观。

报督查结果, 向同级政府汇报相关结果, 省环境监

2. 3 监测能力、
管理水平和人员素质参差不齐, 监

测中心站给相关工作提供技术支持。市级环保行
政主管部门组织领导辖区内环境质量监测督查工

测数据的质量缺乏保障
由于诸多原因, 各监测机构 在人员素 质与结
构、
监测经费与用房、仪器设备和监测能力等方面
2

作, 同时接受省级环保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 并向
同级政府汇报相关结果。省环保厅 ( 局 ) 可以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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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环境监测中心站具体实施全省环境质量监测督

检查抽气泵、
排气泵工作状态是否正常; 检查钢瓶

查, 市县级环保局也可授权同级监测站具体实施辖
区内环境质量监测督查工作, 同时直 接接受上级

标气是否过期或达到压力要求值, 零气发生仪工作
是否正常。

监督。
4 环境质量监测督查的工作内容

( 3)全面审核环境质量监测数据。一方面, 根
据区域环境质量多年来的整体情况或变化趋势, 对
上报的监测数据进行审核, 核实异常或可疑数据的

环境质量监测督查以环境质量监测工作为对

真实性和准确性; 另一方面, 实地查看监测站是否

象, 既具有对环境质量监测的监督管理、监测数据

保存了一年以上的环境质量监测历史数据, 调阅环

督查功能, 同时具有调查区域环境问题、预警环境
风险的作用。

境质量监测原始记录, 查看是否存在违反规定的人
为修正数据现象; 对自动监测系统, 要查看采样仪

( 1) 调查核实环境质量监测点位 ( 断面 ) 布设

器数据、
中控机数据与上报数据是否一致。

的代表性、科学性。一方面, 通过对历史监测数据
的综合分析和实地踏勘, 论证布设的监测点位 ( 断

( 4)开展环境质量现场抽测或调查性监测, 及
时发现潜在的环境问题。针对环境空气, 可利用空

面 ) 是否具有代表性, 是否能反映功能区水体或大

气质量流动监测车或采用手工监测方式, 对全部或

气环境质量特征及污染水平, 点位的数量和分布是

部分监测点位开展现场比对监测; 对于重要或敏感

否完全满足国家有关技术规范要求; 另一方面, 核
实具体采样点位置与上报信息是否相符, 并对其周

的水质断面, 可采取上级监测站与下一级监测站共
同采样, 分样分析, 分别报出监测结果的方式开展

边环境状况进行详细考察。对于水样采集点, 主要

督查, 并分析双方数据的可比性, 确定误差来源及

看其附近是否有其他污染源汇入; 对环境空气采样

解决办法。对环境质量监测数据审核过程中发现

点, 主要看其周边是否有阻碍环境空气流通的高大
建筑物、
树木或其他障碍物, 采样点离地面的高度

的异常或可疑数据, 迅速组织相关人员到现场进行
监测采样, 然后根据样品分析结果核实异常或可疑

是否符合 环境空气监测技术规范 要求。

的上报数据。对其他潜在区域性环境问题或环境

( 2) 监督检查地表水、
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
站的运行与管理情况。检查自动站管理的规章制

质量监测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组织有关人员开展带
有研究性质的调查性监测。

度是否完善, 是否有关于点位建设、
调整 /变更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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