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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秦山核电厂在运行十年后于 2001 年按国家核安全局当时发布

的核安全导则《运行核电厂的定期安全审查))( HAF 0312) 的要求，开

展定期安全审查 (PSR) 0 受业主委托，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承担

了 PSR 中的安全分析、设备合格鉴定和老化等三个主要安全因素的

审查 o 经过三年的工作，逐步摸索出整套安全审查方法、工作范围、

审查内容和实施步骤，共提交 148 篇审查报告，提出 341 项纠正措施

及建议，为秦山核电厂针对弱项的后续纠正行动提供了明确的方向口

文章重点介绍针对上述三个 PSR 安全因素的评价技术，包括审查内

容、方法和步骤口该评价技术及其应用经验可为其他核电厂开展

PSR 工作提供借鉴和参考 o

关键词:秦山核电厂定期安全审查安全因素评价技术与应用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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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2001 , after 10 years' operatio口， Qinshan Nuclear Power Plant (Q1) 

started to carry out periodic safety review (PSR) based on a nuclear safety 

guideline , Periodic Safety Review for Opera tional N uclear Power Plants 

(HAF0312) , issued by National Nuclear Safety Administration of China 

(NNSA). Entrusted by the owner of Q1 , Shanghai Nuclear Engineering 

Research and Design Institute (SNERDI) implemented reviews of three key 

safety factors including safety analysis , equipment qualification and ageing. 

PSR was a challenging work in China at that time and through three years' 

research and practice , SNERDI summarized a systematic achievement for the 

review including review methodology , scoping , review contents and implemen

tation steps , etc.. During the process of review for the three safety factors , 

totally 148 review reports and 341 recommendations for corrections were 

submitted to Q l. These reports and recommendations have provided guidance 

for correction actions as follow-up of PSR. This paper focuses on technical 

aspects to carry out PSR for the above-mentioned three safety factors , including 

review scoping , contents , methodology and main steps. The review technology 

and relevant experience can be taken for reference for other NPPs to carry out 

PSR. 

Key words: Qinshan N uclear Power Plant , Periodic Safety Review (PSR) , Safety factors , 

Review technology and its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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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第一座自主设计、建造和营运的秦山核电厂于 1991 年 12 月 15 日并网投入运

行。根据国家核安全局 1999 年发布的《运行核电厂的定期安全审查》口气HAF 0312) 安

全导则，要求运行核电厂应以 10 年为周期进行定期安全审查 (PSR) 。为此，秦山核电公

司于 2001 年至 2004 年进行了秦山核电厂第一次定期安全审查。受秦山核电公司委托，

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承担了 PSR 中的安全分析、设备合格鉴定和老化管理等三个安全

因素的审查。

秦山核电广是中国内地第一座核电厂，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是该核电机组的原设计

者，对电厂构筑物、系统和部件的设计理念和性能特点有全面深入的了解，但是，就上述三个

安全因素开展核电厂的定期安全审查属国内首次，需要在深入研究、消化国家核安全局颁布

的安全导则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出版物有关要求的基础上，边摸索、边实践，形成用以指导审

查的技术路线和工作方法，并组织实施。通过研究、实践，既要圆满完成业主委托的审查任

务，找出各安全因素中的强项和弱项，为核电厂在下一个 10 年中持续改进、保证安全而提出

纠正措施建议，又要在所涉及的三个关键安全因素审查中摸索出带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技术

路线和审查方法，为国内近年来投入运行的其他核电厂以及我国为国外设计的同类核电广

(如巴基斯坦恰希玛核电厂)开展定期安全审查提供借鉴，使秦山核电广作为原型堆的示范

作用不仅仅体现于设计和建造，也体现于运行、维护、定期安全审查、寿命管理、延寿乃至退

役。为此，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围绕着完成业主委托的三个关键安全因素的审查开展了

相关研究，按秦山核电厂定期安全审查大纲的总体性要求，形成了系统化的、完整的技术路

线和各子项具体的审查程序，研究成果已在审查实践中得到应用，最终完成了各类 PSR 审

查报告 148 篇，提出了纠正措施及建议 314 项，圆满完成了审查任务。由此获得的研究成果

和经验也可为国内其他核电厂开展类似审查提供借鉴。

1 PSR 的目的意义

1. 1 背景

在世界范围内，核电厂建造己近 50 年历史，所建造的运行核电厂己积累了大量正、反两

方面的运行和管理经验。此外，在经历了三哩岛和切尔诺贝利核电厂事故以后，安全要求和

标准有了较大提高。根据 IAEA 的统计，到 2007 年 1 月，世界上正在运行的 435 台核电机

组中有 327 台机组运行时间达到或超过 20 年， 114 台运行时间达到或超过 30 年(图 1) ，大

部分核电机组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老化问题。为此一些先进国家对核电厂已进行或完成系

统性的重新评价，或者称为定期的安全审查 (PSR) 。这种评价的目的在于找出核电厂存在

的弱项并予改进，在服役期内保持和提高其安全性，并为核电厂的延寿创造条件。

为此，IAEA 于 1994 年颁布了安全导则《运行核电厂的定期安全审查 ))[2J (50-SG一012) ，

并于 2003 年对导则进行了修订。我国国家核安全局在 1999 年相应制定了《运行核电厂的

定期安全审查))(HAF 0312 草案) ，并于 2006 年根据 IAEA 2003 版导则，经修订正式出版

《核动力厂定期安全审查))( HAD 103/1 1) ，要求己运行核电厂在运行 10 年与后续每间隔 10

年开展一次 PSR 审查活动。

在秦山核电厂定期安全审查中，根据 HAF 0312 的要求及秦山核电厂设计、建造和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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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世界运行核电机组的数量及运行时间统计

据 IAEA 2007 年 1 月资料

年运行状况共选取了 11 个安全因素进行审查，其中安全分析、设备合格鉴定和老化是与核

电厂安全直接相关的三个重要因素。

1. 2 PSR 及其三个子项审查的必要性

(1)作为我国自主设计、建造和运行的第一座核电厂，秦山核电厂起步于 20 世纪 70 年

代初期，在当时的特殊历史背景下，我国与核电先进国家之间缺少交流、尚未建立完整的核

安全法规、导则体系，设计所遵循的规范、标准体系不完善，更缺少可资借鉴的技术资料，以

及受当时制造技术水平的限制。该核电厂在此条件下设计和建造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先天

不足，有必要通过定期安全审查，全面把握核电厂安全相关系统、构筑物及部件的设计、建造

和当前运行的状况。

(2) 在 10 年间隔中，安全标准、技术和相应的基础科学知识、分析方法均有显著的提高

和改进，核电厂的某些设计条件会发生变化，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设计修改。如计算机及软

件系统的发展，材料基础科学的进步，使电厂的运行和维修中检测、监测和试验等技术提高，

可以更确切地了解电厂存在或所发生的问题及其解决的方法。通过 10 年定期安全审查，促

进运行核电厂能维持或提高其安全性和可运行性。

(3) 随着时间推移，核电厂设计、制造单位有较多人员离开，安全部门和核电广人员也

会发生较大变化，将会失去许多直接的经验。为此，定期安全审查能将有价值的经验以文档

形式加以保存，确保核电厂安全运行，可持续和平衡地过渡与发展。

(4) 秦山核电厂虽然进行日常和专项安全审查，但是这些审查一般不考虑安全标准的

改进和运行经验、电厂老化的累积影响及改进、运行的经验反馈、科学和技术的发展等，属于

局部性审查。 PSR 审查是现有审查类型的一种系统性补充。

(5) 通过 PSR 活动，可为电厂持续改进，开展或建立安全相关活动或大纲创造有利的

条件，典型的如建立核电厂老化管理大纲，使核电厂相关活动不仅仅着眼于当前状态，还可

以面向未来，为设备寿命预测和延寿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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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核电厂安全分析、设备合格鉴定和老化管理三个因素在 PSR 所包含的各因素中十

分重要，它们与电厂设计，物项建造，设备运行，在役检查、维护直接相关。三项因素的审查

涵盖了电厂安全设计的问题和与安全有关的全部物项。

2 PSR 评价技术与应用研究的流程和内容

2.1 PSR 评价技术与应用研究的流程

根据 HAF 0312 安全导则和秦山核电厂 PSR 大纲，尤其是导则中关于三个安全因素审

查要点的描述，结合秦山核电厂在设计、建造、运行中的特点，在本项研究中提出了安全分

析、设备合格鉴定和老化管理的 PSR 评价技术的基本流程，其中包括四个步骤(图 2) 。

泰山接电厂安全分析、设备合格鉴定和I
老化管理等兰个因素的 PSR 研究

·设计、分析
·制造、建造
- ì周试、运行
.事件与后呆

针对个安全因素，编制对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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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R 审查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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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PSR 评价技术与应用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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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PSR 评价技术与应用研究的四个步骤

安全分析、设备合格鉴定和老化管理三个安全因素涉及面广、综合性强、需要的人员投

入相对较大，需要设计院和核电厂多部门、多学科、多专业的人员协同配合，按照统一的标

准、统一的技术路线共同完成。因此，在审查全面展开之前，在消化理解导则规定的审查要

点的基础上，制定用于指导审查的指导性文件显得尤为重要。

在定期安全审查中要求用当前的规范、标准审视核电厂现有的系统、构筑物和部件的安

全性和可运行性是否能得到保证。在审查全面展开前，需要对每个安全因素审查的范围给

出界定，给出审查对象清单，对审查所适用的规范、标准进行详细分析，给出清单。收集并研

究与审查对象有关的各种资料，包括设计、制造、安装、调试、运行、维修等方面的图纸、文件、

记录等等。

审查过程重点是通过核电厂系统、构筑物和部件的现状与现有规范标准和技术发展水

平的对照，找出强项和弱项。

通过审查确定强项和弱项的目的在于持续改进和提供经验反馈。因此，作为审查的重

要一环，在审查中应明确提出纠正措施建议，为下一个 10 年中核电厂克服弱项，提高安全性

和可运行性提供依据。

根据上述分析，确定包含四个步骤的审查流程

步骤 1 :建立三个子项(三个安全因素)的 PSR 审查程序

(1)研究核电厂 PSR 审查方法和编制审查程序;

(2) 确定用于定期安全审查的相关现行安全法规、导则和规范、标准，新的实践和知识;

(3) 确定三个子项 PSR 审查的范围、方法、步骤、过程和评价等方面的内容。

步骤 2: 收集三个子项有关核电厂技术文件和资料

(1)设计阶段的相关技术文件和资料;

(2) 建造阶段(包括制造和安装)相关技术文件和资料;

(3) 电厂调试和运行阶段相关技术文件，包括系统和设备变更，定期试验，维修和运行

记录;

(4) 电厂安全分析报告及相关的支持性技术文件;

(5) 电厂与安全有关的设备清单;

(6) 电厂需要老化管理设备的筛选;

(7) 电厂 10 年以来发生的事故、事件的记录。

步骤 3 :三个子项的 PSR 审查

(1) 新、老核安全法规和导则、规范和标准的对照一一找出主要的差异之处，并说明其

差异带来的影响。

1) 对安全分析，比较《核电厂标准审查大纲》及其引用标准的新、老版本，找出差异处;

2) 对设备合格鉴定，重点对照 ASME 规范和 IEEE 标准的新、老版本，找出差异处;

3) 对老化管理，审查主要参照国际原子能机构出版的 IAEA 系列关于核电厂老化管理

技术指导文件。

(2) 根据收集到的核电厂相关技术文件和电厂巡查记录，确定电厂实际状态，并编制

"电广实际状态报告"。

(3) 根据电厂实际状态，应用新的法规和导则、规范和标准对照三个子项，对三个子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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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的安全分析、设备合格鉴定和设备老化管理进行逐项审查，列出有关强项和缺陷的清

单，编写各个审查分报告。

步骤 4:评价和纠正措施

(1)对三个子项审查中找出的所有弱项进行评价，对有些特别重要的问题或设备需重

新作分析评价，如安全分析中的"防火分析"老化管理审查中对某些主设备根据实际运行瞬

态所做的寿命分析等;

(2) 对存在的弱项提出补救行动和纠正措施，及时给予解决，或列人改造计划给予

纠正;

(3) 在三个子项所汇总的强项和弱项基础上对核电厂的构筑物、系统和部件的安全水

平提出一个总的评估，以供秦山核电厂今后 10 年安全运行参考。

3 三个安全因素审查简述

3. 1 安全分析审查简述

3. 1. 1 审查范围

安全分析因素审查包括下列范围:

(1)安全设计与"核电厂安全设计规定"的符合性;

(2) FSAR 的安全评价报告中遗留问题的处理;

(3) 厂址(工程水文、气象、人口) ; 

(4) 内、外部事件防护(风和龙卷风、洪水、爆炸、火灾、飞射物、破管动力学效应) ; 

(5) 抗震力学分析(抗震 I 类构筑物、系统和设备) ; 

(6) 安全相关、带放射性和对电厂运行重要的系统(21 个系统) ; 

(7) 最终安全分析报告中事故分析(程序、方法、假设、结果) ; 

(8) 保护系统整定值和技术规格书。

3. 1. 2 审查依据

安全分析子项审查参照国家核安全局在 1999 年制订的《运行核电厂的定期安全审查》

(HAF 0312) ，并以《核电厂标准审查大纲 ))(NUREG-0800 ， 1996 年)及相应现行安全法规和

导则、规范和标准为依据。

3. 1. 3 审查内容、方法和步骤

3. 1. 3. 1 审查内容

秦山核电厂安全分析因素采用《核电厂标准审查大纲 ))(NUREG一0800 ， 1996 版)及其所

列的规范和标准审查，审查内容主要包括:

(1)目前厂址条件满足电广运行的安全要求;

(2) 内、外部事件和事故的确定论分析的方法、模型、所用程序，假设、参数、初始条件和

分析结果的合理性，分析结果满足验收标准的要求;

(3) 对于安全有关的构筑物、系统和部件，审查设计(包括安全分级、设计参数、可靠性、

抗震力学分析等)、变更、定期试验和检查、维修和运行记录，确认其满足其安全功能的要求。

3. 1. 3. 2 审查方法和步骤

审查方法和步骤如下:

(1)确定用于审查的相应现行安全法规和导则、规范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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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集电厂相关设计、建造、调试和运行(改造、运行记录等〉资料;

(3) 与现行安全法规和导则、规范和标准比较;

(4) 安全性评价;

(5) 列出不符合项清单和纠正措施;

(6) 审查分报告编制;

(7) 审查总报告编制。

审查流程如图安全分析审查过程流程图所示。

3.2 设备合格鉴定审查简述

3.2.1 审查范围

编写安全分析市安报告 | 

图 3 安全分析审查过程流程图

万之
11 

设备合格鉴定子项审查集中于安全有关系统中的设备，涉及的安全有关的系统共 18

个。列人设备合格鉴定审查范围内的设备分类名称和数量清单列于表 1 中。设备合格鉴定

的审查报告共 60 份。

表 1 设备合格鉴定设备审查范围清单

序号 设备名称 数量 序号 设备名称 数量

反应堆压力容器 13 支承(阻尼器、支吊架、底座等) 174 

2 堆内构件 14 通道闸门 4 

3 控制棒驱动机构 37 15 通风设备 45 

4 堆支承及外围设备 3 16 机械贯穿件 62 

蒸汽发生器 2 17 电气贯穿件 70 

稳压器 18 电气设备 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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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设备名称 数量 序号 设备名称 数量

主管道 2 19 保护和控制设备 158 

8 容器(箱、罐等〉 14 20 电缆 8 

9 热交换器 13 21 应急电源设备 327 

10 泵 43 22 辐射监测设备 41 

11 阀门 1549 23 构筑物 6 

12 管道、孔板 428 

3.2.2 审查依据

设备合格鉴定子项审查参照国家核安全局在 1999 年制订的《运行核电厂的定期安全审

查))(HAF 0312) ，并以相关的规范和标准为审查依据。

对于机械设备的合格鉴定的审查，采用 ASME"锅炉及压力容器规范 (1998 版)" (重点

是第田卷和第览卷) ， ASME-OM"核电厂运行和维护规范、标准与导则"。对于仪表和电气

设备，采用相应的 IEEE 和 IEC 标准进行合格鉴定审查。

3.2.3 审查内容、方法和步骤

3.2.3.1 审查内容

设备合格鉴定审查针对各设备在设计、制造、安装、调试和运行中的有关资料审查其合

格性。每类设备鉴定的审查分下列内容:

(1)正常运行条件下的合格性鉴定;

(2) 事故条件下(如地震、失水〉的合格性鉴定;

(3) 定期试验的比较与鉴定;

(4) 定期检查的比较与鉴定;

(5) 保持设备合格状态的程序;

(6) 环境控制程序。

3.2.3.2 审查方法和步骤

(1)审查方法采用下列一种或几种方法的组合:

1) 确定论方法一一一依据设备现有的信息，在适当的分析和判断的基础上给出设备鉴定

的审查结论;

2) 定量比较的分析方法;

3) 核电厂经验反馈法;

4) 与专家研究和讨论相结合的方法;

5) 综合法，即上述几种审查方法的组合。

(2) 审查工作包括下列步骤:

1)审查程序的制定;

2) 确定和消化审查遵循的规范和标准;

3) 确定审查的范围和建立设备合格鉴定的设备清单;

4) 编写设备合格鉴定审查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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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收集和整理设备运行前后资料;

6) 与现行规范和标准进行比较;

7) 合格性鉴定的审查，提出强项和弱项，提出不符合项的纠正措施;

8) 编制审查报告。

审查基本流程如图 4 设备合格鉴定审查流程图所示。

|编制审查报告|

图 4 设备合格鉴定审查流程图

设备合格鉴定的审查将设备执行安全功能的条件分为下列三种鉴定类型:

第一类:要求在正常、事故和事故后的环境以及地震下执行其安全功能的设备;

第二类:要求在正常、地震载荷和有辐照环境条件下执行其安全功能的设备;

第三类:要求在正常、地震载荷和元辐照环境条件下执行其安全功能的设备。

3.3 老化管理审查简述

3.3.1 审查范围

(1)按照《秦山核电厂定期安全审查大纲》要求，以反应堆冷却剂系统等与电厂安全



直接相关的 14 个系统，另外扩大 4 个系统，共计 18 个系统中筛选相关老化管理的设备、

部件。

(2) 秦山核电厂在 PSR 前尚未系统地开展过老化管理工作，故不存在现成的老化管理

对象清单。本次 PSR 审查根据外部经验反馈，结合秦山核电厂特点，从诸多的安全重要部

件和构筑物中筛选 15 项构筑物和部件作为老化管理审查对象:

1)反应堆压力容器;

2) 堆内构件;

3) 蒸汽发生器;

4) 稳fr器;

5) 主管道;

6) 稳压器波动管;

7) 主冷却剂泵;

的离心式上充泵;

9) 稳压器安全阀;

10) 停冷系统电动闸阀;

11)核级电缆;

12) 罗斯蒙特压力差动变送器;

13) SPEC200 组件和机柜;

14) 安全壳;

15) 堆腔附近的混凝土构筑物。

3.3.2 审查依据

以国家核安全局在 1999 年制订的《运行核电厂的定期安全审查))(HAF 0312)和秦山核电公

司制订并经国家核安全局认可的《秦山核电厂定期安全审查大纲)) (PSR-P-OOO 1)为审查依据。

在审查过程中采用的法规、导则、规范和标准主要为 IAEA 有关老化管理技术报告导则

(1 991-2000) ，详细见 PSR一AG-D0001"老化管理审查标准目录汇总"。

3.3.3 审查内容、方法和步骤

3.3.3.1 审查内容

根据 HAF 0312((运行核电厂的定期安全审查》和《秦山核电厂定期安全审查大纲》的规

定，确定以下 8 项要点为审查的主要内容:

(1)老化管理大纲;

(2) 老化管理大纲中所包含的系统、构筑物和部件(SSCs) 的标志方法和准则;

(3) 老化管理大纲包含的 SSCs 清单，以及为支持老化管理提供信息的记录;

(4) 可能影响 SSCs 安全功能的潜在老化劣化的评价并形成文件;

(5) SSCs 主要的老化机理的了解深度;

(6) 用于及时探测并缓解老化进程和(或)老化影响的大纲;

(7) SSCs 的接受准则和要求的安全裕度;

(8) 对 SSCs 实际状态的了解，包括实际的安全裕度。

根据上述审查内容，确定老化管理审查报告和各相关报告共 32 篇，这些报告涵盖了全

部审查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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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2 方法和步骤

(1)由于老化管理审查的部件和构筑物范围较广、差异较大，在审查工作全面展开前编

制了用于指导审查的"老化管理审查导则"来规定设备老化管理审查所采用的方法和统一

的审查报告编写要求。

(2) 为进行老化管理审查，首先在了解被审查设备的功能特点、设计要求、制造工艺、运行

参数、环境条件等的基础上，对设备的老化机理作详细的描述，形成老化机理描述报告。

(3) 老化管理审查主要针对需重点考虑的老化机理而展开。老化管理审查主要采取书

面文件资料查阅、与核电厂有关人员面谈和直接观察等三种方式。最终的审查报告要全面

描述被审查设备，审查具体部位特定老化机理，全面评价针对这些老化机理在管理上所采取

的措施、遵循的标准、规范和程序、存在的问题等，最后给出纠正措施方面的建议。

(4) 针对大纲的审查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1)老化管理组织机构 ;2) 核电厂现有管

理大纲和程序对老化管理的适用性。在上述两方面审查的基础上，分别指出核电厂就老化

管理而言在组织机构和管理文件方面的强项和弱项，对核电厂如何建立系统化的老化管理

体系，从组织机构和管理文件体系上提出建议。

老化管理的审查步骤流程如图 5 所示。

5 结论

(1)秦山核电厂三个安全因素审查的内容、方法、步骤以及围绕审查所确定的评价技术

路线均符合国家核安全局核安全导则《运行核电厂的定期安全审查))( HAF 0312) 的要求，

与国际上开展定期安全审查的通行做法相一致。

(2) 由于秦山核电厂是在特殊条件下进行设计、建造和运行的原型核电厂，限于历史条

件，缺失大量设计、制造方面的原始资料和文件，以及初期的运行、调试记录。在业主和设计

院的共同努力下，克服重重困难，基本补全了缺失的构筑物、系统、设备等原始文件，并按新

的规范、标准进行了综合性审查。

(3) 秦山核电厂 PSR 三个子项全面审查工作在国内尚属首次，研究和开发的评价技术(内

容、方法和步骤)不仅适用于秦山核电厂，也可用于国内外其他同类核电厂的定期安全审查。

(4) 评价技术应用于秦山核电厂 PSR 三个安全因素的审查，范围和内容比较全面，结

论基本上是客观的。通过审查，建立和完善了能反映电厂目前状态的设计、建造、调试与运

行的整套技术资料，为后续 PSR 工作提供了基础。

(5) 审查认为秦山核电厂在 10 年运行中，通过设备改进和提高运行管理水平，使电厂

处于较好的安全运行状态。

(6) 审查历经 3 年，共完成 148 篇审查报告，从中发现了设计、建造和运行中的薄弱环节，

共提出 314 项纠正措施及建议(安全分析 84 项、设备合格鉴定 157 项、老化管理 73 项) ，可为今

后系统和设备的改造和运行管理的改善提供依据，为核电厂将来的延寿做好技术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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