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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控制核扩散最重要的途径是控制裂变材料的生产和利用.加强

控制武器用裂变材料一一离浓铀(HEU)和分离部是极为本质的，文

中讨论了高浓铀的生产及其扩散问题，全面评价了各种浓缩技术的

现状 s 并通过对各种浓缩技术饰技术特征进行比较，讨论了其对于核

扩散的难易程度s 同时进-步分析了-个用于生产堆级燃料的现有

设施用来转换生产HEU 的可能途径以及二个国家为了秘密生产武

器级铀可能采用那些浓缩技术，为有效防止铀扩散提供了一定科学

基础 s 还讨论了对于浓缩技术的安全保障措施s 最后，给出了探测秘

密浓缩过程的几种可能维径.



ENRICHMENT TECHNOLOGY OF URANIUM AND
THE PROLIFERATION 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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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mportant .ay to CODtrol the prolifentioD of nuclear weapons was t，。

control the production and the use of 缸ssile material. In particular,
stren,thenm. the control on "幌apon-usable" 缸ssae materials-highly en

riched uranium (HEV) and se阳rated pluto国um is essential. The production

of HEU and its proliferation problem was mainly discussed. A c饵Dprehensive

review of the status of various enrichment t四hniques is presented and the im

pact of these enrichment processes on the proliferation problem is di配ussed by

the comparis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techniques, Moreover , variωs

possibilities to produce HEV by an existing facility for the production of LEU

and the pr侃四ses possibly to be chosed for constructing dedicated facility in a

country are also analysed. Finally , the safeguards on the enrichment technolo
gy and some possible ways to detect the clandestine enrichment process are dis
cuss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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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l 自

攫变树$J HEU (高罐幢〉橱.是副矗檀武蕾的重要树$J.由于擅武'具有巨大的晕债

磕坏力.宫的存在与Jt.严重地...全人要的安全，因此时植武'扩·的控嗣矗当今圃

'辱柱舍的一个重要间..撞副植武'扩.的一个重要章程量是撞嗣搜查树属的生产.

本文'主要讨诠幢树属，关于鄙同圃，键的"在另文讨诠.怕是最基本的噩变树饵，嚣

画天II蛐中.a疆变同位章DIU 的车皮仅占 0.7". 为了宴'自梅的襄壶'量式反应.DlU 的

事厦岳'这一定值s 用于商量动力罐的 L且1 罐度为 2"-'''. HEU 则大于 20". 对于武

"民的为拥%斟上.w这到上连筐，盛'来用胃佳'分离技术 .111幢幢'撞术.

.树桐具有置'的理重性质: -矗可用于擅葫为罐量行.电s 二是可用于嗣矗擅武"

因此时恒的撞副撞显得篝踊重要.这里键的'分析嗜查各种怕的攘'技术以及宫的可筐对

檀扩霞的作用.当篇一个回事寻求'圃..檀武蕾计坦布许多困章 z 历史的、踱插曲、经

挤的和技术的.回膏，由止檀扩霞应IA多方面罐舍嗜血.不过，本文仅讨论技术方面，Iii

为震摘自也蟹者的撞候-定科学基..

1 铺浓缩技术的基本原理

幢幢'技术的发厦蛐于第二~世界大战，曼圄为了尽快莓'足够的 H且1 以嗣遭原子

弹，最早用回篇"邃'来分离恤，罔量..了气体扩瞰桂.之后，气体矿瞰法属了蛐罐罐

工聋的主要方法.自 70 年代以来，在与气体扩融技术竞争的基画上，相罐罐出了多神雄'

技术，这同时也帽"了植树"扩霞的幌舍.

1.1 儿个噩"拿
(I)错...

宫是-种寝征分离单元的分离辙果的特征量.所谓分离单元是罔佳章分离越霞的最小

单位《匍圄1 所示)•

分离.元

'
-

庵..W.N.

" ...
·回. 分..元

'. . . p ,
-‘..

F

•

因 1-个分离单元 固 2 缀'自的组成

经过分离单元可把棋料〈班量为 F ， 车度为 N，) 分为两部分 s 加榷槐分〈轻帽分，也

称辅料〉所需要的同他章被融蜻〈徊mu 卒度提高h 贫化班分{重帽分也称尾料)，上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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钮'撞黄也.在儿"回缸...的‘舍'中.事皮囊示篡伴同缸'在章:..申厨占的比饲.

·厨'嗣同缸'司iJl H囊示.相对李度 R-H/I-H. 量缉拿度矗无量'量.个分离.

元的分离革量，-.可囊示为细推撞与贫化麓的相对李庄之比值EE1.

,- R，/.ι (})

对于诗，适疆， ，稍大于 I. 厨以审嗜血小量8....，-1.8审称为分离精益.

(2) .离功、 .a功'

为了说明分离功'分离功率的醺拿，首先温'价值画撞醺拿.单佳质量的罔佳'温舍

'的倩.为蘸擅舍"的价值画鼓[I)V (N). 宦襄示为z

vfmz <2N-Ih-L
I-N (2)

真申N是蕾嚣舍"中厨'同佳'的丰度.

分离功[I)是衡量一个分离单元《囊篝醺}分离罔筐.1Ji傲的功.在撞值上，宫'于同住

章嚣舍'矗过分离尊无所在槽的价值增量.分离功的量'是质量，矗常用于克分离功就吨

分离功 (q SWU • t SWU) 来囊示.

分离功事是单位时间内所严生的分离功，用以度量-个分离单元〈就氯联》的分离健

力，矗常以干克分离功/年来量度.对于理锺fl联，氯联的分离功事'于单位时间内氯联的

价值增量.费示为

IW - PV(Np ) + WV(N.) - FV(Hp ) U)

奠中 P. W, F分别为辅料、贫料和候..量，单位为 k./a 醺 t/a. Hp. N.. N， 分剧为

辅料、贫料和儒"丰度.

由下面简单的撞'可看出，分离功与辅料的赢量"相关，与工厂的篱~相关.

利用'饵平衡方蟹，

FNp .. WH. + PH,

F-W+P

(4)

(5)

式..示....晕过分离单元(...).后，也啻厨'同缸.C翩翩U) 的量的守'或.

式 5.示且II.班的属量守恒方'

曲式(4). (5) 可.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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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P - (N. - N,)/(N, - N.)

"式 (6) 、 (7) 代入式《剖. .:

I.,..... . (N. - N,)..I.... (N. - N.).'I'" .1MI zP{VtNF>+V<N >-V<N>}'0 u ,""" (N, _ N.)o ,..., - (N, - N.)o '''''I

(7)

(I)

式 (I) 囊明: -11指定侯"、楠.....黄"的事度，因-定的分离健力可确定备11M的

.量.因此在辙'霞...肉，对于-定的分离功，可选择任伺候鹏、楠'略鞠凰"的车度，

此时..鹏、精属、庵'唱的植量发生相应改变《但此时生产量撞也要量生政变).这具有重

要的事矿'方面的意义.

。〉锺嚣的..

为了得到所霄'的同佳章拿度，可以捏着干个分离肇事醺起来，这样形式的组合称为

氧醺，面所谓的疆是由一个囊.个分离单元并醺菌'良的.(旦回到.

对于-个对称的氯联.1IJ回3 所示EE1. 氯联理论可蜡出攘'相黄化锺鼓.

「……，

户A叫s-盛-一叫s•
..,-• PH.

L. -----"r-~

F foi ,

圄罩Jf事'氯联示'团

1IJ.从 ..-0银输入供属，从 s 组出来的辅料z

R. - o'+IR，. 其中 a 为级的弘蜻摹颤.

同样JR.....-TR，. 利用这些关晕可穗'的忌.J

In(R.IR.)
S+T+l-:::寸EZ一 (9)

寓中，辙'辙.目为S+1 ， 黄化氧.目为T.

经过简单的计算，不难发现，对于罐罐.撞.-定的提撞，如果供料和周属的车皮不变，

商提高....的季度〈细HEV倩形)，辑.将大大增加，设备娓模将扩大.

{ω..的单珊'量(1...81.，，)和平'时闰

氯联在穗事操作下，其总糟田量I 由通过氯联的单班量L. 和槽'时间T‘民定[I] J 1

L.'1‘'而其中通过银联的尊班量L. 理论蜡血为 (81，，18') 缸，寓中g 为分离精益.411 为

分离功事，所以总糟田量I 可襄示为s

s



1-(队Ir)匈 (10)

且矿幢角度上.:Ii幢大..么莓'生产植树"M圃'也对于一定分离骗.6越大. Ii幢小，

对矿..膏剥.

罐囔.悖的另-重要量圃矗平'时间..罐罐醺的平街时间&画下式笛计(I] :

ι-FE《儿，几》

冥中 E矗一窜霞. IIIN... N. 确定 z

(N, - 2N,N , + N.)la(R.11切
£(N,.N,) -

。1>

(2)

平街时间可段if地估计雷多挺时间开始一个霸的攘'工厂，囊正在撮悻的工厂璋变辅料丰

厦、毒分批再'环.

对于-个单带回量穰大、平衡时间很挺的攘'撞撞，如果量行分靠再循环以逐步事'

HEU矗银元般的.这样将壤'大量供属和篝作时间，这对于篝矿缸是不利的.

I. Z 气"扩撞撞

植武蕾的发展历史囊明，五个宿核武器国拿大部利用气体矿徽捷生产武'氧的高幢幢.

因此宦可撞'成是真带高倾向穰矿融的方法.

气体矿融法的基本原理是基于气体动力学理论的能量均分原理，即两种分于量不同的

气体混合'在热平衡下属布相同的平均动艇，丽宫汩的平均热运动速度与分子量之间的关

系为 z

<VI >1 <V.>= J豆 (3)

从式中可见，程分子的平均鹅运动速度搜量分子的大，因此，单位时间内一个轻分子

同睿'噩辑分离鹏碰撞的眩Il比一个重分子的吹鼓要多.当两种组分的气体混合"通过分

离'班动时，周轻、重分子间鹏以不同的速度扩散.通过鹏的气罐{蟹'分〉中蟹分子'

到融蝠，未通过'骂的气赢(量'分〉中蟹分子篝贫化、量分子得到靡..因此，在适当的

压力条件下，当蛐同缸'耀合气体VF.通过分离鹏后，在蟹帽分中II·V 得到榷蝠，在重擅

分中II·V 篝贫化.这样.实现了IHV租II·U 胃种同缸'的分离.

在理想情形下，气体扩融捷的分寓'民报为WI

q-给毛-a-J暴 -1ω43

'



I.] 气"鹰心注

旗方培的噩噩噩z 待分离曲罔缸'温合气体在商量肇精曲气体离心机肉，受离心力墙

的作用，但蟹同位章 <A) 在精幢附近雄集，面重罔佳章 (B) 在转筒璧附近雄集，利用这

个现..可宴现不同质量的同佳靡之间的分离.

对于精筒半径为 "1 的离心机.程同佳. (A) 的基本分离矗颤为离心凯旋转回筒中心

(，.=0) 与内璧 ("="1) 娃'哥雷同佳擎的相对李度之比值U1. III

~A(O>/(I - ~A(O» 「 (M. - MA)(,..D>I1
伽"'" ~A(")/<卜 ~A("川- expL ..-. ZiT ,. .-, J (1 4)

对于蛐同位囊M.-MA -3. 如果当圃周辑速度。rD>为5ωm舟• T-3∞ K 时.基

本分离矗藏为I. 162. 这比气体矿'洼的理想分离'民鼓(J.∞43) 大得多.

1.4 气动力分离漳俑end~Se...... MetM也》
假'气体动力的作用实费同住章分离的方法，这件方法的分离藏应是基于气体高速啧

财、气体的相互作用、气体黯蝇、气体瘟缉的弯曲相冲击擅霉的气动力作用.主要膏下连

阿静方法.

ω 喃喃注<TIle Jet N帽由如鸭as)

最方量自 E. W. Beck町且真合作者发明并发履.但目前世有显示商业可行性.

真原理[11细圈 4 所示，将包含 96 YoHz 和 4 YoUF. 嚣合气体矗过一穰量商量啧入.气体

在半径穰小的丰田噩噩内高速运动，由于离心力曲作用〈集离心法).使重组分的气体'量轻

组分的更接近曲壁外侧.然后在另一楠，由刀边分离嚣便轻组分气体和重组分气体分开.从

而宴理同住寰的分离.

因 4 分离间缸'自的啧嚼巍巍

(2) He.11l帽方法

南非还曾研究另一种气体动力分离法『气真基本原理{见四日是利用一种揭麓tf (Vor

lex lUbe) 襄置，将 l Yo -2YoUF. 和 98 Yo -99YoH. 耀合气体相切于管内侧壁高速射入，井

同时具布一定铀向速度，帽者气体在'内高速篇"，~离心力作用，使蟹的部分集中在铀

附近，而量的部分则'外侧{氟离心机那样)，当气体到达臂的另一蝙时，使外部(.组



it> 与肉.<&组it')分离.

.5 揭露'示..

I.S 饨'章'法

用化学撞'方桂辈分离胃筐...是在70年代后，圃'量圃'日本的'究(7).才寻18

A旬的关注，并.c为"最军属的镜量者之-.

霞量的原噩噩，回-元'嗣同筐'在阿静分于间相互交换佳量的化学反应称为化学变

‘反应，饵tal

AIIItJ+a-U.-A-U+r'U

当反应达到平衡时，胃仲分子中胃缸章的撞摩市舍布'小的噩鼻.也晕变...矗应用章

~.小的平衡榷度量辈分离罔缸..

对于幌舍'只包啻一个蛐原子的倩影，单氧分离蠢.，篱'于化晕平衡窜.1.

，-晶- [A-U] <B-U] / [A-U) [B-U]

化学平衡方疆-般习惯写成晶>1. 对于蛐化学罐罐.，-艇小于I.ω3.所剧为篝'布用的

槽'产品'避行许多罐罐罐.

1·6 .壳~.罔恤'法

自 70 年代早期以来，人的...巅壳罐罐技术将为下-代辙..篝.供蕃..不避，

旗方法目"仍处于研究和发属阶段.

在原于戴分子中，网佳章的属量量鼻舍寻18真先司，嗣同也章也..棍'这-幢小的量

剿，可利用.色性极好的巅先布遣'尴巅发某-伸向缸'幢于重待定的巅撞事，篇盾利用

"疆的就化学的方法，将幢幢冀的模种网佳'植于与来幢巅.曲x宫同也章植于分开，从

而宴'同笛'的分离.

用.先分离间也章主要布胃伸技术遭径.-种矗原子方囊. ".子'气'先分离罔缸

• <AVLJS) 【"，官利用几步不同徽先'事，使..U 原子从蓦事变成电离态，德盾利用噩电

梅和·楠a"U 离子囊'在收集恒上，傻.与来曼巅.的中性..U.于分离开.另-种矗分

子方癫， IP分子巅先分离网佳. <MLI5) ['l，官利用徽先布矗'地筐··UP，气体分子量行

8



缸钟'幢.锺后量一步在缸"‘'外...嚣'下.筐'量的岔子"毒化学'离.且画宴

凰"筐'筒'离.
息，电.fi-鹰注

霞撞来.在第二~.鼻大撞用于生产曼..-..于"的mu E'1. 圄后由于气悻扩

a~笔曲"圃.a寓撞撞鼻.但在矗量关于'撞宽.章'计娼的调查申，震葛霞量'萨为，撞

宽檀it细菌-tt主要万事，国画苦I.λ割的撞量.

"离嗣同筐..齿'在离子'申撞电离凰离子并由-..于高电位副电..宦旬.，

III. 在离子'血口'量'到-快矗量'曲离子禀.可阻认为离于禀命的离子具有同'馨的精a.

离子量λ真空盒后，在.肉"勾••悻用亨，回华1! R悻圃周量a:

R-φJ罕 <:5)

真申..为.蝠噩踵.V为离子的'矗电厘.11为离子的质量a..为离子"电苟..11II式

胃里..量撞撞大的离子，真运动辛径幢大，圃a. 不回质量的离手曲辙量分开.当离于

.，，-窟角度后，在不同曲位置上用哑'锺呵....相应质量量的离子，量避离于电荷中

..筐'到了最无意的鲁仲罐罐了的同佳'厦子.电噩'离量的'离革撞在理论上可剧'

大.

U止'要介缅了几种罐罐撞术的基本原理.之8f1:.l章'这壁挂末，矗因为宫的膏的已

在商量主应用，布的正处于研究嚣厦阶段，并可置在不久的'廉撞入宴际应用.关于攘'

技术，还菁许多霸'匮拿秘注明，但由于暨商量可行性还徨远，厨剧不再--介蜀.

2 各种浓缩技术的比较与分析

事"主要蜡出对篝矿幢幢幢'的备仲技术.If.并分街备仲撞求对篝矿'曲'又.

·量..些证明矗便直、..橱.翻幢小的罐罐方量量'‘布篝ra的危幢幢.不适，现

事的罐罐迫雹均不满足这些惊事.由于..u 在天棍"中的事..小U革DIU 帽DIU 质量重

副很小，里辘，生产篝武'疆的 HEUW娃-个昂贵相厦擎的遁疆.锺面历史巳证明这些技

术的..并不足以阻止罐罐技术的情..并且圃'撞撞的量一步利用.W更栩栩蕴藏'技

术的情..同时糟卸了植矿瞰的危幢幢.

急 I ..静撞萃的比蟹

为了分橱的目前，从'在矿'角度出嚣，筒"带查各仲罐罐技术的主要精征

Z. I. I 气悻"密.}

(»幢幢的分离'自量很小(1.ω43). 由于遭个原因，为生产一定量的产品'锢多分离

辙.翻白天篇"生产墙a3"LEU 雷 1000 多个蟹.If生产 ~.U 雷 35ω 多个a. 这椰幢

艇气体"厂占蝇'现报大.

(%)融tl大.由于工作气体'要不断地Ii..同时为了在-2.."'f.停，气体雷量

籍吏鳞'目'甸，这"槽.r大量的压'跑，所以气体r.~.籍'很大. -.单位分离功

的篝电量的饵00-30创 kW· hlk.SWU.

(3)平衡时间幢低，息"量鞭大.t因为从天鹅蛐生产武'辑的HEU. 真平衡时间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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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这对于秘曹生严 HEU 是极不利的.

(4) 由于上述的原因，使分批再循环在得 HEU 是不现实的.

正是由于低的单级分离系数和相对长的平衡时间，使气体扩散过程规模大、投资高和

能艳大.另外，还有一些工艺上的难度，如要求设备具有良好的耐腐蚀性等.这些对阻止

核扩融是育桂的.

l.I.2 气体离心法【，]

与气体扩散法相比，气休离心法主要有以下儿个特点z

(I)分离系数大.气体离心机的基本分离系数(}.3-1.的比扩散法的理论分离系数

(1.0043) 高得多.因此，为在得一定丰度的榷缩铀产晶，级联所需级鼓比气体扩散法的要

少得多.现在利用几百个离心机，每年就能够生产出几枚核武器所需的HEU. 这样的设备

其规模和占地面权枝少，仅占几千平方米.

(:)辑也少.其单位分离功的辑电量一般在100-30{) kW • h/kgSWU. 这比扩散法小

一个量级.

(3)平衡时间极短，总滞留喳很小.由于离心机工作在压力很低的 UF. 气体之中，所

以其总滞留量很小，这个与相对高的分离系数相结合，导致平衡时间很短，只是"分钟'的

量级，而不是气体扩散的"鼓周飞由于这些原因，对于一个小的离心机进行分批再循环生

产 HEU 是可行的.然而，在重新装攘攘缩供蚓时，所有离心机将需要停止运行并清除干净，

这样的停止和再开始是乾时的并对离心机有损.

另外，由于离心机利用低压的 UF. 气体，所以回流和临界〈质量〉是夜间踵的.

(4) 段小的工厂规模就舵经济地进行生产，而且很容易再扩大英规模.因而可先用技

少的投资在段短的时间内建成一定规模的工厂，然后，根据需要边生产边扩大，

总之，离心法已成为一种在经济上可与气体扩融法竞争的生产浓缩铀的主要工业方tt-.

官眈气体扩散法较睿易核扩散.

2.1.3 气动力分离法rll)

根据空气动力学分离技术而发展的方法有啧嘴法和Helikon法.它们的主要特征是，每

级分离系鼓稍大于气体扩散法，但远小于离心法F 奠单位分离功能路很大，甚至大于气体

扩散法.这主要是由于过程申需吸取和压缩大量的气体，而加工牛津中仅有4%是 UF.，工

厂的尺寸、总带留量和平衡时间一般处于气体扩散法过程和离心过程之间.

1.1.4 化学童换法【7]

主要的方法有法国的南剂萃取法和日本的离子·交换法，这二者分离系数均很，1 ， 比气

体扩融~j~要小，因此萃取或交换筒-定包含有许多级，筒将很大，这意味着，也糟流墨较

大以及平衡时间很~.这使分批再循环生产HEU 是不现实的.同时读过程中存在枝严重的

临界问题.

然而，由于化学交换是一个平衡过程，不需动力压缩和抽吸过程，因此能耗，出扩融法

等小很多，同时其设备的运行和维护也较简单，故用化学交换法分离铀同位素仍受到一些

国家的重视，并取得一定进展-

:.1.5 温光分离罔位章法[II]

该法的特点是浓缩系数很高，比上述的其它过程都大.同时分离单元的尺寸较小，减

小了总糟流量和平衡时间，真能槌段小，大约10-50 kW • h/kgSWU. 生产工厂的投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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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散法和离心法要小，而且有可能利用扩散厂或离心厂的尾料作为原料进行分离，该技术

对于核扩散问题是很敏感的 z 利用英雄缩银很容易通过分批再循环在得 HED. 如果推缩系

数为 10，仅用 3 个再循环，原则上可得 91%HED，在一个较小的仓库内，利用一个分子撒

光设施每年能够生产几枚弹头所需的 HED.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该技术也能分离坏同位

素.因此.如果用激光分离同位素在商业是可行的话，这对于接扩散是相当严重的.

不过，所发展的 AVLIS 和 MLIS 两种撒光撤缅技术目却仍处在研究和马;展阶段.还有

许多重要的技术问题有待解决，人们普遍认为距这些问题的解决仍需鞭怯时间，但目前仍

有许多国家在努力研究.

2.1.6 电磕分离法【III

二战中，美国用E旋加速器首次生产出HEU，所用的电磁分离法具有很高的分离系数.

但由于受离子束但密度的要求，使生产输出率极低.一般收集率仅约USU 100 mg Id. 按这

个速率，一个回旋加速器要生产一个核弹的HEU将需约 400 年.所以当时美国Y-12计划

利用一千余台回旋加速器.另外.京法能辑大，大约3800 kWh/SWUι气体扩散法的还要

大.因此.用电磁分离法生产HEU投资较大.

寝， 各种浪铺徨末的.蟹'曹性

一

方 法 工作衡It
.级分离麟It 级分槐比 罐..时间 篱.

级回槐机" 4童术状态
(q=I+8> 。-，IF <a> (kW· h/SWU>

气体扩.法 Ulo, ~. 0040- 1. 004 1/2 5-10 Z3CO-3000 无 成'包
一一一一
气体离4 法 UF, 1.3- 1. 6 -1/2 10-15 100-3ω 肉"对. 威.

气功力法， O.04UF,
1/4

中闸曹吃分
.~-1.015 -2 3000-3500

啧唱' +0.96日， 再俑If

气功为自量， 0.02UF.
.示1.025-1.0;;0 1/20 。.05-0.2 3000-3500 无

Melikon +矶 98H，

化学， 铺化舍"的水
~. 0025-1. 003 1/2 化学ft. 试'量工广20-30 "，Iω

'剂，取 和有机榕穰

化筝， 怕水相F液和离
1/2 化学ft. 试'量工广1.0013 -1 400-700

离子去' 子交.M脑

一
.光，

tre-N, 无 研究与发展5-15 - - 10-50
MLIS

.光，
U.'电

回收徊"
研究与友'自5-15 - - 10-50

AVLIS 循环 U 盒'

咆S分离蜂
UCI. 200-600

回收徊" 不适于大量
2r-40 -

t 田.加趣8> 循环 U 盒" 生产

由各种浓缩技术主要特征，不难结出各雄缩役斗止对于核扩散的难易程度.如果该技术

h容易用来转移生产 HEU，那么它就具有较高的核扩散等级 (H) ，否则具有较低的核扩散

等级 (L) ，处于两者中间，在的为中等等级 (M) .值得说明的是，这里只是从技术角度定性

的比较，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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寝 2

份"圈子 平衡时筒...a..量 生产..的尺度 贫血再循环 回....界同.

气体，徽，. L L L L H

气.离心. M H H 日 自

气"为..，

•• L 日 M M 自

Helibn L H M H H

饨.，撞倒.取 L L L L M

离子~. L L L L M

.寇1 MLIS " H H " H

AVLIS H H M L L

;也·分离. H H L M L

<.篇"邃.)

2.2 分析

通过上面技术比枝，可进一步分析各种技术对于模扩霞的意义.我们将对下连两种情

况进行分析z 首先，一个国家已具有生产重要量的LEU的撞撞设施，那么为生产武'组材

料，而需重新计划或安排其设施，这样的设撞将面临怎样的困难?其次，若一个国事目葡

还挺有雄蜻能力，但又决定建造一个秘密的小型敢擅工厂以生产模爆炸所需的材料，那么

'些过程技容易一些?

2.1.1 -个理事设施的转换

这里的基本问题是现有用于生产大量3%堆组燃料的设施，有哪些可能的途径可用来

转换生产少量的90"的 HEU.

(1)由方程式 (8) 可知，对于一定的分离功，可选择任何供料、精料和尾料的丰度，

此时，相应的精料的流量将发生改变.例如，对于榷缩设施分离能力为1000 tSWU/a 情况，

如果用天然铀作供料 (N， =0.0072). 尾料分析为N，， =0.002， 进行生产堆银燃料 (N，=

0.0剖，经过计算可知各辅料流量分别为F=1256 t/a. W=1030 tla , P==235 t/a. 同样，在

供料和尾料雄度和该分离能力不变情况下，生产 90%HEU ，那么可得 F=765 t/a. W=761

tla , P==4. 41 t/a. 可见该榷缩能力的设施在转移生产 HEU 时，其生产率降到原来的约

1/50. 另一种情况，相果供料和尾料榷度保持不变，井且生产 3YoLEU 和 90YoHEU 的产品

率 P相同时，可计算给出后者所需分离功为前者的 50 倍.

上面情形是假设级联作相应的重新组装，以使其从低榷铀转换生产高踉铀时不导致艘

高能量的消费.关于这-转换的技术复翻性是随不同榷缩过程而不同的.

(2) 提画尾'非媲鹰

由方瞿 (8) 式可得，如果 N，. N， 不变，而提高 N". 如假慢 N，==90 Yo， N ,,==0.4 Yo

而不是 0.2% ，此种情况下， (8) 式中 p 的第子将减到 169.3. 对于一定分离功 1000

tSWU/a ，这使 90%H£U 产品提高到 5.9 t (原来为 4.4lt). 但同时对供料的需求也大规

模增加，从原来的 765 tla 提高到 1654 t/a. 这个例子说明，在设计浓缩设施中，要考虑是

否官们用于民用唱军用目的.关于屠料浓度的确定要综合考虑供料的单位费用与分离功的

单位费用.

(3) 分批再锢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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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可能生产 HEU 遭径是，首先由天然蛐作供料，来生产罐氧燃料(如 3y'LEU) ，然

后再循环.由堆级燃料作供料，来生产 HEU (也可经过几次再循环，以提高产品雄度)，利

用(的式可计算z 如果 N.=0.03. N.=O.OOOI ， 整个分离功 1∞o tSWU/.，可在

19 tf. 90Y.HEU，这比 N.=0.0072， N.=0.0002 , 90Y.HEU 的 P=4.41 t/. 要高 4 倍.

值得注意的是.分批再循环需级联每次停止运行井要全部糟除干净以重新嚣稿巳榷缩

的产晶.这对于平衡时间鞭长和总带回量较大的榷蜻过程是很糙时租昂贵的，因此是不合

适的，如化学交换法和气体扩散法.为一方面，对于萄心法或分子激光设施，分批再循环

过理可相当睿易、便宣和快速.因此这些方法是可行的.

(4) 唱加组撞

由 (9) 式可知，对于现存的设施，可通过增加级联的鼓目来提高辅料的丰度.这可以

构造-个额外的氯联连接在商业氯联的顶部.例如，对于分离系鼓 a=I.0408 的榷罐设施，

如果氯联生产 3 y'LEU ， (尾料 N.=0.02y')， 所需总级数为 68. 如果用来生产 90Y.HEU ，

则所需总级数为 210 级，需增加 142 级.

在这种情形下，离心法是最适当的选择，但气动力法和气体扩散过程一旦建立，也很

容易扩大级联数.

(5) 固璋

根据级联理论可知【"，在回流情况下，对于结定数目的分离级，产品的提取率越小，则

获得的产晶的雄度越高.例如，在理想氯联中，从天然铀生产 3 YoLEU 的分离系鼓 a=

0.031/0.00725=4.28. 但在董个回流条件下， R._ = a'R. = o. 133 ，相应于 N.-11.7 Yo.

因此，在一般撮作条件下，能够生产 3Yo产晶的大型商业级联可生产 11 Yo的浓缩产晶.为

将该雄缩产品进一步转换到 50 YoHEU ，将需一个包括 700 级的额外氯联(在适当回流下)，

要达到 90YoHEU ，则需 1400 氧，这是一个复杂的任务.对于气动力法和分子巅光法较容易.

但对于化学交换法，为生产 HEU ，将额外增加交换筒，到商业设备上，由于艇的平衡时间

和临界问题的限制，使其不适合用回流的途径.

22.2 笛'浓缩设施的踵遭

如果-个国家决定建一个秘密的榷蜻设施以生产武器级核材料，那么官可能采用哪些

技术?

襄 2 已部分告诉我们，一个国家要建立一个能够生产武器级材料的榷缩厂将面临许多

问题，这里将进一步说明.

从表 2 可看出， MLIS方法是最具有扩散倾向的.但官还处在研究和发展阶段，做为可

操作的技术并不存在.而且仍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所以，近期对于那些想寻找适当的方

法来生产WgU的国家将不太可能采用诙技术.

除了 MLIS法外，离心法最适于较小的，秘密的设施，然而官也存在技术的复杂性.关

于其生产过程和操作特性等还大部分处于保密阶段.即使这些信息可植其官国家在得，但

需要发展必要的技术和工业基础以及支配资金.这些都为决策者提出了-定问题.

气动力方法在放率和技术复杂性方面大体是平衡的，所以曾被南非和巴西所接受，南

非的 Helikon方法最韧曾借助于外国技术专家的重要帮助，且利用自己的技术力量进行了

-定改造，使Helikon过程可行.该技术不像离心技术那样复如s 宫的雄缩.数W气体扩散

法的大，不过宫的能辑艘大.这可能限制官在那些拥有艘便宜的煤矿.水为在电费棚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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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中的商业应用，但对于那些接扩融动机较强的国霉，这不是主要考虑的问题.

从襄 2 中也可看到，气体扩散法和化学交换法对于阻止蕾扩散段有利，费们认为，在

未来秘密掏建撞缩设施过理中，官们撞来用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所有着起来最具有扩散性虞酶的过理是能够用很少的分离级中产生 HEU 的方法，特

别是撇光同位素分离.这将允许建造小的、灵活的设施，并且官们能在较快的时期内保持

秘密操作.但目前所提出的各章'撞蜻技术表明，具有植大榷蜻矗数的过程，均对应于高技

术的复最性.因此，对于那些高技术不太发达的国家，要在得这样的榷蜻过理在将来的一

段时间内，是不太现实的-

2.2.] 评论

通过上面两种情况的分析可看出，各种雄蜻技术对于核扩散的技术门植.所谓技术门

槛是表示该技术对于蕾扩散的相对敏感性.技术门植低，表明该技术破容易披用于扩融的

目的，技术门植高，则表明该技术的利用是破困难的.请参见费3.

襄 3 对于扩健的撞术门.

n aa • 保 中 高

离心
气矿

现郭世"的温用 Helikon
啧嚼

化.交倏
.'VLISMLIS
因篇"遭"

苟苦

离心 化，交钱

ee设撞的饨. Helillon AVLIS
MLIS 啧嘴

里皇"遣'

总的来说，在商业上可能应用的雄缩技术与其在军事上可能的应用有着很强的关联.允

许构建小的、能量有敢的技术，不仅具有商业的优点而且同时也具有严重的核扩散问题，离

心法就属于这一情况.所以应将其视为特别敏感的技术，井加强对它的控制和管理.

另外，如果将来对榷缩服务的需求上升，以及如果国家寻求强立的核燃料循环的动机

得到激励，那么榷缩技术将不可避免地进一步传播，这将增加核扩散的危险.对于这些问

题的解决方案，我们将在下面进行讨论.

3 关于铀浓缩过程的控制

铀的雄缩在核武辑扩散中一直起着重要作用.目前，每个巳承认有核武器的国家都将

发展浓缩能力作为宫的核武器计划的重要部分，井且具有榷咱设施的非核武嚣国家比没有

浓缩设施的国东较接近核武糟能力.核扩散冒险的程度取决于各技术的种类和该国的政泊

情况，但浓蜡技术传播的整体敢果将增拥核武嚣扩融的危险.

现从铀融蜻的角度来分析研究控制扩散的各种方囊，井从技术角度来分析控制机制

3.1 安全保障措施

国际社会阻止核武嚣扩散的一个主要措施就是安全保障 (Safeguard 户"].安全保障本

质上是一个核查的技术手段，以核查 IAEA 和 NPT 成员国所承诺的关于核能和平利用的

国际条约的政泊责任的实施.安全保障的技术目的是，及时探测有意义量的棋材料从和平



4震活动到撞武器的生产s 或其它檀爆炸装置.~不知遭真目的的转移，以及这静转移耍'

檀早期探测到的凤睦并受到威慑.这里所谓的"有意义的量'对于一个榷蜻工厂来说是: 2S

kg 字度为 20'"以上的 HEU ， 7S kg LEU (USU 丰度怔于 20"')•

关于评价 IAEA 的安全保障捕童，在们将在另文专门讨论.这里只集中讨论现在的安

全保障系费对于恤攘缩的控嗣.然而.IAEA 在安全保靡榷缩设踵方面的经撞比起在莫芭蕾

燃料循环{特别是坏的生产〉要少得多{目前只在日本的一个离心设撞宴撞安全保障)，并

且这方面的讨论也很少.

3·1·1 材料的窗算 (Material accounting)

用于摞测棋材料转移的安全保障蜻擅主要包括z 以材料篝算作为重要的基本方法EE·I

U封隔(Containment) 和监槐 (Surveillance) 作为重要的辅助手段[It】.

材料宿算方法对于一个带蜻设踵的撞倒方式去:要布下列几种途径，

①将模材料的操作划分为几个材，唱平衡区蜻(MBA.). 这样可监檀每个区填的篝材料

运入和运出的量，并可确定整个材料的量.

②对每个材料平衡区罐中接材料的量进行记录.

③测量和记最包含核材料传输的所有交换s 如从一个材料平衡区撞到另一区植、由于

棋生产或损失所导致的现存穰材料量的改变等.这些测量应在"关键测量点"(KMPs) 上

进行.所谓"关键测量点"是指，在这些位置上可测量确定接材料的班率或装载量.

④通过在得实物的装载量来定期地确定出现在每个材料平衡区捕内的模树辑量.

@在连续的两次实物装载量之间要结糟材料平衡并计算出不能说明原因的材料损失

(material-unaccounted-for) (MUF). 这个过程一定既要准确，又要满足及时探测有意义量

的转移标准.

@提供一套测量程序以确保测量的准确性并修正原始资料记录和每次的数据.

⑦分析帐目的数据以确保记录中的错误、不可测的损失、偶然的损失和不可测的装载

量的原因和数值大小.

以上讨论是假设在不对任何级联单元进行观测或者没有任何关于内部级联流通、操作

参数、电力程度的情况下，利用物理测量可确定一个巨大级联内部铀的量，并其精度达到

0.2%. 实际上这意味着， IAEA 关于级联糟留量的任何强立的核查都只能基于从级联外部

获得的敷据.这-融制是由于操作者拒绝lAtA 观事员较接近级联区壤，以免工业上世密，

这种情况也是IAEA 规约所允许的，然而，这种外部测量的精度很难满足IAEA 所规定

0.2%误量的标准.这对于及时探测有意义量核材料的转移是重要的.因此人们曾提出一些

建议以改善测量的糟度.如s 在榷缩设擅的各个位置上增加额外的"关键测量点"，当然，

这些点是在氯联外部，允许观察员进入级联区域或是将测量装置放入级联内部.总之，关

于材剧衡算藏统对于依缩设施的安全保障目前并不完篝，还存在许多有争异的问题.

3·1.%剖隔和监锦 (Coat.lameat aad Sun.llI.ace)

上面简短的讨论巳囊明，材料街算方法在监控檀树料以及阻碍转移方面起，重要的作

用，但这些方法有缺陷，并且有些缺陷在罐罐设施方面显得特别尖锐.因此，有必要由封

隔和监视作为材料衡算辅助手段.

所谓tt隔措施包括利用实体障碍物，例如，回墙、运输睿'等.这些可在-定程度上

限制'控制模材料的移动.接近篝材料和篝近IAEA的监视藕置.不过，却隔在安全保障

15



罐罐撞撞方面很'在起到很大的作用.这是因为树'唱植遇是连蟹的.并且管理者是允许出入

这些区曦的.蜻帽的一个可能应用是将遭入氯联区曦的入口鼓目瞰少到穰少的几个，真官

出入口.如防火相安全门可撞捆蜻，直到雷要时才可盯开，这些门的动用是可撞撮菌的，这

将使政变氯联面遭矗摞测更拥回事.

所谓监槐包含"通过一些襄置岖'馆息以及检查员远行理事，以挥翻来申报钳制的转

移、对封隔区曦的干涉、关于穰材料鼓量和位置的虚恒倍息和对 IAEA 安全钮'撞置的干

静.'通过多种方式，利用监檀技术剧使篝材料转害或撮作设施的事窜'政变得更加困难.

如细蝇的电槐照相机.先学、声学和地震传'嚣，驻扎的 IAEA 撞查员或理事员等等.不

过，这些技术的利用要受到经济相踵洁的限....用间鹰相入侵性同..官将捧幢幢用

一些重槐蟹和记最襄置..面也许正是这些装置可搜捕确地进行测量.如果 IAEA 掌握诙

工厂足'的设计、布局安擂相篝ft:模式的倩息..么宫的能够从事些蝇"的外部数据撞断

出撞阻嗣区蜻内部所发生的事情.这将使上面的情况有所政蕾.不过，这些情息是否可充

分地在得仍德是个问踵.

通过上面的分析，不难得出结论z 如果将所有攘'世踵'置于 lAEA 去全保障之下，霹

么关于 HEV 穰矿散的冒险性大大屠小.穗丽，现在世界上大部分罐罐装置并未置于安全保

障之下，安全保障只能工作在已接受宫的地方.并且它的应用是很少的.这些篝说明了安

全保酶的局限性.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安全保障是任何篝不扩散体嗣的-个必要组成部分，

但宫是不充分的.

3.2 对蝠'琅鳝边疆的挥洒

上面简要说明了已申报榷罐设施的安全保障措施，但宫不能用来捧回来申报的秘密雄

蠕过瞿.对于秘密榷缅边瞿的篝壶，目菌还提有一个有烛的措施.IAEA和各国正在研究.

这里给出几种可能的童径来探测这种过瞿.

3.2.1 噩造活动

对于幢大摆棋雕细工厂的建遣将需要大量的人力.IJ力和财力，这通过国.技术手段

例TM) 和各种谭报工作等，是可能发现的[J飞但对于段小规模的设施其探测将更加困难.

不过，我们确惰z 随着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师所宿攘'设撞置于安全保靡之下，允许院

时随地的现场核查等，将使秘密建造过程变得越来越圃'在.

3.2.2 .攘攘测

利用每种榷蜻设施的特征，可避行探测[I飞对于气体矿散厂，可通过卫星观事到，因

为宫的尺寸技大而且需要大量电力.关于气体离心厂，它尺寸较小而且辑电量也破小，对

于这种相对无明显特征的工厂，可通过真宫情报来鉴别，如雷生产和安装大量的强特的巨

型离心机.关于撇光罐罐设施，其规模尺寸更易幢巅，但目前仍处研究发履阶段.不过，这

种设施的操作将伴随出现能植探到的电融倍息.

关于各种罐罐过程的探测还需要部入研究.许多探测方法并不完善和准确，这里只是

提供-种逾径.

3.1.3 对铀的'求

生产 W.U将需要大量天然楠，通过考.-个国家对天然铀的需求，可亵明秘密攘'工

厂的存在.如果将铀憾料循环的所有过程〈包括从果矿开始〉都置于安全保障之丁，那么

读遍径将更加布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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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它撞帽II.嗣

以上主要讨论了关于蛐辙'的技术控嗣机嗣.需要指出的是.技术控嗣机嗣是在一定

的理恼和社会环檀下实施的.因此，其它的社会垣嗣机嗣在防止穰扩散方面也起着重要作

用.所谓的社会控嗣措施本质上是非技术性的，它包含各种政播、经济或外交的战略以撞

倒接近敏霉的锺材料..设尴或.技术.关于社会撞倒机制包含各种单边措擅、多国设擅

租各仲国际楠，ι 例如 z 为了赢疆雄'技术的扩融，可以建立多国革国际雄蜻中心，以保

汪 LEU 的供应.但如果读中心也依艘于敏薯的技术，霹么关于该技术知识的扩散是不可矗

免的.如果多国设施的工作人员来自多个国事，那么各成员国将在得敏璋的情息.为了矗

免这些问题，所考虑的多国设撞应利用那些不大可能传播的技术，从这个角度来说，气体

扩'技术和化学交换技术在控嗣核扩散方面将更拥宿用.人们曾提出许多关于社会控嗣机

嗣的理论和战略.然而要宿般地阻止檀矿霞，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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