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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环境检测工作中,实验室工作质量的管理是控制整体检测质量的重要步骤,同时也是环境检
测数据可靠性的关键内容。因此,研究环境检测中实验室质量的管理,构建完善科学的质量管理体系,明
确检测项目内容、对关键岗位技术人员进行严格要求,增加相关仪器设备的投入以及运用现代信息化技
术建立实验室交流平台等方式都可以有效地提升实验室的检测质量。本文主要通过对环境监测实验室
质量的控制与管理进行分析,总结现阶段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并且提出相关的优化方案,从而不断提升环
境检测实验室的分析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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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environmental testing, the management of laboratory work quality is an important step to control the
overall testing quality, and it is also a key content of the reliability of environmental testing data. Therefore, measures,
such as researching on the management of laboratory quality in environmental testing, building a sound and
scientific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clarifying the content of testing items, setting strict requirements on technical
personnel in key positions, increasing investment in related equipment and use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establish laboratory exchanges platforms,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aboratory testing. This article mainly
analyzes the quality control and management of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laboratories, summariz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management at this stage, and proposes relevant optimization schemes, so as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analytical quality of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laborat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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