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研究前沿

Frontiers of Chinese Medicine Research

第 3 卷◆第 1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705-1374(P) / 2705-1382(O)

食品药品检验检测实验室质量控制研究
张文萌 李杰 申应德
临沂市检验检测中心
DOI:10.12238/fcmr.v3i1.4619
[摘 要] 食品药品检验事关我国人民的食品安全,事关食品药品安全的保障,事关我国食品医药行业的
长治久安。为此,国家政府继续加强食品药品检验,委托检验实验室进行食品药品成分鉴定和质量鉴定。
本文分析了食品药品检验实验室的建设原则和内部构成体系,研究了实验室质量控制的具体措施和管
理,以不断提高食品药品检验实验室的工作质量,希望不断推动检验行业的发展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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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od and drug inspection is related to the food safety of our people, the guarantee of food and drug
safety, and the long-term stability of China's food and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To this end,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continues to strengthen food and drug inspection and entrusts inspection laboratories to conduct
food and drug composition identification and quality identific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struction
principles and internal composition system of food and drug inspection laboratory, and studies the specific
measures and management of laboratory quality control, so as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work quality of food
and drug inspection laboratory and hope to continuous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of inspection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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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保障民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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