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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本文件由广东省特种设备行业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广东省特种设备行业协会、广州特种承压设备检测研究院、佛山市锅炉压力容器

协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林耀荣、许贤顺、欧志勇、牟乐、陈瑾、蔡仰华、冯雪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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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开门式压力容器实际操作技能考试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快开门式压力容器操作项目的基本要求、灭菌器和蒸压釜的考试知识点、考试方式及

评分标准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考试机构组织的快开门式压力容器项目的实际操作技能考试。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TSG Z6001 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考核规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考试机构  examination institutions 

经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审核和统筹并在其网站公布的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考试机构。 

3.2  

考试知识点  examination knowledge 

根据TSG Z6001附录fb《快开门式压力容器操作人员实际操作技能》和《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

于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考核的实施意见》确定的考试内容。 

4 基本要求 

4.1 考试设备 

考试设备应为考试机构自有或租赁的实物或模拟机，宜选用下排式卧式蒸汽灭菌器或齿啮式蒸压

釜。 

4.2 考试方式 

考试采用现场口试和现场模拟操作结合的方式。 

4.3 考试要求 

应按照如下要求开展考试： 

a) 逐个考生进行； 

b) 结合考试设备； 

c) 在考试专用实物设备或模拟机上考试时，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和安全管理制度、考场应急预

案，不得触动运行设备和现场与考试无关的设备； 

d) 如遇突发情况，考评员可停止考试，并组织考生有序退出考场。 

4.4 考试合格标准 

考试实行百分制，成绩达到70分为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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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考试时间 

考试用时不得超过规定的考试时间，超时后做出的回答或考试操作无效。 

4.6 考试内容及分值 

考试内容包括快开门式压力容器相关部件识别、基本操作能力和应急处置能力，各部分分值为： 

a) 相关部件识别，30分； 

b) 基本操作能力，50分； 

c) 应急处置能力，20分。 

4.7 考场记录 

考试机构应编制适用于快开门式压力容器实际操作技能考试考场记录表、考生签到及成绩汇总表和

考生考试记录表，并向考生公布，其格式可参考附录A、B、C。 

4.8 辅助设备 

考试场地应具备对考试全过程进行视频监控能力的辅助设备。 

5 灭菌器考试知识点、考试方式及评分标准 

5.1 相关部件实物（含图片）识别 

5.1.1 题目抽取及评分标准 

由考生在5.1.2中随机抽取5种进行识别，用标签纸对应贴挂在现场设备的相应部位。满分30分，评

分要点如下： 

a) 每种6分，考生未答或错答1个部件扣6分，扣完即止； 

b) 考试用时5分钟，超时后做出的回答或考试操作无效。 

5.1.2 考试知识点、考题及答案内容 

考试知识点、考题及答案内容建议采用附录D 表D.1所列内容。 

5.2 基本操作能力 

5.2.1 口试部分 

5.2.1.1 题目抽取及评分标准 

由考生在5.2.1.2中随机抽取1道考题考试，满分20分，评分要点如下： 

a) 每个考试知识点的答案内容分值以20分为总分取平均值向上圆整，扣完即止； 

b) 考试用时5分钟，超时后做出的回答或考试操作无效； 

c) 操作顺序颠倒或存在原则性错误的，不得分； 

d) 操作过程违反安全规程及运行规程的，不得分； 

e) 导致不良后果的，不得分； 

f) 当考生未按照评分要点回答时，考评员可根据回答内容与考试知识点答案内容间的关联程度酌

情给分。 

5.2.1.2 考试知识点、考题及答案内容 

考试知识点、考题及答案内容建议采用附录D 表D.2所列内容。 

5.2.2 实际操作部分 

5.2.2.1 题目抽取及评分标准 

由考生在 5.2.2.2中随机抽取 2道考题考试，满分 30分，每题 15分。评分要点如下： 

a) 每个考试知识点的答案内容分值以15分为总分取平均值向上圆整，扣完即止； 

b) 每道题的考试用时5分钟，超时后做出的回答或考试操作无效； 

c) 操作与答案无关的，不得分； 

d) 操作顺序错1个步骤或多个答案内容的扣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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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操作过程违反安全规程及运行规程的，不得分。 

5.2.2.2 考试知识点、考题及答案内容 

考试知识点、考题及答案内容建议采用附录D 表D.3所列内容。 

5.3 应急处置能力 

5.3.1 口试部分 

5.3.1.1 题目抽取及评分标准 

由考生在5.3.1.2中5.3.2 随机抽取1道考题考试，满分20分。评分要点如下： 

a) 每个考试知识点的答案内容分值以20分为总分取平均值向上圆整，扣完即止； 

b) 考试用时5分钟，超时后做出的回答或考试操作无效； 

c) 操作与答案无关的，不得分； 

d) 操作顺序错1个步骤或多个答案内容的扣2分； 

e) 操作过程违反安全规程及运行规程的，不得分。 

5.3.1.2 考试知识点、考题及答案内容 

考试知识点、考题及答案内容建议采用附录D 表D.4所列内容。 

5.3.2 实际操作部分 

5.3.2.1 题目抽取及评分标准 

由考生在 5.3.2.2中随机抽取 1道考题考试，满分 20分。评分要点如下： 

a) 每个考试知识点的答案内容分值以20分为总分取平均值向上圆整，扣完即止； 

b) 考试用时5分钟，超时后做出的回答或考试操作无效； 

c) 操作与答案无关的，不得分； 

d) 操作顺序错1个步骤或多个答案内容的扣2分； 

e) 操作过程违反安全规程及运行规程的，不得分。 

5.3.2.2 考试知识点、考题及答案内容 

考试知识点、考题及答案内容建议采用附录D 表D.5所列内容。 

6 蒸压釜考试知识点、考试方式及评分标准 

6.1 相关部件实物（含图片）识别 

6.1.1 题目抽取及评分标准 

由考生在6.1.2中随机抽取5种进行识别，用标签纸对应贴挂在现场设备的相应部位。满分30分，评

分要点如下： 

a) 每种6分，考生未答或错答1个部件扣6分，扣完即止； 

b) 考试用时5分钟，超时后做出的回答或考试操作无效。 

6.1.2 考试知识点、考题及答案内容 

考试知识点、考题及答案内容建议采用附录E 表E.1所列内容。 

6.2 基本操作能力 

6.2.1 口试部分 

6.2.1.1 题目抽取及评分标准 

由考生在6.2.1.2中随机抽1道考题考试，满分20分，评分要点如下： 

a) 每个考试知识点的答案内容分值以20分为总分取平均值向上圆整，扣完即止； 

b) 考试用时5分钟，超时后做出的回答或考试操作无效； 

c) 操作顺序颠倒或存在原则性错误的，本项不得分； 

d) 操作过程违反安全规程及运行规程的，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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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导致不良后果本项不得分。 

6.2.1.2 考试知识点、考题及答案内容 

考试知识点、考题及答案内容建议采用附录E 表E.2所列内容。 

6.2.2 实际操作部分 

6.2.2.1 题目抽取及评分标准 

由考生在6.2.2.2中随机抽2道考题考试，满分30分，每题15分。评分要点如下： 

a) 每个考试知识点的答案内容分值以15分为总分取平均值向上圆整，扣完即止； 

b) 考试用时5分钟，超时后做出的回答或考试操作无效； 

c) 操作与答案无关的，不得分； 

d) 操作顺序错1个步骤或多个答案内容的扣2分； 

e) 操作过程违反安全规程及运行规程的，不得分。 

6.2.2.2 考试知识点、考题及答案内容 

考试知识点、考题及答案内容建议采用附录E 表E.3所列内容。 

6.3 应急处置能力 

6.3.1 题目抽取及评分标准 

由考生在6.3.2随机抽取1道考题考试，满分20分。评分要点如下： 

a) 每个考试知识点的答案内容分值以20分为总分取平均值向上圆整，扣完即止； 

b) 考试用时5分钟，超时后做出的回答或考试操作无效； 

c) 操作与答案无关的，不得分； 

d) 操作顺序错1个步骤或多个答案内容的扣2分； 

e) 操作过程违反安全规程及运行规程的，不得分。 

6.3.2 考试知识点、考题及答案内容 

考试知识点、考题及答案内容建议采用附录E 表E.4和表E.5所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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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 

考场记录表 

 

表 A.1  考场记录表 

 作业种类：         作业项目：             

考试时间：        年       月      日 

考试种类：(理论知识/实际操作)  

班    别：              

考试地点：                            

考场情况记录： 

应考试人数  实际考试人数  

缺考人员 

记录 

姓名 编号 姓名 编号 

    

    

    

    

    

    

    

    

考场情况 

记录 

 

 

 

 

 

 

 

 

 

考试机构名称  

监督员：                                监考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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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 

考试签到及考试成绩登记表 

 

表 B.1  快开门式压力容器实操考试签到及考试成绩登记表 

考试班期号  

省编号  考试时间  

考号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项目

代号 

考生签到 

（签名） 

考试 

成绩 

补考 

成绩 
备注 

         

         

         

         

         

         

         

         

         

         

         

         

         

         

         

         

         

         

         

         

         

         

         

         

         

         

         

         

         

         

考评员签名：                                    监考员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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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资料性） 

考试记录表 

 

表 C.1  快开门式压力容器（灭菌器）操作实际操作考试记录表 

 

姓    名：                               考试日期：         年      月       日      

考试开始时间：                    考试结束时间：                  考试结论             

序号 考 试 项 目 考试用时 成绩 备注 

Ⅰ 

相关部件识
别 

30分 
（5分钟） 

抽签选 5种相关部件识别：    

□灭菌室 

□夹套 

□密封门 

□蒸发器 

□快开门安全联锁装置 

□安全阀 

□压力表 

□液位计 

□温度计 

□密封元件 

□电气控制系统 

□给水阀 

□排水阀 

□排汽阀 

□泄汽阀 

□进汽电磁阀 

□报警指示含义 

□门未关好报警指示的

含义 

□常见安全联锁装置种

类 

□基本参数 

□其他部件 

Ⅱ 

实际
操作 
50
分 

口试
部分 
20 分 
（5 分
钟） 

□灭菌器安全操作规程的基本内容 

□灭菌器使用前外观检查内容 

□灭菌器运行状态监控及安全检查 

□灭菌器安全联锁装置完好检查 

□灭菌器升压前，门盖达到预定关闭部位的确认 

□灭菌器（自动）灭菌操作 

□灭菌器（手动）灭菌操作 

□灭菌器灭菌完成后的干燥操作 

□灭菌器日常维护保养内容 

□压力表在什么情况下应停止使用 

□安全阀在什么情况下应停止使用 

□打开灭菌器门前，釜内压力完全释放的确认 

□快开门式压力容器常用阀门、密封元件的维护保

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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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考 试 项 目 考试用时 成绩 备注 

实际操作 30
分 

（5 分钟） 

□压力表（表前无三通旋塞）更换操作程序 

□安全阀手动排放后安全阀回座严密操作程

序 

□安全阀手动排放失灵操作程序 

□自动排放安全阀开启操作程序 

□自动排放安全阀不启跳操作程序 

□手动安全联锁手柄机构的操作 

□灭菌器（自动）灭菌操作程序 

□灭菌器（手动）灭菌操作程序 

□灭菌器灭菌完成后进行干燥操作程序 

   

Ⅲ 

应急
处置 
20
分 
 

口试部分（5
分钟） 

□灭菌器停机后门打不开操作程序 
□快开门式压力容器作业人员进罐安全要求 
□灭菌器在运行时加压门盖突然大量泄漏，大
量蒸汽喷射而出应急处置 
□应当制定特种设备事故应急专项预案的特
种设备使用单位有哪些及演练频率 

   

实际操作（5
分钟） 

□灭菌器运行中出现鼓包变形等紧急情况操
作程序 
□灭菌器运行中出现缺水报警操作程序 
□灭菌器手动灭菌时压力正常温度达不到设
定温度操作程序 
□灭菌器在运行中压力表已超过最高压力而
安全阀仍不能排汽操作程序 
□灭菌时灭菌室压力不上升门未关好指示灯
亮操作程序 

   

总 评 成 绩：      分                 考评员（签名）:                    监考（签名）： 

说明： 

1、Ⅰ部分抽签选 5种相关部件识别； 

2、Ⅱ部分中的口试题，随机抽 1道进行考试，实际操作题随机抽 2道进行考试； 

3、Ⅲ部分在口试题或实际操作题中随机抽 1题考试。 

4、考试结论分为“合格”“不合格”。 



T/GDASE 0025-2021 

9 

 

表 C.2  快开门式压力容器（蒸压釜）操作实际操作考试记录表 

 

姓    名：                               考试日期：         年      月       日      

考试开始时间：                    考试结束时间：                  考试结论             

序号 考 试 项 目 考试用时 成绩 备 注 

Ⅰ 

相关部件识 

别 

30分 

（5分钟） 

抽签选 5种相关部件识别：    

□釜体 

□釜盖 

□摆动装置 

□进蒸汽管路 

□密封圈加压管路 

□排空阀 

□活动支座 

□固定支座 

□保温层 

□安全联锁装置 

□联锁指示灯 

□到位开关 

□啮合齿锁机构 

□开关门减速器锁定

机构 

□汽源锁定机构 

□密封锁紧机构 

□零压开关及电气自动控

制系统 

□安全手柄 

□半圆盘 

□球阀 

□泄汽管 

□安全阀 

□压力表 

□疏水阀 

□其他部件 

□门未关好报警指示含义 

□常见安全联锁装置种类 

□基本参数 

Ⅱ 

实

际

操

作 

50

分 

口试部

分 20分 

（5分

钟） 

□蒸压釜安全操作规程的基本内容 

□蒸压釜使用前检查 

□蒸压釜运行状态监控及安全检查 

□蒸压釜安全联锁装置完好检查 

□蒸压釜升压前，釜门达到预定关闭部位的确认 

□打开蒸压釜釜门前，釜内压力完全释放的确认 

□蒸压釜日常维护保养内容 

□压力表在什么情况下，应停止使用 

□安全阀在什么情况下，应停止使用 

□蒸压釜常用阀门、密封元件的维护保养 

 

  

实际操

作 30分 

（5分

钟） 

□安全阀手动排放试验 

□安全阀自动排放试验 

□蒸压釜关门操作 

□蒸压釜加压操作 

□蒸压釜卸压操作 

□蒸压釜开门操作 

□蒸压釜节能余气加压操作 

□蒸压釜节能卸压操作 

□手动安全联锁手柄机构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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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考 试 项 目 考试用时 成绩 备 注 

Ⅲ 

应

急

处

置 

20

分 

 

口试部

分（5分

钟） 

□蒸压釜运行中发生哪些异常现象时，操作人员

必须立即采取紧急措施 

□快开门式压力容器作业人员进罐安全要求 

□蒸压釜运行中发现蒸压釜变形应急处置 

□处理压力容器事故的要求 

   

实际操

作 

（5分

钟） 

□蒸压釜运行中发现安全阀超压未起跳事故应急

处置 

□釜内余汽未放尽导致了安全连锁生效打不开罐

门的应急处置 

   

成 绩：       分                 考评员（签名）:                    监考（签名）： 

说明： 

1、Ⅰ部分抽签选 5种相关部件识别； 

2、Ⅱ部分中的口试题，随机抽 1道进行考试，实际操作题随机抽 2道进行考试； 

3、Ⅲ部分在口试题或实际操作题中随机抽 1题考试。 

4、考试结论分为“合格”“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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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资料性） 

灭菌器考试知识点、考题及答案 

 

表 D.1  相关部件识别考试知识点、考题及答案 

序号 考试知识点 考题 参考答案 

1 

1.快开门式压力容器及其主要组成部

分 

2.快开门式压力容器典型结构、主要

受压元件 

3.快开门式压力容器安全附件、仪表、

常用阀门及密封元件 

1）灭菌室 

2）夹套 

3）密封门 

4）蒸发器 

5）快开门安全联锁装置 

6）安全阀 

7）压力表 

8）液位计 

9）温度计 

10）密封元件 

11）电气控制系统 

12）给水阀 

13）排水阀 

14）排汽阀 

15）泄汽阀 

16）进汽电磁阀 

—— 

2 快开门式压力容器基本参数 灭菌器的基本参数 

1）灭菌器的设计温度129℃ 

2）灭菌器的设计压力0.245MPa 

3）灭菌器的工作压力0.22MPa 

3 快开门式压力容器常见安全联锁装置 常见安全联锁装置种类 

1）直接作用式安全联锁装置 

2）间接作用式安全联锁装置 

3）组合式安全联锁装置 

4 常见快开门式压力容器报警指示含义 门未关好报警指示的含义 
1）门盖未关好报警指示，不能加压 

2）容器内有压力报警指示，不能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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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2  基本操作能力口试部分考试知识点、考题及答案 

序号 考试知识点 考题 参考答案 

1 

快开门式压力容器使

用前检查及不安全因

素排除 

灭菌器使用前外观检查内容 

1)检查灭菌器容器内壁有无变形、缺陷 

2)检查灭菌器安全附件是否齐全、是否在校验有效期内 

3)检查灭菌器温度表、压力表、液位计指示是否正常 

4)检查灭菌器安全联锁机构运转是否灵活，门盖未关好报警指示，不能加压 

2 

快开门式压力容器运

行状态监控及安全检

查 

灭菌器运行状态监控及安全

检查 

1)检查各阀门的开、关设置是否符合要求 

2)温度、压力、设定灭菌时间是否在规定范围内 

3)检查快开门安全联锁装置是否可靠有效 

3 

快开门式压力容器安

全联锁装置完好性检

查 

灭菌器安全联锁装置完好检

查 

1)检查安全联锁装置部件是否齐全 

2)将门盖关上后试验加压阀是否可动作 

3)是否有报警指示 

4 

快开门式压力容器启

动、运行和停止操作

程序及安全注意事项 

安全操作规程包含的基本内

容 

1)主要操作工艺参数（含工作压力、灭菌温度、灭菌时间和容积等） 

2)岗位操作方法（含开、关门的操作程序和安全注意事项，升温、升压、恒温和降压程序等） 

3)运行中重点检查的项目和部位（主受压元件、受压焊缝、安全附件、灭菌温度和灭菌时间等），

运行中可能出现的异常现象和防止措施，以及紧急情况的处置和报告程序 

4）停用时的保养方法 

灭菌器（自动）灭菌操作 

1)开启电源，打开进水手动阀，灭菌室放置灭菌物后关紧灭菌室门，控制箱显示电源灯亮，门已关

好灯亮、进水灯亮 

2)进水灯熄灭后关闭进水手动阀，顺时针旋动计时器旋钮，红点对至20至30分钟，按启动键，此时

控制箱显示电源灯亮，门已关好灯亮，加热灯亮 

3)当达到设定压力时，灭菌灯亮，同时计时器开始计时，当计时器归零、蜂鸣器响，提示灭菌结束，

灭菌器自动排汽，必须等到内层压力表指针归零后方可开门门缝留5至10厘米，过20至30分钟后取

物开门后可关闭电源 

灭菌器（手动）灭菌操作 

1)开启电源，打开进水手动阀，灭菌室放置灭菌物后关紧灭菌室门，控制箱显示电源灯亮，门已关

好灯亮、进水灯亮 

2)进水灯熄灭后关闭进水手动阀，设定灭菌温度和灭菌时间，按启动键，此时控制箱显示电源灯亮，

门已关好灯亮，加热灯亮 

3）当夹层压力达到设定压力后，打开进汽开关，将灭菌室压力升至0.05MPa，关闭进汽开关，打开

排汽阀，使灭菌室冷空气不断排出，在灭菌室压力降到0MPa时，关闭排汽阀。再次打开进汽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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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考试知识点 考题 参考答案 

如此反复三次排净冷空气，方可进行灭菌。如灭菌室压力表上对应温度与温度表的温度相差较大时，

应多排几次冷空气 

4）当温度达到灭菌温度时，开始灭菌计时，灭菌时应做好安全巡查工作，确保灭菌器运行正常 

5）到达设定时间后停止加热。这时计时器归零、蜂鸣器响，提示灭菌结束，打开手动排汽阀排冷，

当内层压力表指针归零后，温度降至70℃以下时，打开灭菌门 

快开门式压力容器启

动、运行和停止操作

程序及安全注意事项 

灭菌器灭菌完成后的干燥操

作 

1)灭菌时间到后，按不同灭菌物品的要求，任由灭菌室内的夹层加温烘干，此时将门打开4至5厘米

的间隙冷却 

2)手动设置干燥温度（灭菌温度），干燥时间（灭菌时间） 

3)按下启动按钮，自动加热干燥，计时时间到，干燥结束 

4)干燥过程电控箱指示灯显示过程 

5 

快开门式压力容器升

压前，快开门达到预

定关闭部位的确认 

灭菌器升压前，快开门达到

预定关闭部位的确认 

1)撑档全部插入孔位且径向平直 

2)电气联锁开关联锁到位，无门未关好报警指示 

3）门盖手动安全联锁手柄处于关闭状态 

6 

打开快开门前，压力

容器内部压力完全释

放的确认 

打开灭菌器门前，灭菌室内

压力完全释放的确认 

1)当灭菌室的汽完全排出后（灭菌室压力为0） 

2）泄汽管排汽口无蒸汽排出 

7 
快开门式压力容器工

艺参数设置及调整 
灭菌器（手动）灭菌操作 

1)开启电源，打开进水手动阀，灭菌室放置灭菌物后关紧灭菌室门，控制箱显示电源灯亮，门已关

好灯亮、进水灯亮 

2)进水灯熄灭后关闭进水手动阀，设定灭菌温度和灭菌时间，按启动键，此时控制箱显示电源灯亮，

门已关好灯亮，加热灯亮 

3）当夹层压力达到设定压力后，打开进汽开关，将灭菌室压力升至0.05MPa，关闭进汽开关，打开

排汽阀，使灭菌室冷空气不断排出，在灭菌室压力降到0MPa时，关闭排汽阀。再次打开进汽开关。

如此反复三次排净冷空气，方可进行灭菌。如灭菌室压力表上对应温度与温度表的温度相差较大时，

应多排几次冷空气 

4）当温度达到灭菌温度时，开始灭菌计时，灭菌时应做好安全巡查工作，确保灭菌器运行正常 

5）到达设定时间后停止加热。这时计时器归零、蜂鸣器响，提示灭菌结束，打开手动排汽阀排冷，

当内层压力表指针归零后，温度降至70℃以下时，打开灭菌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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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考试知识点 考题 参考答案 

8 
快开门式压力容器日

常维护保养 
灭菌器日常维护保养内容 

1)灭菌器的外表面及灭菌室内要保持清洁干燥，下排冷口滤网要每天检查清洁 

2)密封圈及密封槽要经常检查是否有损坏和保持清洁，否则会影响密封效果，每天使用完毕后在密

封圈上涂滑石粉，以延长密封胶条的使用寿命，及减少开关门的摩擦力 

3)每月应拆开排汽管过滤器及节流管过滤器清洁一次，以利排泄冷气，保持温度 

4)每周应对快开门安全联锁功能检查一次 

9 

快开门式压力容器安

全附件及仪表的检查

与记录 

压力表在什么情况下应停止

使用 

1)选型错误的 

2)表盘封面玻璃破裂或者表盘刻度模糊不清的 

3)封签损坏或者超过检定有效期限的 

4)表内弹簧管泄漏或者压力表指针松动的 

5)指针扭曲断裂或者外壳腐蚀严重的 

6)三通旋塞或者针形阀开启标记不清或者锁紧装置损坏的 

安全阀在什么情况下应停止

使用 

1)选型错误的 

2)超过校验有效期的 

3)铅封损坏的 

4)安全阀泄漏的 

10 

快开门式压力容器常

用阀门、密封元件的

维护保养 

快开门式压力容器常用阀

门、密封元件的维护保养 

正常生产时检查阀门、各密封元件是否有泄漏(包括外漏、内漏)，停用时定期对阀门阀杆上润滑油，

更换已出现老化、密封效果不佳的密封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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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3  基本操作能力实际操作部分考试知识点、考题及答案 

序号 考试知识点 考题 参考答案 

1 

快开门式压力容器启动、运

行和停止操作程序及安全注

意事项 

灭菌器（自动）灭菌操作程序 

1)打开泄汽阀 

2)打开进水阀 

3)关闭泄汽阀 

4)关闭进水阀 

5)设定灭菌温度（点击设定标签） 

6)设定灭菌时间（点击设定标签） 

7)按下自动灭菌程序按钮 

8)按下开始按钮 

9)打开联锁扳手灭菌器门 

注：设定温度和设定计时器用点击相应设定标签表示 

灭菌器（手动）灭菌操作程序 

1)打开泄汽阀 

2)打开进水阀 

3)关闭泄汽阀 

4)关闭进水阀 

5)设定灭菌温度（点击设定标签） 

6)设定灭菌时间（点击设定标签） 

7)按下手动按钮 

8)按下开始按钮 

9)打开进汽按钮 

10)关闭进汽按钮 

11)打开排汽按钮 

12)关闭排汽按钮 

13)第二次打开进汽按钮 

14)第二次关闭进汽按钮 

15)第二次打开排汽按钮 

16)第二次关闭排汽按钮 

17)第三次打开进汽按钮 

18)第三次关闭进汽按钮 

19)启动灭菌程序按钮 

20)按下停止按钮 

21)打开联锁扳手灭菌器门 

注：设定温度和设定计时器用点击相应设定标签表示 

灭菌器灭菌完成后进行干燥操

作程序 

1)打开联锁扳手灭菌器门 

2)设定干燥温度（点击设定标签） 

3)设定干燥时间（点击设定标签） 

4)按下手动按钮 

5)按下开始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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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考试知识点 考题 参考答案 

注：设定干燥温度和设定干燥计时器用点击相应设定标签表示 

2 
快开门式压力容器手动安全

联锁手柄机构的操作 
手动安全联锁手柄机构的操作 

1)按灭菌器操作规程开门操作一次 

2)按灭菌器操作规程关门操作一次 

3 
快开门式压力容器安全附件

及仪表的检查与记录 

压力表（表前无三通旋塞）更

换操作程序 

1)按下停止运行（加热）按钮 

2)打开手动排汽阀 

3)打开泄汽阀，并确认压力完全释放 

4)拆卸压力表（点击拆卸标签） 

5)安装压力表（点击安装标签） 

安全阀手动排放后安全阀回座

严密操作程序 

1)提起安全阀手柄 

2)放下安全阀手柄 

安全阀手动排放失灵操作程序 

1)提起安全阀手柄 

2)放下安全阀手柄 

3)按下停止运行（加热）按钮 

4)打开泄汽阀，并确认压力完全释放 

5)拆卸安全阀（点击拆卸标签） 

6)安装安全阀（点击安装标签） 

注：拆卸和安装安全阀用点击相应标签表示 

自动排放安全阀开启操作程序 

1)提起安全阀手柄 

2)放下安全阀手柄 

3)按下停止运行（加热）按钮 

4)打开手动排汽阀 

5)打开泄汽阀，并确认压力完全释放 

6)关闭泄汽阀 

7)关闭进水阀 

8)设定灭菌温度（点击设定标签） 

9)设定灭菌时间（点击设定标签） 

10)按下手动按钮 

11)按下开始灭菌程序按钮 

 

注：设定温度和设定计时器用点击相应设定标签表示 

自动排放安全阀不启跳操作程

序 

1)按下停止运行（加热）按钮 

2)打开手动排汽阀 

3)打开泄汽阀，并确认压力完全释放 

4)提起安全阀手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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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考试知识点 考题 参考答案 

5)放下安全阀手柄 

6)拆卸安全阀（点击拆卸标签） 

7)安装安全阀（点击安装标签） 

注：拆卸和安装安全阀用点击相应标签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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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4  应急处置能力口试部分考试知识点、考题及答案 

序号 考试知识点 考题 参考答案 

1 
快开门式压力容器异常情况

处理、记录和常见故障排除 
灭菌器停机后门打不开操作程序 

1)检查灭菌室和夹层压力表是否降到 0 

2)打开手动排汽阀和泄汽阀，查看有没蒸汽排出，若有，则

将蒸汽排干净 

3)检查灭菌室温度是否降到 80℃以下 

4)经过以上排查，假如门还打不开，则报专业人员检修 

2 
快开门式压力容器作业人员

进罐安全要求 
快开门式压力容器作业人员进罐安全要求 

1)进入前必须确保已卸压、降温、通风后办理有限空间作业

证书 

2)确保罐内的温度、有毒、有害、易燃易爆气体符合要求内

部氧气含量合格（19%-23%) 

3)做好必要的个人防护(穿着符合相应要求的工作服、鞋、

帽、手套外部)，小空间要系好安全带 

4)配备相应的应急用品和应急器材 

5)外部必须要有人监护 

3 
快开门式压力容器事故应急

预案和事故处理 

灭菌器在运行时加压门盖突然大量泄漏大量蒸汽

喷射而出应急处置 

1)先判断是否密封垫圈未装好到位或密封垫圈有损伤、老化

等造成 

2)假如无法处理，为防止事故扩大，立即上报事故停车、卸

压 

3)确认内部无压力后安全联锁解锁，拆开门盖后检查更换密

封垫圈 

应当制定特种设备事故应急专项预案的特种设备

使用单位有哪些及演练频率 

需要设置特种设备管理机构和配备专职安全管理人员的使

用单位应当制定特种设备事故应急专项预案，每年至少演练

一次并且记录 

 



T/GDASE 0025-2021 

19 

表 D.5  应急处置能力实际操作部分考试知识点、考题及答案 

序号 考试知识点 考题 参考答案 

1 
快开门式压力容器异常情况

处理、记录和常见故障排除 

灭菌器运行中出现鼓包变形等紧急情况操作程序 

1)按下停止运行（加热）按钮 

2)打开手动排汽阀 

3)打开泄汽阀 

4)打开联锁扳手灭菌器门 

灭菌器运行中出现缺水报警操作程序 

1)按下停止运行（加热）按钮 

2)打开手动排汽阀 

3)打开泄汽阀 

4)打开进水阀 

5)关闭手动排汽阀 

6)关闭泄汽阀 

7)关闭进水阀 

8)重新启动灭菌程序 

灭菌器手动灭菌时压力正常温度达不到设定温度

操作程序 

1)按下停止运行（加热）按钮 

2)打开排汽按钮 

3)关闭排汽按钮 

4)打开进汽按钮 

5)关闭进汽按钮 

6)第二次打开排汽按钮 

7)第二次关闭排汽按钮 

8)第三次打开进汽按钮 

9)第三次关闭进汽按钮 

10)启动灭菌程序 

灭菌器在运行中压力表已超过最高压力而安全阀

仍不能排汽操作程序 

1)按下停止运行（加热）按钮 

2)打开手动排汽阀 

3)打开泄汽阀 

4)拆卸安全阀（点击拆卸标签） 

5)安装安全阀（点击安装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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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考试知识点 考题 参考答案 

注：拆卸和安装安全阀用点击相应标签表示 

快开门式压力容器异常情况

处理、记录和常见故障排除 灭菌时灭菌室压力不上升门未关好指示灯亮操作

程序 

1)按下停止运行（加热）按钮 

2)打开手动排汽阀 

3)打开泄汽阀 

4)关闭联锁扳手灭菌器门 



T/GDASE 0025-2021 

21 

附录 E 

（资料性） 

蒸压釜考试知识点、考题及答案 

 

表 E.1  相关部件识别考试知识点、考题及答案 

序号 考试知识点 考题 参考答案 

1 

1.快开门式压力容器及其主要组

成部分 

2.快开门式压力容器典型结构、

主要受压元件 

3.快开门式压力容器安全附件、

仪表、常用阀门及密封元件 

1)釜体 

2)釜盖 

3)摆动装置 

4)进蒸汽管路 

5)密封圈加压管路 

6)排空阀 

7)活动支座 

8)固定支座 

9)保温层 

10)安全联锁装置 

11)联锁指示灯 

12)到位开关 

13)啮合齿锁机构 

14)开关门减速器锁定机构 

15)汽源锁定机构 

16)密封锁紧机构 

17)零压开关及电气自动控制系统 

18)安全手柄 

19)半圆盘 

20)球阀 

21)泄汽管 

22)安全阀 

23)压力表 

24)疏水阀 

 

—— 

2 快开门式压力容器基本参数 蒸压釜的基本参数 

1)蒸压釜的设计压力1.1MPa 

2)蒸压釜的最高工作压力1.0MPa 

3)蒸压釜的最高工作温度185℃ 

3 
快开门式压力容器常见安全联锁

装置 
常见安全联锁装置种类 

1)直接作用式安全联锁装置 

2)间接作用式安全联锁装置 

3)组合式安全联锁装置 

4 
常见快开门式压力容器报警指示

含义 
门未关好报警指示的含义 

1)门盖未关好报警指示，不能加压 

2)容器内有压力报警指示，不能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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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2 基本操作能力口试部分考试知识点、考题及答案 

序号 考试知识点 考题 参考答案 

1 
快开门式压力容器使用前检

查及不安全因素排除 
蒸压釜使用前检查 

1)首次正式操作前应进行一次空试运转，确保安全装置正常工作 

2)检查釜体内的轨道、釜前的摆渡车(或摆渡桥)和车间地面轨道标高是否一致，

位置是否正确 

3)安全装置手柄是否灵活，能否卡住釜盖挡块，位置是否正确，阀门安装是否

正确 

4)密封圈安装情况是否良好，贴合表面是否涂上石墨粉 

5)检查全部安全附件完好状况 

6)冷凝水排放系统的各种阀门安装是否正确可靠 

7)检查釜体下的各个支座是否在冷态时都着地，滚子滚动表面污物是否清理干

净 

8)检查配汽装置所有仪表、阀门是否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9)检查釜盖及悬挂装置是否安装正确，釜盖有否“自闭”和“自开”现象 

2 
快开门式压力容器运行状态

监控及安全检查 

蒸压釜运行状态监控及安全检

查 

1)检查各阀门的开、关设置是否符合要求 

2)釜盖关闭是否到位和严密 

3)釜内工作压力、介质温度或者釜内上下壁温及其温差（温差小于40℃）是否

在规定范围内 

4)蒸压釜与连接的管道有无异常振动 

5)主要受压元件有无发生裂缝、鼓包、变形、泄漏等危及安全的现象 

6)检查快开门安全联锁装置是否可靠有效 

3 
快开门式压力容器安全联锁

装置完好性检查 
蒸压釜安全联锁装置完好检查 

1)检查安全联锁装置部件是否齐全 

2)将门盖关上后试验加压阀是否可动作 

3)是否有报警指示 

4 

快开门式压力容器启动、运

行和停止操作程序及安全注

意事项 

蒸压釜安全操作规程的基本内

容 

1)操作工艺参数（含工作压力、最高或最低工作温度） 

2)岗位操作方法（含开、关釜盖的操作程序和安全注意事项，送汽程序、抽真

空、升压、恒压和降压程序等） 

3)运行中重点检查的项目和部位（主受压元件、受压焊缝、安全附件、上下壁

温差等），运行中可能出现的异常现象和防止措施，以及紧急情况的处置和报

告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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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考试知识点 考题 参考答案 

4)运行中冷凝水排放和停釜时对釜内料渣清理的要求 

5)停用时的封存和保养方法 

5 

快开门式压力容器升压前，

快开门达到预定关闭部位的

确认 

蒸压釜升压前，釜门达到预定

关闭部位的确认 

1)门盖关至啮齿啮合位置 

2)电气联锁开关联锁到位，无门未关好报警指示 

3)门盖手动安全联锁手柄处于关闭状态，相连的排气阀门关闭 

6 
打开快开门前，压力容器内

部压力完全释放的确认 

打开蒸压釜釜门前，釜内压力

完全释放的确认 

1)门盖关至啮齿啮合位置 

2)电气联锁开关联锁到位，无门未关好报警指示 

3)门盖手动安全联锁手柄处于关闭状态，相连的排气阀门关闭 

7 
快开门式压力容器工艺参数

设置及调整 

蒸压釜安全操作规程的基本内

容 

1)操作工艺参数（含工作压力、最高或最低工作温度） 

2)岗位操作方法（含开、关釜盖的操作程序和安全注意事项，送汽程序、抽真

空、升压、恒压和降压程序等） 

3)运行中重点检查的项目和部位（主受压元件、受压焊缝、安全附件、上下壁

温差等），运行中可能出现的异常现象和防止措施，以及紧急情况的处置和报

告程序 

4)运行中冷凝水排放和停釜时对釜内料渣清理的要求 

5)停用时的封存和保养方法 

8 
快开门式压力容器日常维护

保养 
蒸压釜日常维护保养内容 

1)对蒸压釜本体及其安全附件、安全保护装置、测量调控装置、附属仪器仪表

进行日常维护保养，对发现的异常情况，应当及时处理并且记录 

2)快开门安全联锁装置应每周进行检查，确保灵活可靠，若已损坏或不能保证

安全,应及时检修和更换，否则停止使用 

3)阻汽排水装置应保持有效可靠，每天应清扫釜底的积水、残渣一次，定期进

行彻底清扫，定期清除排水管道联接器中的泥渣杂物，定期维修疏水器确保疏

水器排水通畅 

4)检查保持活动支座的下部清洁，确保支座能自由膨胀检查支座下沉情况 

5)保持手摇减速器及其他转动部位润滑良好密封圈外露面定期涂润滑剂并定期

更换新圈 

6)避免任何重物碰撞釜盖和釜体而产生机械损伤，不应用链条、钢绳等牵引摩

擦釜内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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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考试知识点 考题 参考答案 

7)使用过程中不得私自对设备受压部件进行维修改造或调整运行参数 

9 
快开门式压力容器安全附件

及仪表的检查与记录 

压力表在什么情况下，应停止

使用 

1)选型错误的 

2)表盘封面玻璃破裂或者表盘刻度模糊不清的 

3)封签损坏或者超过检定有效期限的 

4)表内弹簧管泄漏或者压力表指针松动的 

5)指针扭曲断裂或者外壳腐蚀严重的 

6)三通旋塞或者针形阀开启标记不清或者锁紧装置损坏的 

安全阀在什么情况下，应停止

使用 

1)选型错误 

2)超过校验有效期 

3)铅封损坏 

4)安全阀泄漏 

10 
快开门式压力容器常用阀

门、密封元件的维护保养 

蒸压釜常用阀门、密封元件的

维护保养 

正常生产时检查阀门、各密封元件是否有泄漏(包括外漏、内漏)，停用时定期

对阀门阀杆上润滑油，更换已出现老化、密封效果不佳的密封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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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3  基本操作能力实际操作部分考试知识点、考题及答案 

序号 考试知识点 考题 参考答案 

1 

快开门式压力容器启动、运

行和停止操作程序及安全

注意事项 

蒸压釜关门操作 

1)清理密封圈表面，涂石墨润滑剂 

2)缓慢旋转釜盖至门框附近，对准啮齿，盖上釜盖 

3)启动釜盖旋转手柄，调整釜盖至啮齿啮合 

4)关闭门安全联锁手柄阀门 

蒸压釜加压操作 

1)确认釜盖关闭完成，检查蒸压釜各个阀门是否处于运行状态 

2)缓慢打开余汽进汽阀 

3)缓慢开启蒸汽进口总阀门，蒸压釜压力表升至正常工作压力值 

4)缓慢打开密封圈预紧阀 

5)检查釜盖密封情况正常 

6)关闭密封圈预紧阀 

蒸压釜卸压操作 

1)关闭进汽总阀 

2)关闭余汽进汽阀 

3)开启排空阀门，（要求开启阀门过程缓慢，逐渐加大开度） 

4)观察压力表参数变化，等待排气过程完毕， 

5)开启排水阀，（要求开启阀门过程缓慢，逐渐加大开度） 

6)等排水完毕，关闭排水阀 

蒸压釜开门操作 

1)关闭进汽总阀 

2)关闭余汽进汽阀 

3)确认压力表显示为零，检查确认相应电控柜显示屏显示“釜内无压力”，开启排空阀

已无蒸汽排出 

4)开启门安全联锁手柄阀门，观察排汽管口，确定无蒸汽排出 

5)转动启动快开门旋转手柄，调整釜门至啮齿分离 

6)缓慢打开釜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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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考试知识点 考题 参考答案 

1 

快开门式压力容器启动、运

行和停止操作程序及安全

注意事项 

蒸压釜节能余气加压操作 

1)确认釜门关闭完成 

2)检查蒸压釜各个阀门是否处于运行状态 

3)缓慢打开余汽阀门 

4)缓慢打开密封圈预紧阀 

5)缓慢开启蒸汽进口总阀门，蒸压釜压力表升至工作额定压力值 

6)观察快开门密封情况正常 

7)关闭密封圈预紧阀 

蒸压釜节能卸压操作 

1)关闭进汽总阀 

2)缓慢开启余汽排汽阀门 

3)操作另外一台蒸压釜进余汽 

4)等待两个蒸压釜压力值逐渐相同，读数下降至稳定状态 

5)关闭余汽排汽阀门 

2 
快开门式压力容器手动安

全联锁手柄机构的操作 

手动安全联锁手柄机构的操

作 

1)按蒸压釜操作规程开门操作一次 

2)按蒸压釜操作规程关门操作一次 

3 
快开门式压力容器安全附

件及仪表的检查与记录 

安全阀手动排放后安全阀回

座严密，操作程序 

1)提起安全阀手柄 

2)放下安全阀手柄 

安全阀手动排放失灵操作程

序 

1)提起安全阀手柄 

2)放下安全阀手柄 

3)关闭进汽总阀 

4)关闭余汽进汽阀 

5)开启排空阀门，（要求开启阀门过程缓慢，逐渐加大开度） 

6)观察压力表参数变化，等待排气过程完毕， 

7)开启排水阀，（要求开启阀门过程缓慢，逐渐加大开度） 

8)等排水完毕，关闭排水阀 

9)确认压力完全释放 

10)拆卸安全阀（点击拆卸标签） 

11)安装安全阀（点击安装标签） 

注：拆卸和安装安全阀用点击相应标签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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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4  应急处置能力口试部分考试知识点、考题及答案 

序号 考试知识点 考题 参考答案 

1 
快开门式压力容器异常情况

处理、记录和常见故障排除 

蒸压釜运行中发生哪些异常现象时，操作人

员必须立即采取紧急措施 

蒸压釜发生以下异常情况现象之一时，操作人员应当立即停止进汽并采取

紧急措施，并且按照规定的报告程序，及时向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员和单位

有关负责人报告： 

1)釜内工作压力、介质温度或者釜内上下壁温及其温差超过规定值，采取

措施仍不能得到有效控制 

2)釜盖关闭不严或不正 

3)主要受压元件发生裂缝、鼓包、变形、泄漏等危及安全的现象 

4)安全附件失灵、损坏等不能起到安全保护的情况 

5)接管、紧固件损坏，难以保证安全运行 

6)发生火灾等直接威胁到蒸压釜安全运行 

7)蒸压釜与连接的管道发生严重振动，危及安全运行 

8)遇到雷雨、风沙等恶劣天气 

9)其它影响操作安全的情况 

2 
快开门式压力容器作业人员

进罐安全要求 
快开门式压力容器作业人员进罐安全要求 

1)进入前必须确保已卸压、降温、通风后办理有限空间作业证书 

2)确保罐内的温度、有毒、有害、易燃易爆气体符合要求内部氧气含量合

格（19%-23%) 

3)做好必要的个人防护(穿着符合相应要求的工作服、鞋、帽、手套外部)，

小空间要系好安全带 

4)配备相应的应急用品和应急器材 

5)外部必须要有人监护 

6)必须使用安全电压的照明、电动工具方可进入内部作业 

3 
快开门式压力容器事故应急

预案和事故处理 

蒸压釜运行中发现蒸压釜变形应急处置 

当发生冷凝水排放受阻、釜内上下温度差大于40℃，蒸压釜严重上拱变形

时，应采取紧急措施： 

1)排放冷凝水 

2)进行排气 

3)如措施无效，应立即停釜 

处理压力容器事故的要求 1)判断、处理压力容器事故（即故障）要“稳”、“准”、“快”“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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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考试知识点 考题 参考答案 

指压力容器在发生事故前，操作人员一定要保持镇静，不能惊慌失措“准”

指对发生事故的原因判断要准“快”指对事故的处理要快，防止事故扩大 

2)压力容器操作人员一时查不清事故原因时，应迅速报告上级，不得盲目

处理，延误时机在事故未得到妥善处理之前，不得擅离岗位 

3)压力容器发生爆炸事故或造成人员伤亡、设备损坏事故后，事故发生单

位应要情况报告报主管部门和当地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当地特种

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应逐级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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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4  应急处置能力实际操作部分考试知识点、考题及答案 

序号 考试知识点 考题 参考答案 

1 
快开门式压力容器异常情况处

理、记录和常见故障排除 

蒸压釜运行中发现安全阀超压未起跳事故的应急处置 

1)关闭蒸汽进口阀 

2)关闭余汽进汽阀 

3)缓慢打开排汽阀 

4)确认压力降至正常值，关闭排空阀 

5)报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员 

釜内余汽未放尽导致了安全连锁生效打不开罐门的应

急处置 

1)确认压力表显示为零，检查确认相应电控柜显示屏显示“釜

内 无压力”，开启排空阀已无蒸汽排出 

2)开启门安全联锁手柄阀门，观察排汽管口，确定无蒸汽排出 

3)转动启动快开门旋转手柄，调整釜门至啮齿分离 

4)缓慢打开釜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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