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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落实《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和电力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有关规定，进一步规范光热发电
工程质量监督检查工作，保障工程建设质量，国家能源局电力可靠性管理和工程质量监督中心组织编
写了《光热发电工程质量监督检查大纲》（以下简称《大纲》）。
本《大纲》共包括以下 10 部分：
第 1 部分 首次监督检查
第 2 部分 地基处理监督检查
第 3 部分 主体结构施工前监督检查
第 4 部分 设备安装前监督检查
第 5 部分 介质注入系统前监督检查

稿

第 6 部分 汽轮机扣盖前监督检查
第 7 部分 厂用电系统受电前监督检查

见

第 8 部分 建筑工程交付使用前监督检查

意

第 9 部分 机组整套启动试运前监督检查

求

第 10 部分 机组商业运行前监督检查
一、编制说明
（一）主要编制依据

征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279 号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 141 号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指导意见》（中发〔2017〕24 号）
《国家能源局关于加强电力工程质量监督工作的通知》（国能安全〔2014〕206 号）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
《建设工程监理规范》（GB 50319）
《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规范》（GB/T 50326）
《电力建设工程监理规范》（DL/T 5434）
（二）指导思想和编制原则
按照依法依规、精简程序、强化监管的指导思想，本《大纲》的编制遵循了以下原则：
1. 以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为依据，强调监督检查依法依规的原则。
2. 强化落实建设单位首要责任和参建各方主体责任，突出质量行为监督，兼顾实体质量抽查和
检测验证的原则。

3. 强化工程建设阶段性节点监督，强化对工程质量验收抽查验证的原则。
4. 适应科技发展，兼顾技术进步的原则。
（三）各部分的内容构成
本《大纲》各部分的主要内容包括总则、监督检查依据、监督检查应具备的条件、责任主体质量
行为的监督检查、工程实体质量的监督检查、质量监督检测共六章。
二、适用范围
本《大纲》适用于槽式、塔式、菲涅耳式太阳能光热发电工程项目的监督检查，其他太阳能光热
发电工程可参照执行。
三、使用说明
1. 本《大纲》是电力工程质量监督机构（以下简称质监机构）制定监督检查计划和开展现场监
督检查的工作依据，与电力工程质量监督检查程序等相关规定配套使用。
2. 质监机构在制定工程监督检查计划时，应根据本《大纲》的规定和工程建设实际情况，合理
确定监督检查阶段。
3. 机组整套启动试运前质量监督检查应在光热发电工程整套启动试运投入的设备和工艺系统及

稿

相应的建筑工程按设计完成施工，验收合格且交付使用；整套启动接入系统调试和机组进入空负荷调
试阶段前的调试项目已全部完成，且验收合格的基础上进行。

见

4. 机组商业运行前监督检查按规定完成整套试运，验收工作全部结束，签证齐全的基础上进行。

意

5. 监督检查组在开展本部分监督检查工作时，监检人员应当按照系统划分，具体监检还应按专

求

业分工进行。
四、解释

征

本《大纲》由国家能源局电力安全监管司归口，由国家能源局电力可靠性管理和工程质量监督中
心负责解释。
五、施行日期
本《大纲》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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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首次监督检查
目 次

1 总则 ..................................................................................................................................................................... 1
2 监督检查依据 ..................................................................................................................................................... 2
3 监督检查应具备的条件...................................................................................................................................... 2
4 责任主体质量行为的监督检查.......................................................................................................................... 3
4.1 建设单位质量行为的监督检查 .................................................................................................................... 3
4.2 勘察单位质量行为的监督检查 .................................................................................................................... 3

稿

4.3 设计单位质量行为的监督检查 .................................................................................................................... 3

见

4.4 监理单位质量行为的监督检查 .................................................................................................................... 3

意

4.5 施工单位质量行为的监督检查 .................................................................................................................... 4

求

4.6 检测试验机构质量行为的监督检查 ............................................................................................................ 4

征

5 施工现场条件和工程实体质量的监督检查 ...................................................................................................... 4
6 质量监督检测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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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首次质量监督检查应在混凝土浇筑前进行。
1.0.2 本部分所列检查内容应逐条检查，检查方式为重点抽查验证。

2

监督检查依据

监督检查组在开展本部分监督检查工作时，监检人员应当按照专业划分，熟练掌握以下标准。引
进国外设备的工程，还需要熟悉和掌握合同约定的其他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主席令第 46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主席令第 21 号）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279 号
《建筑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160 号）
《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住房城乡建设部令第 22 号）
《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158 号）
《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总局令第 163 号）

稿

《实施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监督规定》（建设部令第 81 号）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住房城乡建设部令第 37 号）

见

《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电力工程部分）
《工程测量规范》（GB50026）

意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4）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50300）

求

《建设工程监理规范》（GB/T 50319）

征

《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规范》（GB/T 50326）

《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管理规范》（GB/T 50358）
《工程建设施工企业质量管理规范》（GB/T 50430）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检测技术管理规范》（GB 50618）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50666）
《火电工程项目质量管理规程》（DL/T 1144）
《电力建设施工质量验收及评价规程 第 1 部分：土建工程》（DL/T 5210.1）
《电力建设工程监理规范》（DL/T 5434）
《电力工程施工测量技术规范》（DL/T 5445）
《电力建设土建工程施工技术检验规范》（DL/T 5710）
《建筑变形测量规范》（JGJ8）
《建筑工程检测试验技术管理规范》（JGJ 190）

3

监督检查应具备的条件

3.0.1 工程建设单位已按规定办理了质量监督注册手续。
3.0.2 责任主体单位项目组织机构已建立，人员已到位。
3.0.3 现场施工机械及工器具满足工程要求。
2

3.0.4 已进场的建筑工程主要原材料检验合格。
3.0.5 施工组织设计已编制完成，审批手续齐全。
3.0.6 施工现场“五通一平”基本完成。

4

责任主体质量行为的监督检查

4.1 建设单位质量行为的监督检查
4.1.1 工程项目经国家行政主管部门核准（批准、备案），文件齐全。
4.1.2 主要工程项目按规定完成招投标并与承包商签订合同。
4.1.3 项目管理机构负责人质量承诺书已签署并备案。
4.1.4 质量管理组织机构已建立，质量管理制度已制定，管理人员已到位。
4.1.5 监理规划、施工组织总设计已审批。
4.1.6 工程采用的专业技术标准清单已审批。
4.1.7 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已制定实施计划和措施。
4.1.8 施工图设计会检已组织完成。
4.1.9 工程项目开工文件已下达（工程项目开工申请已批准）。

稿

4.1.10 确认并发布质量验收项目划分表。
4.1.11 按合同约定，工期计划已制定。

见

4.1.12 采用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流程、新装备、新材料已审批。

意

4.2 勘察单位质量行为的监督检查

4.2.1 企业资质与合同约定的业务范围相符，项目负责人已经明确，专业人员具有相应资格。

求

4.2.2 勘察文件完整。

征

4.2.3 按规定参加工程质量验收并签证。
4.2.4 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已落实。
4.3 设计单位质量行为的监督检查

4.3.1 企业资质与合同约定的业务范围相符，项目负责人已经明确，专业人员具有相应资格。
4.3.2 工程设计更改控制程序现场服务等管理文件齐全。
4.3.3 设计图纸交付进度能保证连续施工。
4.3.4 按规定参加工程质量验收签证。
4.3.5 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在设计过程中已落实。
4.3.6 进行了本阶段工程实体质量与设计的符合性确认。
4.4 监理单位质量行为的监督检查
4.4.1 企业资质与合同约定的业务范围相符。
4.4.2 总监理工程师资格符合要求并经本企业法定代表人授权报建设单位批准。
4.4.3 监理机构设置符合监理合同要求，专业配置人员数量满足监理工作需要。
4.4.4 监理质量管理文件编制完成，审批手续齐全。
4.4.,5 对进场的工程材料、设备、构配件的质量进行检查验收以及原材料复检的见证取样。
4.4.6 检测仪器经检定（校准）合格且在有效期内。
4.4.7 已组织编制施工质量验收项目划分表，设定工程质量控制点。
3

4.4.8 已按验收规程规定，对施工现场质量管理进行检查。
4.4.9 执行的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已确认。
4.4.10 按规定完成各项报审文件的审核、批准。
4.4.11 对本阶段工程质量提出评价意见。
4.5 施工单位质量行为的监督检查
4.5.1 企业资质与合同约定的业务范围相符。
4.5.2 项目经理资格符合要求并经本企业法定代表人授权，报建设单位批准。
4.5.3 项目部组织机构健全，专业人员配置满足工程实际需要。
4.5.4 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
4.5.5 专业施工组织设计已审批。
4.5.6 施工方案和作业指导书审批手续齐全，重大施工方案或特殊措施已评审，技术交底记录齐全。
4.5.7 计量工器具经检定合格，且在有效期内。
4.5.8 检测试验项目计划已审批。
4.5.9 单位工程开工报告已审批。
4.5.10 绿色施工措施已制订。
4.5.11 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实施计划已制定，执行记录齐全。

稿

4.5.12 按批准的验收项目划分表完成质量检验。
4.5.13 无转包或者违法分包工程的行为。

见

4.5.14 对商品混凝土供应单位的资质审查资料齐全。

意

4.6 检测试验机构质量行为的监督检查

4.6.1 检测试验机构通过政府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资质认定，取得相应证书。

求

4.6.2 现场检测人员资格符合规定，持证上岗。

征

4.6.3 检测仪器、设备检定合格，且在有效期内。
4.6.4 检测依据正确、有效，检测报告及时、规范、齐全。

5
5.0.1

施工现场条件和工程实体质量的监督检查

测量定位基准点验收合格，厂区平面控制网、高程控制网主要建（构）筑物控制桩复测报告

齐全；桩位设置规范，保护措施符合要求。
5.0.2 深基坑施工符合方案要求。
5.0.3

建筑施工原材料、半成品、成品存放符合要求，原材料及钢筋连接接头质量检验合格，报告

齐全。
5.0.4 施工用水水质检验合格。
5.0.5 混凝土配合比设计，其试配强度、抗冻性、抗腐蚀性等指标符合要求。
5.0.6

商品现场混凝土搅拌站条件符合预拌混凝土规范要求；商品混凝土厂家资质符合要求，混凝

土质量技术检验合格报告齐全。

6
6.0.1

质量监督检测

开展现场质量监督检查时，应重点对下列项目的检测试验报告进行查验，必要时可进行验证
4

性抽样检测。对检验指标或结论有怀疑时，必须进行检测。
（1）水泥；
（2）钢材、钢筋及连接接头；
（3）混凝土粗细骨料；
（4）混凝土外加剂；
（5）混凝土搅拌用水；
（6）耐热、防水、防腐材料。

稿

见

意

求

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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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地基处理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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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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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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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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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0.1

总 则

主要建（构）筑物地基处理的监督检查应在建（构）筑物第一罐混凝土浇筑前完成，视工程

实际情况可与首次监督检查一并进行。附属工程地基处理的监督检查也可在其他阶段性监督检查时抽
查。
1.0.2
1.0.3

本部分所列检查内容应逐条检查，检查方式为重点抽查验证。
本阶段监督检查时，可针对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流程、新装备、新材料的具体情况，按

批准文件补充编制监督检查细则。

2

监督检查依据

监督检查组在开展本部分监督检查工作时，监检人员应当按照专业划分，熟练掌握以下标准。引
进国外设备的工程，还需要熟悉和掌握合同约定的其他标准。
《预拌混凝土》（GB/T 14902）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50007）

稿

《湿陷性黄土地区建筑规范》（GB 50025）
《膨胀土地区建筑技术规范》（GB 50112）

见

《土方与爆破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01）
《建筑地基工程质量验收标准》（GB 50202）

意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4）
《建筑边坡工程技术规范》（GB 50330）

求

《建筑基坑工程监测技术规范》（GB 50497）

征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检测技术管理规范》（GB 50618）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50666）
《复合地基技术规范》（GB/T 50783）

《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规范》（GB 51004）
《电力建设施工质量验收及评价规程 第 1 部分：土建工程》（DL/T 5210.1）
《电力工程地基处理技术规程》（DL/T 5024）
《电力建设施工技术规范 第 1 部分：土建结构工程》（DL5190.1）
《电力工程基桩检测技术规程》（DL/T 5493）
《电力建设土建工程施工技术检验规范》（DL/T 5710）
《建筑地基处理技术规范》（JGJ 79）
《建筑桩基技术规范》（JGJ 94）
《冻土地区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JGJ 118）
《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JGJ 120）
《载体桩技术标准》（JGJ/T135）
《建筑工程检测试验技术管理规范》（JGJ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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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监督检查应具备的条件

3.0.1 地基处理符合设计要求完成检测，检测报告及时齐全。
3.0.2 施工质量验收已完成。
3.0.3 施工验收中发现的不符合项已整改和验收。

4
4.1

责任主体质量行为的监督检查

建设单位质量行为的监督检查

4.1.1 按规定进行了招投标并签订合同
4.1.2 质量保证体系健全质量管理制度已制定人员已到位
4.1.3 地基处理施工方案已审批。
4.1.4 组织完成设计交底及施工图会检。
4.1.5 组织进行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实施情况的检查。
4.1.6 采用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流程、新装备、新材料已审批。
4.1.7 无任意压缩合同约定工期的行为。
4.2

稿

勘察单位质量行为的监督检查

见

4.2.1 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已落实。

意

4.2.2 按规定参加地基验槽、地基处理工程的质量验收及签证。
4.3

设计单位质量行为的监督检查

求

4.3.1 设计图纸交付进度能保证连续施工。

征

4.3.2 按规定进行设计交底并参加图纸会检。
4.3.3 设计变更等文件完整，手续齐全。
4.3.4 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已落实。

4.3.5 设计代表工作到位，处理设计问题及时。
4.3.6 按规定参加地基验槽、地基处理工程的质量验收及签证。
4.3.7 进行了本阶段工程实体质量与设计的符合性确认。
4.4

监理单位质量行为的监督检查

4.4.1 专业监理人员配备合理，资格证书与承担的任务相符。
4.4.2 组织补充完善施工质量验收项目划分表，对设定的工程质量控制点，进行了旁站监理。
4.4.3 地基处理施工方案已审查，特殊施工技术措施已审批。
4.4.4 对进场的工程材料、设备、构配件的质量进行检查验收以及原材料复检的见证取样。
4.4.5 地基处理工程施工质量已验收签证。
4.4.6 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检查到位。
4.4.7 提出地基处理施工质量评价意见。
4.5

施工单位质量行为的监督检查

4.5.1 企业资质与合同约定的业务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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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项目部组织机构健全，专业人员配置满足工程实际需要。
4.5.3 项目经理资格符合要求并经本企业法定代表人授权。
4.5.4 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
4.5.5 施工方案和作业指导书审批手续齐全，重大方案或特殊专项措施经专项评审，技术交底记录
齐全。
4.5.6 计量工器具经检定合格，且在有效期内。
4.5.7 按照检测试验计划进行了见证取样和送检，台账完整，记录齐全。
4.5.8 主要原材料、半成品的跟踪管理台账完整，记录齐全。
4.5.9 专业绿色施工措施已实施。
4.5.10 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实施计划已执行。
4.5.11 无转包或者违法分包工程的行为。
4.5.12 施工验收中发现的不符合项已整改并验收。
4.6

检测试验机构质量行为的监督检查

4.6.1 检测试验机构通过政府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资质认定，取得相应证书。
4.6.2 现场检测人员资格符合规定，持证上岗。
4.6.3 检测仪器、设备检定合格，且在有效期内。

稿

4.6.4 检测依据正确、有效，检测报告及时、规范、齐全。
4.6.5 地基处理检测方案已审批批准。

5

见

工程实体质量的监督检查

意

求

5.1 换填垫层地基的监督检查

征

5.1.1 换填技术方案、施工方案齐全，已审批。
5.1.2 地基验槽符合勘察、设计，验收签字齐全。
5.1.3

砂石、粉质黏土、灰土、矿渣、粉煤灰、土工合成材料等换填垫层材料性能符合设计要求，

质量证明文件齐全。
5.1.4

换填土料按规范规定进行击实试验、土易溶盐分析试验、消石灰化学分析试验、土颗粒分析

试验及设计有要求时的腐蚀性或放射性试验合格。
5.1.5 换填已进行分层压实试验，压实系数符合设计要求。
5.1.6 地基承载力检测报告结论满足设计要求。
5.1.7 质量控制参数符合技术方案，施工记录齐全。
5.1.8 施工质量的检验项目、方法、数量符合规范规定，质量验收记录齐全。
5.2 预压地基的监督检查
5.2.1 设计前已通过现场试验或试验性施工，确定了设计参数和施工工艺参数。
5.2.2 预压地基技术方案、施工方案齐全，已审批。
5.2.3 所用土、砂、石、塑料排水板等原材料性能指标符合规范规定。
5.2.4 原位十字板剪切试验、室内土工试验、地基强度或承载力等试验合格，报告结论明确。
5.2.5 真空预压、堆载预压、真空和堆载联合预压工艺与设计及施工方案一致。
5.2.6 地基承载力检测报告结论满足设计要求。
5.2.7 质量控制参数符合技术方案，施工记录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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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8 施工质量的检验项目、方法、数量符合规范规定，质量验收记录齐全。
5.3

压实地基的监督检查

5.3.1

现场试验性施工，确定了碾压分层厚度、碾压遍数、碾压范围和有效加固深度等施工参数和

压实地基施工方法。
5.3.2 压实地基技术方案、施工方案齐全，已审批。
5.3.3 压实土性能指标符合要求。
5.3.4 地基承载力检测报告结论满足设计要求。
5.3.5 质量控制参数符合技术方案，施工记录齐全。
5.3.6 施工质量的检验项目、方法、数量符合规范规定，质量验收记录齐全。
5.4

夯实地基的监督检查

5.4.1 设计前已通过现场试验或试验性施工，确定了设计参数和施工工艺参数。
5.4.2

根据不同的土质采取的强夯夯锤质量、夯锤底面形式、锤底面积、锤底静接地压力值、排气

孔等施工工艺与设计（施工）方案一致。
5.4.3 强夯过程和强夯置换夯符合规范规定，并采取了必要的隔震或减震措施。
5.4.4 地基承载力检测报告结论满足设计要求。

稿

5.4.5 质量控制参数符合技术方案，施工记录齐全。

5.4.6 施工质量的检验项目、方法、数量符合规范规定，质量验收记录齐全完整。
5.5

见

复合地基的监督检查

意

5.5.1 设计前已通过现场试验或试验性施工，确定了设计参数和施工工艺参数。
5.5.2 复合地基技术方案、施工方案齐全，已审批。

求

5.5.3 散体材料复合地基增强体密实，检测报告齐全。

征

5.5.4 有粘结强度要求的复合地基增强体的强度及桩身完整性检测报告齐全。
5.5.5

复合地基承载力及有设计要求的单桩承载力已通过静载荷试验，检测数量及承载力满足设计

要求。

5.5.6 复合地基增强体单桩的桩位偏差符合规范规定。
5.5.7 质量控制参数符合技术方案，施工记录齐全。
5.5.8 施工质量的检验项目、方法、数量符合规范规定，质量验收记录齐全。
5.5.9 振冲碎石桩和沉管碎石桩符合以下要求：
（1）原材料性能证明文件齐全；
（2）施工工艺与设计（施工）方案一致；
（3）地基承载力检测报告结论满足设计要求；
（4）质量控制参数符合技术方案，施工记录齐全；
（5）施工质量的检验项目、方法、数量符合规范规定。
5.5.10 水泥土搅拌桩符合以下要求：
（1）原材料性能证明文件齐全；
（2）施工工艺与设计（施工）方案一致；
（3）对变形有严格要求的工程，采用钻取芯样做水泥土抗压强度检验，检验数量、检测结果符合
规范规定；
（4）地基承载力检测报告结论满足设计要求；
（5）质量控制参数符合技术方案，施工记录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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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施工质量的检验项目、方法、数量符合规范规定，质量验收记录齐全。
5.5.11 旋喷桩复合地基符合以下要求：
（1）原材料性能证明文件齐全；
（2）施工工艺与设计（施工）方案一致；
（3）地基承载力检测报告结论满足设计要求；
（4）质量控制参数符合技术方案，施工记录齐全；
（5）施工质量的检验项目、方法、数量符合规范规定，质量验收记录齐全。
5.5.12 灰土挤密桩和土挤密桩复合地基符合以下要求：
（1）消石灰性能指标及灰土强度等级符合设计要求；
（2）施工工艺与设计（施工）方案一致；
（3）桩长范围内灰土或土填料的平均压实系数、处理深度内桩间土的平均挤密系数、抽检数量符
合规范规定；
（4）对消除湿陷性的工程，进行了现场浸水静载荷试验，试验结果符合规范规定；
（5）地基承载力检测报告结论满足设计要求；
（6）质量控制参数符合技术方案，施工记录齐全；
（7）施工质量的检验项目、方法、数量符合规范规定，质量验收记录齐全。
5.5.13 夯实水泥土桩复合地基符合以下要求：

稿

（1）原材料性能证明文件齐全；
（2）施工工艺与设计（施工）方案一致；

见

（3）夯填桩体的干密度、抽检数量符合规范规定；
（4）地基承载力检测报告结论满足设计要求；

意

（5）质量控制参数符合技术方案，施工记录齐全；

（6）施工质量的检验项目、方法、数量符合规范规定，质量验收记录齐全。

求

5.5.14 水泥粉煤灰碎石桩复合地基符合以下要求：

征

（1）原材料性能证明文件齐全；

（2）施工工艺与设计（施工）方案一致；

（3）混合料坍落度、桩数、桩位偏差、褥垫层厚度、夯填度和桩体试块抗压强度等符合设计要求；
（4）桩身完整性检测数量符合规范规定；
（5）地基承载力检测报告结论满足设计要求；
（6）质量控制参数符合技术方案，施工记录齐全；
（7）施工质量的检验项目、方法、数量符合规范规定，质量验收记录齐全。
5.5.15 柱锤冲扩桩复合地基符合以下要求：
（1）碎砖三合土、级配砂石、矿渣、灰土等原材料性能证明文件齐全；
（2）施工工艺与设计（施工）方案一致；
（3）地基承载力检测报告结论满足设计要求；
（4）质量控制参数符合技术方案，施工记录齐全；
（5）施工质量的检验项目、方法、数量符合规范规定，质量验收记录齐全。
5.5.16 多桩型复合地基符合以下要求：
（1）原材料性能证明文件齐全；
（2）施工工艺与设计（施工）方案一致；
（3）多桩复合地基静载荷试验和单桩静载荷试验符合要求；
（4）地基承载力检测报告结论满足设计要求；
（5）质量控制参数符合技术方案，施工记录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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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施工质量的检验项目、方法、数量符合规范规定，质量验收记录齐全。
5.6

注浆地基的监督检查

5.6.1

设计前已通过室内浆液配比试验和现场注浆试验，确定了设计参数、施工工艺参数及选用的

设备。
5.6.2 浆液、外加剂等原材料性能证明文件齐全。
5.6.3 注浆地基技术方案、施工方案齐全，已审批。
5.6.4 施工工艺与设计（施工）方案一致。
5.6.5

标准贯入试验、动力触探、静力触探等原位测试试验和室内试验符合规范规定，加固地层的

压缩性、强度、渗透性、湿陷性、均匀性等指标满足设计要求。
5.6.6 地基承载力检测（对地基承载力有要求时）报告结论满足设计要求。
5.6.7 质量控制参数符合技术方案，施工记录齐全。
5.6.8 施工质量的检验项目、方法、数量符合规范规定，质量验收记录齐全。
5.7

微型桩加固工程的监督检查

5.7.1 设计前已通过现场试验或试验性施工，确定了设计参数和施工工艺参数。
5.7.2 微型桩加固技术方案、施工方案齐全，已审批。

稿

5.7.3 原材料性能证明文件齐全。
5.7.4 微型桩施工工艺与设计（施工）方案一致。

见

5.7.5 树根桩施工允许偏差、成孔、吊装、灌注、填充、加压、保护等符合规范规定。
5.7.6 预制桩预制过程（包括连接件）、压桩力、接桩和截桩等符合规范规定。

意

5.7.7 注浆钢管桩水泥浆灌注的注浆方法、时间间隔、钢管连接方式、焊接质量符合规范规定。
5.7.8 混凝土和砂浆抗压强度、钢构件防腐及钢筋保护层厚度符合规范规定。

求

5.7.9 微型桩变形检测报告结论满足设计要求。

征

5.7.10 地基承载力检测报告结论满足设计要求。
5.7.11 质量控制参数符合技术方案，施工记录齐全。
5.7.12 施工质量的检验项目、方法、数量符合规范规定，质量验收记录齐全。
5.8

灌注桩工程的监督检查

5.8.1 当需要提供设计参数和施工工艺参数时，应按试桩方案进行试桩确定。
5.8.2 灌注桩技术方案、施工方案齐全，已审批。
5.8.3 钢筋、水泥、砂、石、掺和料及钢筋焊接材料等性能证明文件、现场见证取样检验报告齐全。
5.8.4 混凝土强度等级满足设计要求，试验报告齐全。
5.8.5 钢筋连接接头试验合格，报告齐全。
5.8.6 桩基础施工工艺与设计（施工）方案一致。
5.8.7 人工挖孔桩终孔时，持力层检验记录齐全。
5.8.8

人工挖孔灌注桩、干成孔灌注桩、套管成孔灌注桩、泥浆护壁钻孔灌注桩成孔的桩径、垂直

度、孔底沉渣厚度及桩位的偏差符合规范规定。
5.8.9 工程桩承载力试验符合设计要求，桩身质量检验符合规程规定，报告齐全。
5.8.10 质量控制参数符合技术方案，施工记录齐全。
5.8.11 施工质量的检验项目、方法、数量符合规范规定，质量验收记录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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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预制桩工程的监督检查

5.9.1 当需要提供设计参数和施工工艺参数时，应按试桩方案进行试桩确定。
5.9.2 预制桩工程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方案齐全，已审批。
5.9.3 静压桩、锤击桩施工工艺与设计（施工）方案一致。
5.9.4 桩体材料和连接材料的性能证明文件齐全。
5.9.5 桩身检测、接桩接头检测合格，报告齐全。
5.9.6 地基承载力检测报告结论满足设计要求。
5.9.7 质量控制参数符合技术方案，施工记录齐全。
5.9.8 施工质量的检验项目、方法、数量符合规范规定，质量验收记录齐全。
5.10 基坑工程的监督检查
5.10.1 设计前已通过现场试验或试验性施工，确定了设计参数和施工工艺参数。
5.10.2 基坑施工方案、基坑监测技术方案齐全，已审批；深基坑施工方案经专家评审，评审资料齐
全。
5.10.3 钢筋、混凝土、锚杆、桩体、土钉、钢材等性能证明文件齐全。
5.10.4 钻芯、抗拔、声波等试验合格，报告齐全。
5.10.5 施工工艺与设计（施工）方案一致；基坑监测实施与方案一致。

稿

5.10.6 质量控制参数符合技术方案，施工记录齐全。

5.10.7 施工质量的检验项目、方法、数量符合规范规定，质量验收记录齐全。
5.11

见

边坡工程的监督检查

意

5.11.1 设计有要求时，通过现场试验和试验性施工，确定设计参数和施工工艺参数。

求

5.11.2 边坡处理技术方案、施工方案齐全，已审批。
5.11.3 施工工艺与设计（施工）方案一致。

征

5.11.4 钢筋、水泥、砂、石、外加剂等原材料性能证明文件齐全。
5.11.5 灌注排桩数量符合设计要求；喷射混凝土护壁厚度和强度的检验符合设计要求；锚孔施工、
锚杆灌浆和张拉符合设计要求，资料齐全。
5.11.6 泄水孔位置、边坡坡度、反滤层、回填土、挡土墙伸缩缝（沉降缝）位置和填塞物、边坡排
水系统符合设计要求；边坡位移监测正常。
5.11.7 质量控制参数符合技术方案，施工记录齐全。
5.11.8 施工质量的检验项目、方法、数量符合规范规定，质量验收记录齐全。
5.12 湿陷性黄土地基的监督检查
5.12.1 经处理的湿陷性黄土地基，检测其湿陷量消除指标符合设计要求。
5.12.2 桩基础在非自重湿陷性黄土场地，桩端支承在压缩性较低的非湿陷性黄土层中；在自重湿陷
性黄土场地，桩端支承在可靠的岩（土）层中。
5.12.3 单桩竖向承载力通过现场静载荷浸水试验，结果满足设计要求。
5.12.4 灰土、土挤密桩进行了现场静载荷浸水试验，结果满足设计要求。
5.12.5 填料不得选用盐渍土、膨胀土、冻土、含有机质的不良土料和粗颗粒的透水性（如砂、石）
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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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液化地基的监督检查

5.13.1 采用振冲或挤密碎石桩加固的地基，处理后液化等级与液化指数符合设计要求。
5.13.2 桩进入液化土层以下稳定土层的长度符合规范规定。
5.14 膨胀土地基的监督检查
5.14.1 设计前已通过现场试验或试验性施工，确定了设计参数和施工工艺参数。
5.14.2 膨胀土地基处理技术方案、施工方案齐全，已审批。
5.14.3 施工工艺与设计、施工方案一致。
5.14.4 钢筋、水泥、砂石骨料、外加剂等主要原材料性能证明文件齐全。
5.14.5 地基承载力检测报告结论满足设计要求。
5.14.6 质量控制参数符合技术方案，施工记录齐全。
5.14.7 施工质量的检验项目、方法、数量符合规范规定，质量验收记录齐全。
5.15 冻土地基的监督检查
5.15.1 所用热棒、通风管管材、保温隔热材料，产品质量证明文件齐全，复试合格。
5.15.2 热棒地下安装部分周围用细沙土分层填实、用水浇透，固定可靠、排列整齐。
5.15.3 热棒、通风管、保温隔热材料施工记录齐全，数据真实。

稿

5.15.4 地温观测孔及变形监测点设置符合规范规定。

5.15.5 季节性冻土、多年冻土地基融沉和承载力满足设计要求。

6

见

意

质量监督检测

求

6.0.1 开展现场质量监督检查时，应重点对下列项目的检测试验报告进行查验，必要时可进行验证

征

性抽样检测。对检验指标或结论有怀疑时，必须进行检测。
（1）砂、石、混凝土掺合料、外加剂、水泥、钢材、钢材焊接及连接件等原材料的主要技术性能；
（2）地基的压实系数、地基处理承载力；
（3）桩基础工程桩的桩身偏差和完整性，桩基承载力；
（4）桩身混凝土强度、渗透及耐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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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本部分适用于主体结构(聚光集热系统、储换热系统、发电系统)施工前阶段的质量监督检查。
1.0.2 主体结构施工前质量监督检查应在基础工程隐蔽前完成。
1.0.3 本部分所列检查内容应逐条检查，检查方式为重点抽查验证。
1.0.4 本阶段监督检查时，针对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流程、新装备、新材料的具体情况，按批
准文件补充编制监督检查细则。

2 监督检查依据
监督检查组在开展本部分监督检查工作时，监检人员应当按照专业划分，熟练掌握以下标准。引
进国外设备的工程，还需要熟悉和掌握合同约定的其他标准。
《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工程实行见证取样和送检的规定》（建建〔2000〕211 号）
《钢筋混凝土用钢 第 1 部分：热轧光圆钢筋》（GB/T 1499.1）
《钢筋混凝土用钢 第 2 部分：热轧带肋钢筋》（GB/T 1499.2）
《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GB/T1591）
《先张法预应力混凝土管桩》（GB 13476）
《预拌混凝土》（GB/T 14902）
《工程测量规范》（GB 50026）
《烟囱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078）
《混凝土强度检验评定标准》（GBT 50107）
《混凝土质量控制标准》（GB 50164）
《建筑地基工程质量验收标准》（GB 50202）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4）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5-2001
《地下防水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50208-2011
《建筑防腐蚀工程施工规范》GB 50212-2014
《建筑防腐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24-2010
《大体积混凝土施工规范》GB 50496-2009
《房屋建筑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检测技术管理规范》GB 50618-2011
《钢结构焊接规范》GB 50661-2011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50666-2011
《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规范》GB 51004-2015
《建筑工程施工组织设计规范》GB/T 50502-2009
《大体积混凝土温度测控技术规范》GB/T 51028-2015
《电力建设施工技术规范 第 1 部分：土建结构工程》DL5190.1-2012
《电力建设施工技术规范 第 9 部分：水工结构工程》DL5190.9-2012
《电力建设施工质量验收及评价规程 第 1 部分：土建工程》DL/T 5210.1-2012
《电力工程施工测量技术规范》DL/T 5445-2010
《电力建设土建工程施工技术检验规范》DL/T 5710-2014
《建筑变形测量规范》JGJ 8-2016
《钢筋焊接及验收规程》JGJ18-2012
《钢筋机械连接技术规程》JGJ 107-2016
《建筑工程冬期施工规程》JGJ/T 104-2011

稿

见

意

求

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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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筋机械连接用套筒》JG/T 163-2013
《建筑工程检测试验技术管理规范》JGJ 190-2010
《高强混凝土应用技术规程》JGJ/T 281-2012
《预应力混凝土管桩技术标准》JGJ/T 406-2017
《耐热混凝土应用技术规程》YBT 4252-2011

3

监督检查应具备的条件

3.0.1 基础工程施工完，验收签证完，验收发现的不符合项已处理。
3.0.2 基础工程隐蔽前。

4
4.1

建设单位质量行为的监督检查

4.1.1
4.1.2
4.1.3
4.1.4
4.1.5
4.2

单位工程开工报告已审批。
组织完成设计交底和施工图会检。
组织进行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实施情况的检查。
采用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流程、新装备、新材料已审批。
无任意压缩合同约定工期的行为。

稿

意

按规定参加地基验槽、地基处理工程的质量验收及签证。

求

设计单位质量行为的监督检查

征

4.3.1
4.3.2
4.3.3
4.3.4
4.3.5
4.3.6
4.3.7
4.4

见

勘察单位质量行为的监督检查

4.2.1
4.3

责任主体质量行为的监督检查

设计图纸交付进度能保证连续施工。
按规定进行设计交底并参加图纸会检。
设计变更等文件完整，手续齐全。
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已落实。
设计代表工作到位，处理设计问题及时。
按规定参加地基验槽、地基处理工程的质量验收及签证。
进行了本阶段工程实体质量与设计的符合性确认。
监理单位质量行为的监督检查

4.4.1
4.4.2
4.4.3
4.4.4
4.4.5
4.4.6
4.4.7
4.4.8
4.4.9
4.4.10

专业监理人员配备合理，资格证书与承担的任务相符。
检测仪器经检定（校准）合格，且在有效期内。
已按规程规定，对施工现场质量管理进行检查。
组织补充完善施工质量验收项目划分表，对设定的工程质量控制点，进行了旁站监理。
特殊施工技术措施已审批。
对进场的工程材料、设备、构配件的质量进行检查验收以及原材料复检的见证取样。
隐蔽工程验收记录签证齐全
按照基础施工质量验收项目划分表完成规定的验收工作。
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检查到位。
对本阶段工程质量提出评价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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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施工单位质量行为的监督检查

4.5.1
4.5.1
4.5.2
4.5.3
4.5.4
4.5.5
齐全。
4.5.6
4.5.7
4.5.8
4.5.9
4.5.10
4.5.11
4.5.12
4.6

企业资质与合同约定的业务相符。
项目部组织机构健全，专业人员配置满足工程实际需要。
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
项目经理资格符合要求并经本企业法定代表人授权。
质量检验管理制度已落实。
施工方案和作业指导书审批手续齐全，重大方案或特殊专项措施经专项评审，技术交底记录
重大方案或特殊专项措施经专项评审。
计量工器具经检定合格，且在有效期内。
按照检测试验计划进行了见证取样和送检，台账完整，记录齐全。
原材料成品、半成品、商品混凝土的跟踪管理台账完整，记录齐全。
专业绿色施工措施已实施。
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实施计划已执行。
无转包或者违法分包工程的行为。

检测试验机构质量行为的监督检查

4.6.1 检测试验机构通过政府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资质认定，取得相应证书。
4.6.2 现场检测人员资格符合规定，持证上岗。
4.6.3 检测仪器、设备检定合格，且在有效期内。
4.6.4 检测依据正确、有效，检测报告及时、规范、齐全。

稿

见

5
5.1

工程测量的监督检查

意

工程实体质量的监督检查

求

征

5.1.1 测量控制方案内容完整，有效实施。
5.1.2 现场按测量控制方案布设的控制桩（点）设置规范，保护完好。
5.1.3 测量仪器检定有效。
5.1.4 各建（构）筑物定位放线符合设计要求，测量记录齐全、数据完整，沉降观测点设置符合设
计要求及规程规定，观测记录完整。
5.2

混凝土基础的监督检查

5.2.1 钢筋、水泥、耐火砖、陶粒、砂、石、粉煤灰、外加剂、拌合用水、耐高温土工布、钢材、
螺栓、焊材、焊剂等原材料性能证明文件齐全；现场见证取样检验合格，报告齐全。商品混凝土质量
证明文件齐全。
5.2.2 长期处于潮湿环境的重要混凝土结构用砂、石碱活性检验合格。
5.2.3 用于配制钢筋混凝土的海砂氯离子含量检验合格。
5.2.4 焊接工艺、机械连接工艺试验合格；钢筋焊接接头、机械连接试件截取符合规范，试验合格，
报告齐全。
5.2.5 基础通风、测温管预埋符合设计要求，焊接记录齐全。
5.2.6 混凝土强度（耐热性参数）满足设计要求，检测报告齐全。
5.2.7 大体积混凝土施工方案已审批；温控措施符合方案，测温记录齐全。
5.2.8 混凝土浇筑记录齐全；试件抽取、留置符合规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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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9 混凝土结构外观质量及尺寸、预埋管（通风、测温管）、预埋地脚螺栓位置尺寸偏差符合规
范规定。
5.2.10 贮水（油）池等构筑物满水试验合格，签证记录齐全。
5.2.11 隐蔽验收、质量验收记录完整，记录齐全。
5.3
5.3.1
5.3.2
5.3.3
5.3.4
5.3.5
5.3.6
5.4
5.4.1
5.4.2
5.4.3
5.5
5.5.1
5.6
5.6.1
5.6.2
5.6.3
5.6.4
5.6.5

基础钢结构工程的监督检查
钢材、连接螺栓、涂料、焊材等材料性能证明文件齐全。
高强度螺栓抽样检验合格。
钢结构现场焊接焊缝检验合格。
钢结构焊接、变形测量记录齐全，偏差符合设计或规范规定。
涂料涂装遍数、涂层厚度符合设计要求，记录齐全。
质量验收记录齐全。
基础防腐（防水）的监督检查
防腐（防水）材料符合设计要求，质量证明文件、复试报告齐全。
防腐（防水）层的厚度符合设计要求，粘接牢固，无表面损伤。
防腐（防水）层的基层检查、中间交接记录、隐蔽工程验收记录齐全。
土方回填施工的监督检查

稿

回填土（填充陶粒）质量符合设计及规范要求，检测报告及质量验收记录齐全。

见

冬期施工的监督检查

意

冬期施工措施和越冬保温措施已审批。
原材料预热符合要求，选用的外加剂、混凝土拌合和浇筑条件、试块的留置符合规范规定。
冬期施工的混凝土工程，养护条件、测温次数符合规范规定，记录齐全。
冬期施工的防腐、防水层，施工条件符合规定及冬期施工措施要求。
冬期停、缓建的工程，停止位置的混凝土强度符合设计或规范规定。

求

征

6

质量监督检测

6.0.1 开展现场质量监督检查时，应重点对下列项目的检测试验报告进行查验，必要时可进行验证
性抽样检测。对检验指标或结论有怀疑时，必须进行检测。
（1）钢筋、水泥、砂、碎石及卵石、拌合用水、掺合料、外加剂、混凝土试块、止水带、钢筋
连接接头、预制混凝土构件的主要技术性能。
（2）防腐、防水材料性能及涂层厚度、附着力等。
（3）回填土密实度。
（4）混凝土强度、钢筋保护层厚度检测。
（5）高强度螺栓连接副紧固力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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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本部分适用于聚光集热系统、储换热系统、发电系统设备安装前阶段的质量监督检查。
1.0.2 聚光集热系统、储换热系统、发电系统设备安装前监督检查应在相应的主体结构和设备基础
交付安装前完成。
1.0.3 本部分所列检查内容应逐条检查，检查方式为重点抽查验证。
1.0.4 本阶段监督检查时，针对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流程、新装备、新材料的具体情况，按批
准文件补充编制监督检查细则。

2 监督检查依据
监督检查组在开展本部分监督检查工作时，监检人员应当按照专业划分，熟练掌握以下标准。引
进国外设备的工程，还需要熟悉和掌握合同约定的其他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
《钢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7）
《混凝土质量控制标准》（GB 50164）
《砌体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3）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5）
《大体积混凝土施工规范》（GB 50496）
《房屋建筑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检测技术管理规范》（GB 50618）
《钢结构焊接规范》（GB 50661）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 50666）
《钢结构施工规范》（GB 50755）
《建筑施工组织设计规范》（GB/T 50502）
《电力建设施工质量验收及评价规程 第 1 部分：土建工程》（DL/T 5210.1）
《电力工程施工测量技术规范》（DL/T 5445）
《建筑变形测量规范》（JGJ 8）
《钢筋焊接及验收规程》（JGJ 18）
《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规程》（JGJ 55）
《钢结构高强度螺栓连接技术规程》（JGJ 82）
《钢筋机械连接技术规程》（JGJ 107）
《建筑工程检测试验技术管理规范》（JGJ 190）
《建筑工程冬期施工规程》（JGJ/T 104）
《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实行见证取样和送检的规定》（建建〔2000〕211 号）

稿

见

意

求

征

3 监督检查应具备的条件
3.0.1 吸热塔主体结构施工完成，验收签证完。
3.0.2 储换热主体结构和设备基础施工完，验收签证完。
3.0.3 主厂房主体结构施工完、基本封闭完，汽轮机基座施工完，验收签证完。
3.0.4 基础沉降均匀，沉降观测记录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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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

验收发现的不符合项已处理。

4 责任主体质量行为的监督检查
4.1

建设单位质量行为的监督检查

4.1.1
4.1.2
4.1.3
4.1.4
4.1.5
4.1.6
4.1.7
4.2

单位工程开工报告已批准。
工程采用的专业技术标准清单已审批。
组织进行了设计交底和施工图会检。
组织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实施情况的检查。
无任意压缩合同约定工期的行为。
采用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流程、新装备、新材料已审批。
塔式吸热器安装施工方案已评审。
设计单位质量行为的监督检查

4.2.1
4.2.2
4.2.3
4.2.4
4.2.5
4.2.6
4.2.7
4.3

设计图纸交付进度能保证连续施工。
按规定进行设计交底并参加图纸会检。
设计变更等文件完整，手续齐全。
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已落实。
设计代表工作到位，处理设计问题及时。
按规定参加主体结构质量验收。
进行了本阶段工程实体质量与设计的符合性确认。

稿

见

意

监理单位质量行为的监督检查

求

4.3.1 专业监理人员配备满足工程需要，资格证书与承担任务相符。
4.3.2 检测仪器经检定（校准）合格且在有效期内。
4.3.3 已按规程规定，对施工现场质量管理进行检查。
4.3.4 组织补充完善施工质量验收项目划分表，对设定的工程质量控制点，进行了旁站监理。
4.3.5 完成基础工程的质量验收、隐蔽工程签证。
4.3.6 完成对专业施工组织设计审查、施工技术措施（特殊施工技术措施）的审批。
4.3.7 对进场的工程材料、设备、构配件的质量进行检查验收以及原材料复检的见证取样。
4.3.8 施工质量问题及处理台账完整，记录齐全。
4.3.9 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检查到位。
4.3.10 对本阶段工程质量提出评价意见。

征

4.4

施工单位质量行为的监督检查

4.4.1
4.4.2
4.4.3
4.4.4
齐全。
4.4.5
4.4.6
4.4.7
要求。

企业资质与合同约定业务相符。
项目部组织机构健全，专业人员配置满足工作需要。
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
施工方案和作业指导书审批手续齐全，重大方案或特殊专项措施经专项评审，技术交底记录
计量工器具经鉴定合格，且在有效期内。
按照检测项目试验计划进行了见证的取样和送检，台账完整，记录齐全。
原材料、成品、半成品、混凝土的跟踪管理台账完整，记录齐全。材料和设备存放条件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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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8 单位工程开工报告已审批。
4.4.9 施工记录和验收记录齐全、及时、有效，签字完整。
4.4.10 专业绿色施工措施已实施。
4.4.11 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实施计划已执行。
4.4.12 无转包或者违法分包工程的行为。
4.5 检测试验机构质量行为的监督检查
4.5.1 检测试验机构通过政府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资质认定，取得相应证书。
4.5.2 现场检测人员资格符合规定，持证上岗。
4.5.3 检测仪器、设备检定合格，且在有效期内。
4.5.4 检测依据正确、有效，检测报告及时、规范、齐全。

5 工程实体质量的监督检查
5.1

钢筋混凝土结构工程监督检查

5.1.1 钢筋、水泥、砂、石、粉煤灰、外加剂、拌和用水、螺栓等原材料材料性能证明文件齐全；
现场见证取样合格，报告齐全。
5.1.2 长期处于潮湿环境的重要混凝土结构用砂、石碱活性检验合格。
5.1.3 用于配制钢筋混凝土的海砂氯离子含量检验合格。
5.1.4 焊接工艺试验、机械连接工艺试验合格，其连接接头试件截取符合规范，试验合格，报告齐
全。
5.1.5 混凝土强度（耐热性参数）满足设计要求，检测报告齐全。
5.1.6 基础预埋螺栓、预留孔洞、预留垫铁符合设计及安装要求。
5.1.7 混凝土结构外观质量和尺寸偏差符合质量验收标准。
5.1.8 隐蔽验收、质量验收记录齐全。
5.1.9 基础相关检测试验已按照设计和规范要求完成试件抽取、留置符合规范试验结果合格，试验
报告齐全。
5.1.10 沉降观测记录完整，建筑交付安装验收记录齐全

稿

见

意

求

征

5.2
5.2.1
5.2.2
5.2.3
5.2.4
5.2.5
5.2.6
5.2.7
5.3

钢结构工程的监督检查
钢材、高强度螺栓连接副、地脚螺栓、涂料、焊材等材料性能证明文件齐全。
高强度螺栓连接副扭矩系数、摩擦面抗滑移系数抽样检验合格。
高强度螺栓连接副扭矩抽测合格。
钢结构现场焊接焊缝检验合格。
钢结构、钢网架变形测量记录齐全，偏差符合设计和规范规定。
涂料（防火涂料）涂装遍数、涂层厚度符合设计要求，记录齐全。
质量验收记录齐全。
砌体工程的监督检查

5.3.1 砌体结构所用砖、石材、砌块、水泥等原材料性能证明文件齐全；抽查检测合格，报告齐全。
5.3.2 砂浆强度符合设计要求，检测试验报告齐全。
5.3.3 砌体组砌方式、钢筋的放置位置、挡土墙泄水孔留置符合规范规定。
5.3.4 质量验收记录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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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5.4.1
5.4.2
5.4.3
5.4.4

冬期施工的监督检查
冬期施工措施和越冬保温措施已审批。
原材料预热、选用的外加剂、混凝土拌合和浇筑条件、试块的留置符合规范规定。
冬期施工的混凝土和砌体工程，养护条件、测温次数符合规范规定，记录齐全。
冬期停、缓建工程，停止位置的混凝土强度符合设计或规范规定。

6 质量监督检测
6.0.1 开展现场质量监督检查时，应重点对下列项目的检测试验报告进行查验，必要时可进行验证
性抽样检测。对检验指标或结论有怀疑时，必须进行检测。
（1）砂、石、砖、砌块、水泥、钢筋及其连接接头等技术性能。
（2）焊口无损检测；
（3）合金钢材料及焊口的光谱、硬度检测。
（4）储罐基础、吸热塔基础、汽轮机基础沉降。
（5）混凝土、砂浆试块强度；
（6）高强度螺栓连接紧固力
（7）防腐、防渗材料性能厚度等。

稿

见

意

求

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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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本部分适用于聚光集热系统、储换热系统介质注入系统前阶段的质量监督检查。
1.0.2 聚光集热系统、储换热系统设备及管道安装等的质量监督检查应在介质注入系统前完成。
1.0.3 本部分所列检查内容应逐条检查，检查方式为重点抽查验证。
1.0.4 本阶段监督检查时，针对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流程、新装备、新材料的具体情况，按批
准文件补充编制监督检查细则。

2 监督检查依据
监督检查组在开展本部分监督检查工作时，监检人员应当按照专业划分，熟练掌握以下标准。引
进国外设备的工程，还需要熟悉和掌握合同约定的其他标准。
《锅炉安全技术监察规程》（TSG G0001）
《锅炉安装监督检验规则》（TSG G7001）
《电力工业锅炉压力容器监察规程》（DL 612）
《电站锅炉压力容器检验规程》（DL 647）
《电力建设施工技术规范 第 2 部分：锅炉机组》（DL 5190.2）
《电力建设施工技术规范 第 5 部分：管道及系统》（DL 5190.5）
《火力发电厂金属技术监督规程》（DL/T 438）
《电力设备监造技术导则》（DL/T 586）
《火力发电厂异种钢焊接技术规程》（DL/T 752）
《火力发电厂焊接技术规程》（DL/T 869）
《电力工程施工测量技术规范》（DL/T 5445）
《火力发电厂汽水管道设计技术规定》（DL/T 5054）
《电力建设施工质量验收及评价规程 第 2 部分：锅炉机组》（DL/T 5210.2）
《电力建设施工质量验收及评价规程 第 5 部分：管道及系统》（DL/T 5210.5）
《电力建设施工质量验收及评价规程 第 7 部分：焊接》（DL/T 5210.7）
《火力发电厂调试技术规范》（DL/T5294）
《火力发电建设工程机组调试质量验收及评价规程》（DL/T5295）
《火力发电建设工程启动试运及验收规程》（DL/T5437）
《钢结构高强度螺栓连接技术规程》（JGJ 82）
《工业设备和管道绝热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185）
《工业金属管道工程施工规范》（GB50235）
《现场设备、工业管道焊接工程施工规范》（GB50236）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
《钢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7）
《混凝土质量控制标准》（GB 50164）
《砌体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3）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5）
《大体积混凝土施工规范》（GB 50496）
《房屋建筑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检测技术管理规范》（GB 50618）
《钢结构焊接规范》（GB 50661）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 50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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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结构施工规范》（GB 50755）
《建筑施工组织设计规范》（GB/T 50502）
《电力建设施工质量验收及评价规程 第 1 部分：土建工程》（DL/T 5210.1）
《电力工程施工测量技术规范》（DL/T 5445）
《建筑变形测量规范》（JGJ 8）
《钢筋焊接及验收规程》（JGJ 18）
《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规程》（JGJ 55）
《钢结构高强度螺栓连接技术规程》（JGJ 82）
《钢筋机械连接技术规程》（JGJ 107）
《建筑工程检测试验技术管理规范》（JGJ 190）
《建筑工程冬期施工规程》（JGJ/T 104）
《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实行见证取样和送检的规定》（建建〔2000〕211 号）

3 监督检查应具备的条件
3.0.1 聚光集热系统介质注入前应具备的条件：
(1) 聚光集热系统范围内的建筑、安装工程已按设计施工完成，并验收签证。
(2) 验收中发现的不符合项已整改闭环。
(3) 管道无损检测完成，压力试验完成，验收记录和检测报告齐全。
(4) 液压驱动或机械驱动装置安装完成，验收合格。
(5) 伴热及保温隔热工程安装工作结束。
(6) 该控制系统安装完成，验收合格。就地测控、仪表回路与集控室通讯调试完成，实现远方和
就地控制。
3.0.2 储换热系统介质注入前应具备的条件
(1) 储换热系统内范围内的土建结构、安装工程已按设计施工完成，并验收签证。
(2) 验收中发现的不符合项已整改闭环。
(3) 管道无损检测完成，压力试验完成，验收记录和检测报告齐全。
(4) 储换热建（构）筑物重要基础沉降观测记录完整。
(5) 伴热及保温隔热工程安装工作结束。
(6) 该控制系统安装完成，验收合格。就地测控、仪表回路与集控室通讯调试完成，能够实现远
方和就地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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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责任主体质量行为的监督检查
4.1
4.1.1
4.1.2
4.1.3
4.1.4
4.1.5
4.1.6
4.1.7
4.1.8

建设单位质量行为的监督检查
工程采用的专业技术标准清单已审批。
组织完成设计交底和施工图会检。
组织施工图会检，按合同约定组织设备制造厂进行技术交底并指导安装、处理设备缺陷。
组织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实施情况的检查。
电气热控保护定值单、安全保护整定值已提交调试单位。
相关设备的主要技术文件、资料已收集齐全：
无任意压缩合同约定工期的行为。
采用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流程、新装备、新材料已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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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设计单位质量行为的监督检查

4.2.1 参加并完成规定项目的质量验收工作。
4.2.2 设计变更等文件完整，手续齐全。
4.2.3 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已落实。
4.2.4 对该系统实体与设计的符合性进行确认。
4.3
4.3.1
4.3.2
4.3.3
4.3.4
4.3.5
4.4

监理单位质量行为的监督检查
负责组织建筑及安装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评定，资料完整。
负责组织对调试大纲、调试计划及单机试运、分系统试运措施的审核。
完成施工和分部试运过程中不符合项的整改验收。
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执行检查到位。
对该系统提出监理评价意见。
施工单位质量行为的监督检查

4.4.1 完成的安装工程，验收记录齐全。
4.4.2 编制、报审和批准单机试运措施，负责单体调试和单机试运前的技术及安全交底，并做好交
底记录。
4.4.3 组织核查单机试运应具备的条件，完成单体、单机试运。
4.4.4 协调乙供设备供货商供货和现场服务工作已到位。
4.4.5 分部试运中不符合项整改闭环。
4.4.6 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实施计划已执行。
4.4.7 专业绿色施工措施已实施。
4.4.8
无转包或者违法分包工程的行为。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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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试单位质量行为的监督检查

征

4.5.1 企业资质与合同约定的业务范围相符。
4.5.2
调试人员配备满足调试工作需要。
4.5.3 调试使用的仪器、仪表检定合格，并在使用有效期内。
4.5.4 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已执行。
4.5.5 该系统调试大纲已审批，并完成交底。
4.6

检测试验机构质量行为的监督检查

4.6.1 检测试验机构通过政府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资质认定，取得相应证书。
4.6.2 现场检测人员资格符合规定，持证上岗。
4.6.3 检测仪器、设备检定合格，且在有效期内。
4.6.4 检测依据正确、有效，检测报告及时、规范、齐全。

5 工程实体质量的监督检查
5.1
5.1.1
5.1.2
5.1.3

聚光集热系统介质注入前的监督检查
聚光集热系统安装完成，验收记录齐全。
管道无损检测完成，压力试验完成，验收记录和检测报告齐全。
焊接及检验一览表的内容完整，压力管道焊接工程验收资料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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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承压容器及管道经过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检测合格。
5.1.5 高强度螺栓按规定复检合格，报告齐全。
5.1.6 安全阀冷态校验合格。
5.1.7 伴热及保温应安装完成，验收记录齐全。
5.2
5.2.1
5.2.2
5.2.3
5.2.4
5.2.5
5.2.6
5.2.7
5.3
5.3.1
5.3.2
5.3.3
5.3.4
5.3.5
5.4
5.4.1
5.4.2
5.4.3
5.4.4
5.4.5

储换热系统介质注入前的监督检查
储换热系统安装完成，验收记录齐全。
管道无损检测完成，压力试验完成，验收记录和检测报告齐全。
焊接及检验一览表的内容完整，压力管道焊接工程验收资料齐全。
承压容器及管道经过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检测合格。
高强度螺栓按规定复检合格，报告齐全。
安全阀冷态校验合格。
伴热及保温应安装完成，验收记录齐全。
电气和热控专业的监督检查
电缆敷设完成，验收合格。
电缆施工符合设计及规范规定，验收签证齐全；二次回路接线正确，可靠。
电气设备及防雷设施的接地阻抗测试符合设计要求，验收签证齐全。
仪表校验合格，报告齐全，标识完整。
测量设备、控制装置安装完成，并经验收合格。

稿

见

焊接及金属监督的监督检查

意

焊接工程项目内容齐全，焊接分项工程综合质量验收齐全。
合金钢管道及附属件材质复检符合设计图纸要求。
焊接工程项目一览表的项目内容齐全，焊接分项工程综合质量验收资料齐全
承重、承压焊口的外观质量与外观检查记录相符。
管道焊接检验报告、热处理资料，内容完整，报告（含底片）齐全。

求

征

6 质量监督检测
6.1 开展现场质量监督检查时，应重点对下列项目的检测试验报告进行查验，必要时可进行验证性
抽样检测。对检验指标或结论有怀疑时，必须进行检测。
6.1.1 焊口无损检测；
6.1.2 合金钢材料及焊口的光谱、硬度检测。
6.4.3 热工测量元件的校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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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本部分适用于光热发电工程汽轮机扣盖前阶段的质量监督检查。
1.0.2 汽轮机扣盖前监督检查范围为汽轮机本体与扣盖相关的外部系统。
1.0.3 本部分所列检查内容应逐条检查，检查方式为重点抽查验证。
1.0.4 本阶段监督检查时，针对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流程、新装备、新材料的具体情况，按批
准文件补充编制监督检查细则。

2 监督检查依据
监督检查组在开展本部分监督检查工作时，监检人员应当按照专业划分，熟练掌握以下标准。引
进国外设备的工程，还需要熟悉和掌握合同约定的其他标准。
《电力建设施工技术规范 第 3 部分：汽轮发电机组》（DL 5190.3）
《电力建设施工技术规范 第 4 部分：热工仪表及控制装置》（DL 5190.4）
《电力建设施工技术规范 第 5 部分：管道及系统》（DL 5190.5）
《电力建设施工技术规范 第 7 部分：焊接工程》（DL 5190.7）
《汽轮发电机合金轴瓦超声波检测》（DL/T 297）
《火力发电厂金属技术监督规程》（DL/T 438）
《火力发电厂高温紧固件技术导则》（DL/T 439）
《电力设备监造技术导则》（DL/T 586）
《高温紧固螺栓超声波检验技术导则》（DL/T 694）
《火力发电厂焊接技术规程》（DL/T 869）
《火电厂金相检验与评定技术导则》（DL/T 884）
《电力设备金属光谱分析技术导则》（DL/T 991）
《电力建设施工质量验收及评价规程 第 3 部分：汽轮发电机组》（DL/T 5210.3）
《电力建设施工质量验收及评价规程 第 4 部分：热工仪表及控制装置》（DL/T 5210.4）
《电力建设施工质量验收及评价规程 第 5 部分：管道及系统》（DL/T 5210.5）
《电力建设施工质量验收及评价规程 第 7 部分：焊接》（DL/T 5210.7）
《电力工程施工测量技术规范》（DL/T 5445）
《建筑变形测量规程》（JGJ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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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监督检查应具备的条件
3.0.1
3.0.2
3.0.3
3.0.4
3.0.5

汽轮机本体安装调整工作结束，已经试扣盖检查，并办理扣盖前的检查签证。
对汽轮机本体调整工作有影响的热力管道和设备连接完，热工元件试装完。
与扣盖相关的合金钢零部件、管材、焊口全部检验合格。
汽机房行车等吊装机械完好，验收合格。
扣缸范围内的楼梯、平台、栏杆、沟道盖板等齐全，通道畅通，照明充足。

4 责任主体质量行为的监督检查
4.1

建设单位质量行为的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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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完成扣盖前的检查签证。
4.1.2 工程采用的专业技术标准清单已审批。
4.1.3 按规定组织施工图会检，按合同约定组织设备制造厂进行技术交底并指导安装、处理设备缺
陷。
4.1.4 对汽轮机设备组织了设备监造，并提供了设备监造报告。
4.1.5 以下主要技术文件、资料已收集齐全：
（1）汽轮机总装报告；
（2）设备出厂质检报告及质保书；
（3）重要部件出厂材质检验及探伤报告；
（4）转子出厂超速试验及高速动平衡报告；
（5）汽轮机基础沉降观测资料。
4.1.6 组织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实施情况的检查。
4.1.7 无任意压缩合同约定工期的行为。
4.1.8 采用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流程、新装备、新材料已审批。
4.2

设计单位质量行为的监督检查

4.2.1 设计图纸交付进度能保证连续施工。
4.2.2 按规定进行设计交底及图纸会检。
4.2.3 设计变更等文件完整，手续齐全。
4.2.4 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已落实。
4.2.5 设计代表工作到位，处理设计问题及时。
4.3

4.4

专业监理人员配备满足工程实际需要，资格证书与承担任务相符。
完成相关施工的质量验收及隐蔽工程签证。
已按规程规定，对施工现场质量管理进行检查。
组织编制施工质量验收项目划分表，对设定的工程质量控制点，进行了旁站监理。
专业施工组织设计已审查，特殊施工技术措施已审批。
组织或参加设备、材料的到货检查验收。
设备、施工质量问题及处理台账完整，记录齐全。
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检查到位。

求

征

施工单位质量行为的监督检查

4.4.1
4.4.2
4.4.3
4.4.4
4.4.5
4.4.6
4.4.7
4.4.8
4.4.9
4.4.10
4.5

见

意

监理单位质量行为的监督检查

4.3.1
4.3.2
4.3.3
4.3.4
4.3.5
4.3.6
4.3.7
4.3.8

稿

项目部组织机构健全，专业人员配置满足工程实际需要。
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
施工方案和作业指导书已审批，技术交底记录齐全。
检测试验项目已按计划实施，记录齐全。
计量工器具经检定合格，且在有效期内。
单位工程开工报告已审批。
扣盖方案已经批准。
专业绿色施工措施已实施。
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实施计划已执行。
无转包或者违法分包工程的行为。

检测试验机构质量行为的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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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 检测试验机构通过政府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资质认定，取得相应证书。
4.5.2 现场检测人员资格符合规定，持证上岗。
4.5.3 检测仪器、设备检定合格，且在有效期内。
4.5.4 检测依据正确、有效，检测报告及时、规范、齐全。

5
5.1

工程实体质量的监督检查

汽轮机基座的监督检查

5.1.1 建筑交付安装验收记录齐全。
5.1.2 基础沉降均匀，沉降观测记录完整。
5.2

台板与垫铁的监督检查

5.2.1
整。
5.2.2
5.3

垫铁的布设符合图纸要求，台板与垫铁及每叠垫铁间接触及间隙符合规范，检查验收记录完
台板或轴承座底部混凝土垫块布设符合图纸，混凝土强度试验报告齐全。
汽缸、轴承座及滑销系统的监督检查

稿

5.3.1
5.3.2
5.3.3
5.3.4
5.3.5
5.3.6
5.3.7
5.3.8
5.3.9
5.4

抽查汽缸、轴承座与台板间隙符合规范，并与记录相符。
汽缸喷嘴室、调门汽室隐蔽签证记录完整。
各轴承座进行的检漏试验，签证记录齐全。
抽查汽缸、轴承座水平、扬度与记录相符，并符合规范要求。
抽查滑销、猫爪、联系螺栓间隙符合厂家要求，与记录相符。
抽查汽缸法兰结合面间隙符合规范规定，与记录相符。
检查汽缸负荷分配记录符合厂家要求。
汽缸内部热工测量元件校验合格，报告齐全并经过试装。
组装供货的汽轮机，模块组装符合厂家的技术要求。

见

意

求

轴承和油挡的监督检查

征

5.4.1 抽查轴瓦接触（重点检查轴瓦钨金接触、垫块接触）符合规范规定，并与记录相符。
5.4.2 检查推力瓦间隙符合厂家要求，并与记录相符。
5.4.3 抽查轴承座及轴瓦油挡间隙符合厂家要求，并与记录相符。
5.5

汽轮机转子的监督检查

5.5.1
5.5.2
5.5.3
5.5.4
5.5.5
5.5.6
5.5.7
5.5.8
5.6
5.6.1

检查转子轴颈椭圆度和不柱度记录符合规范规定。
检查转子弯曲度记录符合厂家检验记录。
全实缸状态下测量转子轴颈扬度符合厂家要求，并与记录相符。
检查转子推力盘端面瓢偏记录符合规范规定。
检查转子联轴器晃度及端面瓢偏记录符合规范规定，与记录相符。
抽查转子对汽封（或油挡）洼窝中心记录符合厂家要求或规范规定。
全实缸状态下测量转子联轴器找中心数值符合厂家要求，与记录相符。
转子定位后复测转子缸外轴向定位值，与记录相符。
通流部分的监督检查
静叶持环或隔板（包括回转隔板）安装符合厂家要求，并与记录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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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 全实缸状态下抽测轴封及通流间隙符合厂家要求，与记录相符。
5.6.3 全实缸状态下做转子推拉试验，推拉值满足要求，与记录相符。
5.7

焊接与金属监督的监督检查

5.7.1 汽缸及缸内合金钢零部件及与汽缸连接的合金钢管材质光谱复查报告齐全，符合厂家图纸要
求。
5.7.2 抽查与汽缸相连的主要管道焊接检验报告、热处理资料，内容完整，报告（含底片）齐全。
5.7.3 轴瓦及推力瓦超声检测报告、渗透检测报告齐全。
5.7.4 高温紧固件的超声检测、硬度复测、光谱检测及金相抽查符合厂家要求或规范规定，检测报
告齐全。
5.7.4 汽缸的螺栓孔无损探伤齐全。
5.8

验收及缺陷处理的监督检查

5.8.1 扣盖前相关检验批、分项、分部工程验收和隐蔽验收签证资料完整。
5.8.2 设备缺陷记录及处理验收记录齐全。

6
6.0.1

质量监督检测

稿

开展现场质量监督检查时，应重点对下列项目的检测试验报告进行查验，必要时可进行验证

见

性抽样检测。对检验指标或结论有怀疑时，必须进行检测。
（1）汽缸及缸内合金钢零部件的材质检测；

意

（2）与汽缸连接的合金钢管的材质及其焊口的光谱、硬度、无损检测。

求

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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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本部分适用于光热发电工程厂用电系统受电前阶段的质量监督检查。
1.0.2 厂用电系统受电前监督检查范围为受电电源、高压启动/备用变压器、厂用电高低压配电装置。
1.0.3 本部分所列检查内容应逐条检查，检查方式为重点抽查验证。
1.0.4 本阶段监督检查时，针对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流程、新装备、新材料的具体情况，按批
准文件补充编制监督检查细则。

2 监督检查依据
监督检查组在开展本部分监督检查工作时，监检人员应当按照专业划分，熟练掌握以下标准。引
进国外设备的工程，还需要熟悉和掌握合同约定的其他标准。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高压电器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147）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电力变压器、油浸电抗器、互感器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148）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母线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149）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电气设备交接试验标准》（GB50150）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电缆线路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168）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接地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169）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盘、柜及二次回路接线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171）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蓄电池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172）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电气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57）
《电力变压器第 11 部分:干式变压器》》(GB 10194.11)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低压电器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254)
《钢结构施工规范》(GB 50755)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5)
《钢结构高强螺栓连接技术规程》JGJ 82)
《建筑钢结构防腐蚀技术规程》(JGJ/T 251)
《防止电力生产事故的二十五项重点要求》(国能安全(2014) 161 号)
《电力设备典型消防规程》（DL5027）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质量验收及评定规程》（DL/T 5161）
《火力发电建设工程机组调试技术规范》（DL/T 5294）
《电力工程施工测量技术规范》(DL/T 5445)
《110kV 及以上送变电工程启动及竣工验收规程》(DLT 782)
《继电保护和电网安全自动装置检验规程》(DL/T995 )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质量检验及评定规程》(DL/T5161)
《金属封闭母线》（GB/T 8349）
《自动化仪表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131）

稿

见

意

求

征

3 监督检查应具备的条件
3.0.1 厂用电备用电源系统建筑工程、厂用电系统受电范围内建筑工程施工完成，并验收签证。
3.0.2 厂用电系统、厂用电备用电源系统受电范围内电气一、二次系统施工完，相应的电气试验及
保护调试完，并验收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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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责任主体质量行为的监督检查
4.1

建设单位质量行为的监督检查

4.1.1 组织完成厂用电备用电源系统、厂用电系统受电范围内建筑工程验收。
4.1.2 组织完成厂用电备用电源系统、厂用电系统受电范围内电气一、二次系统及保护调试
4.1.3 工程采用的专业技术标准清单已审批。
4.1.4 组织完成设计交底和施工图会检。
4.1.5 按合同约定组织设备制造厂进行技术交底。
4.1.6 设备制造厂负责调试的项目已调试完成，验收合格。
4.1.7 厂用电系统受电方案经试运指挥部批准，现场的安全、保卫、消防等项工作落实，受电后的
管理方式已确定。
4.1.8 组织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实施情况的检查。
4.1.9 无任意压缩合同约定工期的行为。
4.1.10 采用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流程、新装备、新材料已审批。
4.2

设计单位质量行为的监督检查

4.2.1 设计更改等文件完整，手续齐全。
4.2.2 设计代表工作到位、处理设计问题及时。
4.2.3 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已落实。
4.2.4 进行了本阶段工程实体质量与设计的符合性确认。
4.3

4.4

见

意

监理单位质量行为的监督检查

4.3.1
4.3.2
4.3.3
4.3.5
4.3.6
4.3.7
4.3.8
4.3.9

稿

专业监理人员配备满足工程需求，资格证书与承担任务相符。
完成厂用电系统受电范围施工和调试项目的质量验收并汇总。
组织补充完善施工质量验收项目划分表，对设定的工程质量控制点，进行了旁站监理。
施工方案和调试方案已审查。
组织或参加设备、材料的到货检查验收。
设备、施工质量问题及处理台账完整，记录齐全。
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检查到位。
提出受电范围内的工程项目质量监理评价意见。

求

征

施工单位质量行为的监督检查

4.4.1
4.4.2
4.4.3
4.4.4
4.4.5
4.4.6
4.4.7
4.4.8
4.4.9
4.4.10

项目部组织机构健全，专业人员配置满足工程实际需要。
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
专业施工组织设计已审批。
施工方案和作业指导书已审批，技术交底记录完全。
计量工器具经检定合格，且在有效期内。
检测试验项目报告齐全。
单位工程开工报告已审批。
专业绿色施工措施已实施。
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实施计划已执行。
无转包或者违法分包工程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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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调试单位质量行为的监督检查

4.5.1
4.5.2
4.5.3
4.5.4
4.5.5
4.5.6
4.5.7
4.5.8
4.5.9
4.6

企业资质与合同约定的业务范围相符。
项目部专业人员配置合理。
项目经理资格符合要求并经本企业法定代表人授权。
调试措施审批手续齐全；厂用电系统受电方案已经试运总指挥批准。
调试使用的仪器、仪表检定合格并在有效期内。
厂用系统受电相关的控制系统功能已调试合格。
受电范围内的设备和系统已按规定全部调试完毕并签证。
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实施计划已执行。
无转包或者违法分包工程的行为。
生产运行单位质量行为的监督检查

4.6.1
4.6.2
4.6.3
4.6.4
4.6.5
4.6.6
4.7

运行人员经培训上岗。
相关的运行规程、系统图、运行日志、记录表格、操作票、工作票、设备问题台账等已准备。
完成保护装置定值的审批。
完成受电设备、系统与施工区域的隔离。
完成受电区域和设备的标识。
反事故措施和应急预案已审批。

稿

检测试验机构质量行为的监督检查

见

4.7.1 检测试验机构通过政府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资质认定，取得相应证书。
4.7.2 现场检测人员资格符合规定，持证上岗。
4.7.3 检测仪器、设备检定合格，且在有效期内。
4.7.4 检测依据正确、有效，检测报告及时、规范、齐全。

意

求

征

5 工程实体质量的监督检查

5.1

土建专业的监督检查

5.1.1 受电范围内环境整洁、照明齐全，消防器材配备完善，消防通道畅通。
5.1.2 建（构）筑物和重要设备基础沉降均匀。
5.1.3 受电范围内建筑工程的监督检查按照本大纲 “建筑工程交付使用前监督检查”进行。
5.2

电气专业的监督检查

5.2.1 带电设备的安全净距符合规范规定，电气连接可靠。
5.2.2 带电设备的试验项目完成，试验合格，记录齐全。
5.2.3 启动备用变压器密封良好；绝缘油（或 SF6 气体）试验合格、报告齐全，油位（或气压）正常；
冷却装置启、停正常；气体继电器、温度计检定合格；调压装置操动灵活，指示正确。事收排油和防
火措施齐全:变压器本体外壳、铁芯和夹件及中性点工作技地可靠，引下线截面及与主接地网连核符
合设计要求，调压装置指示正确:报告齐全，
5.2.4 充气设备气体压力、密度继电器报警和闭锁值符合产品技术要求。
5.2.5 断路器、隔离开关、接地开关及操动机构动作可靠，分、合闸指示正确；油（气）操动机构
无渗漏现象；隔离开关接触电阻及三相同期值符合规定。
5.2.5 互感器外观完好，密封良好，油位或气压正常，接地可靠；电流互感器备用线圈短接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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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接地。
5.2.6 避雷器外观及安全装置完好，排气口朝向合理；在线监测装置接地可靠，安装方向便于观察。
5.2.7 软母线压接或螺栓连接质量检查合格；硬母线的焊接检验合格，报告齐全。
5.2.8 组合电器直接接地部分连接可靠，膨胀伸缩装置安装规范:充气设备气体压力、密度继电器报
警和团锁值符合产品技术要求，SF。气体检验合格，报告齐全。
5.2.9
厂用高压配电设备安装验收签证齐全、防误闭锁装置齐全、可靠。
5.2.10 厂用低压配电设备安装验收签证齐全。
5.2.11 盘柜安装牢固、接地可靠；手车式、抽屉式配电柜开关推拉灵活。
5.2.12 综合自动化系统配置齐全，调试合格。
5.2.13 盘柜安装牢固、接地可靠:柜内一次设备的安装质量和电气距离符合要求，照明装置齐全:
盘，柜及电缆管道封堵完好，应有防积水、防结冰、防潮、防雷等措施;操作与联动试验合格;二次回
路道接可靠，标识齐全清晰，绝缘符合要求。
5.2.14 电缆孔洞防火封堵严密、阻燃措施齐全；金属电缆支架接地良好。
5.2.15 电缆施工符合设计及规范规定，验收签证齐全；二次回路接线正确，可靠。
5.2.16 蓄电池组标识正确、清晰，充放电试验合格，记录齐全；直流电源系统安装、调试合格、UPS
电源工作正常。
5.2.17 防雷接地、设备接地和主接地网连接可靠，验收签证及隐蔽验收签证齐全。
5.2.18 升压站、网控室、集控室等电位网安装完，质量验收合格，记录齐全。
5.2.19 电气设备及防雷设施的接地阻抗测试符合设计要求，报告齐全。
5.3

5.3.1
5.3.2
5.3.3
5.3.4
5.3.5
5.3.6
5.3.7
5.3.8
5.4

稿

热控专业的监督检查

见

DCS 系统盘柜、操作台、记录齐全。
DCS 系统已受电，电源可靠。
DCS 系统接地可靠、标识清晰、验收签证及隐蔽验收签证齐全。
受电范围内 DCS 盘柜内防火封堵严密。
ECS 系统已投运，受电范围内设备及系统可在 ECS 系统操作。
继电保护室空调已投入运行，温度、湿度满足 DCS 系统运行要求。
事故顺序记录系统（SOE）投运正常。
DCS 系统冗余切换正常。

意

求

征

调整试验的监督检查

5.4.1 启动/备用变压器绕组连同套管的直流电阻、绝缘电阻，吸收比或极化指数，变压器分接头变
比，三相连接组别（或单相变压器引出线的极性）等试验项目试验合格。
5.4.2 高压带电设备的特殊试验项目完成，试验合格，记录齐全。
5.4.3 断路器、组合电器主回路导电电阻符合产品技术要求，SF6 气体含水量以及泄漏率检测合格，
主回路交流耐压试验通过。
5.4.4 互感器的接线组别和极性正确，绕组的绝缘电阻合格，互感器参数测量偏差在允许范围内。
5.4.5 金属氧化物避雷器及基座的绝缘电阻符合规范规定。
5.4.6 电流、电压、控制、信号等二次回路绝缘符合规范规定；断路器、隔离开关、有载分接开关
传动试验动作可靠，信号正确；保护和自动装置动作准确、可靠，信号正确。
5.4.7 保护定值已整定，线路双侧保护联调合格，通信正常。
5.4.8 DCS 接地系统接地电阻测试值符合要求，试报告齐全。
5.4.9 DCS 系统操作可靠、信号正确，监控及保护联锁功能试验完成且符合设计要求。
5.3.10 受电范围接地网接地阻抗测试合格，符合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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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生产运行准备的监督检查

5.5.1 控制室与电网调度操作人员之间的通信联络通畅。
5.5.2 受电区域与非受电区域及运行区域隔离可靠，警示标识齐全、醒目。
5.5.3 设备命名编号及盘、柜双面标识准确、齐全；设备运行安全警示标识醒目。

6 质量监督检测
6.0.1 开展现场质量监督检查时，应重点对下列项目的检测试验报告进行查验，必要时可进行验证
性抽样检测。对检验指标或结论有怀疑时，必须进行检测。
（1）检查电力设备接地引下线与接地网连接情况(电气完整性测试)；
（2）SF6 气体的含水量检测；
（3）二次回路绝缘电阻测试；
（4）启动变压器绕组、互感器绕组绝缘电阻测试；
（5）启动变压器接线组别和互感器极性测试；
（6）断路器、隔离开关传动试验。

稿

见

意

求

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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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本部分适用于光热发电工程的建筑工程交付使用前阶段的质量监督检查。
1.0.2 本部分与厂用电系统受电前、机组整套启动试运前监督检查大纲配套使用，其他建（构）筑
物投运前的监督检查可参照执行。
1.0.3 本部分所列检查内容应逐条检查，检查方式为重点抽查验证。
1.0.4 本阶段监督检查时，针对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流程、新装备、新材料的具体情况，按批
准文件补充编制监督检查细则。

2 监督检查依据
监督检查组在开展本部分监督检查工作时，监检人员应当按照专业划分，熟练掌握以下标准。引
进国外设备的工程，还需要熟悉和掌握合同约定的其他标准。
《屋面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7）
《地下防水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8）
《建筑地面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9）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 50210）
《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42）
《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43）
《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303）
《电梯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310）
《智能建筑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 50339）
《屋面工程技术规范》（GB 50345）
《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411）
《建筑物防雷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GB50601）
《建筑电气照明装置施工与验收规范》（GB50617）
《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规范》（GB50738）
《电力建设施工质量验收及评价规程 第 1 部分：土建工程》（DL/T 5210.1）
《建筑变形测量规范》（JGJ 8）
《塑料门窗工程技术规程》（JGJ 103）
《外墙饰面砖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JGJ 126）
《建筑工程检测试验技术管理规范》（JGJ 190）
《铝合金门窗工程技术规范》（JGJ 214）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2015）
《建筑门窗工程检测技术规程》（JGJ 205）
《智能建筑工程施工规范》（GB 50606）
《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268）
《建筑工程饰面砖粘贴强度检验标准》（JGJ 110）
《铝合金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576）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
《电力工程施工测量技术规范》（DL/T 5445）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GB 50325）

稿

见

意

求

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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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监督检查应具备的条件
3.0.1 建筑工程（包括装饰、装修工程）全部完工，质量验收合格，验收发现的不符合项已处理。
3.0.2 消防系统、生产用电梯安装完毕，取得地方政府主管部门出具的同意使用书面意见。
3.0.3 各阶段质量监督检查中提出的问题全部整改闭环。

4 责任主体质量行为的监督检查
4.1

建设单位质量行为的监督检查

4.1.1 消防系统、生产用电梯取得地方政府主管部门同意使用的书面文件。
4.1.2 组织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实施情况的检查。
4.1.3 无任意压缩合同约定工期的行为。
4.1.4 采用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流程、新装备、新材料已审批。
4.2

设计单位质量行为的监督检查

4.2.1
4.2.2
4.2.3
4.2.4
4.2.5
4.3

设计更改等文件完整，手续齐全。
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已落实。
设计代表工作到位，处理设计问题及时。
按规定参加质量验收。
进行了本阶段工程实体质量与设计的符合性确认。

稿

见

意

监理单位质量行为的监督检查

求

4.3.1 完成监理规范规定的审核、批准工作。
4.3.2 检测仪器经检定（校准）合格且在有效期内。
4.3.3 组织补充完善施工质量验收项目划分表，对设定的工程质量控制点，进行了旁站监理。
4.3.4 已按规程规定，对施工现场质量管理进行检查。
4.3.5 特殊施工技术措施已审批。
4.3.6 对进场的工程材料、设备、构配件的质量进行检查验收及原材料复检的见证取样，人员资格
符合要求。
4.3.7 施工质量问题及处理台账完整，记录齐全。
4.3.8 隐蔽工程验收记录签证齐全。
4.3.9 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检查到位。
4.3.10 对本阶段工程质量提出评价意见。

征

4.4
4.4.1
4.4.2
4.4.3
4.4.4
4.4.5
4.4.6
4.4.7
4.4.8

施工单位质量行为的监督检查
项目部专业技术人员配置满足工程需求。
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
施工方案和作业指导书已审批，技术交底记录齐全。
计量工器具经检定合格，且在有效期内。
按照检测试验项目计划进行了见证的取样和送检，台账完整，记录齐全。
原材料、成品、半成品的跟踪管理台账完整，记录齐全。
专业绿色施工措施已实施。
本阶段工程验收提出的问题已处理，并报监理组织验收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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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9 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实施计划已执行。
4.4.10 无转包或者违法分包工程的行为。
4.5

检测试验机构质量行为的监督检查

4.5.1 检测试验机构通过政府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资质认定，取得相应证书。
4.5.2 现场检测人员资格符合规定，持证上岗。
4.5.3 检测仪器、设备检定合格，且在有效期内。
4.5.4 检测依据正确、有效，检测报告及时、规范、齐全。

5 工程实体质量的监督检查
5.1

楼地面、屋面工程的监督检查

5.1.1 楼地面、屋面工程施工完毕，隐蔽验收、质量验收签证记录齐全。
5.1.2 楼地面、屋面工程使用的原材料和产品质量证明文件齐全，重要材料复检合格；不发火（防
爆）面层中使用的碎石检验合格。
5.1.3 防水地面无渗漏，排水坡向正确、无积水，隐蔽验收记录齐全；防滑地面防滑。
5.1.4 屋面淋水、蓄水试验合格，记录齐全。
5.1.5 种植屋面载荷符合设计要求。
5.2
5.2.1
5.2.2
5.2.3
5.2.4
5.2.5
5.3

见

门窗工程施工完毕，隐蔽验收、质量验收记录齐全。
门窗材料及配件质量证明文件齐全，符合设计和现行规范的规定。
建筑外窗安装牢固，窗扇有防脱落、防室外侧拆卸装置。
玻璃性能符合设计要求。
门窗工程性能检测复验报告齐全。

意

求

征

装饰装修工程的监督检查

5.3.1
5.3.2
5.3.3
5.3.4
5.3.5
5.3.6
5.3.7
5.3.8
5.4

稿

门窗工程的监督检查

装饰装修工程施工完毕，隐蔽验收、质量验收记录齐全。
装饰装修工程施工符合设计，变更设计手续齐全，装修材料性能证明文件齐全。
外墙和顶棚抹灰层与基层、饰面砖与基层粘结牢固，粘贴强度检验合格，报告齐全。
大型灯具、电扇及其他设备安装牢固。
装饰装修预埋件、连接件数量、规格、位置和防腐处理符合要求，安装牢固。
护栏安装牢固，护栏高度、栏杆间距、安装位置符合设计要求。
幕墙材料、受力构件等符合设计要求；密封材料性能检验合格。
室内建筑环境检测，应符合标准规定。
给排水及采暖工程的监督检查

5.4.1 给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完毕，隐蔽验收、质量验收记录齐全。
5.4.2 管材和阀门等材料选用符合设计；管路系统和设备水压试验无渗漏，灌水、通水、通球试验
签证记录齐全。
5.4.3 管道排列整齐、连接牢固，坡度、坡向正确；支吊架、伸缩补偿节、穿墙套管等安装位置
符合设计。
5.4.4 消防报警、消防泵联动试验合格，报告齐全。
5.4.5 管路系统冲洗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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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建筑电气工程的监督检查

5.5.1
5.5.2
5.5.3
5.5.4
齐全。
5.5.5
5.6

建筑电气工程施工完毕，隐蔽验收、质量验收记录齐全。
电气设备安装符合设计要求，接地装置安装正确，电阻值测试符合规范规定。
开关、插座、灯具安装规范，照明系统全负荷试验记录齐全。
建（构）筑物和设备的防雷接地可靠、可测，接地电阻测试符合设计或规范规定，签证记录
金属电缆导管，必须可靠接地或接零，并符合规范规定。

通风及空调工程的监督检查

5.6.1 通风与空调系统施工完毕，隐蔽验收、质量验收记录齐全。
5.6.2 通风与空调系统调试合格，功能正常，记录齐全。
5.6.3 通风与空调设施传动装置的外露部位及进、排气口防护措施可靠。
5.6.4 管道穿过建筑物的墙体、楼板时，与建筑物结合处的处理措施可靠，并符合设计和规范规定。
5.7

智能建筑工程的监督检查

5.7.1 智能建筑工程施工完毕，功能正常，质量验收记录齐全。
5.7.2 智能化系统运行正常，检测试验记录齐全。
5.8

稿

建筑节能工程的监督检查

5.8.1
5.8.2
5.8.3
5.8.4
5.8.5
5.9

建筑节能工程施工完毕，验收记录齐全。
节能工程材料质量证明文件和复验报告齐全。
后置锚固件现场拉拔试验合格，报告齐全。
墙体保温隔热材料安装厚度符合设计要求，保温层与基层及各构造层连接牢固。
系统调试合格，功能满足设计要求。

见

意

电梯工程的监督检查

5.9.1
5.9.2
5.9.3
5.9.4
5.9.5
5.9.6
5.9.7

求

征

竖井验收合格，交付安装记录齐全。
电梯工程施工完毕，验收记录齐全。
节能工程材料质量证明文件和复验报告齐全。
层门强迫关门装置动作正常；层门锁钩动作灵活；层门与轿门试验合格，记录齐全。
安全部件整定封记完好；绳头组合安全可靠；电气接地可靠。
后置锚固件现场拉拔试验合格，报告齐全。
电梯工程已取得地方政府主管部门的安全准用证。

6 质量监督检测
6.0.1 开展现场质量监督检查时，应重点对下列项目的检测试验报告进行查验，必要时可进行验证
性抽样检测。对检验指标或结论有怀疑时，必须进行检测。
（1）楼地面、屋面工程的防腐、防水材料、保温材料及回填基土的主要技术性能；
（2）装饰装修工程的后置埋件、结构密封胶及饰面砖粘贴的主要技术性能；
（3）建筑节能工程的墙体保温隔热材料、保温板与基层的粘接、外窗密封的主要技术性能；
（4）垃圾卸料门系统的防腐、密闭等主要技术性能；
（5）混凝土、砂浆试块强度；
（6）钢筋保护层厚度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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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本部分适用于光热发电工程的机组整套启动试运前阶段的质量监督检查。
1.0.2 本部分所列检查内容应逐条检查，检查方式为重点抽查验证。
1.0.3 本阶段监督检查时，针对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流程、新装备、新材料的具体情况，按批
准文件补充编制监督检查细则。

2 监督检查依据
监督检查组在开展本部分监督检查工作时，监检人员应当按照系统划分，熟练掌握以下标准。引
进国外设备的工程，还需要熟悉和掌握合同约定的其他标准。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气设备交接试验标准》（GB 50150-2016）
《建筑工程绿色施工评价标准》（GB/T50640-2010）
《石油化工有毒、可燃介质钢制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SH3501）
《火电工程项目质量管理规程》（DL/T1144-2012）
《火力发电厂保温油漆设计规程》（DL/T5072-2007）
《电力建设施工技术规范》（DL 5190.1～9-2012）
《电力建设施工质量验收及评价规程》（DL/T5210.1～8-2012）
《火力发电建设工程机组调试技术规范》（DL/T 5294-2013）
《火力发电建设工程机组调试质量验收及评价规程》（DL/T 5295-2013）
《火力发电建设工程启动试运及验收规程》（DL/T5437-2009）

稿

见

意

求

3 监督检查应具备的条件

征

3.0.1
3.0.2
3.0.3
3.0.4
3.0.5

整套启动试运应投入的设备和工艺系统及相应的建筑工程已按设计完成施工，且验收合格。
整套启动接入系统调试和机组进入空负荷调试阶段前的调试项目已全部完成，且验收合格。
试运指挥部已成立并开展工作，试运指挥部验收组已完成相关项目的验收检查。
环保设施已按设计完成施工、调试，具备参加整套启动试运条件。
生产准备工作已就绪。

4 责任主体质量行为的监督检查
4.1

建设单位质量行为的监督检查

4.1.1
4.1.2
4.1.3
4.1.4
4.1.5
4.1.6
4.2

启动验收委员会已成立，试运指挥部及各专业组职责明确，并正常开展工作。
验收检查组完成整套启动试运前的施工和调试项目检查验收。
按合同约定组织设备制造厂进行技术交底。
继电保护定值单、安全保护整定值已提交调试单位。
对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执行情况进行了汇总。
各阶段质量监督检查存在的问题已整改闭环。
设计单位质量行为的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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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参加并完成规定项目的质量验收工作。
4.2.2 设计更改等文件完整，手续齐全。
4.2.3 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已到位。
4.2.4 对启动相关项目与设计的符合性进行确认。
4.3

监理单位质量行为的监督检查

4.3.1
4.3.2
4.3.3
4.3.4
4.3.5
4.4

完成相关施工项目和分部试运项目质量验收、资料汇总。
完成施工和分部试运过程中不符合项的整改验收。
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检查到位。
设备、施工质量问题及处理台账完整、记录齐全。
对整套启动条件提出监理评价意见。
施工单位质量行为的监督检查

4.4.1
4.4.2
4.4.3
4.4.4
4.4.5
4.4.6
4.4.7
4.4.8
4.5

企业资质与合同约定的业务范围相符。
项目经理资格符合要求并经本企业法定代表人授权报建设单位。
检测试验项目的检测报告齐全。
承担的施工项目施工技术记录、验收资料齐全。
完成施工验收中不符合项的整改。
完成单体、单机试运并签证。
完成分部试运中不符合项的整改。
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已按实施计划执行。

稿

见

意

调试单位质量行为的监督检查

4.5.1
4.5.2
4.5.3
4.5.4
4.5.5
4.5.6
4.6

企业资质与合同约定的业务范围相符。
调试项目经理资格经本企业法定代表人授权，调试人员配备满足调试工作需要。
调试使用的仪器、仪表检定合格，并在使用有效期内。
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实施计划已执行。
机组调试大纲、整套启动调试措施已审批，并完成交底。
整套启动试运范围内的设备和系统已按规定全部调试完成，签证记录齐全。

求

征

生产运行单位质量行为的监督检查

4.6.1
4.6.2
4.6.3
4.6.4
4.6.5
4.6.6
4.6.7

生产运行管理组织机构健全，满足生产运行管理工作的需要。
运行人员经相关部门培训上岗。
运行管理制度、操作规程、系统图册已发布实施。
电气、热控装置的保护定值已经批准。
设备、系统、区域标识已完成。
反事故措施和应急预案已审批。
生产所需物质已准备。

5 工程实体质量的监督检查
5.1

建筑工程和试运环境的监督检查

5.1.1 排水、防洪设施已完工，符合设计及规范要求。
5.1.2 试运区域的厂区道路通畅，正式照明已投运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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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5.1.4
5.1.5
5.1.6
5.1.7
5.1.8
5.2

主、辅厂房区域内的沟道、孔洞盖板齐全、平整，围栏安全可靠。
试运区域的平台、梯子、栏杆已安装完毕，并验收合格。
室内环境监测合格，检测报告齐全。
航空障碍灯安装完毕，验收合格。
试运区域内的施工机械及临时设施已拆除，环境整洁。
启动范围内建筑工程的监督检查按照本大纲第八部分“建筑工程交付使用前监督检查”进行。
聚光集热系统整套启动试运前的监督检查

5.2.1
5.2.2
5.2.3
5.2.4
5.2.5
5.2.6
5.2.7
5.2.8
5.2.9
5.2.10
5.2.11
5.2.12
5.2.13
5.2.14
5.3

定日镜及跟踪控制系统安装完毕，验收合格。分部试运签证记录齐全。
吸热器及其附属设备系统安装完毕，验收合格，分部试运签证记录齐全。
吸热器钢结构、承压部件、受热面、附属管道及其附件安装完毕，验收合格。
槽式或菲涅耳式集热器及跟踪控制系统安装完毕，验收合格，分部试运签证记录齐全。
导热油管路压力试验合格。
管道支吊架安装完成、调整验收合格。
热力管道及焊口材质复核、金相检验与焊口无损检测完成，报告齐全。
焊接及检验一览表的内容完整，压力管道焊接工程验收资料齐全。
辅助设备安全阀冷态校验合格。
防凝炉设备及其管道系统安装，分部试运合格。
设备及管道系统保温和罩壳施工完毕，验收合格。
防雷接地、设备接地和接地网施工结束并验收合格。
热控一次测量部件、变送器和开关量仪表、调节门安装结束，单体调试合格。
电缆防火封堵施工完毕。消防系统按设计施工完成并验收合格。

稿

见

意

储换热系统整套启动试运前的监督检查

求

5.3.1 储换热系统设备安装完毕，验收合格，分部试运签证记录齐全。
5.3.2 导热油系统设备及管路系统安装完毕，水压、吹扫验收合格，油质检验合格，分部试运签证
记录齐全。
5.3.3 储换热辅助系统设备及管路系统安装完毕，安装验收合格，分部试运签证记录齐全。
5.3.4 钢结构、承压部件、受热面、附属管道及其附件安装完成，验收合格。
5.3.5 管道支吊架安装完成、调整验收合格。
5.3.6 热力管道及焊口材质复核、金相检验与焊口无损检测完成，报告齐全。
5.3.7 焊接及检验一览表的内容完整，压力管道焊接工程验收资料齐全。
5.3.8 辅助设备安全阀冷态校验合格。
5.3.9 管路系统化学清洗合格，签证记录齐全。
5.3.10 设备及管道系统保温和罩壳施工完毕，验收合格。
5.3.11 防雷接地、设备接地和接地网施工结束并验收合格。
5.3.12 热控一次测量部件、变送器和开关量仪表、调节门安装结束，单体调试合格。
5.3.13 电缆防火封堵施工完毕。消防系统按设计施工完成并验收合格。

征

5.4

发电系统整套启动试运前的监督检查

5.4.1 汽轮发电机组及附属机械和辅助设备安装验收合格；附属机械和辅助设备及系统分部试运合
格。
5.4.2 汽轮机低压缸真空严密性试验合格。
5.4.3 发电机整体严密性试验合格。
5.4.4 发电机内冷水系统循环冲洗结束，水质检验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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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5
5.4.6
5.4.7
5.4.8
5.4.9
5.4.10
5.4.11
5.4.12
5.4.13
5.4.14
5.4.15
5.4.16
格。
5.4.17
5.4.18
5.4.19
5.4.20
5.5

焊接及检验一览表的内容完整，压力管道焊接工程验收资料齐全。
热力管道及焊口材质复核、金相检验与焊口无损检测完成，报告齐全。
整套启动投入的热力设备及管道系统防腐保温结束并验收合格。
消防灭火器材配备符合规定。

电气及热控系统的监督检查

5.5.1
5.5.2
5.5.3
5.5.4
5.5.5
5.5.6
5.5.7
5.5.8
5.5.9
5.5.10
5.5.11
5.5.12
5.5.13
5.5.14
5.5.15
5.5.16
5.5.17
5.6

主、辅机油系统安装验收合格，冲洗完毕，油质检验合格。
顶轴油泵及其系统安装验收合格；顶轴油泵出口油压和轴颈顶起高度调整完毕。
盘车装置试运合格，啮合及脱开灵活可靠。
热力系统设备安装完成，安装验收记录齐全。
主（再热）蒸汽管道蒸汽吹扫和低压给水管道水冲洗合格，签证记录齐全。
管道支吊架安装、调整验收合格。
辅助设备安全阀冷态校验合格。
事故放油门安装位置符合规范规定。
管路系统化学清洗合格，签证记录齐全；清洗废液处理合格。
钢结构平台、扶梯、栏杆验收合格，各层平台标高、载荷标识齐全。
吊挂装置受力均匀，锁紧销已拆除；热力设备膨胀间隙验收合格；安全阀安装验收合格。
启动锅炉、制气站、柴油发电机等辅助设备及其管道系统安装、冲洗验收合格，分部试运合

稿

主接地网、全厂防雷接地电阻测试符合设计要求；电气设备接地可靠，标识齐全醒目。
电气测量仪表检定合格，报告齐全。
变压器油质化验合格，气体继电器、温度计及压力释放阀校验合格。
直流系统投运正常，保安电源投切可靠。
带电区域电缆防火封堵严密，防火阻燃施工完毕。
导热油系统、储热系统电气设备分系统试验验收合格。
电气、热控保护及测量装置安装、调试完成，试验合格，保护定值整定完毕。
特殊钢材质取源部件光谱分析复查合格，报告齐全。
热控一次测量部件、变送器和开关量仪表校验合格，报告齐全。
电动（启动）调整门安装完成，调试工作结束。
汽轮机轴向位移、转速、振动等测量装置安装调试完毕。
计算机及监控系统的信号电缆屏蔽接地验收合格，接地电阻测试值符合设计要求。
停电电源（UPS）供电投运正常。
分散控制系统（DCS）安装、分系统调试完成，资料齐全。
计算机数据采集系统（DAS）安装、分系统调试完成，资料齐全。
顺序控制系统（SCS）安装、分系统调试完成，资料齐全。
带电区域电缆防火封堵严密，防火阻燃施工完毕。

见

意

求

征

化学及环保的监督检查

5.6.1
5.6.2
5.6.3
5.6.4
5.6.5
5.6.6
5.6.7

系统管路化学清洗合格，签证记录齐全；清洗废液处理合格。
补给水水质合格，程控装置运行正常。
发电机内冷水水质（pH 值、导电度、含铜量）符合规程规定。
制气站安装、分部试运验收合格，气体纯度、湿度符合标准。
机组汽水品质在线测量仪表校验合格。
凝结水精处理设备具备投运条件。
循环水加氯、阻垢，缓蚀系统安装验收合格，调试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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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8 在线检测装置具备投运条件。
5.6.9 加药和取样系统安装完毕，调试合格，具备投运条件。
5.6.10 废弃物处理系统安装验收合格，调试完毕。
5.7

调整试验的监督检查

5.7.1
5.7.2
5.7.3
全。
5.7.4
5.7.5
5.7.6
5.7.7
5.7.8
5.7.9
5.7.10
5.7.11
5.7.12
5.7.13
5.7.14
5.7.15
5.8
5.8.1
5.8.2
5.8.3
5.8.4
5.8.5

聚光集热、储换热系统与汽轮发电机附属机械和辅助设备及系统保护与联锁试验合格。
汽轮机静态调试完成，各项功能正常，具备投入条件。
发电机、主变压器、高压厂用变压器等电气设备交接试验及特殊试验项目试验合格，报告齐
发电机出口断路器传动、联锁试验已完成。
发电机励磁、同期、保护、报警等装置静态试验合格。
变压器保护、报警、冷却等系统调试合格。
直流电源、保安电源、应急照明、不停电电源（UPS）等系统调试合格。
启动/备用电源系统运行正常。
热工自动装置及保护系统静态调试合格，保护定值整定完成。
热工自动装置及保护系统静态调试合格，保护定值整定完成。
聚光集热、储换热系统与汽轮机电气大联锁保护的逻辑功能试验合格。
汽轮发电机组按规定启、停正常。
汽轮机旁路及防进水系统投运正常。
主汽门、调速汽门动作灵活，DEH 阀位显示与就地开度一致。
辅机水冷却系统运行正常。

稿

见

意

生产运行准备的监督检查

设备和阀门命名和编号、管道介质名称和流向等标识齐全、醒目。
试运区域及易燃易爆场所消防设施验收合格，警示标志齐全、醒目。
试运区域隔离设施安全可靠。
运行维护的安全工器具配备齐全。
反事故措施和应急预案已审批。

求

征

6 质量监督检测
6.0.1 开展现场质量监督检查时，应重点对下列项目的检测试验报告进行查验，必要时可进行验证
性抽样检测。对检验指标或结论有怀疑时，必须进行检测。
（1）控制油、润滑油、导热油、绝缘油油质；
（2）防雷接地、设备安全接地电阻；
（3）电气、热控保护传动试验及整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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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本部分适用于光热发电工程机组商业运行前阶段的质量监督检查。
1.0.2 本部分所列检查内容应逐条检查，检查方式为重点抽查验证。

2 监督检查依据
监督检查组在开展本部分监督检查工作时，监检人员应当按照系统划分，熟练掌握以下标准。引
进国外设备的工程，还需要熟悉和掌握合同约定的其他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主席令第 6 号
《智能建筑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50339-2013）
《锅炉压力容器使用登记管理办法》
《科学技术档案案卷构成的一般要求》（GB/T11822-2008）
《建筑变形测量规范》（JGJ8-2016）
《火电建设项目文件收集及档案整理规范》（DL/T 241）
《火力发电建设工程机组调试技术规范》（DL/T 5294—2013）
《火力发电建设工程机组质量验收及评价规程》（DL/T 5295—2013）
《火力发电建设工程启动试运及验收规程》（DL/T 5437—2009）

稿

见

3 监督检查应具备的条件

意

3.0.1 建筑、安装施工项目已按设计全部完成，验收合格,签证齐全。
3.0.2 按规定完成整套试运，验收工作全部结束，签证齐全。
3.0.3 整套启动试运过程中发现的不符合项处理完毕并验收合格。
3.0.4 机组处于额定工况运行状态。

求

征

4 责任主体质量行为的监督检查
4.1

建设单位质量行为的监督检查

4.1.1
4.1.2
4.1.3
4.1.4
4.1.5
4.1.6
4.1.7
4.1.8
4.1.9
4.1.10
4.2
4.2.1

组织完成光热发电工程建筑、安装施工项目的验收。
组织完成机组整套试运验收工作。
整套启动试运过程中发现的不符合项处理完毕并验收签证。
移交生产遗留的主要问题已制订实施计划并采取相应的措施。
完成消防安全设施规定项目的验收。
完成环保验收规定项目的检测。
启动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电梯、起重机械等取得使用登记证书。
工程移交生产签证书已办理。
完成工程项目的工程建设强制性条文实施情况总结。
对上阶段质量监督检查存在的问题已整改闭环。

设计单位质量行为的监督检查
对机组试运过程中发现的设计问题提出修改或处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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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编制设计更改文件汇总清单。
4.2.3 完成工程设计质量检查报告，确认工程质量是否达到设计要求。
4.3

监理单位质量行为的监督检查

4.3.1 完成施工、调试项目质量检查验收。
4.3.2 整套启动试运期间主要不符合项整改完毕，验收合格。
4.3.3 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检查记录完整。
4.3.4 完成工程质量评价报告，确认工程质量验收结论。
4.4

施工单位质量行为的监督检查

4.4.1 整套启动试运期间的不符合项处理完毕。
4.4.2 编制完成主要遗留问题的处理方案及实施计划。
4.4.3 施工项目文件整理完毕。
4.4.4 完成工程质量自查报告，确认施工质量符合设计和规程、规范规定。
4.5

调试单位质量行为的监督检查

4.5.1
4.5.2
4.5.3
4.5.4
4.5.5
4.5.6
4.6
4.6.1
4.6.2
4.6.3
4.6.4

完成整套试运调试项目的验收签证。
完成机组整套启动试运所有调整试验及涉网试验项目。
整套启动试运期间发现的主要不符合项处理完毕。
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实施记录完整。
完成整套启动试运阶段保护及自动装置、程控系统和监测仪表投入率的统计。
完成整套启动试运调试报告，确认调试质量是否符合设计和规程、规范规定。

稿

见

意

生产运行单位质量行为的监督检查

求

生产管理、运行、检修维护机构运行正常。
各类试验室已正常开展工作。
设备、系统、区域标识已完善，符合规程要求。
机组运行正常，运行记录齐全。

征

5 工程实体质量的监督检查
5.1

建筑工程和试运环境的监督检查

5.1.1 建（构）筑物主体结构检测合格，报告齐全。
5.1.2 智能建筑系统运行正常，质量符合规范要求。
5.1.3 主要建（构）筑物和重要设备基础沉降均匀，观测记录、曲线和成果报告完整，符合规范要
求。
5.1.4 消防系统已经过相关部门验收，资料齐全。
5.1.5 全厂道路通畅运行环境符合规定。
5.2

聚光集热系统商业运行前的监督检查

5.2.1 聚光集热系统整套启动试运期间运行正常，定日镜、集热器安装方向和倾角、跟踪精度符合
设计技术要求。
5.2.2 吸热器钢结构、承压部件、受热面、附属管道及其附件安装可靠，支架防腐、外观质量良好。
5.2.3 吸热器及其附属设备整套启动试运期间系统运行正常，使用功能符合设计及厂家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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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导热油管路系统安装可靠，热膨胀方向指示正确，无卡阻现象。
5.2.5 集热器安装可靠；支架防腐良好；热膨胀方向指示正确，无卡阻现象。
5.2.6 设备及管道系统保温和罩壳保温外观质量良好、表面温度不超温。
5.2.7 热控一次测量部件、变送器和开关量仪表显示正确，调节门机械灵活，动作可靠。
5.3

储换热系统商业运行前的监督检查

5.3.1 储换热系统整套启动试运期间运行正常，使用功能符合设计及厂家技术要求。
5.3.2
钢结构、承压部件、受热面、附属管道及其附件安装可靠，防腐及外观质量良好。
5.3.3
承压部件、受热管系无渗漏。
5.3.4
热力设备、管道热膨胀方向指示正确，无卡阻现象。
5.3.5
支吊架受力状态良好，偏斜不超标。
5.3.6
设备及管道系统保温和罩壳保温外观质量良好、表面温度不超温。
5.3.7
热控一次测量部件、变送器和开关量仪表显示正确，调节门机械灵活，动作可靠。
5.4 发电系统商业运行前的监督检查
5.4.1
5.4.2
5.4.3
5.4.4
5.4.5
5.4.6
5.4.7

汽轮发电机组、附属机械及其系统运行正常，无渗漏。
热力系统设备、阀门、管路运行正常，无渗漏。
热力系统设备、管路热膨胀方向指示正确，无卡阻现象。
支吊架受力状态良好，偏斜不超标。
启动锅炉、制气站、柴油发电机等各系统运行正常。
热力系统设备和管道保温表面温度不超温。
燃气供气系统严密无泄漏。

稿

见

意

5.5 电气及热控系统的监督检查
5.5.1
5.5.2
5.5.3
5.5.4
5.5.5
5.5.6
5.5.7
5.5.8
5.5.9
5.5.10
5.5.11
5.6

求

发电机运行正常，封闭母线密封良好，微正压装置运行正常。
电气设备和控制系统运行正常。
电气保护及测量装置运行正常。
不停电电源（UPS）供电投运正常。
分散控制系统（DCS）功能完善，投运正常。
计算机数据采集系统（DAS）投运正常。
顺序控制系统（SCS）逻辑功能完善，投运正常。
汽轮机电液控制系统（DEH、MEH）运行正常。
汽轮机轴系振动监测系统（TSI、MTSI）运行正常。
事故顺序记录仪、联锁保护运行正常。
热控自动投入率达到规范规定。

征

化学及环保系统的监督检查

5.6.1 水处理、制气系统运行正常。
5.6.2 循环水加氯、阻垢，缓蚀装置及系统运行正常。
5.6.3 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处理系统运行正常。
5.6.4 污染物排放指标符合环境保护的规定。
5.7

调整试验的监督检查

5.7.1 完成机组调整试验，各系统运行稳定。
5.7.2 汽轮发电机组按规定启、停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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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3
5.7.4
5.7.5
5.7.6
5.7.7
5.7.8
5.7.9
5.7.10

汽轮机旁路及防进水系统投运正常。
汽轮发电机组、驱动给水泵的汽轮机超速保护装置投运正常。
主汽门、调速汽门动作灵活，DEH 阀位显示与就地开度一致。
发电机水冷却系统运行正常。
继电保护和自动装置全部投入，无误动和拒动现象。
电压自动控制系统（AVC）、电力系统稳定器（PSS）等涉网试验完成。
厂用电快切装置动作投运正常。
热工保护装置按设计全部投入，运行可靠。

6 质量监督检测
6.0.1 开展现场质量监督检查时，应重点对下列项目的检测试验报告进行查验，必要时可进行验证
性抽样检测。对检验指标或结论有怀疑时，必须进行检测。
（1）热力设备及管道保温层外表温度；
（2）废水处理后水质；
（3）设备噪声；
（4）汽轮发电机组轴系振动值在线检测；
（5）汽轮机真空严密性测试；

稿

见

意

求

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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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建筑工程未完项目清单
序号

单位工程名称

未完项目（内容）

未完原因

计划完成日期

稿

见

意

求

征

建设单位：

监理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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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单位：

附表 2
安装工程未完项目清单
序号

单位工程

未完项目（内容）

未完原因

计划完成日期

稿

见

意

求

征

建设单位：

监理单位：

58

施工单位：

附表 3
分系统调试未完项目清单
序号

专

业

未完成项目

未完原因

稿

见

意

求

征

建设单位：

监理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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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试单位：

计划完成日期

附表 4
建筑工程质量验收项目统计表
分项工程
序号

单位工程名称

验收结果
应验收数

已验收数

验收率（%）

稿

见

意

求

征

单位工程合格率（%）
建设单位：

监理单位：

施工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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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率（%）

附表 5
安装工程质量验收项目统计表
单位工程

分项工程

专业
总数

已验收数 合格数 合格率（%） 应验收数 已验收数 验收率（%）合格率（%）

稿

见

意

求

征

合计
建设单位：

监理单位：

施工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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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6
调试项目质量验收统计表
专业

应验收项目数

已验收项目数

验收率（%）

合格率（%）

稿

见

意

求

征

建设单位：

监理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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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试单位：

未完成项目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