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与保护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Protection

第 5 卷◆第 4 期◆版本 1.0◆2022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40 /（中图刊号）：715GL012

水环境监测实验室质量管理体系构建路径研讨
范国荣
江苏省宿迁环境监测中心
DOI:10.12238/eep.v5i4.1611
[摘 要] 水环境监测实验室的构建,是更好地完成水环境监测工作的重要前提条件,实验室质量管理体
系的运行稳定性,以及目标的定位精准性,会直接影响到水环境监测工作开展的具体效果。从现阶段的
实际情况看,水环境监测实验室的质量管理工作在开展过程中,仍然会遇到一些现实问题和障碍。需要
实验室质量管理工作人员明确实验室质量管理体系构建要点,并规避可能存在的风险问题,取得更好的
管理体系构建效果。具体来说,需要综合考虑各种质量管理要素、划分管理责任,构建水环境监测实验
室质量管理体系,达到优化水环境监测实验室质量管理体系构建效果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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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Construction Path of Water Environment Monitoring Laboratory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Guorong Fan
Jiangsu Suqian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Center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environment monitoring laboratory is an important prerequisite for better
water environment monitoring. The operational stability of the laboratory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and the
positioning accuracy of objectives will directly affect the specific results of water environment monitoring. From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his stage, the implementation of quality management in water environment monitoring
laboratories will still encounter some practical problems and obstacles. It is necessary for laboratory quality
management staff to clarify the key point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laboratory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and
avoid possible risk problems, so as to achieve better construction effect of management system. Specifically, it is
necessary to consider all kinds of quality management factors, divide management responsibilities, and construct
the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of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laboratories, so a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optimizing the construction effect of the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of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laboratories.
[Key words] water environment monitoring; laboratory;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construction
引言

落实的重要工作,环境实验室的建立,能够为水资源的保护以及

水环境监测实验室的质量管理不仅关系到水环境监测工作

水资源的利用、水利工程的建设开发等提供重要的参照依据和

的顺利进行,也关系到实验室的相关监测工作是否能够按照既

技术数据信息等多方面的支撑。尤其是在水资源利用过程中的

定的程序完成相关的任务。对于相关管理人员来说,实验室质量

管理工作、资源配置工作中,基于专业实验室的宏观水环境监测

管理体系的构建过程中,不仅要考虑技术因素、人员因素管理,

工作能够为相关细节工作的开展把握方向明确目标,促使水环

工作效果的审查与监督也是质量管理体系构建中需要关注的要

[1]
境监测工作在实践中取得更加稳定良好的效果 。从监测机构

点问题。结合水环境监测的实践价值,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构建有

的运行管理上来说,只要水环境监测实验质量管理体系的构建

效的实验室质量管理体系是取得水环境监测工作良好效果的重

在系统性针对性和合理性上更进一步的提升,就能够更好的发

要条件。

挥出水资源保护和水资源利用的促进效果促使不可再生的水资

1 水环境实验室质量管理体系构建的重要价值

42

源在实践应用中取得更加显著的效果。

1.1有效保护水资源、利用水资源

1.2提升数据采集有效性,发挥数据支持作用

水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在实践中是一项需要长期关注并紧跟

在水环境监测工作开展的过程中,数据信息发挥着非常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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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支撑性作用。当数据信息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得到保障后,

要求,确保自身所负责的工作环节在质量水平和技术含量上达

水环境监测的最终结果在科学性和可靠性上也会更进一步的提

到预期的要求。另外,对标准化的程序文件也应当结合实际进行

升。监测机构发挥监测作用时,数据信息的完整性和可靠性也是

针对性的分析研究,确保一些不合理的内容和要素影响整个质

[2]
体现出监测机构能力水平的重要条件 。因此,水环境监测实验

量管理体系运行的效果,对不合理的细节指标体系和工作流程

室质量管理体系的构建能够确保具有重大参照价值的数据信息

要采取针对性的措施进行完善优化,促使标准化的流程与预期

在精准程度、可靠程度上得到更进一步的提升,最终促使水环境

的规范性要求,在匹配度上更进一步提升。

监测工作取得良好的实际效果。另外,实验室还能够完成数据信

3 水环境监测实验室质量管理体系建设的优化路径

息的统计分析工作。确保水环境监测实验的组织落实过程中,

3.1实现基础制度与文件管理体系的优化

细节数据能够得到更加合理有效的控制和分析,提升数据信息

管理制度和标准化文件是水环境监测实验室质量管理的重

最终应用的成效。

要基础。因此,在改良优化质量管理体系的运行效果时,应当首

2 水环境监测实验室质量管理体系的构建分析

先从基础的信息资源和制度体系入手加强优化完善力度结合质

2.1结合质量管理要素构建管理体系

量管理工作中出现的实际问题以及市环境监测工作的技术要求

水环境监测的实验室质量管理中构建方式的选择与构建要

不断完善具体的制度体系和细节性的质量监督管理指标,促使

素有非常直接的关系。以标准化的要求进行衡量分析可知,水环

制度和标准化文件资料的建设,在完善性和有效性上更进一步

境监控实验室的质量管理体系在构建时需考虑组织机构因素、

的提升。另外,具体的制度和文件归档以及整理工作应当本着不

人员因素以及管理制度、管理程序因素等。在开展资源管理工

断完善不断创新的原则进行,需结合水环境监测实验室的技术

作过程中,人力资源是支撑整个质量管理体系的重要元素、管理

性完善和管理工作要求的提升不断的同步完善优化,确保基础

工作要把握的要点。同时,也只有管理和控制好上述几方面要素,

制度与文件管理在有效性上保持稳定。

才能确保整体的质量管理体系得到优化和完善。在具体的质量

3.2注重实验室日常质量管理工作的监督审查

管理体系构建的过程中,建设的要点,需要从资源形式,资源结

监督审查工作是确保水环境监测实验室正常运行的重要技

构两方面入手实现紧密联合,并且对检测活动的开展实施流程

术和管理制度支持在具体的监测工作落实开展中需针对监测数

进行合理的控制,确保相关工作人员能够按照系统化的流程和

据以及监测工作的组织落实流程加强监督管理力度,必要时,可

规范性的要求落实执行相关的检测工作,并且按照既定的程序

设置固定岗位的监督小组或监督责任人对管理运行体系中发现

完成一个阶段的具体工作,最终确保整体的质量管理体系,在工

的实际问题进行针对性的分析研究,并且对可能出现的安全隐

作环节上更具备联动性,工作质量上更具备技术性。

患加强监管力度,通过定期审查监督或针对性审查监督的方式

2.2结合针对性的评审标准构建质量管理体系

对水环境监测实验室的质量管理体系运行状态进行监督和检

针对性的评审准则主要是指在水环境监测实验室的质量管

验。需要强调的是,具体的日常监督审查工作需要在前期做好职

理体系构建时需结合标准化的评审规范要求对质量管理体系的

责的划分,确保各岗位工作人员在落实执行监督管理职责时,能

构建状态,构建要素完整性等多方面元素进行针对性的分析和

够有明确的工作内容要求和制度规范依据,确保质量监督和安

研究,并且依照规范要求创建相应的监测机构对监测工作的基

[4]
全隐患审查控制工作在有效性上更进一步的提升 。

本程序、基本要求和制度辅助体系进行针对性的把握和制定,

3.3针对监测设备加强管控监督力度

从而确保整体的质量管理体系在内容结构的完整性上达到预期

从具体的水环境监测工作落实方面来讲,基础的设备和技

的要求。另外,有了标准化的评审制度,所以环境监测实验室的

术应用是监测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支持力量。因此,需要从实际

具体工作也可结合规范标准对数据信息的质量、数据信息的准

出发加强对细节问题的关注程度,并且从技术维度加强分析研

确性、可靠性进行针对性的检验与观察,确保整体的数据信息能

究力度。尤其是对专业的监测设备监测技术的应用,要引起充分

够真正意义上为环境监测工作提供有效的支持。在具体工作的

的重视,力求通过针对性的检验分析对设备运行状态、技术实施

落实中,不仅一线的监测工作技术人员要积极参与质量管理工

状态进行系统性的观察和了解。提升系统运行的有效性,确保技

作,二线管理人员也应当积极与一线工作人员加强沟通交流,了

术和设备在实践应用中取得更加稳定良好的效果。从设备的应

解具体监测工作开展的要点,并且及时将相关的政策措施以及

用操作上来讲,水环境监测指标具有标准化程度高,复杂性强的

标准化要求信息反馈给一线工作者指导其结合规范性要求,完

特征。因此,需要在具体的工作落实过程中加强对设备本身的功

[3]
成好个人的工作任务 。

能的监控和分析,提升设备管控力度,对可能出现的安全隐患也

2.3在针对性的责任划分背景下构建质量管理体系

要注重更加合理有效的控制。必要时,制定针对性的安全防控应

责任划分是为了在出现问题时,更加有针对性的找到解决

急策略为设备故障以及技术应用中的问题解决提供重要的参

问题的切入点和有效路径。责任划分主要是指具体的管理工作

考。对于技术人员来说,设备的监控和安全隐患的排除,也是帮

执行落实中,责任人和具体工作落实开展的一线工作人员要做

助其获得更好的工作环境、获得更加显著的实践工作成效的重

到协同合作,结合整体质量监测工作中个人的工作内容和要点

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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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是最终促使水环境监测工作,在质量水平上达到更高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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