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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巴基斯坦恰希玛核电站役前检查工作进行全面总结，在该工

程项目中，核动力运行研究所承担了役前和第一次在役检查任务，

全面执行美国 ASME (V，XI 1989 年版) 标准，实施核电站役前检

查。基于第一次向国外顾客提供全面役前和在役检查技术服务的经

验，介绍了管理、技术、装备、人员等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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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ashma Nuclear Power Plant of Pakistan is a turnkey project which is
constructed by China National Nuclear Corporation (CNNC). The Pre-service
Inspection (PSI) for the plant was performed by the Research Institute of Nuclear
Power Operation (RINPO) following the requirement of ASME (section Ⅴ, Ⅺ,
edition 1989) codes. The pre-service inspection activities are outlined, which include
establishing organization, developing advanced technologies, drawing up general
Pre-service Inspection and In-service Inspection program, designing and
manufacturing reference blocks (tubes), preparing examination procedures and other
technical documents, scheduling pre-service inspection plans, setting-up and
validating the inspection equipment, training utility NDT engineers and conducting
on-site pre-service inspection and generating the inspection re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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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核动力运行研究所在配合巴基斯坦恰希玛核电工程 (CHASNUPP) 建造进度的条件

下，于 1999 年 8 月完成了该核电厂的全部役前检查工作。巴基斯坦原子能委员会 (PAEC，
以下简称“巴原委会”) 在审评我所提交的役前检查总报告，聘请独立第三方机构 (西班

牙国 Tecnatome 研究所) 对部分检查结果如蒸汽发生器传热管涡流检验结果和反应堆压力

容器检查结果进行抽样核查取得认可之后，确认该电厂的役前检查已经全面完成，并取

得满意的结果。同时，向我所颁发了该核电厂役前检查完工证书。

众所周知，役前检查的检验结果将作为该核电厂运行寿期内的定期检查 (即：在役检

查) 检验结果的比较依据，它的检查范围必须包括以后要求进行在役检查的所有部件，而

且，役前检查必须使用与以后在役检查相同的方法、技术和装备类型，考虑到今后在役检

查的条件和要求。因此，任何核电厂役前检查都是十分重要的。

核动力运行研究所为了能按国际通用标准全面完成恰希玛核电厂役前检查，自 1992
年起从管理、技术、装备、文件、人员培训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策划和实施，并取得了

一些经验和科研成果，本文对这些经验和成果进行简单总结和概括。

1  项目内容及特点

1. 1  合同及合同范围

1. 1. 1  合同

    1992 年 11 月 29 日, 巴基斯坦原子能委员会 (PAEC), 原中国核工业总公司 (CNNC)
和核动力运行研究所 (RINPO) 三方在武汉共同签订了《巴基斯坦恰希玛核电站役前检查

和第一次在役检查合同》

1. 1. 2  合同范围

    本合同的总体范围是：根据 ASME Ⅴ，Ⅺ (1989 版) 的要求，完成恰希玛核电站役

前检查和第一次在役检查全部工作，并为巴原委会业主培训若干名在役检查工程师。根据

合同和 ASME Ⅴ，Ⅺ (1989 版) 要求，具体内容包括：

(1) 在役检查大纲制订（交巴原委会批准）；

(2) 在役检查技术要求制订（交巴原委会批准）；

(3) 核电厂设计期间在役检查可达性配合；

(4) 检查参考试块设计、原材料供应及制造；

(5) 役前检查和在役检查计划制订；

(6) 役前和在役检查所需全部文件的编制；

(7) 提供所有检查设备、材料和检验人员完成现场检查；

(8) 完成检查报告；

(9) 就在役检查大纲、计划和检查结果协同恰希玛核电厂业主 (CHASNUPP) 与巴

核安全当局(DNSRP)对话；

(10) 培训巴原委会无损检测（在役检查）工程师。

1. 2  恰希玛核电站役前检查规范和要求

1. 2. 1  检查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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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原委会明确规定：恰希玛核电站的役前检查和第一次在役检查必须全面执行下列

的标准和导则：

(1) 1989 年版美国国家标准，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 (ASME) 出版的“锅炉与压力容

器规范”第Ⅴ篇“无损检验”和第 XI 篇“核电厂部件在役检查规则”（以下简称“ASME Ⅴ，

Ⅺ”）;
(2) 国际原子能机构出版的安全导则 IAEA 50-SG-O2“核电厂在役检查”和安全实施

手册 50-P-O2“核电厂在役检查”；

(3) 美国核管会管理导则

(4) US NRC RG 1.150 役前检查和在役检查的反应堆压力容器焊缝超声检查，以及

US NRC RG 1.83  压水堆蒸汽发生器传热管在役检查；

(5) 国际原子能机构出版的安全法规 IAEA50-C-QA“核电厂质量保证”等。

1. 2. 2  检查范围

恰希玛核电站役前检查的检查范围应该包括 ASME 规范第十一篇中的

(1) 安全一级部件；

(2) 安全二级部件；

(3) 安全三级部件；

(4) 安全一、二、三级部件的支撑。

因此，检查项目涉及的设备和系统很多，主要有：

(1) 反应堆压力容器；

(2) 蒸汽发生器；

(3) 稳压器；

(4) 主泵；

(5) 反应堆堆内构件；

(6) 反应堆冷却剂系统；

(7) 辅助反应堆冷却剂系统；

(8) 化学和容积控制系统；

(9) 余热排出系统；

(10)  主蒸汽系统；

(11)  主给水系统；

(12)  安全注射系统；

(13)  安全壳隔离系统；

(14)  辅助给水系统；

(15)  设备冷却水系统；

(16)  乏燃料池冷却及净化系统等。

1. 3  恰希玛核电站役前检查项目特点

恰希玛核电站役前检查的特点是完全遵照国际通用的标准 ASME (Ⅴ，Ⅺ，1989 年

版) 及相关标准。虽然这些标准在国际上得到广泛应用，但我国核电厂目前均未全面直接

采用 (引用)，核动力所也是首次全面执行该规范。为了满足规范要求，全面完成合同项

目，在管理、技术和其他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创新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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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恰希玛核电站役前检查的主要经验和成果

2. 1  管理方面

2. 1. 1  建立项目管理组织机构和质保体系

    建立精干、高效的组织机构（见图 1）和健全的质保体系是圆满完成该项目的关键。

岗位设置合理，职责明确，各种内、外接口及联络渠道通畅。项目经理对合同实施

中的质量、 进度和成本进行总体控制；技术负责人对在役检查工作在技术上负总责； 质
保处/现场质保组负责对整个役前检查工作的质量进行独立验证；科技处/现场协调组负责

合同管理、计划和进度控制、文件记录管理及各种内、外接口的联络与协调；检查对各

专业检查组编制检验规程，标定设备，执行检查活动，并对其检查质量负责。

    在已有质量体系的基础上，结合本合同的特定要求，制定了恰希玛核电工程役前和

在役检查项目质量保证大纲（概述）和一整套项目管理性及工作性文件/程序，明确职责

分工、接口关系，确定各质量要素的控制方法及检查中所用的具体技术和规程，保证所

有质量相关活动有人负责、有章可循、有据可查、有人验证。

图 1  RINPO 恰希玛核电站役前检查组织机构

2. 1. 2  项目计划和协调

    该项目从合同签订、开始实施 (1992 年 11 月) 到现场役前检查全部完成 (1999 年 8
月)，前后历时近 7 年。在如此大的时间跨度里，要完成好各阶段工作，必须对项目进行

整体计划并根据恰希玛核电工程总体一、二级进度计划及时调整役前检查总计划 (项目

一级计划) 和相应的二、三级计划，使整个役前检查工作融入恰希玛核电工程建设计划

之中，并切实可行。

    整个项目实施三级进度管理 (见图 2)。一级进度计划又称役前检查项目总进度计划，

一级网络计划主要是根据恰希玛核电工程建设一、二级进度计划和合同的要求，确定役

前检查各主要活动的进度及其里程碑，包括役前/在役检查大纲（初级）编制、主要技术

文件编写、试块采购、加工、关键设备研制、关键技术研究、现场实施等二十余项，一

项目经理

现场经理

质量保证处

现场 QA 组

科技处

技术协调和计划管理组

在役检查中心

现场检查队
  技术顾问 技术负责人 器材科 劳动人事处

情报研究室/技术档案组

     现场资料员

VT 组 RT 组 UT 组 PT 组 ET 采集组 ET 分析组 CCTV 组 RPV 组

   所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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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网络计划是制定二级网络计划的基础。二级网络计划是役前检查合同实施的计划，规

定了各主要工作及相关工作的进度，包括一系列计划。而三级网络计划则是各分项目或

课题负责人为落实二级网络计划而编制的具体实施计划，如对于设备研制，某设备研制

的各阶段等控制点，以确保二级网络计划可以得到落实。根据项目一、二级网络计划，

各部门和分项目负责人各自开展工作。整个进度由项目协调组统一协调、控制。

2. 1. 3  分包商及管理

    核 2、3 级部件的役前检查分包给国内分承包商，但分包商的一切活动均纳入核动力

所体系进行统一管理、控制，包括进度要求、质量要求、文件与记录要求、过程监督要

求等。

2. 1. 4  团队精神与服务意识

    在本次役前检查中，进行了全方位的企业形象设计，包括队服设计、统一着装，集

装箱外形设计，文件与记录的标识设计，树立团队精神，倡导安全质量文化，从整体外

形到内在质量全面体现团结、严谨、高效、有纪律、充满活力的精神面貌，获得了电厂

业主及现场各参与单位的一致赞誉，于无形之中树立了本企业的良好形象。

    在全员中贯彻“质量第一”的思想，强化服务意识，以顾客为中心，了解其当前和

未来的需求，满足顾客要求并争取超越顾客的期望。

图 2  恰希玛核电站役前检查三级进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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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意识具体体现在：

    (1) 严格执行合同的各项要求，满足业主及总承包商的进度要求和质量要求；

    (2) 在合同执行过程中，对业主及总承包商的要求快速反应；

    (3）换位思考，从业主角度看待问题，维护业主利益，提供优质服务；

    (4) 加强项目协调与沟通，与业主及总承包商单位增进相互了解，消除对合同理解的

任何偏差，确保合同顺利执行。现场检查期间，每日通报进展情况，便于业主随时监控；

    (5) 连续作战，速战速决。检查完毕迅速编制检查结果报告，并在撤离前提交业主；

发现显示或采集数据异常或超过验收阈值时，及时重检以确保检测质量，不留隐患。

核电站的建设是一项复杂的工程，有众多承包商参与，尤其在役前检查现场实施期

间，核电厂正处于装料前的最后调试阶段，系统调试与设备整治等多项工作并行，且与

役前检查有多重接口关系，因此，除与业主和总承包加强沟通外，还同其他承包商（包

括土建、安装、调试、设备供应商）进行联系和沟通，考虑到相关工作的影响。此外，

许多役前和在役检查工作都是应用高技术的自动化远距离控制设备，这些设备的操作往

往不是一个人可以胜任的，而是需要各方面人员齐心协力，共同承担；遵守各检查部位、

检查次序的安排等，这些都需要具有协作精神和团队意识。

2. 2  技术方面

2. 2. 1  恰希玛核电厂役前和在役检查大纲编制

    核电厂役前和在役检查大纲是该核电厂役前和在役检查活动的纲领性文件，通常应

由核电厂业主编写，交核安全局审批后执行。而恰希玛核电厂的役前和在役检查大纲则

是由业主委托核动力所编写，然后交巴原委会审批通过的。在本大纲中主要包括以下内

容：

(1) 采用的规范和标准；

(2) 检查项目及检验方法；

(3) 检查部位和检验范围；

(4) 检查周期和抽样百分比要求；

(5) 检查的识别系统和参考系统；

(6) 记录要求或记录准则；

(7) 检验结果的评价；

(8) 附加检查和重复检查；

(9) 修理与更换要求等。

此外，还需编制以下文件作为它的组成部分：

(1) 检验设备的技术规格书；

(2) 部件和管系的受检焊缝清单；

(3) 受检阀门清单；

(4) 受检系统的系统图并绘制它的安装等轴图；

(5) 设备和／或部件的受检焊缝标识规定；

(6) 检验验收标准；

(7) 蒸汽发生器传热管在役检查抽样要求和计划；

(8) 参考试件清单和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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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检验设备的技术规格书等。

实际上，役前和在役检查大纲的制订是一个较长期的过程，它需要不断补充完善，

只有待安装调试工作结束时才能全部完成。

在核电厂运行后，在役检查大纲还需要根据核电厂的特点和运行历史进行修改和更

新。

2. 2. 2  专用检查装置和关键技术的研发

为了完成恰希玛核电厂役前和在役检查大纲中规定的全部检验项目，必须研制专用

检查装置和工具，开发可行的检验方法和技术。而这些检查装置和工具以及具体的检验

方法必须考虑到今后在役检查的条件限制及需求。

(1) 在完成研制的专用检查装置中，主要有 300 MW 反应堆压力容器检查机、蒸汽

发生器射线检验专用定位装置、蒸汽发生器和稳压器接管内侧交贯面超声检测定位装置

等。

    300 MW 反应堆压力容器检查机可以在 150 m 距离内实施远控操作，对筒体的所有

焊缝（包括：筒体环焊缝、底封头焊缝、进、出口水接管焊缝、安全端异种金属焊缝和

接管主管道连接焊缝），接管内侧交贯截面，以及高通量区域不锈钢堆焊层下裂纹进行

超声检验，以及，对筒体内侧的全部不锈钢堆焊层表面作电视检查。在检查时可以执行

自动检查和手动扫查，扫查的速度和轨迹可以调整。它采用先进的 16 通道数字式超声波

探伤仪进行远距离数据采集和在线实时数据分析或离线分析。为了能够比较记录缺陷的

变化情况，超声探头或电视摄像机必须具有良好的自动定位和重复定位精度。

    蒸汽发生器射线定位专用装置可以将源定位于蒸汽发生器进出口接管和安全端焊缝

处，而蒸汽发生器和稳压器接管内侧交贯面超声检查定位装置可以确定扫查范围等。

(2) 开展的关键技术研究主要有：离心铸造不锈钢主管道焊缝超声检验研究，稳压

器、蒸汽发生器接管内侧交贯截面的超声检验研究等。由于离心铸造不锈钢焊缝的晶粒

粗大并具有取向性，它的超声检查方法在国际上仍属共同研究的项目之一。我们通过研

制特殊性能探头的途径，采用在相同材料成分、形状和性能的参考试块上进行实测的方

法得到比较满意的结果。对接管内侧交截面超声检验的声束覆盖区域评定，首次藉助计

算机数据建模的方法核实理论计算结果的正确性，并取得满意的结果。这两项科研工作

在通过成果鉴定后都已经在恰希玛核电厂役前检查过程中使用。

2. 2. 3  参考试件的设计制造

役前和在役检查的超声检验和涡流检验必须使用参考试件校正检测设备的检测灵敏

度和确定缺陷的当量值。按规范要求，参考试件应使用与被检部件相同的材料，具有相

同的光洁度，并经受同样的加工、热处理条件。

因此，一方面必须按规范要求设计参考试件，另一方面要抓紧时机，基本上能够与

受检部件同时加工制造或焊接。核动力所注意到与受检设备的制造厂和受检管道的安装

单位保持联系，及时提出参考试件的设计加工图纸和技术要求，落实试件材料和加工，

因此参考试件的设计制造进度和质量都能很好地满足要求。尤其是反应堆压力容器的进、

出口水接管异种金属焊缝超声检验用参考试件是采用制造厂焊接工艺评定的合格件，因

此它的加工工艺条件和性能与实际工件完全一致。在通常情况下，这种条件很难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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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人员的配备与培训

2. 3. 1  检查队人员的配备与培训

根据检查大纲和检查计划的要求，对各岗位进行人员配备，确保各类人员的资格、

数量都能满足现场进度要求，包括各专业检验人员、质量监督人员、文件和记录管理人

员、技术协调和进度控制人员、技术负责人、项目经理等。各检验人员必须取得所从事

检验方法的无损检验资格证（包括国家有关部门颁发的核工业 NDT 资格证）， 并经过

相应的技能培训和核电厂基础知识培训。质量监督人员除进行理论和监督技巧的培训外，

还必须取得相关的 NDT 资格证书。

此外，全体项目组成员在赴检查现场之前，要进行相关的岗前培训，如检验程序培

训、实际操作培训、工业安全培训、质量保证培训等。对没有役前检查/在役检查经历的

新上岗人员，还要在有资格检验员的指导下进行岗上培训，确保其技能与熟练程度与其

所承担的工作相适应。

2. 3. 2  对巴方的人员培训

由于巴方要求核动力所负责对巴方在役检查管理和技术人员进行培训，有多名巴方

工程师在该所在役检查中心培训两个月后，再在秦山核电厂在役检查期间跟随检查队培

训 2 个月，随后在实施恰希玛核电厂役前检查期间，再培训多名工程师，作为影子队员

参加役前检查。

为实施对巴方人员的培训，特制订了培训大纲和培训实施大纲，编制了英文培训教

材共 16 份，由有丰富理论和实践经验的工程师担任教员实施培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2. 4  文件系统

依据质量保证核安全法规 HAF0400/IAEA 50-C-QA 及合同要求，建立了本项目的质

量保证体系，并通过该体系的有效运作，使影响检查质量的人、机、料、法、环等因素

始终处于受控状态。本项目中的检查文件和记录包括：

(1) 恰希玛核电站役前检查和第一次在役检查质量保证大纲概述及相关管理程序：

描述整个质保体系，包括组织机构、职责分工及对各质量要素的控制；

(2) 计划文件：涉及进度控制、质量控制等，使各项活动有序开展，确保合同总体

进度和质量要求；

(3) 设备、工具和材料技术规格书；

(4) 设备接口要求；

(5) 设备标定、功能试验程序；

(6) 检验程序及辅助程序；

(7) 设备的有效性文件；

(8) 人员培训文件；

(9) 检查结果综合报告和总报告；

(10)  检查质量监督报告等。

2. 5  恰希玛核电站役前检查现场实施

2. 5 .1  役前检查现场实施

本次役前检查工作共分四个阶段进行：

(1) 第一阶段 (1998.3～1998.5)：蒸汽发生器传热管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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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阶段 (1998.7～1998.8)：主系统水压试验前设备焊缝的役前检查。主要检查

蒸汽发生器、稳压器、主泵和其它设备和系统，这些设备或已在工厂进行过水压试验，

或在现场已进行过分系统的水压试验。

(3) 第三阶段 (1998.9～1998.10)：水压试验期间和之后的检查。

    主系统水压试验期间检查是在水压试验期间，检查主系统及相关系统的密封性。

    主系统水压试验后检查主要是检查现场安装管道和设备焊缝等。

(4) 第四阶段(1998.12～1999.2)：热态功能试验后的检查，主要检查反应堆压力容器

本体、顶盖、堆内构件等的水压试验后的状态和完整性。

2. 5. 2  检查中的特殊工艺控制

役前和在役检查中所使用的各种检测方法均属特殊工艺。在对特殊工艺的控制中，

尤其注重控制工作实施过程中影响检测质量的各种因素，包括人、机、料、法、环，即 4M1E:
(1) 人员资格

    检查人员持证上岗，具有相应的资格证书，并经过通用知识、专业知识及操作技能

的岗前培训；检查报告的编制、审核人员具有相应检验方法 II 级及 II 级以上资格证书；

质量监督人员除具备监查及监督技能外，还持有所监督领域的技术资格证书。

(2) 设备

    检查前进行功能试验，出具设备有效性报告；检查过程中严格按检测程序的要求进

行校核、标定，防系统漂移，确保其检测精度在整个检查过程中得到保持。

(3) 材料

    检查中所用各种消耗品具备合格证，如电缆、探头、标定管、胶片、耦合剂、渗透

剂、着色剂等。对有有效期及有害物质含量限定的物品，控制在有效期使用，并要求厂

家出具试验报告证实其有害物含量在规定限值以内。

(4) 方法

    严格遵守相关检查程序、专用计划、质量计划实施检验。检查程序除经内部审、批

外，还提交业主审查认可。

(5) 环境

    控制环境条件，确保其满足程序要求。包括照明、温度、湿度、人员出入控制等。

2. 5. 3  检查中质量控制

    对检查结果的分析、报告有多方验证，以确保检查结果的正确性：

(1) 检查班组的技术审核，如对蒸发器传热管 ET 检查，要进行两道独立的数据分析，

再由第三人对两个分析结果进行对比，排除可能的人因错误；

(2) 现场检查小组工作负责人的技术审核和检查队技术负责人的总体技术审核；

(3) 现场检查质量监督组的 QA/QC 监督；

(4) 总承包方 QC 监督及技术审核；

(5) 业主 QA/QC 监督及技术审核；

(6) IAEA Pre-OSART 评审；

(7) 业主聘请的对检查结果的第三方验证。

现场检查队质量监督小组、总承包 QC 人员、业主 QA/QC 人员分别在相关质量计

划上选取控制点(H/W 点)，除随机的现场巡视外，按质量计划上的控制点对重要环节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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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监督、验证。

2. 5. 4  检查过程中不符合项的鉴别与处理

(1) 对违反操作规程、人员资格不满足要求、使用不合格的材料、设备、采集信号

噪声过大等，严格按程序要求对检验结果有效性进行评价，必要时重测；

(2) 对检验过程中发现的超出验收限值的显示，在报告中描述，及时交由业主处理。

2. 5. 5  检查结果的分析与报告

对各分项检查项目，由专业小组的工作负责人进行分析、报告，交由技术负责人审

核后编制各分项检验结果综合分析报告，该报告还提交总承包 QC 人员及业主 QC 人员审

核会签，而后，由技术负责人汇总编制役前检查总报告，对整个检查结果作总体描述，

并标明检验实施中与程序要求之间可能的偏离（如不可达部位说明等）。

3  结论

巴基斯坦恰希玛核电站役前检查的全面完成，标志着我国首次全面按国际通用标准

ASME (V，XI 1989 年版) 成功实施役前检查，首次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役前及在役检

查技术推向国际核电技术服务市场。

在本项目中，首次成功地按国际通用标准编制役前和在役检查大纲，首次系统地培

训国外在役检查工程师，同时，成功地开发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 300 MW 反应堆压力

容器检查机及离心铸造不锈钢超声检查技术、蒸汽发生器和稳压器接管内侧交贯面超声

检测技术等。

巴基斯坦恰希玛核电站役前检查的成功实施，不仅为核动力运行研究所进一步开拓

国际核电技术服务市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为我国核工程检测技术的发展及核电领域

内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作出了自已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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