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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能在中国长期能源供应中的作用和地位
鲍云幢

(中回核工业经济研究所.北京)

摘要

回顾了世男核能发展史及各国发展核能政策，展望了世界核能发

展前景.在对国外核电经济性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指出国外核发电成本

都低于煤电，估计未来核电在经济上将仍有竞争力.根据中国能源工业

发展现状，对中国长期能摞供求前景进行预测，估计能源缺口将越来越

大 s指出在远离煤炭基地的东南沿海地区发展核电，可弥补经济发达地

区的能摞短缺。预测了中国电力长期需求，评估了中国电力资源，表明

发展核电可优化中国电力构成。对中国核电经济性作了评价，井指出实

现国产化、系列化生产后，核电将比煤电经济。在分析中国交通运输和

环境污染情况后，指出发展核电可减轻对运输的压力，改善环境质量.

最后展望了核供热发展前景，并对中国铀资摞的保证程度作了分析。



mE ROLE AND POSmON OF NUCLEAR ENERGY
IN THE LONG-TERM ENERGY SUPPLY OF CHINA

(lJI Chiltue)

Bao Yunqiao

(CHINA INSTITUl立 OFNUCLEAR剧DUSTRY ECONOMICS, BEIJING)

ABSTRACT

The hist优y for developm四t of world nuel臼r energy and policies in various

countries are retro瞬cted ， and the develOpment of world nuclear energy is reviewed.

On the basis of analysis for the 键。，nomy of nuel臼r power in abroad , it is verifioo that

the cost of nuclear power i3 cheaper than that of c咀I-fired power. In the future , the

nuclear 归，wer is still cmnpetitive in economy. The prospect for long-term energy sup
ply in China is predicted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energy industry. It is estimated

that the gap between energy demandll and supply will become larger and larger. The

solution is to develop nuclear energy in ωuth-east shortage in that developed economy

area. The long-term demands of electricity and electrical resources are estimated in

China , and if nuclear energy is utilized that will optimize the constitution of electrici

ty. The econ饵nyof nuclear power i3 also evaluated. It is expected that the nuclear

power will be cheap町 than that of c侃I-fired power in China after equipments are

made domestically and serially. From the analysis of the conditions of communica

tion ， trans阳rtation and pollution ,the development of nuclear energy will reduce the

tension of transportati佣 and improve the environmental quality. Finally , the

prospect of developing nuclear heating and the supply level of uranium resources in

China are analy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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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刚起步发履撞电站.核电和核供集的重要作用，尚未撞广泛认识.国外经验表明，全世

界的能源结构将向多样化方向发展，核能在能源中的罐位和作用将愈来盒里重要.中国以维炭

为主体的能霞结构，已经给社会.交通，环保带来许多难以'决的问题.从*远肴，为确保中国

有充足和稳定的能源供应，很有必要分街国外..结掏的发展趋势和核能在能潭中的地位，并

从中国社会、经济、环蝇、交通等方面出发，系统地分析未来.雷供需矛后和能源结构变化趋

势.在综合分析基础上，提出中国能源结构方案，正确评价核筐在中国提期能源供应中的作用

和地位.

1 核能在世界能源中的地位和作用

核能是从 60 年代旬开始跻身于能源工业行列的新兴能源工业，从 60 年代中到 70 年代

初，核能披一些工业发达国家视为取代石油能源的希望，当时的核能发展深受世界各国的普遍

重槐，以美国为首的工业国部制订了庞大的核电*远发展规划，一些工业发达国家指望到

2000 年使核电占本国电力供应总量的 30-50%. 但是，当时各国对经济发展速度租电力糟长

速度的估计偏离.70 年代韧发生的石油危机又迫使各国采取节能措施，实践证明美国建造白

的核电站已超过需要，于是原计划建造的 100 多座核电站项目被取消，一些即将建成的核电站

被勒令停建，甚至有的已经建成的核电站因拿不到许可证而无法运行. 1979 年，美国发生三里

岛核事故后，核电遭到了公众非议，核电在美国遭到了冷落.然而，有些国家〈如法国、日本、苏

联等〉却坚待发展核电，这些国家核电的糟快速度远超过火电，它的的能源结构亦逐步向多元

化方向发展.

有人说从 1979 年至今，核电的发展状况是不景气的，然而统计数字否定了这种说法.总的

来说，情况恰恰相反，核能不但在世界能潭中的地位在逐步提高，而且是各种能源中糟长速度

.快的.

据国际权威机构统计.1987 年世界一次能源总消费量达 7811Mt 泊当量，比 1986 年槽长

2.8%. 在各种能潭中，核电糟长最快，年糟长率达 7.2%. 1987 年一次能源总消费量中，石油

占 37.6% .燎占 30.5% .天然气占 19.9%.水电占 6.9% .核电占 5.1%. 与石油输出国组织

提高油价前的 1979 年相比役.1987 年世界能源消费量增加了 12.3% .其中煤精加 21.2% •

天然气糟加 21.4% .水电增加 23.6% .核电细加 160.6% .石泊则减少 5.9%.

1987 年，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国家的能源掬成是 s 石油占1\3% ，煤占 22% .天然气占 19%

，水电占 7% .核电占 9% I中央计划经挤回京的石油占 Z5 Yo ，煤占 46% ，天然气占 23% .水

电占 4% ，核电占 4%.

1979-1987 年世界-lX能源消费量变化情况相各种能霉的绝对量以及相对比例的变化

情况见亵 1[IJ .截至 1988年 12 月 31 日，全世界正在运行的核电站总计 420 座{璀)，总电功率

为 326.166GW，彼发电量占世界总发电量的 16%以上.宿 26 个国家或地区拥有核电站，奠中

有 13 个国寂的核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 25%以上. 1988 年世界锣电站概况详见表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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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有关部门造行的"世界篝电设备调查统计'寝嚼，撞至 199:1年靡全世界将授产的核电站

及擎机容量为:1983 年 33座.30767MW， I989 年 23 盒.20822MW， 1990 年 16 座.14275MW，

1991 年 14 座.10919MW， 1992 年 15 鹰.10919MW， I993 年'座.8932MW£l] •

，居国际原子能机构统计，现在西方工量国a核电比例平均已达 2:! Ye •预计到 20ω年将达

到 25"IIJ.

英国健.大臣彼得·Il克认为，由于世界人口和工量发厦的篱耍，筐漂泊tt量每年将以

2%速度糟侯，其结果是到却40-2065 年间.石油将会'在尽，天B气和爆也将到 2066 租 2076

年出现锺缺现象.健认为«筐'事是保持怅跚能源篱求的希望，预计到 2030 年穰筐将占总能II

篱求量的 15-20". 如果取摘...则必篱每商年发现一个面貌与北海楠囚一样文的篇油田，

每六年要发现一个.哥伦比重煤矿一样厚的篝煤矿，这是绝对不可能的£aj.

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曾对世界能事结构的发展趋势作过卸下预测=

20ω 年，石油占 35" .煤炭占 29% .天傻气占 18.6Yo •被能占 10.24 Yo •水电占 5~'~ 9太

阳能占 0.06%.奠健..占 0.13Yo.

2030 年，煤炭占 35" .核能占 22.6Yo •石油占 19" .天然气占 17% .水电占 5% ，末阳

能占 1.3 Ye •奠饱..占 2. l Ye!·).
法国一贾奎持发展笛能，以穰能为"能事温立'政策的支柱.法国目菌核发电量比例已经达

到总发电量的 69.8% .预计到 1990 年，攘'医占 -IX能霉的比例将率先达到 29%.

美国的核电工业曾一度蕾条，但从 1985 年开始出现复苏现象.美国能源纲要规定，从

1992 年至 2∞0 年，羹西德嚣消费量年糟*:率仅为 1. 3Ye. 预计到 1990 年，美国一次能源的总

消费量将这 30∞Mt 标准煤. 1990 年以筒，篝电精低速度仍高于煤电 I飞

日本正在调整宫的能源结构，尽可筐'量少油电的比例〈由 1982 年占 39% .降为 2000 年占

12% )，以簸大限度发展核电，撞发电量的比例将从 1985 年的 20. '1Yo增至 2000 年的 39%. 预

计 2ω0 年，核电装机容量将精至 53GW. 2030 年核发电量所占比例将增至 60W飞

苏联竖拷权极发展核电的方针，预计到 1990 年，核发电量将增至 350TWh 小时，约占全

国总发电量的 21% .等于 1984 年的 2.7 倍I·1.

东欧六国亦将发展核电撞在重要位置，预计到 2ω0 年，官们的核电装机容量将达到

5OGW. 到本世纪末，经互会各国的核电将占总电力的 30-40W"].

南朝鲜正蒙力于将宫的篱，结构调蟹为"非石油化"，并以取得成徽.现在，它的核电比例

已跑过 53 Yo. 1980 年，宫的精电占 78.1" .核电只占 9.3% .煤电占 6. 7". jlJ 2000 年，以核

电为支柱的电力结掬将保证*"解实现能源多样化[Il l

中国台湾省的核电所占比例已经达到 49" .台梅七十年代末开始建成核电站，使官免遭

一场石油危机的冲击.台梅的能源结构在过去的十年间发生了根本的变革，从 1978 年至 1987

年，核电比例从事上升到 49% .蛐电则由 80"障费U%. 由于核电价格低于袖电，仅此一项，

1987 年-年台梅at节省 300 亿元台币.

'配至 1987 年底，发展中国家正在运行的核电站有 22 鹰，合计装机窑'为 13.1GW. 只占

金世界发电量的 5%. 回际原子能机构在七十年代中期，曾预计到 2000 年发艘中国家将建成

260 座穰电站，装机容量达 174GW.但由于遇到资金困难，发厦中国寂的核电发展规模会大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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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下降，不过由于x.中画家正处在工业化的造理中.电力笛..量#鲁迅速蟠细，因此.f在电的"

怅拿不会过.(11).

综上所述，罐罐是全世界族..定..侯庄的保证，宫的重要地位鞠作用，在目'自由于擅

价低下.还未.人旧'矗认识，但是.楠it是不能幡久的，造入 21 世纪以后，随着常组筐嚣的

捕'量相褒蜀，以及雷鲤..对环梅.交通..来的膨响，篝能代警常健..势在必行.在未来多

元化能霉结构中，穰健的地位将会逐步提高，到 21 世纪中时.篝能的地位将仅次于煤炭面跃居

第二位.

2 国际核电的经济性分析评估

核电站矗入商业应用以来，菌"绝大部分发晨篝电的国东.X核发电戚本篝筐于爆电，这

是因为z

。〉在发电虞本计算中，篝电站的投资.«本占有.大的比重(60-70"') .想斜成本占的比

重较小事罐电蜻投资虞本只占 20-30".面罐割成本却占创-70Yo.由于舷割成本是挺期起作

用的因素，所以在核电与罐电的发电戚本比段中，篝电比寝便宜-

(2)在计算篝电的it责成本时.现在已经引入系统投资分析的计算檀念.在比钱核电系统

与煤电系统投资时.应将Ii" iii.舷饵"工，运输，发电，后处理及三废处理等环节均考虑在内.过

去只考虑核电站的比担责 It煤电站离 S0'"左右，但现在的情况有所改变，经过系统比授资分

析比役，核电系统比投资只比煤电系统费 20-30% .面憔料成本的因素起着很大的作用，因此

核发电咸丰明显低于火电.

(3)在所有发展核电的国家里.镀电站大部建在远离能源基煌的缺能地区.在当地由于运

输等因素造成煤价彼贵的情况下，核电在经挤上可以发挥优势.所以即使在个别国家t如美

国).个别年份，全国核电平均发电成本高于全国镰电发电戚本，而核电站所在地区的恢发电成

本仍低于当煌的爆发电成本.

羹国从 1974 年到 1982 年，篝全国平均发电成本算，核发电成本始终低于火电;1983 年核

发电成本与耀电拉平.1984 年全国平均核发电成本比火电高 14.3% ;此后 .1985 年-1987 年

镀发电成本仍低于火电.美国核发电成本与火电比较详见回 I. 据预测，由于美国政府对核电

采取促进攻簸.1998 年-2030 年建成的核电站，发电成本仍低于煤电.

71 7~ 7~ ~n ~~ ~I 阳i !it7

句份 t 吁，

团 l 羹圈镜发电..本与火力发电Jil本比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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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世界其他回家的篝电经济性分析，我们采取了基准化方法.将黯襄拿定为 5" .电站"

"定为 25 年，负萄园子定为 72".Jt 1锦5 年 13 个国..地区的.电站和 14 个国东或地区的

火电站的发电.«本作了比'置，结果是篝发电虞本平均为 20.3-ω.6miD / kWh.绝大部分国

.~地区的篝.电虞本.手火电，各国基准化后的4富a:电虞本和火力发电戚本之比(J~85 年}

见回忍耐.

副主事实说明，尽管世界蜻.j惠价格下霞，但多.回事篝发电戚本侃.于大电，说明篝电在

经椅上是有竟争力的.糖别是到 21 世纪，蜻和第价幡将会大幅度上升，眉时篝电在经济上的优

势将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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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未来能嚣结构变化趋势及核能的地位

3.1 本世纪末中国腿，工业发展形势和翩.[111

(I)中国.潭工业发.现状中国"六五'期间能源年糟~事平均为6.] Ye ."七五"前两

年又精低了 3Ye和 3.3"'. 1987年全笛-IX..产量为 9]OMt标准煤，燎炭产量达920Mt.石

捕达 ]34Mt.天然气 ]3. 5Gm 立方米.水电 99.5TWh，全国恳发电量490TWh.

尽管 ]986.1987两年中国电力增~率分别达到9.5 Ye和 ]0.3% ，远远超过"七五"计划烧

定的指标(6.2%)，但因欠帐太多.者.没有还完，而国民经济又发展过籍，因此缺咆仍很严重.



蟹锚计.1锦7 年全国缺电 7町wh..25"工量生产值力不能发篝，损失产值 4000亿元.田家

少'利a5∞多亿元.

'摩囊王量怅匍金行量亏蟹.1锦7年ali矿亏.16.5 亿元，巳连续两年来开.霸井.后萄

严重不足.乡罐罐矿因受多钟因意...蝠'是童度已经衰黯. AI987年开始.全国煤炭供应再

次出现蠢蠢就毫.

石油翻天.气生产提布达到"七五"计划要求的蠕*:指标，后备储量不足-

(2) 本世纪末申....萃..应预测 ..回民晕'发晨对能霉的雷求到 2000 年实

现国民经畴'而番的战略目标.撞 6"租 7.2"的回民经济年_*:事计算，则对一次..和电

力篱求的预测且寝 3.

'匠 3 _t事....-a.量和电为.事UI

-.量...噩厦." -.....c.罐罐I. W. 金囚友电'

- 1450 四00 TWIO

7.% 1570 13400 阴阳

人均-....... 人均用电'

- 1.1‘ 135 kWh

7.% I.Z‘ '33kWh

银篝以上方集预测，由于眉时穰电所占比例极小，如精英忽略不计，赠 2000 年中国能源结构将

是袭 4 所示的情况.

'量. -革中...结御'到

量.. ' It * 电 萄 蛐 天 M 气

属..
曲计

鑫·量 胞"
鑫..

血" 宴·量 胞"
宴.. 跑惆 %

'‘ ...
'‘

TWh % W.

'‘
G髓' ~

‘ 14Z0 71.0 %40 6.5 m 11.0 40 3.5 100

7.% 四" 7Z. 7 %40 ιB zω 17.0 40 3.3 10。

从鳞，吃生产能力预测，20佣年燥，随产量要达到1420Mt相当困难.从需要看p 达到

16ωMt，缺口将远远zωMt燥'随.石油产量要达到200Mt也极为困难.水电和天然气要达标

也十分困难.

3.2 21 量担翩翩申....事'供应'翻

<1>组量自E翻翻中国筒"萃'回到 21 世纪all<包括 Z∞0， 2015， 2030年〉预测中国一

次..消费量见寝5，同期人均腿'梢'量见寝6，同期年发电量见袤川同期人均发电量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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寝'罩'世ea...潭藕"(III‘..)

-唱·

等 • '圃'
lOIS m圃

..鑫.. 1511 1157 罩..

ua.. 四"
KU J1lIZ

It.萃" IS帽 篇51 35ft

寝‘ 21量也alIA均..菊"(tS鑫罐E

年 • ‘ ODO .15 2030

"撞撞噩噩 I.K 1.' Z.53

..a.. 1.lt 1.17 2.45

..a噩噩 1. 量' 1.13 z- u

寝， 21 琶但由...牢撞电量(TWt)

年 ' ZODO ZOIS Z030

..a噩噩 1200 ZHO 644。

..a噩噩 1200

之一L
5310

..a.. 1200 4170

寝. 21 懂e丽'人缉拿电量 C.WIo/人E

年 • 缸JOO 饵" 2030

..a.. "6 ZIZO 4Z5.

..震噩噩 156 1177 3512

..a.. "6 1141 篇幅

(2) 21 量扭曲....平.租..锺掏预量II 1120ω， 2015 ， 2030 年一次能雷需求量

测算，2ω0-2015年要精细 1035Mt 标准罐，平均每年糟细ωMt标准爆.2015-2030年间，精

细 11ωMt 标准罐，平均每年精细 73Mt 标准煤.从中国历史上能源糟长速度看，精1(;;最快的

"六五"期间也只平均每年槽:1111 43.63Mt 标准燥，21 世纪"三+年内要达到每年糟1(;; 69
73Mt 标准燥，除非采取精殊跚施，否则是很难做到的.

ω 中国健雷费'结构 中国一次能胃贺'总量约为652. 盹t 标准燥，篇中燎费占85.

'



6".否曲曲占 2. 5~~.天然气占 0.1".水篝占 11. ."..罐，睡将在来豪相当挺时'圈内的..资源

中占绝曹ttt*.

(ii> 21 世纪筒'能霉草草掏 预测到 2制附.2015.2030 年.中国能事掏威罐炭仍占优势.假

设蟹能不计在肉，到 2阔。.2015.2030 年的..构成见薇 9.

'匠'中.2In___槐 CIlII_>

..，集团 -. 2015 年 扭扭'事

:fi • !II。也 J "I .ZllIι‘"I 216(7. 7l~

天'气 .'(11"1 121U.7"1 2.‘(5. ‘~I

束力 14(5.]"1 IA(ι.，。 2,.(7.'''1

• It liS'。且 5~1 18'](72. ."1 2876<77.1'..)

古诗 J571ll回"I 饵1](100"1 370Z(loo ,·,>

从表 9 所示的能源构成看来 .21 世纪荫翻.需要想用大量煤炭. 2ω0 年将需 16∞Mt 原

镖.2015 年需 2650MI.2030 年宵 "ωMI. 大量烧煤不但会带来环缆污摩、祖室效应等生态和

社会问题.面且在中国罐炭资潭分布不均的情况下，在远离煤炭基地的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

区.耍.远距离运煤也无法满足镰炭的供应.因此.在大力开发常规能源的问时.中国应当加快

£醺核电的步伐.因为穰电已在世界上经实践考验证明，它是经济、干净和安全的优质能源.而

且在中国东南揭海地区发展镀电还可以藏轻烧镰带来的环境污疑和交通运输絮张问题.

3.3 中固撞撞发展翩翩晕

从 21 世纪菌期中国镶费资源在自til构成中仍将占主要地位的荫景出发，又考虑到在远离

煤炭基地的东南洒梅地区发展接电，可'如持这些经济发达地区的能源短缺，我们设想两个孩能

发展方鑫z

第一方鑫d厚炭在中国..掏.«申仍然保恃历史上最低水平{即占70%>.以核能来弥补

石油产量的褒咸而造成的缺口.世!!，2回0年建成回W核电站，2015 年建成 30GW 核电站.

年发电量 179. 2TWh.相当于63Mt 标准罐，镀能g占当时一次能源的2.4% ， 2030 年建成

96GW 镀电蝠，年发电量s74.9TWh.相当于2ωMI栋It蝶，核能占一次佬，的7.7%.该方案

对中国 21 世纪前期的能，结构flt什么改观，对政善环堤初级"运输紧张的贡献也不大.

第二方集z发晨穰电使中国未来的能嚣结掬稍有政鲁，煤炭在一次能源中的比重有所下

降.2015年'为65" .2030年'为60%.核电建设规模为.2000年建成6GW， 2015 年建成 9 1.

9GW.年发电量67s.6TWh.相当于0.27GI 标准蝶，到 2030年建成 263.33GW核电站.年发

电量为 158町'Wh.相当于810Mt标准嫌.该方集xt环境，运输问题虽有少量的改费，但问题仍

很严重，而且要实现此目标实际困难很多.

• «电筒"幡 100.钟...WhJt电罐.".崎.

10



4 从中国电力长期需求来看核电的地位[14]

4. 1 中国锋运电力.求预测

建国 39 年来，中国电力工业-直发展较快.1985 年以前的 36 年间，全国发电量年平均糟

*率为 13.5 Yo .发电设备年平均蠕长率为 11.3% .越过了工农业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长率 9.

6~o的速度，电力弹性系It:为 1.4.

"七五"前两年.1986 和 1987 年电力年平均糟*率分别这 9.5%和 10.3%.

由于国民经济发展过快，全国长期持续缺电.1980 年全国缺装机 IOG-W.1985 年缺装机

12GW.1986 年缺装机 15GW，缺电量 70TWh. 缺电状况将持续下去，直到 2000 年.据估计，

2000 年全国宿要电量将达 1350TWh.需发电设备至少 29OGW.按 IS 年翻一番计，到 2015 年，

全国需发电设备 58OGW，到 2030 年需 116OGW.

4.1 中国电力资潭评价

截至 1985 年，中国煤炭预测储量为320阅t;探明储量为782200Mt;保有储量769100Mt，

其中动力煤占47%.水力资源理论储量为67OGW.可开发 37OGW.石油探明储量1l600Mt.天

然气 396.3Gm'. 铀矿资源因地探工作薄弱，尽管已探明经济叮采储量不多，但可满足建设6.

7GW核电站用 30 年的核燃料需求.

中国能源资漉显然丰富，但分布很不均衡.煤炭探明储量的70%以上分布在华北初西北.

水力资源68%集中在西南.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达.但能源奇缺，故经济发展受到制约.

电力地民也受到资摞短缺的约束.

4.3 发电能潭构成的变化趋势

中国发电能源结构决定于能源资源条件，由于煤炭资源丰富，煤电在中国发电能源结构中

起主导地位.我国发电能源构成见表10.

寝"我国发电能潭构成、Yo)

年 份 爆电 水电 蛐电 气电 核电 ，也计

1960 81.5 12.5 。 。 。 100

1911 6U.6 18.1 12.3 。 。 100

1980 60.5 19.9 19.1 0.5 。 100

1981 69.3 '0.3 9.6 。.8 。 100

今后，由于燎电的发展受运输和环保条件的限制，在水力资源丰富的地区应优先开发水

电，在经济发达的缺能地区应发展核电，逐步形成优化的发电能源结构.预计 2000 年的发电能

源构成的变化趋势是 a 燎电比重保持不变，泊电下降，水电比重上升，核电起步后比重上升.

4.4 中国核电经济佳评价

根据现有被电项目报价和煤炭价格状况推算，核电和煤电的经济性比役的定性结论是z

到 2000年为止，由于核电刚处在起步阶段.尚未形成经济生产规模，因此，最初的两座核电站



的核发电成本可能高于媒电.到 2000-2015 年，除华中地区外华东和东北地区，核电要比煤电

经济. 2015 年以后.在中国华东，东北和华中地区，核电部比煤电经济.在缺乏水能资源、人口

密集.土地短缺的东部沿海地区，从 20∞年曾开始，核电就比水电经济，在这些地区只有将水

电作为调峰负荷，才有开发价值.

4.5 »..电力'求'对镰电发展现撞的要求

从电力需求出发，又考虑到实现的可能性，应将开发镀电的重点放在华东、东北和华中.设

想方案为. 2ω0年以'自建成6GW核电站，2015年建成 3OGW.约占全国总装机的6% , 2030

年建成 15比W.约占全国总装机的 13%.

5 从能源运福条件看核能的地位口5]

中国交通运输长期处于紧张状莓，运输需求大于运输供给，运量和运力的矛盾，其中能源

运输需求与运力供给的矛盾尤为突出.能源供应紧张，电力不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交通运

输紧张造成的.如果中国绝大部分掌煤炭的能源结构不捕以改变，交通运输将越来越紧张，这

将使能源供应的缺口越来越大.所以从能源运输条件出发来探讨核能的地位和作用是极为重

要的.

5.1 能a运输现状及存在问.

中国能I(梅成中.煤炭占70%以上，在发电燃料中，煤炭占77%.加上煤炭资源分布不

均，使得煤炭运量占铁路总运量的40%以上.由于中国东部地区煤炭需求量大，所以煤炭运量

主要集中在南，北同黯线和焦枝线以东的十几条干线上.

中国工业布局与煤炭资源分布不协调，造成了煤炭长距离调运.大同煤运至上海，铁路直

运为 1800 多公里，铁梅联运为2000 多公里s大同煤运至厦门，铁路直达为31∞多公里，铁梅

联运为 2800多公里，大同至广州，铁路直达为2600多公里，铁梅联运为3300 多公里.

煤炭运量大，运距t是，对全国交通运输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可以说，全国性交通运输紧张是

由于能源运输所造成的.

5.2 能潭开发租'求对德潭运输的要求

根蟹 2000年能源生产要求，以及全国各地对煤炭的要求，大约从能源基地〈山西，陕西，豫

西，蒙西和宁夏等省区〉要调出470Mt煤炭，其中440Mt儒靠铁路运输，极为困难.

中国能源需求最大的是东部地区.预计2000年，东北地区需从外区调入70Mt煤炭，华东

地区为 186Mt.两朔和广东省为96Mt. 合计达352Mt.

为满足缺能地区煤炭需求，必须进行运输建设，而且须将能摞运输建设作为交通运输建设

的重点.但要完成如此大量和繁重的交通运输建设任务.能资巨大，难以实现，因此，交通运输

紧张局面很难扭转.

~.3 »..缓和室温嚣张'发属铺电的必要性

预计 2000年需从能螺基地运出470Mt煤炭，不仅现有运力不足，就是正在建设的大同一

寨皇岛铁路和即将新璋的侯马一月山铁路，以及规划中的神木一朔县一石家庄和包头一西安

铁路，其运力已基本排满.

2015 年，要从能源基地运出600-700Mt煤炭，比 2000 年糟加 50% .这对铁路运输来说

是难以承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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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技术进步，管道输媒可能有所发展，但也难以满足大量运煤的需要.因此发展核电，减

少煤炭运输量，从而戳轻交通运输压力，属出运力.扩大运输赢务，是缓解运输供求矛盾的一种

办法.这对于浩海地区扩大外贸运输和鼓客运输，发展外向型经济有重要意义.

5.4 发展核电以促避东部地区实现银画电气化

东部地区铁路线是最繁忙的，提高铁路运输能力的途径是实现铁路现代化，其中主要是进

行牵引动力电气化改造，这对于提高旅窑列车运行速度，提高货物列车戴重量，增大行车曹度，

扩大输送能力，都有显著的效果.

实现铁路电气化要有辩力供绪，东部地区电力不足，无法实现铁路电气化目标.如果在东

部地区建造核电站，增加电力供应，对黯梅地区铁路实行电气化改造，可使运力大幅度提高.例

如，津浦线实行电气化改造后，在旅客列享达到 50 对条件下，单向货物运力可达 70Mt.总运力

比内燃机提高 30%左右.

5.5 M交通运输馨锥电的经济锥

(J)核电与蝶电徊比的运输经济性核电站所需ill铀燃料的鼓量很少，一座IG珉'压水堆

电站每年只需30t 左右核燃料，所占运力和运输费用甚徽.而相同功率煤电站每年需要3.3Mt

煤炭，运量大，运费贵，运输建设投资也大.

据统计，从大同运煤到上海，每千瓦运输费用51. 3-57. 4 元 z供广州电厂，每千瓦运输费

用 82.2-97元.而核电成本中核燃料的运输费用则微不足道，如以上海电厂、广州电厂为例，

一座 IGW核电站一年就可节省燃料运费z上海为 5130-5740万元s广州为 8220-9700万元.

此外，在泊海地区建设核电站，可大大节省运输建设投资.例如g从大同至上海，每千瓦煤

电运输投资为477-597元，在大同至广州，每千瓦煤电运输投资为533-884元.一座 lGW核

电站，可节省运输投资z上海 47700-59700万元，广州53300-88400万元.这相当于核电站造

价的四分之一.

(2)镰电与水电相比较的运输经济性 如果在西南开发水电，以500kV输电线将水电送

往东部地区，远距离输电线路建设投资也相当可观.从西南将水电送到上海和广州，都要经过a

I tJOO-2000km输电距离，每千瓦输电投资为350-700元.

在东部负荷中心附近建核电站，则每座IGW核电站就可节省3.5-7亿元输电投资.

r-zJE--n

核电在减轻环境污染中的作用【 16

中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掬，给环绕带来了严重精染.全国每年排入大气的煤烟 23Mt. 二

氟化硫 H.6Mt. 其中燃煤排放的烟尘和二氧化硫，分别占总排放量的 73%和 90%. 中国大气

污巍的显著特征是煤烟型~染.

从环保角度看，核电与耀电相比，前者是-种糟糟能源.因为 s

(})核电站代售燎电站可彻底避免大气环攘的煤烟型得~.一座 IGW 煤电站-年要向大

气排放 77kt 烟尘， 6lkt 二氧化硫， 13kt 氮氧化物， 630kg 强致癌物质 3.4 苯并在.建设核电站

代替煤咆筋可以在 t绝这些污'除.

(2)发展核电可以避免温室效应.煤炭燃烧会，放大量二氧化碳，因温室放应使地球气候

变III. 随者煤炭用量的大幅度精细，气候变暖现象已经引起全世界的关注.最近召开的世界环

境保妒会议上，与会专家吁吁举行世界各国首脑会议，并要求限制化石燃料，设法到 2005 年金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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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化石憾料消靠在量应磺少 20 Y..最终应将化石I!料洒ffi量减少 SOy. .还要求制订国际大气

层法，对大量消能化石燃料的国家征收重魏.羹、苏、中三国烧煤对环堤造成的活豪和对瘟室效

应的贡献占全世界的一半以上.中国煤炭产量又居世界第-，温室放应的.响对全国今后煤炭

的开发利用有一定的嗣约作用.

(3)核电的放射性黯擎比煤电小得多.煤炭中含有销、佳、铺等放射性核囊，煤电站排放的

煤灰和煤遭中的放勤性核素会对环槌造成放It性湾..

云南开远市区和部分郊区受到不同程度歧It性霄巢，主要湾S怪物是铀系天然放射性核囊，

主要来源于燎的燃料.

以烟遭灰和罐渣徽原料，制成砖头等建筑材料，也使居民所受到放射性剂量精富，这属于

二次污..

以上实例说明煤电站存在戴射性精.问题.

当然核电站也有放射性括3民问题，它的放射性物质来源包括 z铀矿采泊中排放的废水，核

电站运行中排放的废气和废物，核憾料后处理和三废处置中排放的废气.废液和废物等.但对

核椒料循环过程中造成的放射性湾来，国外从开始发展核电时就引起高度重视，并采取了严密

的防范措施.例如，对核电站自身来说，要求达到肢射性近零tt肢标准，对后处理和三废处置中

的放'才性物质均采取严格的密封和妥善的处置，这样反而增加了安全性.

由于煤电站对披射性核素采取开放式的排肢处理办法，而核电站则对放射性物质采取封

闭式管理办法.国外经验表明，核电站对周围环堤的放射性影响要比煤电站少得多，这个规律

对中国也应是适用的.

7 中国核供热的地位和作用[17]

中国煤炭用于直接供热占烧煤总量的 60%以上，直接烧煤供热，热源靠近用户，造成对城

市环堤的严重污囊.如果能够以核能来供热，则可以减轻煤烟型的污..实现核供热，必须要

求供热罐具备固有安全性和经济性.

现在，不少国家已经开发和建造专门用于供热的核反应堆，这种反应堆具有一定的固有安

全性，可以建在居民区附近.另外，从经挤角度肴，国内有关研究部门作过测算，结果表明低温

核供娘，对于北方械市供热是有一定吸引力的.从长远角度看，如果通过与西德有关公司合作，

发展模块式商温气冷雄也可以为中国化工工业和稠油开采提供商温工艺用热.

目酶，精华大学核能技术设计研究院已建成一座热功率为 SMW 的低温供热实验堆.

核供热在中国的槽在市场很大.特别是中国有 175 座北方城市，有 6706.4 万人口，所以在

北方核供热糟在市场很大.

商量供热在中国应用领输也很广泛，由石油热采，煤的气化液化，化工厂供鹅，直至核能炼

钢.中国稠蛐贮量很大，目前探明有+余亿吨储量，占探明石油储量的六分之一.如果发展高

温气冷雄，则可为稠蛐鹅采提供理嚣的热源.

8 中国铀资源的保证程度[时

中国的铀矿地质摞查是在发展军用核技术的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根据中国核电发展

规划 .2000 年以前建成6GW.可以说R保有的铀矿资源对中国近期核电发展是可保证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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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 2015 年建成 30GW核电站的需要，还笛要扩大经济可采储量.

中国幅员辽阔，国内外专东认为中国的铀矿资源还有假大的'在远tl. 为确保中国 21 世

纪茵翩核电发展对被煌'唱的需要，仍篱加快地勘速度.

总的说来，中国铀簧霉的蕴藏量完全可以保证核电的*期稳定发展，当由自保有的偏储量能

够保证近期核电发展的需要.如果措施得力，投入充分的工作量，增加地勘投入，按期完成探明

储量，实现被燃料立足国内的方针是完全能够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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