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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实验室分析工作的质量是对整个环境监测工作的最后统计。只有对监测数据进行实验分析,
并且确保数据分析质量,才能有效实现环境监测的目的。环境监测实验室分析工作十分复杂繁琐,需要充
分掌握仪器使用方法,对数据曲线、加标等步骤熟记于心,严格按照实验步骤进行,才能快速有效地提升
实验室分析工作质量。本文主要分析了环境监测实验室分析工作中的影响因素,并提出相关的优化改进
方法,为保证实验室质量控制予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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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Control and Ensure the Quality of Environmental Testing Laboratory Analysis Work
Wei Wei
Jiangsu Suli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Co., Ltd
[Abstract] The quality of laboratory analysis is the final statistics of the whole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work. Only by experimental analysis of monitoring data and ensuring the quality
of data analysis, can the purpose of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be effectively realized. The
analysis work of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laboratory is very complicated and tedious, so we
need to fully grasp the use method of the instrument, memorize the data curve, labeling and
other steps, and strictly follow the experimental steps, so as to quickly and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aboratory analysis work.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laboratory analysis work, and puts forward the relevant
optimization and improvement methods, in order to ensure the quality control of the
laboratory.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laboratory analysis; quality assurance; optim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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