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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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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引 言 

通过认真汲取和总结近年来所发生的各种因装置、设施渗漏、泄漏所造成的人身伤亡、

财产损失、净土碧水蓝天污染的重大事故，及用人们生命鲜血和财产损失换来的沉重教训和

经验，纵纳国际和国内现状，经反复研究、论证、分析、总结，目前所发生的因装置、设施

渗漏、泄漏所造成的各种事故,最重要的缘故和罪魁祸首就是腐蚀，而阴极保护这套综合性

的重大的工程科学技术是控制腐蚀破坏最行之有效的措施和方法，因此，急需首先实施开展

对现有的阴极保护的从业人员和企事业单位进行相应水平的评价，以促进其专业水平、技术

能力的提高，尽快适应确保人身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的社会经济

运行的保险杠的底线要求，防止、杜绝类似装置、设施渗漏、泄漏的再发生！ 

腐蚀是以普遍性、隐蔽性依附于装置、设施而存在，並以渐进性、绝对性、突发性对其

进行腐蚀破坏，而阴极保护是以针对性、隐蔽性、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相对控制性地

阻止相应腐蚀对装置、设施进行腐蚀破坏，当阻止不住时，控制仪表即能及时显示并发出预

警，确保装置、设施勉被或杜绝腐蚀的破坏，使其渗漏、泄漏造成安全、污染等重大事故的

发生，能够发挥其保险杠、顶梁柱、脊梁骨和保护神的重大作用，是当代国际公认的最先进

实用的一項综合性的重大工程科学技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发达国家就已经都开始相继先后

将本技术列为本国的国家安全法、环保法中而强制加以贯彻实施！阴极保护设施绝不是一项

简单的、一般的设备、设施的装置，我们必须以只争朝夕地加大、加快专业技术力量、物力、

财力的投入进行全面系统性的研究、论证、老老实实、认认真真、一丝不苟全面系统性的实

施和监督、管理，真正切实使阴极保护这套综合性的重大的工程科学技术得到全面性、完整

性、系统性的贯彻落实，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杜绝事故再发生”的重要指示，杜绝人们再用

残酷的生命“抛头颅洒热血”交学费！ 

综上所述，协会组织有关从事本专业有造诣的科技人员、专家经深入研究、反复讨论并

汲取国际先进做法，结合行业的情况，为开展好这项工作，特制定本《阴极保护从业人员及

企业水平评价》的社团标准。 

  

 

                      中国工业防腐蚀技术协会社团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任 

                                                                      

             二零一九年元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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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极保护从业人员及企业水平评价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从事阴极保护的人员及企业的分类、水平评价方法与内容以及评价结论。 

本标准适用于附录 A列举的应用领域中阴极保护从业人员及企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

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

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标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

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BS EN 15257-2006 阴极保护—阴极保护工作人员的能力水平和认证 

3 术语、定义和缩略语 

下列术语、定义和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3.1  

阴极保护从业人员 cathodic protection employees 

    从事阴极保护的相关人员，包括：安装（制造）员、检测（运维）员、设计工程师、专

家以及排流工程师。 

3.2 

阴极保护企业 cathodic protection enterprises 

    从事阴极保护的相关企业，包括：阴极保护的设计、安装（制造）、检测（运维）、EPC

（总包）等企业。 

3.3  

评价机构 evaluation agency 

中国工业防腐蚀技术协会。 

3.4  

阴极保护专家 cathodic protection expert 

包括通过CP4（专家）水平认证的专业人员，或者专业从事阴极保护的具有副高级以上

职称（或职业资格）的工程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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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运维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阴极保护工程运行与维护的简称。 

3.6  

CP ：阴极保护（Cathodic Protection） 

3.7 

SC ：杂散电流（Stray Current） 

3.8  

EPC ：总包（Engineering Procurement Construction） 

注：阴极保护企业受业主委托，按照合同约定对阴极保护项目的设计、采购、安装、运

行与维护等实行全过程或若干阶段的承包。 

4 分类  

4.1 阴极保护从业人员 

阴极保护从业人员按所从事的工作内容，分为五类：即安装（制造）员、检测（运维）

员、设计工程师、专家及排流工程师，阴极保护从业人员分类如表 1。 

表 1：阴极保护从业人员的分类 

分类 代号 职责 

安装（制造）员 CP1 
CP1A（安装） 阴极保护工程安装 

CP1B（制造） 阴极保护材料、设备制造 

检测（运维）员 CP2 

CP2A（检测） 阴极保护的检测与监测 

CP2B（运维） 阴极保护的检测与监测、运行与维护 

设计工程师 CP3 阴极保护工程设计 

专家 CP4 具有 CP1、CP2、CP3、SC1 职责的签字权 

排流工程师 SC1 杂散电流的检测、排除 

4.2 阴极保护企业 

阴极保护企业按所从事的工作内容，分为四类：即设计、安装（制造）、检测（运维）、

EPC（总包），阴极保护企业分类如表 2。 

 

 

 

http://www.baidu.com/link?url=_pgRYA8KoA7cydpVur_nzT7ie8IFZif93G5NAaAAloROFxz3p_cZ7m6Kg_QkX61VhZFYHQnW4fCYMQz1D-tyu4V8hfV0e0ngt8BTYIFzay5oX4k3fCI6wbbTqKNdzJ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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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阴极保护企业的分类 

分类 代号 职责 

设计 CPA 
牺牲阳极阴极保护设计； 

外加电流阴极保护设计 

安装（制造） CPB 

CPB1（安装）  
牺牲阳极系统安装、外加电流系统安装、杂散电流

的检测与排除 

CPB2（制造） 

直流电源、辅助阳极、参比电极、牺牲阳极、测试

桩、电缆、测量仪表、铝热焊材、绝缘装置、电连

接装置等的制造 

检测（运维） CPC 

CPC1（检测） 

阴极保护的定期检测、监测； 

阴极保护的有效性评价； 

杂散电流的检测与排除 

CPC2（运维） 

阴极保护日常运行检测、监测； 

阴极保护的有效性评价；杂散电流的检测与排除； 

设备、电极的保养、维护与更换； 

牺牲阳极更换； 

阴极保护系统故障排除 

EPC（总包） CPD  包含全部 CPA、CPB、CPC 的职责 

5 评价方法与内容 

5.1 评价方法 

5.1.1 为了能够客观、公正、真实地对阴极保护从业人员及企业的真实水平进行评价，根据

从事阴极保护的人员和企业的工作类别，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水平评价。 

5.1.2 阴极保护从业人员水平评价方法 

阴极保护从业人员水平评价方法包括：理论考核、实际操作、设计实践、设计业绩、材

料审查、专家推荐等，阴极保护从业人员水平评价方法如表 3。 

5.1.3 阴极保护企业水平评价方法  

阴极保护企业水平评价方法包括：人员条件、设备条件、设计业绩、质量保证体系及综

合评价等，阴极保护企业水平评价方法如表 4。 

表 3：阴极保护从业人员水平评价方法 

从业人

员类别 

安装（制造）员 

（CP1） 

检测（运维）员 

（CP2） 

设计工程师 

（CP3） 

专家 

（CP4） 

排流工程师 

（SC1） 

评价 

方法 

理论考核 

实际操作 

理论考核 

实际操作 

理论考核 

设计实践 

设计业绩 

材料审核 

专家推荐 

理论考核 

实际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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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阴极保护企业水平评价方法 

企业类别 
设计 

（CPA） 

安装（制造） 

（CPB） 

检测（运维） 

（CPC） 

EPC（总包） 

（CPD） 

评价方法 

人员条件 

设计业绩 

质量保证体系 

人员条件 

设备条件 

质量保证体系 

人员条件 

设备条件 

质量保证体系 

综合评价：依据前

述单项评价，不单

独评价 

5.2 评价内容 

5.2.1 阴极保护从业人员 

5.2.1.1阴极保护从业人员水平评价的内容包括理论基础、实际操作、设计实践、设计业绩、

审核的材料、专家推荐等。 

5.2.1.2 理论基础 

理论基础包括的内容： 

a) 基本理论 

CP1、CP2、CP3、SC1类阴极保护从业人员应掌握阴极保护的有关基本理论知识，包括：

腐蚀的基本知识、电学的基础知识、电化学基本知识、阴极保护原理等。 

b) 专业知识  

    CP1、CP2、CP3、SC1相应类别的阴极保护从业人员应掌握与从事工作相关的专业知识。

具体如下： 

1) 安装（制造）员（CP1）：牺牲阳极阴极保护所用的阳极材料、参比电极、线缆；

外加电流阴极保护所用的直流电源、辅助阳极、参比电极、电缆；测试桩及其性能；

CP1A还需掌握阴极保护安装规程等。 

2) 检测（运维）员（CP2）：参比电极的使用和维护、阴极保护参数的测量、环境参

数的测量、牺牲阳极性能测量、绝缘接头性能的测量、避雷器及火花间隙性能的测

量；CP2B还需掌握阴极保护系统故障排除等。 

3) 设计工程师（CP3）：阴极保护设计知识、阴极保护相关设计标准、阴极保护设计

案例。 

4) 排流工程师（SC1）：杂散电流的相关知识、杂散电流的检测知识、杂散电流的排

除方法等。 

5.2.1.3 实际操作 

CP1、CP2、SC1类阴极保护从业人员应熟练操作所从事工作的内容： 

a) 安装（制造）员（CP1）：CP1A能独立安装牺牲阳极、外加电流阴极保护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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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检测（运维）员（CP2）：能独立完成阴极保护参数的测量、环境参数的测量、牺

牲阳极性能的测量、绝缘接头性能的测量、避雷器及火花间隙性能的测量；CP2B

还需能独立完成阴极保护系统故障排除等操作。 

c) 排流工程师（SC1）：能检测、监测杂散电流，排除或消减杂散电流的影响。 

5.2.1.4 设计实践 

设计工程师（CP3）应在考核现场根据实际的案例，完整设计出包括牺牲阳极和外加电

流的阴极保护方案。 

5.2.1.5 设计业绩 

设计工程师（CP3）至少已经承担阴极保护设计工作两项（含）以上，其中至少含有一

项牺牲阳极阴极保护、一项外加电流阴极保护。 

5.2.1.6 审核的材料 

专家（CP4）提供的材料应包括： 

a) 个人简历； 

b) 工作简介； 

c) 专业简介； 

d) 从事与阴极保护相关的业绩； 

e) 其他需要提供的资料。 

5.2.1.7 专家推荐 

专家（CP4）应有两名已通过 CP4 水平认证的专业人员，或者专业从事阴极保护的具有

副高级职称（或职业资格）以上的工程技术人员出具的书面推荐信，推荐专家在出具书面推

荐信的同时，随信附上推荐专家的 CP4水平评价证书或副高级以上职称（或职业资格）证书

复印件，专家推荐信的格式见附录 B。 

5.2.2 阴极保护企业 

阴极保护企业水平评价的内容如表 5。 

6 评价结论 

6.1 阴极保护从业人员 

6.1.1 安装（制造）员（CP1）、检测（运维）员（CP2）、排流工程师（SC1） 

6.1.1.1 基本理论考核合格、相应等级的实际操作考核合格，通过相应类别的阴极保护水平

评价。 

6.1.1.2 理论考核满分 100 分，合格分数 80 分；实际操作考核满分 100 分，合格分数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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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6.1.1.3 第一次理论考核、实际操作考核不合格的人员，可以预约再考；一年内连续三次考

核不通过者，需到下一年度才能再预约考核。 

表 5：阴极保护企业水平评价内容 

企业类别 代号 评价内容 

设计 CPA 

人员条件：至少 3 名 CP3 人员、1 名 CP4 人员； 

设计业绩：牺牲阳极、外加电流阴极保护设计业绩各不少于 2 个； 

质量保证体系：已建立质量保证体系并有效运行 

安装（制造） CPB 

CPB1（安装） 

人员条件：至少 3 名 CP1A 人员、2 名 CP2A 人员、1 名 CP4 人员； 

设备条件：相应的阴极保护安装的设备、检测仪器； 

质量保证体系：已建立质量保证体系并有效运行 

CPB2（制造） 

人员条件：至少 3 名 CP1B 人员； 

设备条件：相应的阴极保护设备、材料生产设备、检测仪器； 

质量保证体系：已建立质量保证体系并有效运行 

检测（运维） CPC 

CPC1（检测） 

人员条件：至少 3 名 CP2 人员、1 名 CP4 人员； 

设备条件：相应的阴极保护检测仪器； 

质量保证体系：已建立质量保证体系并有效运行 

CPC2（运维） 

人员条件：至少 3 名 CP2 人员、1 名 CP4 人员； 

设备条件：相应的阴极保护检测的仪器、运行维护设备； 

质量保证体系：已建立质量保证体系并有效运行 

EPC（总包） CPD 通过 CPA、CPB、CPC 水平评价 

6.1.2 设计工程师（CP3） 

6.1.2.1 理论考核合格、设计实践合格、业绩审核合格，通过设计工程师（CP3）的阴极保

护水平评价。 

6.1.2.2 理论考核满分 100分，合格分数 80分；设计实践考核满分 100分，合格分数 80

分；阴极保护设计业绩要求：至少具有两项（含）阴极保护设计业绩，其中至少含有一项牺

牲阳极阴极保护和一项外加电流阴极保护。 

6.1.2.3 第一次理论考核、设计实践考核不合格的人员，可以预约再考；一年内连续三次考

核不通过者，需到下一年度才能再预约考核。 

6.1.3 专家（CP4） 

提交的材料审查合格，并具有两名阴极保护专家出具的书面推荐信，推荐专家在出具推

荐信的同时，应附上推荐专家的 CP4水平评价证书或副高级以上职称（或职业资格）证书复

印件，上述项满足后，通过专家（CP4）的水平评价。 

6.2 阴极保护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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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CPA（设计）企业人员条件、设计业绩满足本标准要求，已建立质量保证体系并有效

运行，企业通过 CPA类阴极保护水平评价。 

6.2.2  CPB（安装（制造））、CPC（检测（运维））企业人员条件、设备条件满足本标准

要求，已建立质量保证体系并有效运行，企业通过相应类别阴极保护水平评价。 

6.2.3  CPD（EPC总包）企业通过 CPA、CPB、CPC 水平认证后，即通过 CPD类阴极保护水平

评价。 

7 证书 

7.1 通过水平评价的阴极保护从业人员、企业，由评价机构颁发相应的阴极保护从业人员水

平评价证书、企业水平评价证书。 

7.2 阴极保护从业人员水平评价证书、企业水平评价证书有效期均为三年，三年期满后均需

重新审核。阴极保护从业人员水平评价证书审核的内容包括从业人员对三年来阴极保护新材

料、设备、技术、理论的掌握和应用情况；阴极保护企业水平评价证书审核的内容包括企业

三年来的人员、设备条件的变化、设计项目的情况、质量保证体系的运行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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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阴极保护应用领域 

 

阴极保护的应用领域包含但不限于下述领域： 

A1 埋地和浸没式金属结构： 

       —埋地管道 

—跨越河流湖泊或一小段海域的岸上管材 

一地下储罐 

—地上储罐的底部（外面） 

—井套管 

     

A2 海洋金属结构： 

   —船只（外部船体和压载舱） 

—海上固定结构（平台、护套、张力脚式平台等） 

—浮式结构 

—水下结构（井口、集合管、管道） 

—沿海和近海管道、立管 

—浮标 

—港口设施、码头、防波堤和闸门 

  

A3 钢筋混凝土结构 

       —暴露在空气中的陆上钢筋（和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桥梁、墙、桩、建筑物等） 

—埋地钢筋（和预应力）混凝土结构（管道、隧道、地基等） 

—浸没在淡水中（管线、地基、游泳池、水箱）的钢筋（和预应力）的混凝土结构 

—浸没在海水中（港口设施、码头、防波堤、海上平台）的钢筋（和预应力）的混

凝土结构 

除阴极保护之外，其他旨在减轻混凝土中嵌入钢筋的腐蚀的电化学技术（如再碱

化和氯化物提取）也包含在本应用领域中。 

 

    A4 金属容器结构的内表面 

       —淡水容器设备（水箱、过滤器等） 

—海水容器设备（热交换器、过滤器、管道等） 

—与淡水和海水接触的设备内部表面 

—水箱、冷凝器、过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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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专家推荐信（格式） 

 

XXX（姓名），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专业素养，其阴极保护理论及专业知识的学习

经历有：XXXXXX（列出参加阴极保护专业知识学习的经历）；从事阴极保护工程的项目

有 XXXX（列出所有参加阴极保护的项目，在项目中担任的岗位、做了哪些工作，包括设

计、制造与安装、运维与检测等），在阴极保护工程技术研发和应用中取得的成果（如工程

的获奖情况、参加标准的制订、出版的刊物、文章等）。 

由于 XXX（姓名）长期从事阴极保护工程工作，在设计、安装（制造）、检测（运维）

等方面都具有丰富经验和深厚的理论基础，已达到阴极保护专家的水平，推荐参加阴极保护

专家（CP4）水平评价。 

 

 

 

 

推荐人（签名）： 

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