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road Review Of Scientific Stories

2022年 9期 (上 )总第 506期 生物科学

55

食品检测流程中重点环节分析与管理探究
仝迎颖

（河南宜测科技有限公司，河南 郑州 450000）

摘　要　为了更好地把控食品质量和提高食品安全性，让人们买得放心、吃得安心，应对食品检测流程中的重点

环节进行分析和管理，以此来保障食品进入市场的安全性，保障食品质量达到相关标准要求。本文根据食品安全

问题，主要从食品检测的意义、我国食品安全问题、食品安全监测的发展策略、快检技术和食品检测流程中的重

点环节五部分进行分析，重点对检测流程中的重点环节进行了分析，以期为加强监管力度的同时加强相关食品检

测人员技术水平提供帮助，从而为人们的食品安全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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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检测是保障食品安全健康的基础操作，食品

检测的流程比较复杂，所需要的仪器设备和技术操作

比较专业，对检测环境的要求也很高。食品检测的目

的是确保进入市场的食品符合质量标准，食品检测合

格后才可以进入市场。以此来看，食品检测工作非常

重要，相关检测部门要在检测流程上严格把控，以确

保食品检测结果的准确性。

1 食品检测的意义

在现代社会中不少食品企业为了赚取利益、降低

成本，导致很多的食品存在安全问题，为此需要加强

对食品检测工作的重视。通过检测可以判断食品的成

分是否安全、添加剂的量是否符合标准等问题，以检

测结果为依据来进行监督管理，监管部门科学管理确

保食品的安全性。

1.1 对人体安全有着重大意义

人们的生活离不开吃这个环节，食品安全问题时

刻围绕在人们身边。近几年发生的食品安全问题给人

们敲响警钟，不是在市场上销售的食品都是安全的，

很多食品没有经过安全质量检测就进入了市场，不合

格食品会危害人们的健康。所以相关部门应该认真履

行职责，严格把控食品质量的安全性和检测结果的准

确性，采用科学的检测方法帮助人们保障食品安全 [1]。

1.2 更好地规范食品生产企业

食品检测能够保障食品质量安全，对此，检验部

门一定要按照标准规范地对企业生产的产品进行检测，

对检测流程进行监督，找出影响食品安全问题的因素

并且及时解决，这样能够帮助食品生产企业规范操作，

帮助食品生产企业找出影响因素并及时改正，这样也

能帮助企业发展，同时也能推动整个行业的发展。

1.3 对社会的促进作用

食品安全问题不是一个小问题，它关乎国家的民

生问题，与整个社会都有很重要的关系，如果不能保

证食品安全，不合格食品食用后可能会导致人们的身

体健康受到影响，就会引起整个社会的不安，社会的

不和谐又会对国家产生影响，因此一定要认真对待食

品安全检测问题，将食品安全检测工作做到位，使人

们吃得放心，才能够更好地促进社会的发展。

2 我国食品安全问题分析

2.1 各种试剂与农药的残留

在植物的生长过程中，为了保证植物的产量，为

植物驱虫、除草的时候农民们通常会使用农药、除草剂、

驱虫剂等药品，这些化学药品的使用非常常见，但是

这些药品的使用往往会引发食品安全问题，毕竟是药

三分毒，很多药品喷洒在植物上时，在采摘的过程中

不免有残留，这就影响了食品的安全性。虽然我国对

于食品检测设立了有关部门，但是我国的餐饮行业众

多，食品生产企业也非常多，食品检测部门不能对每

一家都进行检测，因而会忽视一些，导致一些不符合

规定的企业有机可乘。我国对于食品农药残留量有检

测标准，那么就应该按照标准进行检测。除此之外，

检测过程中的每一项工作都要重视，从而保证食品质

量安全。

2.2 食品行业整体素质需要提高

有一部分企业只在乎自身的利益而忽略了食品质

量安全，会在食品中添加非法添加剂和过量地添加食

品添加剂等，由于食品在运输和储存的过程中，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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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变质和腐坏，很多企业会过量添加防腐剂，导致

企业出售的产品不合格，食用加入非法添加剂或添加

剂过量的食品会对人们的身体造成危害，长期食用此

类产品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要对整个食品行

业加强监督和规范管理，加强食品企业相关人员对食

品安全的重视程度，提高相关食品品控人员的专业水

平，提高我国食品行业的素质。在食品检测的过程中，

不仅要对食品的每一项指标进行检测，更要对检测的

过程严格把关，一定要按照相关要求，严肃对待食品

安全问题，对于检测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要及时处理，

使食品进入市场后的质量安全得到保障。这需要检测

部门与食品生产企业之间互相配合，国家应该提高食

品行业的整体素质，为人们的食品安全作保障。

2.3 检测体制不完善以及检测技术问题分析

目前，我国的食品安全监测体系还不完善，并不

能支持食品技检测技术，我国的食品安全涉及的部门

很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食品检测资源，并且很

多先进的检测设备只在一些特定的场合下使用，不满

足随身携带的需求，并且一项好的技术更需要一个完

善的体系作为支撑才能发挥应有的优势。现在市场上

的食品种类越来越多，因此加大了检测的难度。很多

新兴的食品的添加剂可能过量，并不符合国家的质量

标准，但是由于目前许多企业的检测技术比较单一，

很多添加剂并不能准确地检测出来，甚至有些机构采

用抽样的检测方法，更不能将食品的质量安全问题检

测出来，导致带有食品安全健康问题的食品进入市场，

对国家的食品安全造成威胁。

3 食品安全监测的发展策略

3.1 完善食品安全检查制度

食品检测要有完善的体系才能保障良好的技术实

施，所以要对食品检测制度不断完善。食品安全检查

涉及的社会关系非常复杂，包括食品的采购、加工以

及上市，因此在制定检查制度的时候，应该根据实际

情况尽可能覆盖全面，加强食品安全的检查监督，减

少食品安全事情的发生 [2]。同时要落实国家政策，最大

限度地控制食品安全风险，加强对食品生产企业、餐

饮行业等的检查力度，对食品安全风险进行评估，及

时做好应对措施，保障食品安全。许多食品生产企业

为了获取利益，会在食品中添加过量的添加剂和防腐

剂，因此相关部门对于食品安全的检测工作不可以松

懈，一旦发现问题绝对不能姑息，在检测的过程中一

定要认真谨慎。个别企业没有社会责任感，唯利是图，

因此一定要加大对生产企业的管理，进行严格的管控，

对违反的企业加大处罚力度，增加对企业的检查力度，

保障人们的食品安全。

3.2 强化检测技术的应用

检测技术是检测的关键，相关部门应该加大对检

测技术的推广，在推广的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匹配

相关检测技术，并且对检测人员进行相关技术的培训，

让检测人员对检测技术的原理充分掌握，并且对检测

技术的操作方式和操作流程都要熟练，掌握最基本的

故障处理和仪器维护技能，充分发挥检测人员的作用。

定期对检测人员进行技能考核，加强检测人员的能力，

强化检测技术的应用。

4 快速检测技术的创新与应用

4.1 样品预处理技术

样品的预处理技术很关键，各种材料之间的性能

存在差异，相关的技术能够快速将待测成分进行分离，

为了方便进行检测，将待测样品中的目标物集中在一

起，尽可能地减少干扰基体，从而提高检测的准确性

和检测效率。加强对样品预处理技术的应用，帮助检

测人员提高样品检测的效率。

4.2 快速分析方法

目前在进行食品检测的时候采用快速分析方法较

多，食品快速分析法可以同时对样品中多种残留物进

行检测，因此食品检测采用快速分析方法进行分析，

能够加快检测的速度，这样能够提高检测的效率，同

时快速分析法不会影响食品检测的准确性，比如胶体

金检测。快速分析方法在提高检测效率的同时也能满

足操作简单和成本较低等要求。

4.3 快速检测仪器

正是因为可快速检测仪器的研制，使得快速检测

技术得到了大大的推广，为了更好地使用快速检测仪

器，在研究快速检测技术的时候，各种快检仪器也得

到了开发和应用，与普通检测仪器相比，这些快检设

备具有功能齐全、体积小和操作简单等特点，所以快

速检测仪器的使用在不断地被推广，在这基础上还需

要创新出更加方便检测的仪器。

5 食品检测流程重点环节分析

根据日常的检测工作，总结分析出四个食品检测

流程重要环节，通过分析这四个环节，提出相应的整

改方案，从而提高检测工作的工作效率。

5.1 样品采集环节

样品采集就是从被检测的食品中选择有代表性的

食品作为样品进行检测，这些样品往往能够代表被检

测食品的基本情况，保证该样品能够代表被检测食品

的组成、质量等特征。所以在样品的选择上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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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采集的样品具有代表性，每批食品在抽取的时候

都要随机抽取并且保证样品量满足检测要求，然后进

行检测，在检测的过程中，对采集的同一批样品进行

混合，保证样品的均匀性。并且，采样的操作一定要

满足无菌的条件，防止样品受到环境的污染，防止样

品在运送的过程中，样品中微生物的形态发生改变，

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在采集样品的时候记得要打标签，

对每件样品的标签记清楚，方便以后进行操作。样品

的组成要能代表样品整体的特征，为了保证样品采集

得精准，采样之前需要先制定计划，详细记录样品检

测的过程所需要的具体信息，对抽样过程中遇到的问

题要及时协商和解决。

5.2 样品接收环节

在样品接收的过程中都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对样

品进行接收，样品接收工作非常重要，在接收的时候，

接收员与委托方要互相签订委托协议书，并且要一起

确定样品是否满足检测的标准，样品的接收工作必须

要由专门的接收员进行接收，所以说这是一项非常严

谨的环节。为了方便后边进行样品检测，保障接收的

样品信息无误，在接收时，应该全程详细记录好采集

人员的信息，把这些过程详细记录，以免以后出了问

题无责任人。接收样品之后，还要对样品进行编号，

每一个样品都要进行编号，因为检测时检测的样品种

类繁多，实验室里样品也非常多。所以一定要对每一

个样品都进行编号和打标签。在接收的时候，还需要

对样品的包装进行检查，以及检查样品的数量是否能

够满足检测的要求。在对样品进行交接时，要确认样

品的运输条件、贮藏条件是否符合要求。有些样品在

接收时发现不符合接收标准，这时就要写明对样品的

拒收理由。样品接收完成后，再由管理员对样品进行

复查，样品室应该具备各种样品的贮藏条件，比如冰箱、

冰柜等设备。需要制备的样品会由样品制备员在样品

制备室进行制备，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有些客户会提

出特殊保存的要求，这时应该进行标注，在委托书中

标明。

5.3 样品制备环节

在采集样品后，需要对样品及时进行制备，这个

环节主要是为了保障样品的均匀性。用于检测的样品，

不仅要具有代表性，而且要具备被检测食品的食物特

点。在样品制备的时候也要对其环节进行详细记录。

食品在取样的时候大部分取的是食物可食用部分，当

需要对样品进行农药残留检测时，在制备时一般会将

其切碎捣碎，保存条件也要符合要求。样品在制备的

时候通常将样品混合，样品制备员一定要根据标准对

样品进行制备，并且需要完整的记录信息和保存信息。

样品制备一般分为常规项目样品制样、检测农药残留
的样品制样和特殊样品制样。食品检验样品的储存管
理也很重要，制备人员要及时通知相关检测人员取走

样品，对于没有及时取走的样品要进行妥善管理，将
样品放在符合条件的储存环境中。样品的制备是进入
检测工作的第一步，所以非常重要，制样的专业性直

接决定了后面检测结果的可靠性，制备人员应该具有
极强的责任感和专业能力，把检测的第一步工作做到
位，同时对样品的复检也很重要，保管好样品以便第

二次检验需要，因此，样品制备环节对整个样品检测
来说非常重要，是不可或缺的环节。

5.4 样品流转环节

样品流转环节主要指的是在领取样品检测之后的

一系列的交接工作。在进行交接工作时相关的检测人
员都要进行签字确认，为了保证样品流转环节的整体
性，要详细记录每一环节相关人员的信息。样品管理

员在填写表格时要按照样品采集的时间严格进行填写，
将整个环节形成一个封环。检测部门在对不同的检测
项目进行检测时，会在不同的实验室内进行检测，检

测人员在待检测区领取样品之后需要填写领样记录表，
在检测工作完成之后要将剩余的样品进行归还，以便
其他检测人员领取使用。在归还的时候也要填写归还

的时间以及详细信息。实验室内的样品都要贴上醒目
的标签，放在醒目的位置，节约检测的时间，提高检
测的效率。实验室中的检测样品很多，标签也很多，

所以要注意区分，同时这些过程一定要详细记录。样
品在制备的时候会分成若干份，然后分开装贴标签，
按照实验室分开之后再交由样品管理员保管。

本文主要研究了食品检测的具体流程和具体工作
内容，通过对四个重要环节的分析，探讨了如何提高
检测效率，提高检测质量，找到有效的途径和管理方法，

并且针对各个环节上的问题进行处理和寻找有效措施。
根据上述能够看出，食品安全检测对于检测人员的素
质要求很高，所以要加强对相关人员的素质培训，以

及定期对其进行技能训练，同时可以引进与检测相关
的管理人才，还要对实验室、仪器设备、试剂等加强
管理和建设。在检测过程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

都有可能导致检测结果不准确，所以要在各个环节加
强管理，为食品安全做好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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