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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秦山核电站调试工作进行了总结.调试的准备工作包括调试
工作的组织机构、调试大纲和调试项目表、管理程序、网络计划、调试
的接口与分工、物资和器材准备、人员培训II 、质量保证和国家核安全
局对调试的审评和监督.调试的实施工作包括系统和设备的中间交

工验收.调试计划的制定、调试试验条件的检查、调试的组织实施和
调试向运行的移交。最后介绍了调试过程中的经验和体会.

THE PREPAR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MMISSIONING OF QINSIIAN
NUCLEAR POWER PLANT
(1" Chw~)
H咀ng

Jinyuan

(SHANGHAI NUCLEAR ENGINEERING
RESEARCH AND DESIGN INSTITUTE)

ABSTRACT
The commissioning test of Qinshan Nuclear Power Plant is summarized. The
preparation stage ;ncludes the organizations.commissioning programme. network
planning. commissioning items. management PI回edur笛. responsibilities and
interfaces between divisions. products ordering and supplying. personal training.
quality assurance and the review and supervision by National Nuclear Sa fety
Administration etc.

The implementation stage includes the commissioning

programme planning. intermediate hand-over inspection of the system and
equipments. inspecting conditions and setting organizations for commissioning. the
transition from commissioning to operating. Finally. some experiences in the
commissioning test are presented in the article.

2

举山钱也掖是我国自行设计、自已建造、自己调试、单行、管理的第-座核电站.反应堆!!t，
JfJ率为 966MW. 电功率为 300MWe.

每山接电站的调试于 90 年 7 月-1 8 正式开姑.同年 II 月 5B 完成了主系缆水压试验矗在
j$过冷热态性能试验、装料、装料后的冷热态性能试验、韧始临界、低功事试验等阶在后.历时
13 个月.于 91 年 J2 月 J5 日首次并同发电.从 92 年 1 月 22 日起进入功率试验阶段.经过
:10 飞 .50% 、 75% 、 100% 功率台阶的试验后.于 92 年 7 月 17 日电站达到 100 Yt功率运行. 8 月

豆日顺利完成了 100% 功率下的甩负荷试验后.毒山核电站的调试工作已基本结京，电站经系
统设备整治后.将进入试运行阶段.

I

调试的准备

1. 1 调试的组织机构
调试的组织机构对不同的吕京，不同的核电站都有不同的模式.有的是由专业公司的调试
队来承担，有的是由安装公司承包商所属的调试部门承担.也有的是由业主生产部门组织力量

来进行调试.秦山核电站与国内以往的生产雄、动力雄相比，菁英自身的特点.
(1)秦山核电站是我国自行设计、自已建造的第一座核电站，国内没有专业的核电站调试

单位.势必要有业主来组织力量调试.众所周知，核电站工艺系统复杂，技术要求寓，调试周期
K;;其次难度都是与以往国内建造的核反应雄所不能相比拟的.
(2) 根据E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核设施安全监督条例 h的规定，整个核电袖的调试工作要接

受国家核安全局的监督，要确保安全第一.质量第一.

(3) 调试是 ;(Nl:it 、制造、安装质量的最后检验.涉及单位多.宿设计院.制造厂.土建.安装
公 oi) • 国家破安全监督部门以及二回路调试的外委单位等.因此.调试过理中接口复杂，对组织

管理要求严.
(们崇山核电站是原型雄，国内在设计、安装、调试、运行.管理方面都缺乏经验，因此设计、

安装中都不可避免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在调试过程中都将会陆续暴露出来.将给调试又增
加难度.

针对泰山核电站的这些特点，结合我国的国情和秦山核电公司的实际情况，为完成黎山核

电站的调试任务.核工业总公司决定由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和泰山核电公司组成联合调试

队.联合调试队接受秦山核电公司的领导.对核电站的调试全面负责.褒山核电公司作为业主.
依据经国家核安全局批准的调试大纲全面组织领导核电站的调试启动工作，其主要职责是

z

(1)有效地控制、审查、协调设计.设备制造，采购，安装，调试，徨修，运行部门之间的接口
关系.保证调试工作能按计划实施.
(2) 按国家核安全局的要求，做好调试过程中有关文件的主报、申报，组织国家核安全局对

调试监督项目的会同检查，记录确认以及各调试阶段总结报告和控制点得放申请报告的迭审
王作.

泰山核电站的设计单位，侵备制造厂是联合调试队的技术盾提单位.核电站的安装、施王
单位又是联合调试队调试条件的创造和保证单位.
联合调试队负责调试的准备和实施工作.
i间试的组织机构详见附录 A ，联合调试队下设二个管理部门，即调试管理组，调试技术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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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办公宝-蚓试 if J1咂驾l 白吃责调 ii(网络 i t- iii. 蝇试阶段计划. r，国计划相调试 L 作单的结剖.
L哥试准备[ff.相调试试些均.目的实撞进行组织、协调.并对调试计划的实.进行监督.控嗣

ζ调

式If求组fi!.责对调试结果的评审.组织对调试异常事件的分析.fC写调试阶段报告.负费同家

院去全局对调试监霄项目的现场汇阿拉盒相记录确认

z 调试办公室负责调试队的行藏事每白 l

调试之件的归街、分发管理.

恨据调试所覆盖的范围.在联合调试队下设主 T 17 个调试专业组.它们是 z辅助 1 组、编
曲 E 骂l 、二回黯组、~测热控组.穰测接控组.化学工艺和三.It组.电气组，装揍料工艺#田机愤

细、 it 水组，给排水组.通风空调动力组、辐射防护组.物理组.保养组.援动测量组.慰斟组件
结 t. 安金壳密封试'主组.每个专业组负责承担卒组专业范围内调试项目的调试准备.人员蜡训
itl 试验的实施.If对每个调试项目提出调试总结报告.
i时试的运行.操作相机、电 .i宜的维修由警山核电公司运行部.植修部.化学动力量 J. 安防俭
的人民革恒.
1.2 调试文纲和调试项目表

调试是核电站王佳建设过程中对核电站设计、制造、安装质量撞撞的一道必不可少的工

序. Oh T 保证核电站能安全，有放地进行调试，首先萎缩嗣一份满足

IAEA 导唰要求的调试大

纲.并经国家被安全局批准.泰山核电站的调试大锅是根据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提出的
份系统调试大纲.按照安全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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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F0300( 核电厂运行安全规定〉和 HAF03001< 核电厂调试程

序}的赞求编写的.井于调试开始前按规定时间提交国家核安全局审查批准.调试大纲是指导
核电站调试的纲领性文件.内容包括，()调试的目的和阶段划分.
刚结果租审查点.

(3) 调试计划和 1 进度.

(2) 调试项目，调试慨要.顶

(<i)调试组织机构.职责分工和人员培训 II. (5) 调试管

理和 I f'/.序和安防措施.

技照 lAEA 的做法.将警山核电站调分为三个阶段
A 阶段 z

预运行试整.

AI ，冷态性能试验

A" 热态性能试验

B 阶段 z 装料 .M 始临界、低功率试跪.
8.. 裳料相装料后冷热态试验

8，:初始临界

8" 低功率试验
C 阶段 g 功率试验.

调试项目除按照安全导则 HAF030<i的要求外.在参考国州被电站的调试项目和标准启动
大纲的基锚上.结合黎山核电站的设计特点编制而成，并随调试文纲一并 ill送回家核安全局呼i
J比.

鲁山核电姑的调试项目共有 25] t项.其中 A"H7 项， 8" 21 项，0，:1项，0，:1 7 项， C:33
项.在此基础上，编写了每项调试项目的实施试验程序IlP iI4试细则.共 297 项.其中 A.:171 项
A ， ::!3 项 .8. ， 27 项，o，:l项 .8，， ]7 项 .Cd5 项.

I. :I

调试管理程序

+t~据国家核安全局发布的安全导贝 IJ HAF0301( 核电厂调试程序 λHAFO <i 05( 核电厂调试
初运行 1~J1iil 的质1ft保证〉利税山核电公函 j 颁发的{秦山核电公司质量保证大纲〉的要求.对调 i式
的组织，管理.准备 .1，费最保证.实施的全过穰必须制订相应的管理呢序.核电站的所有调试沽

:'h 必埠!遵照投 jllt1l 的 H X:鹉试管理 rlJ¥执行.

J.Ji革应硝试的将点相嚣霎.擎山核电站雀调试活动开展葫割订 r 21 项澜试管理徨序..

Ii..

调试管理哩序中来涉及的有关主产管理上的要求.均遵照事山核电公司的有关宝产管理畏序.
吨'生产管理理军与调试管理瞿序出现于盾时.披调试管理理序执行.这些调试管理理序

;(t 调试

过程中发生的与调试宿关的一切活动.恨'医性盾相内容的不同，分揭作了具体的键定.使..

I'

两i式活动做到制度化.鲤范化.
调试管理理序目录清单见酣件2.

1.~

调试网络计划
毒山核电站有 52 个子项 .200 多个系统.测试穆反函'广且配合王仲多
.111之镀电站本身系

统复杂.所以.;(1"核电站的调试捆以周密的计划相实施.对领电站以后的安全运行是+分重雯
的.在这方面.国外有i于多Ii功的经垂.但也有不少赞训.待别是在醺运行试验阶段.许多调试

项目与安装工作交叉进行s 调试的试验项目之间高-定的逻幌关系.为此.对核电站的整个调
试过侄必须编制一份调试的逻辆网络计划.正确的逻'酷程序可以对设备提供有般的保伊.并且
可以缩短调试时间.压锺整个工蟹的建逢周栩.
依靠自己的技术力量进行核电站的调试在国内尚属首次.在这方面同样缺乏经验.在参弩
国外核电站调试经验的建础上.结合黎山核电站的实际情况.我们在编制崇山核电站阑试网络

计划时考虑了以下原则.
(1)进入调试阶段后.现场王作应以调试为中心.系统、设备的安装计划进度和交工验收也
序应满足调试网络计划的进度要求，以保证调试的连续性.

(2) 调试项目由简尹l 熏.先做筷拟试验.再做分系统试验.然后做整体试整.
(3)独主的调试项目尽量平行进F..涉及后续试验条件的项目要预先安捧.
(1)对重要的与安全有关的试验项目先安排预备性试验.以保证下一阶段的试验~安全运

行.特别是瞬态试验.要尽可能先在慎拟机上进行预演.
<5 日1~ 设安全系统部分.必须在反应堆开盖条件下进行的冷态试验政到主系统玲态水压

试验之前进行.以减少一次并盖次序.
(6)根据安全壳强度和宿纣试验条件保证要求以及现场施工进度的实际情况.决定将此
J91

试验安排在预运行试'是之后.装料之前进行.
各阶段调试费点佣 F.

1. 4. 1

外围工号调试

外围工号调试是使一些公用设施磊统能较早地役入运行.f:失真他系统 J中洗、试压.单 tiL 试
军刷试验中使用.主要包括供电.供水.气体生产和供应.备用供热站.冷冻站，通风空调，热工

测量仪表和通讯联络等.
此阶段调试完成的标志是可以提供合格的除盐水.辅助蒸汽.Hi绪空气初冷凉水等，并为
全 llii 开展调试准备好必要的条件.
1. ι2

辅助系统调试

辅助系统调试是使 J 些辅助系统能较早的投入运行.以满足主系统水压试验的要求.包括

化学和l 非职位制系统、主泵铀封水系统、唰回收条镜、停雄均却系统，安全注射系统‘啧i体系统、
i琉排水系统、取悸系统、设备怜却水系绕.设冷海水 1民统筹.

此阶段调试完成的.，r.志是压力壳可以合盏，具备主系统态水压试验的条件.
6

主系 tl冷热态试验

1. -'. 3

;气 i式量主仨安内在英I

-I司路主系授及辅助系统的冷~主性能试验.

此阶段琦试芫咙的J.!:志是咱非倾轰汽完喋汽轮机韧次*转.装料所要求的系统已处于民
if 扩~ III iii-状 :5.
I.

-,_

安全壳试疆、锻前栓章和设备.治

.a

;:.1，要内容包括安全壳强度相密纠试验 ζ 压力壳、蒸汽发尘器等主妻世备相啻迈的役前怡

ft: ~'J 酌'运行试裳中一、二回路暴露出来的系统相设备缺陷进行雹洁.
边防段调i建完成的标志是恢电站装斜准备王
ft'等已完成.排取得了国家恢安全局批准ll'!I!
定的吕 ;x 辈在饵批准格.

I. 4_ 5

装剌.韧馆临界和低功事试验

L.-':世包恬初次繁科.装料后 t专热态 rt 能试验.切始临界皮帽Jlf试监.低功率试验.
此阶段蝴试完tJl的际志是核电站已颐和 1 并同运行.并具备提升功率运行的条件，
I. 4 , 6

功率运行试验

试验包 !t 分阶段 (JO~~ .主 O~" ..i盯 ..100'.> 提升功率.在各功率台阶 t 进行正常王 ;£10 幌
拟 r: 况的试验 t 瞬态试验 λ
此阶段调试完成的标志是电站已满意地完成 f 调试大纲所*-氓的各项试验.各项参蚊 U
i主主 Iji'! 汁技术雯求.具备了应iE Tj克运行的条件.
1. 5

调试的攘口与分工

华 !tl f室'也姑调试与安装接 U 反分五.根据毒 tu f贺电公司与安装乐包单位合同的职责相联

i': i同试队的实际情况.来

mTf证王业系统以往1t! j佳核反应堆的-般做法 z 恢岛部分由安装!l' ·1色

古自 m妻岛分条缆的 i中洗，试 Hs. 仪表开通.!)'!.机试车.在安装单位消除了且在机试车中发现的缺陷
何在安装 b高足了设计要求和施工验收规范要求后.将整个系统向业主办理中间交工验收手

~L '\'(IIJ 交工验收后的系统、设备 Ell 业主负责操作.保管.联合调试队负责对已办理中间交1".
验收的系统、 i军备进行调试.
-i~·t~ 岛部分 ill 安装r(!.位在完成安装的基础

tO. 进行分部调试.二回 13 ft'组启动调试委托何

安热[所在t11t. ..，-‘_.:~司路的瞿组启动 Eh 联合调试队负责.

系统、 I'.! ;，幸在交 r 验收前的恨陷 Ell 安装单位负责处理.交 E 验收 lei • 进入调试阶段发现的

此备战陷 III _~~仨条 III 格也公 'iJ 怡'警部门 ff~
1. 6

itt.

调试物资、器材的准备
jlf，li式物资、器材准备包括(i周试专 1日仪器仪丧.专用工具和I 备品备件的准备.由于设 iH!

号 l志( II二常运行工 i兄的要求.(而对调试的特点要求未加考虑.因此.为了进行各系统性能试段

fo.在统水压试验.在系统 t 必须 lf: i2: 调试的临时设施.奏 If ，核咆站调试增加的临时设施包衍

fH

l~l~l 131 份.各仲型号的派最 it J7 H. 温度 it 5

H.lli h 去

I!l H. 截止阀 30 只以反差f(变;5

器、 i.!; 飞管接头、节iAi.性埠。这些1商时设施的加℃、采购‘安装均要在硝试前--~加以精安内
(Oot 设计提出的备品备11f t奇1)'1.进行恢~，t II~i • ~，t Jt 不足部分应 F 以用 H.m 于涮试的 1陈设1';.
灰白It费带仪灰经统_.-标走后并附有检定iiE格 1i 呵使用.
I:.} 州、对各种 i则试忻州 Wf'll 规定的 i~~rt 纸、夜俗、 f品在等均在 i周试前准备就绪，
1日H式物 ~f ，(，:H1-准备仰记足 'j ;fj .将在横影响到调试的实际进 If.. 故在调凶活动开展而ij. 必
须 f 以高度唱( f11ι
日

调试人员的培训

1. 7

划 i式人员包括蝇试试.爱人员、运行操作人 i)! 、拉惊人民二昂方.百元i主亟备~蝇议人 ·~t ~
~;i~ 归i 资胳的选 n. tf~ 黯我同国情相泰山院电公司提上海恢 1: 应畸在 ilit 院的实际情况 .1{ 联主

:司试 iλnhE 副队长的冒冒偏要求是必须布 iO 年电站虫草核 E 应 I 作纶监.J:(:巾变少 uri :i年从 'Ji
注 f-j ~ f. N 聋维'军.r作经幸运.调试管理细、技术姐姐~.试璧fb.责人的资格是必须 lUi;) {PtI;占

;·(t走[应王 tl' 经验.It中歪少 3 年从事运行.五 rl !i维修经验.
付调试队;二钟不同的调试人员乖用 tl. F 四种事阔的精调方式
\I i 国外民蚓珞圳在1 匡期培训相结合.
H 调试队中货主套技术责任工作的人员录用国外长期培训方法..!t主要调试人员和试生主

If! l~i 人恶用垣明国外峰由1 疗法.
运行樱件:人员除在园内愤恨机上培训外.组织他们赴国外的院电站进行短期培训.国[司I，j

h 吨场实地培训.进行矶、咆.f;'{、核工院琛在橙谭JfieJf}讪/.调试上向前经核工~总公 tiP; 试
委员会命题号试.取得合格证后方可I二岗.
飞 2) 国际局{f 能机构派员京华举办研讨班.

i.tf外国专家 of 点介绍院电站营造冲洗.调试硕[H. 安全壳密封试验.鞠理试验.二;但i 路试
;j~;-.. J/] 在试验.调试质保的妻绩，在此11.础上.恨据实际 E 作需妻.有针对慢地再组织专硕试段
4 也l 安全壳密封试监.啻jf!:冲洗夺}的考察组赴国外的恢电站进行实地考察学习.
(3)

C 在知识介fZ 相调试研H 班

记分和l 司Ii!! it 'fl. f~L 在校咆姑设计方面的技术优势.搞好嗣试人员素质培圳.通过混

il 人&!

(of 院电站侨汇主运统、电气、 fi 控等方面的介绍相研讨.使调试人员了解设计意回.系统的功能

有1 作用.明偷运行 1i 式.运行限值.控制保护联愤关系何调试项目的验收准则.通过这仲方式的
研讨 j f-进..-步深化制完善了各项调试细则.

(I)组织院院人员参加设备监造相验收活动.以熟悉设备性能.在安装阶段.组织位铐人民
怒 l!lI f几 .1包、 f茸的安装工作=.从罔纸 jll 现场.以提高阳掌握机、电、 f'l检修操作能力丰田水平，另外.

好l 织达二 om分制试人员且按参拥系统、设备的中间交 Z 段收 .r 解系统、设备的交付状 ~itl

({-

(I'的问题.其 Ii剧试创造条件作好技术准备.
调试的质量保证

1. 8

il~li式的质 fit 保证工作是搞好接电站调试必不可少的 -if 工序.联合调试队中专门设在于

调试质保组，调试质保组根据核安全法规的要求.对 i周试的质量保证王作内容、方法相要求编
制!l: til 应的管理徨 If. 负责挽 -ti. 调试管理赔序的执行情况.Jt对与核安全有关的调试项目的调
试 dr~ 进行质保监督，
的 1式的实施 IN住在l 人员自始至终都要贯彻质量保证婪求.质保组对全部调试项 H 分纯 Irf!
i堪背 J'I! ..H :.仲级别的调试用目的监 fi Ji 式各 -(i 所别。详见~ I.
寝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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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同'明保曹，~

全部flf 11
It': 11r.r~
I t':

II

11l;师 II

细明审何

I

一-!-.

..呵 ?i
乍 ~1!J'lJ

调 bt项目质保分组蕾理寝

i哇"草帽

M 粤评价

:

记琦阳 Z 件

--_._-+一→…+一

悼刷 j 全问日;-金部刷
都纷咽 n

't':llI fUI

~lI1S 1贾目

i
l|

赌保监!_.L

fUln

年?项目

i

:

ω

部It哽 U

I

116

部骨啧 u

盹

,

1.9

国拿锥安全局对面斌的审评和盒'
嚷'居穰安全is 蝇定的妻求.国家蟹安全局必顽付鲁山核电捕的调试支件相调试过昆进
n

if; 评、监督.这It 保证调试安全是+分有益的.而且也是必要的.对调试支件和调试过在进行
市评相监督主妻分三个方面进行.
调试大纲的审评

(I)

通过对调试大纲目录、内容以及调试管理匿序、
i式@项目、验收准嗣等审评和在
lt~t't-!摹
础七.通过修改完善.最终由国家模安全局审批通过调试大纲.作为接电站调试活动的依据.

(2)确定调试的蓝'项目.lt试验过理采用会同检查去记录确认的方式进行监督.国家阪
安全局对囔山穰电站调试各阶段的监督项目慧量相监·方式见袭
2.
囔 I

..植安全局撞'项目和萃'方式统计寝
草'可式

晴远黯黯

A

,

----一一

会罔瞌矗

_.--- ----

-舍~-~.-一.

A嘈

'

饵-

记最确认

u
6

•

一一←
•
0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一一

Il,
一一一一←一

r

0

%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3

一一一-一---一…一←一

3

(3) 调试阶段审畜

At 调试大纲中翅定的几个调试阶段.每个阶段调试完成后鄙要向国家筷安全局提交阶段
调试报告.内睿包括该阶段所承诺的调试项目实际完成情况.该阶段中发生的重要事件和l 事件

的报告昌在事件报告中要详细说明事件的过程，事件的原因检查租处理，事件分析的结论相措

魔.经国家核安全局审查通过、获得批准书方可进行下一阶段调试.
遵照f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核设施安全监督管理条例'及真实施细则之一 f 核电厂安全许
"IliE 的申请和颁发)(核安全法规 HAF050 川的搜走.在首次装料前.核电站业主必须向国家核
安全局提交首次装料申请书和有关附件

哥哥山核电站最终安全分析报告.环咙影响报告 t 装

科阶段}和预运行试验阶段报告，国家核安全局在项审责.对黎山旅电站整个建造过程、预 i圣行
调试阶段及英官各项核安全要求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经国家核安全局核安全审评通过
后.正式 F 达黎 IIJ.雷电站首次装料批准书.司峰山核电公司在装料现场的奠他安全条件满足后
!iuI 实施核电站的首次装料.
I叶家被安全局对秦山被电站首次装料后调试阶段的监控点确定为，( »初始临界 ;(2)5%
顿在功率{热 };(3)50% 翻寇功率{热); (1) 100% 额定功率.只有在完成了每一阶段的调试琐

u. 外向国家核安全局提交调试阶段报告并获得下一阶段调试的许可证件后.才可开始下·功
丰台阶的调试试验工作.

k 迷五个许叮证件中.首次装料批准书是→个宽耍的许可证件.它包含了为取得~余
4 个
i丰 iiI lif.l.Y. U 备的条件.而Jt余4 个吁吁证实际 k 蛙核安全的控制点.n 费核电厂达到IJ (I心 U 备

的条件.川东何安全灿t~ 审我 ti'i I·ti麦控制点就f-f哥政.每山核电站在调试过理巾执行情况来
fr
I母顺利的，

~
:2. 1

I时试的实施
系统、设备的中向交工黯幢

4E 捷、i'.l备的中间交工撞收是恢电站迎透过理中安装向副武移交的→遭王 1芋.在鞭电缆高
计系统完成安装.市挽.试压.尊t'l武享合格后.为使系统、设备提萄进行调试工作，可以援系统
!'.(f!'曲分It透行中间交工验收.
~t走单位相安装单位作为交工方.自蕾运单位'昏山核电公司作为验收方最行中间交五世

收.膏运单位代表在系统中间交工验收证书上签字后.系统去子硬的操作、佩雷、维'国的责任金
扭转 n给黎 lit 核电公司.砸在中间交工验破后直到满功率雹定工况后行以后的一年保修朋内
ttt 现 i唱撞工面建成的质量问题仍由撞工单位负责处理 s 因设计原因造成的质量间踵，自蕾运单

i江 ~lU蓝 I 单位处理 s 由设备原因造成的展量间目.由设备管理部门联系设备嗣造厂家负责"
夜E

[iJ泰山夜电公司相撞工!fl位赞同组成中间交工量收领导小组全面负责核电「中间交五量
收的组织领导 E 作，组织编制中间交工整幢侄序，系统或''f J费移交次序及范围.组建各个系统
是 F 曦的中间验收小组.协调解决中间交工验收过程中出现的重大问踵.

巾 liil 交 I二'是收小组由使用部门 t 生产.调试).1.程质监处.设计单位、擅工单位.设备处‘瞰
l'i处的代衷细 lit. 由幢用部门的人员任组*.撞 E 单位的人员任副组 t主.奠职责主要是组织该
系 ;k~~ f 峭的中间交[验收.包 t~. 定验收范围.割iT~，收计划.嘀嘀整幢标准.组织实施中间

交仁拉收程序.办理中间交王验蚊子续等工作.

按照中间交工验收程序，在预定中间交工量收日舰前约 ]-3 个月.中间交王璧幢小组应
召汗首次会议.落实组织机构榈嘀嘀职责分工.披预定中间交工验植日蝴制订验收二 f~ 计划.
仇'元成首次会议确定事项的准备工作后.中间量收小组组袄将召集量收范理审查会议.以确运
该系统的验收范阁相验收边界 s 明确验峨的技术标准和中间交工验收的条件及徨序 ;i苦论辑i 审

~E 巾 lill 交 1 验收时必须移交的支件清单 5 确定系统现场初步检查的时间和内容.
现场韧 i欠佳查安排在系统或子项预定中间交工验收日阙前 2-01 周进行.首先曲'也工单位
提出来完 L N. j清单以及箍收范周内的不符合验收要求的 IN清单.箍幢小组按设计要求相系

统初步检查我的内容进行钝畜.并将检查中发现的缺陷和存在问题种克进来完工程捐单.由负
资改系统调试的系统王银州审查未完工理清单.并在必须交工撞收时完成的项目上加以确认.
验收小组根据调试计划和施主实际情况再次明确未完工程的完工日期.并由工理质量监督处
负~tU促施工单位按蚓实施完成.

巾间交工验收现场'由后检查安排在预定交工监收日期萌一周进行.由验收小组组织簸后
恰在.施工华位介绍未完工程清单中厉f!J 项目的处理情况并』理由安装完成报告.曲 .r 娘位向
背 i圣单位移交烧定应变的文件和技术资料"验收小组组织审查 s 验收小组组织现场橙黄系缆的
完冒~+'t:何未完主理项目的完成情况.对搭在的缺陷何遗留项目均列入安被完成报告中备查并

向胞[.非优键 ttl 限定完成日阴 s 施工单位将专用工具和剩余的备晶备件移交给啻运挚位的'每
#事部门，交五'最收中出现的不符合项被警山核电公司有美质量保证程序处理.
{f.背 j至吁'I.似的使用部门确认可以中间交 J:段收后. rtLI: 德质监处代表鲁山核电公词在中

rllJ 交 L 验收i!f.

15

I: 筝'严 .n 在乎之日起 .Ii 示该~缆或乎坷的管理责任巳曲 aI 单位愣交给魏

\llt毫也公时，施1'. 'l"·f也将取 F 系统或子项移交拖罔内的各种健 :c 1ft l¥1tf，签.使用部门在已移交
9

~~芳:的边界但I 仨妻 i'l ~ !:姐t:绿际~.

2.2

调试it划的副iT

'f~黯毒山#寄电站阑试网络计售量的总体安
ft :tll调试全过程中的主要控割节点.在每个调试
阶段吁展以前.画i式膏理组依黯iiia'段测试项目的精J任何要求.蟹出谴阶段调试的条件保证要
求.经反复协调落实后.割订出切合实际的阶段调试计划.以便统一试验.运行，撞修.来购等$

ti 的调试准备工作箭步伐.从面可以高纯炮控制诙阶段调试的计划避厦.

在此基磁上.!tl捧读阶段调试避展的实际情况编副周计划，
I量a嘿 周计划的电E停.对每项试
'量的条件保证要求拉查藩实后.由西试管理组下这调试的当日工作尊.尽管作了大量的组织协
晴工作.但有时由于试盛条件的眼
III.往往寄些试验囚试验条件穗不到满足而不能细朗进行.
匍安装进度的推迟.巅'随中间交王验收不能蕾"进行以及设计修改租设备暨捕所占用的时间
的~响等.所以.工作单实际是三天的穰萌计划.工作单是实应调试活动的依据.J!在进行的

任何一晴调试试验王作..岳震反旗在当日工作单中.工作挚
xit有列入的试验项目.值~高
校 m 绝执行.

2.3

调试试量条件的稳董

系呢.设备t?中间交I 量收后篝属于调试队管理.使用部门根露负责该系统调试的条统飞

程嗨畏出的标奎清单.1fi董系统所有边界上的阀门相主要转动设备加上每标签.袭示该系统装
设备处于破电厂管稽之下.操作't设备必须取得核电
r 际签签发人的同意.试验负责人根据调
试安全要求.if严繁改变状态的谩备蟹曲"挂红标签.
试验。1 责人应组织试整人员if 系统的试段条件进行撞查确认.特别是调试的临时变更.临

时设施安装是否齐全z 系统设备的供电的安全隔离措施、联领信号到闭
fl是否实a; 撞责调试
用场的试验条件.阳黑明.通讯、给排水、清洁度等是否符合要求昌消防、工业安全的准备是否合
手'喜求 s 测试设备相仪器仪表是否齐全等.

凡困试验需要临时改变系统.设备正常工作状态或闭镇，短接控制.保伊缉画或改变正常
j至行方式的.均霎在试验前握萌一回到调试膏理组办理变更通知单.详细填写变更的目的、内
在‘方法、安全措施及实施时应烹取的安全隔离捕庭.对与安全有害切相关的或涉及面较大的
变更，要附有必要的安全分析和安全隔离蜻篝的详细资料，经调试技术组审查后报总工理师批
准后方可执行.

在某项试验开始前一天.试'最负责人均该项试验条件作全面撞查后.须现写
f 试验准备审

fi. 项目清单)，将试'量条件矗隽确认结果报迭调试管理组.作为安排放日试'量工作单的依据.

2. 4 调试的组织鑫‘
句试验条件具备后.按照调试工作单的计划时间开始执衍每项试验.试验开始荫，首先由

试'鱼负责人向主控操作人员、机、电. f:i.控配合工种人员进行交底.明确试验的内容、方法、步
W ，待[仲配合的内容和要求 s 安全注意事项租应采般的安全隔离措施. ~系统的局部试验由
值~撞照试验条件保证的要求.组织镰作人员准备好试验条件后，由值班操作人员接试验细则

进行操作 s 属于跨系统的或综合性的联动试'量.由他i<;:统一组织指挥，接调试细则的要求相操
作跑回做好试撞条件准备相嗣订安全惰..试验前试验负责人提出试验技术要求.试验时自值
K:统一号令.街榨各试'最岗位的试验人员彻配合 I 种人员镰调试细则的德序操作.试验人员通
过多种测试 f段 i~ 法试'生数据.
蝇恋试.俭用 tlFi.先在幌拟机 k 预演.在难 k 实施前.试'告负责人组织试验人员很黯模拟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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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iliiJf;结果进行事故预想并由l 订出相应的安全措施.以保证核电站试验过程中的安全性‘
i周试管理组在现场组织试验的实施.并对试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如各工仲的自己台.仪器

仪表和设备的检修.辅助系统的配合等进行协调。对试验过程中出现的异常和事件或事故.由
l周试技术组组织试验入 !J~ 相有关专业技术人员进行专题讨论，分析原因，制订改进和完善措
施.保证试验的顺利进展.

按照调试管理~序.试验过程中如发生与调试准备和实施相关的事件和事故时，分别由当

班值氏和试验负责人写出事件或事故报告.内容包括对事件发生前的运行工况，事件的过程.
事件的原因，采取的善后措施以及事件的教训.
2.5

调试向运行的移交

由于秦山核电站调试一开始就采用了运行、检修人员直接负责系统试验条件的准备和愤

作以及系统、设备缺陷的整沽，所以调试和运行之间没有明显的接口关系.为了使这严;者之间
能平滑过渡，我们采取了如下情施.
支曲

(j)调试开始前，运行，检修人员直接参加系统、设备的中间交工验收.了解系统、设备的状
(2) 试验时运行、检修人员直接参加试验条件的准备和系统、设备的操作，对系统、设备的

性能，试验中发现的问题和试验遗留项目等都比较清楚.
(3)试验完成后调试队及时向运汗、检修部门提供试验结果.
(1) 调试中发现的设计、安装问题.设计修改变更除按设计变更正常渠道执行外.同时将经
息工程师批准的临时变更通知单独抄送运行部、主控室.
(5) 试验完成后向运行部门提交试验报告和调试阶段总指报告.

经预运行试验后，在装料前所有核也站的系统、设备全部平滑地过渡到j 生产部门，以保证

装料和装料后系统的安全、正常运行-

3

经验和体会
通过调试的检验，证明我国自行设计，自己建造的秦山核电站的设计是成功的，核电捕的

且体性能满足设计要求，各个系纷的功能及设备、仪表经过调试整治后，也都符合设计要求及
有关的标准规范。运行试验证明，秦山核电站的安全性、可靠性是有保障的。
秦山核电站的建成，增强了我们自力更生发展我国核电事业的信心.回顾秦山核电站的调
试历程，也有不少教训和体会.!归纳起来有以下几条.

(1)以调试为中心，安排好安装后朔的各项工作，是保证工程和调试进度的关键.

调试本身是工项逻辑性很强的系统工程，必须先经单系统一个系统一个.~统地调试.而单

.~统调试先后都有内在的逻鹏关系.其次，在单系统调试时要求工艺管道、设备、电气、仪表等
同步移交才能调试。施工单位习惯于按施工程序，设备到货时间，技术难易程度，产值和人力来
组织施工.这在冷态调试阶段，调试与安装交叉进行的同时就会出现较大的矛盾.
针对这种特点，在这阶段的工程建设必须要以调试为中心来'安排好安装后期工作.以保 iiI:

t克一个系统接一个系统地进行调试而不中断.国外标准核电站从主系统水压试验至并阳l 发电
'11l! 费用 12 个月的 i周试时间。秦山核电站作为国内第一届原型堆从主系统水压试验后只用 f
13 个月的调试 ItJ rllJ ill 实现 f 并网发电。
(2) 捎 H 巾 Ihl 交I:'Y~WC[ 作.保证安装质量 t是 i周试工作能否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

11

安装质量的好坏将直接影响调试的进度.所以在系统、设备中间交工验收中把好质量关尤
为盖要。按照设计的验收标准来验收，安装的交工验收资料要齐全，在这方面我们有过教训.如

喷淋泵安装严重起差引起振动越标，经复装返修就耽误了 10 天 g 在热态试验初期曾发生过 5

次失水失压事件，这是由于停冷系统停冷泵和停冷热交换器迸出自法兰垫片使用塑料垫而引
起的 s 又如化容系统中间交工验收后，由于冷态调试的基本条件尚不齐全，结果又花了一个月
时间整治好后才得以开始调试.

(3) 认真搞好调试、安装、设计人员的三结合，是搞好调试工作的保证.

如前所述.我们是第一次承担核电站的调试工作，各方面都缺乏经验.而在调试过程中不
可避免地会出现→些异常情况.如联锁动作不正常、测试参鼓达不到设计要求以及装料后控制
悸驱动讥构多次出现滑榜和失步现象.由于做好了调试、安装、设计人员的三结合，在调试中发

现问题后就能及时查找原因.迅速采取解决问题的措施.
(1) 要有一个强有力的调试运行指挥系统.调试工作能否按计划要求进展，特别是冷态性

能试验阶段，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试验条件的创造和保证.而这些工作涉及到运行部门对系统的
准备$检修，安装部门对系统、设备缺陷的及时处理，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能调度指挥现场
各方面力量的指挥系统，为此.建 JL 了每日碰头会制度，调试前期.根据当天调试进度情况和
存在的问题，每天晚上由工地总指挥长主持碰头会，以协调调试与安装、建筑、设计单 f茸的配

合。装料后的调试阶段，每日碰头会由调试队队长主持，以协调调试与运行、检修、辅助系统之
间的配合.从而较好地保证了调试工作的正常进行.

本报告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孙光弟、范永富同志的指导和帮助，在此表示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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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

秦山核电站调试管理程序

QSZl 1. 01

调it'管理程序说明

QSZl l. 02

调试组织机构和职责分工

QSZI 1. 03

安装相调试的分工

QSZl 1. 04

调试文件管理程序

QSZl 1. 05

调试细则编写规定

QSZl 1. 06

调试文件编、校、审技术责任制

QSZ11.07

调试文件编审程序

QSZ11.08

调试实施管理程序

QSZ11.09

调试外委项目管理程序

QSZl 1. 10

调试期间试验申请审批理序

QSZl 1. 11

调试专用仪表管理和检定程序

QSZl l. 12

调试期间运行系统和设备的标签管理程序

QSZl 1. 13

调试临时变更及运行方式变更的审批程序

QSZl 1. 11

调试期间运行走值、限值变更的审批程序

O$Zl 1. 15

调试期间缺陷报告和处理程序

QSZl 1. 16

重要事件和事件的审查与报告程序

QSZl 1. 17

调试结果的审批程序

QSZl 1. 18

调试工作单管理程序

QSZl 1. 19

调试期间运行指挥调度暂行规定

QSZl 1. 20

fitl送电管理程序

QSZl 1. ~1

首次装料管理程序

除此之外，秦山核电公司质量保证程序有以下程序直接涉及到调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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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ZC09.11

调试细则的质保审核

QZC09.07

调试过程的质保监督

QZC09.08

调试的质量管理规定

QZC09.01

调试阶段不符合项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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