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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特促〔2022〕78 号 

       

关于举办“2022 年全国压力容器检验师（RQS） 
专业培训活动”的通知 

 
各特种设备检验机构： 

为适应 2022 年全国压力容器检验师（RQS）资格考核方式

的调整，做好考前辅导工作，中国特种设备安全与节能促进会

（以下简称促进会）定于 2022 年 11 月中旬分别在济南市和长

沙市举办“2022 年全国压力容器检验师（RQS）专业培训活动”。

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时间、地点 

（一）济南：2022 年 11 月 18 日全天报到，11 月 19 日

—12 月 8 日培训。 

（二）长沙：2022 年 11 月 19 日全天报到，11 月 20 日

—12 月 8 日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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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举办地点与参加人员安排（见下表） 

城市 地点 所覆盖的省级行政区域 

济南 济南玉泉森信大酒店 山东、安徽、上海、江苏、浙江、福建、辽宁、吉林 

长沙 长沙恺宸酒店 

湖南、湖北、河南、广东、广西、北京、天津、河北、

江西、山西、内蒙古、黑龙江、海南、重庆、四川、

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注：请自行确认考试城市后选择相对应的地点参加培训活动。 

二、培训安排 

（一）按照“压力容器检验师（RQS）应具备发现问题、

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要求，以案例分析的形式安排相

关课程（见附件 1）。 

（二）教材 

针对考核变化编纂的培训教材《压力容器检验》，将于报

到时发放。 

三、报名方式 

本次培训自愿参加。 

四、相关费用 

（一）培训费：3350 元/人，促进会会员单位 2950 元/人，

持 2020 年、2021 年度本人促进会培训费发票复印件的补考人

员 1700 元（不含教材）。 

（二）食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见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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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费用交纳 

请于 11 月 18 日前将培训费汇入促进会账户 

户  名：中国特种设备安全与节能促进会 

账  号：3259 5869 9530 

开户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安贞桥支行 

行  号：1041 0000 5602 

（一）汇款时注明“压力容器检验师培训费”及参加培训

人员姓名。 

（二）本活动在报到现场及举办过程中，可接受刷卡、微

信、支付宝、现金等方式交纳培训费。 

六、健康情况 

（一）疫情防控按照当地防疫部门要求执行，会议过程中

全程佩戴口罩，如遇突发情况，按当地要求立即启动应急响应。 

（二）此次培训活动衔接考试，如遇当地疫情变化，会进

行相应调整。 

欲了解其他情况，可按下述方式联系： 

联系人：靳雪 13810055703、时亮 15101052100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26 号二层 

邮编：100013 

 

    附件：1. 课程安排 

2. 培训地点、路线及食宿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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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 

 

 

 

                     中特促进会 

                      2022 年 11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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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2 年全国压力容器检验师（RQS） 

专业培训活动日程安排（参考） 

 

日    期 课    时 内               容 

第一天 全  天  报  到 

第二天 

上午 

08:30-09:00 
压力容器检验师培训相关事项讲解 

上午 

09:00-12:00 
特种设备安全法规（4 课时） 

下午 

14：00-17:30 
压力容器型式试验专题（4 课时） 

第三天 

上午 

08:30-12:000 
压力容器材料（8 课时） 

下午 

14：00-17:30 

第四天 

上午 

08:30-12:000 
压力容器设计的力学基础（4 课时） 

下午 

14：00-17:30 
压力容器分析设计（4 课时） 

第五天 

上午 

08:30-12:00 
压力容器承载特征与常规设计（8 课时） 

下午 

14：00-17:30 

第六天 

上午 

08:30-12:00 
氧舱专题（4 课时） 

下午 

14：00-17:30 
气瓶专题（4 课时） 

第七天 

上午 

08:30-12:00 移动式压力容器（8 课时） 

 下午 

14：00-17:30 

第八天 全  天  自  习 

第九天 
上午 

08:30-12:00 
压力容器检验检测方法（8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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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课    时 内               容 

下午 

14：00-17:30 

第十天 

上午 

08:30-12:00 
压力容器制造安装改造维修质量保证体系（4 课时） 

下午 

14：00-17:30 
压力容器使用管理、安装、维修、改造知识（4 课时） 

第十一天 

上午 

08:30-12:00 
压力容器焊接（8 课时） 

下午 

14：00-17:30 

第十二天 

上午 

08:30-12:00 

压力容器制造监检（8 课时） 

奥氏体不锈钢压力容器专题 

换热器专题 

复合板压力容器专题 

低温压力容器专题 

下午 
14：00-17:30 

第十三天 

上午 

08:30-12:00 

压力容器定期检验（12 课时） 
下午 

14：00-17:30 

第十四天 

上午 

08:30-12:00 

下午 

14：00-17:30 
超高压容器专题（4 课时） 

第十五天 全  天  自  习 

第十六天 

上午 

08:30-12:00 
基于风险的检验方法及压力容器缺陷安全评定（6 课时） 

下午 

14：00-17:30 

第十七天 

上午 

08:30-12:00 承压设备损伤模式识别（GB/T 30579-2022《承压设备损伤模式识

别》）（8 课时） 下午 

14：00-17:30 

第十八天 

上午 

08:30-12:00 
压力容器腐蚀（4 课时） 

下午 

14：00-17:30 
钢制球形储罐（4 课时） 

第十九天 
上午 

08:30-12:00 
典型过程成套装置专题（16 课时） 



 

— 7 — 

日    期 课    时 内               容 

下午 

14：00-17:30 

第二十天 

上午 

08:30-12:00 

下午 

14：00-17:30 

第二十一天 全  天  自  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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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1 

培训地点、路线及食宿安排 
（举办城市：济南） 

一、报到时间、地点 

报到时间：2022 年 11 月 18 日 

酒店名称：济南玉泉森信大酒店 

酒店地址：济南市历下区泺源大街 68 号 

酒店总机：0531-88888887 

酒店联系人：赵银燕 17515316212 

二、乘车路线 

（一）火车站至酒店 

1．济南站至酒店 

自济南站（车站东街站前路）公交站乘 K51 路（环山小区

方向）至泺文路泺源大街站下车，步行 450 米即到； 

若直接乘出租车前往，约 5 公里。 

2．济南东站至酒店 

自东站公交西枢纽乘 BRT11 号线（全福立交桥方向）至工

业北路电建路下车，同站换乘 B165 路（新世界商城方向）至

银座商城下车，步行 300 米即到； 

若直接乘出租车前往，约 22 公里。 

3．济南西站至酒店 

自西站公交枢纽乘 K109 路（大明湖方向）至杆石桥南站

http://www.casei.org.cn/casei/files/2014/2014112802.doc
http://www.casei.org.cn/casei/files/2014/2014112802.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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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车，同站换乘 B52 路（公交集团方向）至银座商城站下车，

步行 50 米即到；若直接乘出租车前往，约 15 公里。 

（二）机场至酒店 

自遥墙机场乘机场大巴1号线至玉泉森信大酒店下车即到； 

若直接乘出租车前往，约 38 公里。 

三、食宿安排 

活动期间，参加人员的食宿可由会务统一安排，其费用自

理（食宿标准：270 元/人·天，该费用请于报到时直接向酒店

交纳）。 

疫情防控要求： 

1．省外地市、省内 7 天内发生本土疫情的地市入济返济

人员，须提前 3 天主动向目的住宿宾馆报备。所有来济人员

须持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抵达后需完成（5 天 4

检），原则上入济后前 3 天不参加聚集性活动、不乘坐公共交

通工具、不进入公共场所。  

2．中高风险区人员、健康码、行程码异常或无法按要求

提供核酸检测阴性结果的人员，以及对照疫情防控部门发布的

最新病例轨迹点位筛查的风险人员不能参加。 

3．7 日内有高风险区旅居史的入济返济人员，抵达后进行

7 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7 日内有中风险地区旅居史的入济返济

人员，抵达后进行 7 天居家隔离医学观察，如不具备居家隔离

医学观察条件，采取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如疫情发生地尚未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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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中高风险区，但已出现一定范围社区传播或已实施大范围社

区管控措施，对该区域来济人员，参照中风险区人员管控。 

4．因疫情的不确定性，培训所在地可能会随时调整防疫

要求，如多天隔离、核酸检测频次、省外地域专项防疫要求等，

请省外参加培训人员在前往培训所在地时，务必提前预留充足

的时间，避免出现因不能满足培训所在地防疫要求，无法正常

参加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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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2 

培训地点、路线及食宿安排 
（举办城市：长沙） 

一、报到时间、地点 

报到时间：2022 年 11 月 19 日 

酒店名称：长沙恺宸酒店 

酒店地址：长沙市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黄兴大道与盼盼路

交汇处 

酒店总机：0731-88215888 

酒店联系人：冯燕    手机：17708446248 

二、乘车路线 

（一）长沙汽车东站至酒店 

1. 车站对面公交站（东大门站）乘坐 114 路公交车（往机

场方向）到远大路黄兴大道站下车（13 站），用时约 30 分钟。  

2. 直接乘坐出租车前往酒店，用时约 20 分钟。  

（二）火车站至酒店  

1. 长沙火车站至酒店  

（1）出站后到售票厅后面停车场乘坐 114 路公交车，

远大路黄兴大道站下车（21 站），步行 485 米到达酒店，用

时约 50 分钟。 

（2）直接乘坐出租车前往酒店，用时约 40 分钟。 

（3）地铁 2 号线往光达方向，在人民路（人民路站）换

http://www.casei.org.cn/casei/files/2014/2014112802.doc
http://www.casei.org.cn/casei/files/2014/2014112802.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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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 6 号线至人民路（龙华站）下车，转 204 路或 X118 路公交

（3 站）至爵士湘下车对面即到。 

2. 长沙火车南站至酒店 

（1）火车南站东广场公交站乘坐 X117 路，博雅香水湾

公交站下车，步行 20 米到达酒店，用时约 40 分钟。 

（2）直接乘坐出租车前往酒店，用时约 20 分钟。 

（3）地铁 2 号线往梅溪湖方向，在人民路（人民路站）

换乘 6 号线至人民路（龙华站）下车，转 204 路或 X118 路公

交（3 站）至爵士湘下车对面即到。 

3. 黄花机场至酒店 

（1）出机场至公交车站乘坐 114 路公交车，远大路黄兴

大道站下车，步行 485 米到达酒店，用时约 40 分钟。 

（2）机场直接打车到恺宸大酒店，用时约 20 分钟。 

（3）机场乘坐 6 号线至人民路（龙华站）下车，转 204

路或 X118 路公交至爵士湘下车对面即到。 

三、相关食宿标准 

1. 活动期间，参加人员的食宿由会务统一安排，其费用

自理。 

特别提示：持健康码绿码和 48 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入长

沙，执行三天两检政策。 

2. 食宿标准：250 元/人·天（标准间合住）,该费用请于

报到时直接向会务组人员交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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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场监管总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局。 

中国特种设备安全与节能促进会       2022年 11月 13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