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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环境检测中的质量控制方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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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水质对人们的身体健康非常重要，加大对水质环境的检测力度，可以拓展水质环境监测范围，

提高水处理效果，确保其符合安全标准。因此，需要采取科学方法对水质环境检测的质量进行合理控制，

明确水质检测指标，从而保障水的质量与安全，为人们提供安全可靠的供水服务。本文主要对水质环境检

测质量的影响因素以及质量控制方法进行综合性探究，旨在进一步提高水质环境检测效果，提高环境监测

技术水平，拓展检测范围，促进国家环境保护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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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ater quality is very important to people's health, to increase the detection of water quality 
environment, can expand the scope of water quality environment monitoring, improve the effect of water treatment, 
to ensure that it meets the safety standard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adopt scientific methods to reasonably 
control the quality of water quality and environmental testing, and to make clear the water quality testing indicators, 
so as to ensure the quality and safety of water, and to provide people with safe and reliable water supply services. 
This paper mainly explor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quality control methods, aiming to further improve the effect 
of water quality and environmental testing, improve the level of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technology, expand the 
scope of testing, and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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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生存离不开水资源，水质质量与人体健康

息息相关。因此，需要对水质环境进行科学检测，

及时发现水中的化学污染物类型及含量，以便对水

质质量进行科学分析和判断。在水质环境检测工作

中，其检测结果质量往往会受到人员、设备等因素

的干扰，导致结果准确性不足，影响最终的水质判

断效果。因此，需要采取科学方法对水质环境检测

质量进行科学控制，确保检测效果，保障水质安全，

为人们提供可以放心使用的水。 

1 水质环境检测结果的影响因素 
随着社会发展，环境监测行业逐渐向市场化发

展，主要包含以下类型，如图 1 所示。水质环境检

测往往是需要对水体中含有的污染物展开全面检

测，以便了解其污染物类型、浓度、变化趋势等，

并在检验结果中对水质环境质量进行科学评估。水

质环境检验范围涉及到工农业、国防科技等领域。

在检验过程中可以提取水质状况参数，并进行分析

测定，从而精准测定水资源质量等级标准。要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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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情况，完善水环境质量控制体系，从而确保检

测数据的准确性，同时对水质检测管理工作进行规

范开展赞，引进先进的检测技术等，全面提高水质

环境检测质量的提升。尤其要注重对检测文件、产

品、工艺等进行完善，确保水质抽样取样、检测校

准等工作的合理把控，邀请权威专业检测机构进行

操作，确保检测结果信息的完整性与公正性[1]。 
其中，影响水质环境检测质量的因素有很多，

如设备精密度不足，操作不标准，设备维护保养工

作不到位，在使用前没有提前检查等，都会影响最

终的检验结果；工作人员操作不精准，不符合国家

规范要求等；检验环境条件不符合要求，如温度、

湿度、清洁度等不达标，影响水质检测桉树的准确

率；检测试剂中存在杂质，水质化验方法不合理等，

都是影响水质环境检测质量的因素。 

 
图 1 环境监测市场分类 

2 水质环境检测中质量控制方法策略 
2.1 选择合适的实验室技术手段 
（1）绘制校准曲线。利用分光法对每批样品进

行选取，确保其带有标准曲线，并确保浓度点超过

六个。要以 1 为校准曲线的系数标准，并不能小于

0.999，一旦系数不符合要求，需要查找原因并对其

进行科学修正。要确定校准曲线的应用范围。每个

月测定一次标准曲线，并对其波动范围实施科学控

制。同时需要在此基础上一次对比其斜率，及时发

现差距问题，并分析原因，进行科学修正。当部分

水样不能满足标准曲线条件要求时，要使用曲线带

点方式，展开针对性检测，并使用两份高浓度、两

份低浓度、两份空白等样品进行检测，选取检验结

果的平均值，减去空白均值，与校准曲线中相同的

浓度点进行比较，当其差值超过 5%时，需要重新绘

制标准曲线[2]。 
（2）科学检验内外空平行样。检验内控平行样，

是在相同的实验室环境中，确保检验人员、设备、

时间一致性，并使用相同方法对同一水质样品进行

检验，实现平行样测定。外控平行样检验，在标准

采样基础上进行加采 10%。要严格按照相关要求对

平行双样控制指标进行科学落实，确保检验结果，

合理控制平行样相对偏差。其中相对偏差与浓度等

级息息相关，如表 1 所示。（3）全程序空白检验。

要现场采集全程序空白样，并对其进行科学保存在

样品瓶中，同时添加固定剂，防止出现质变问题。

在实验室进行检测分析，其中包含废水敏感项目、

清洁水、地表水等检验对象，其中主要的针对溶解

性总固体、电导率、悬浮物等进参数进行检验。同

时需要利用控制图对控制限进行严格控制，选择电

导率在 5.0s/cm 的纯水。 

表 1 平行样相对偏差与浓度等级的关系 

浓度等级 相对偏差 

mg/L ≤10% 

μg/L ≤2% 

2.2 完善质量科控制体系 
完善的质量控制体系，是提高水环境检测质量

和精度的重要保障。要做好事前、事中、事后控制

工作，及时发现检测问题，减少质量隐患[3]。 
（1）事前控制。要对水环境检测资源配置情况

进行严格检查，包含标准试剂、试液、仪器设备等，

确保其参数、性能符合要求，防止影响检测结果的

精准性。同时需要药优化资源配置，优化检测条件，

满足规范性要求，尤其要保障仪器设备符合要求，

如规格、数量、性能等，做好全面检查，确保性能

符合标准要求。要检验标准试液配制质量，确保化

学试剂处于有效期内；要选择合理的水环境检测方

法，确保其符合国家标准要求，严格按照相关文件

标准展开检查工作，确保检测结果精度；要确保检

测仪器设备数量、种类的充足性，引进先进仪器设

备，如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如图 2 所示）、环境

水质自动监测仪等。 
（2）事中控制。在事中控制中，需要对实验室

数据参与、采样质量进行严格管理。尤其要对水环

境检测样品进行科学采集，确保满足检测需求，遵

循采样技术规范标准要求，确保整体采样操作的规

范性，合理设置采样位置，保障检测点位的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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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才能保障检测结果质量的精准性，并能够对

水环境质量进行真实反映，减少水样采集误差问题；

选择合适的水样采集技术，确保其符合标准要求，

并强化过程监督力度，必要情况下对水样进行特殊

处理，并做好记录工作；利用平行样抽测方式，水

样抽取比例一般为 15%左右；严格监督操作人员的

行为，动态跟踪技术人员对水样的选取、参数确定

等过程，避免出现误差问题，保障水样检测效果，

减少检测失误问题，解决成本。 
（3）事后控制。精准记录检测、分析过程中形

成的数据参数，并全面记录检验结果，保障水环境

质量评价工作的有效性开展。同时确保数据记录的

清晰度，防止出现删改、记录不清等问题；要对人

为、仪器等因素引起的数据误差问题进行综合考量，

选择最小分度值进行记录，选择有效数据记录原始

数据，确保测定值的有效性；要选择合适的计算公

式，确保测量值位数的正确性，保障对原始数据进

行精准记录[4]。 

 
图 2 水质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 

2.3 强化实验室质量控制 
（1）控制实验室环境质量。要对实验室内的环

境进行合理调控，尤其要对湿度、温度等控制在合

理范围内。要保障实验室内的清洁度，避免出现灰

尘堆积问题，防止对药剂、水样、设备等造成污染

损害；要备制一些蒸馏水，以便对实验器皿进行清

洁后再使用，确保数据分析精准度；要定期校准、

检验、维修设备，确保其始终处理良好的使用状态，

减少出现误差问题。 

（2）控制水样。要对水样进行科学性采集，尤

其是针对那些含有易变性污染物的水样，需要处理

好现场，展开现场检测获得精准数据，对于需要带

回实验室的杨平，需要确保其在运输过程中的稳固

性，做好防腐处理，防止出现水质变化影响检验结

果。在现代化科学家数发展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新

型技术和设备在水样检测中得到应用和推广，如小

型化、模块化的设备的应用，实现了现场检验和分

析，提高检验效果和效率，保障检验结果的精准性
[5]。 

（3）控制工作人员的操作质量。工作人员的整

体能力直接关系到检验结果的准确性，因此，需要

对实验室工作人员的操作水平进行严格控制和管

理，加大培训力度，使其对实验室操作流程、注意

事项等进行熟悉掌握，同时提高仪器设备操作能力，

促进整体水质环境检验质量的提高。要组织实验室

工作人员对新型检验设备、技术进行学习，掌握其

使用、操作、保养方法，避免操作失误引起的设备

损坏问题。要定期组织人员开展技术交流，分享工

作经验和心得，及时解决实际问题，查找根源，确

保实验室工作质量。 
结语 
综上所述，强化水环境检测工作，可以对水质

状况进行科学评估，为水污染治理工作的开展指引

方向。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水环境检测工作

需要强化其工作质量，保障检测结果的精度，并引

进先进的检测技术手段，提高检测人员的专业水平，

构建完善的质量控制体系，强化实验室质量控制力

度，严格执行实验室检测技术细则，确保水质环境

检测结果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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