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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核能利用的方案探讨
一一加速器驱动放射性洁净核能系统*

丁大钊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北京， 1024日

摘要 核能是一种高效、洁净和安全的能源。目前商业应用的核能系统还

存在若干阻碍裂变能进一步发展的缺点，即高放射性废物的最终处理、铀资源

利用率不高和安全性问题。近十余年来，核科学界一直在寻求可以克服这些障

碍的创新技术路线一一加速器驱动的次临界系统( ADS)。这种混合系统将成

为目前商用的核能系统与核聚变能可充分利用间的过渡。本文说明了这种系统

的基本原理并以加速器驱动的快堆与为口速器驱动的加压重水堆为例，说明其在

遭变核废料和转变核燃料方面的能力。文中说明了开发 ADS 的可行性及列举

了美、日筹固的若干计划.我国正处在建设核能的宏伟计划的初期，现在推动

对 ADS 的研究及技术开发是适时的。

关键词 加速器驱动次临界系统 <ADS) 放射性废料擅变核燃料增殖

l 核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

裂变能的开发及大规模商业应用，己分别有 50 年与 25 年的历史。虽然人

们把人类最终解决能源问题的希望寄予核聚变能的应用，但纵观核聚变 40 年

的研究发展历程及当前的态势，一般都预期核聚变能的应用从原理验证、工程

开发、工程示范到商业示范，进而到商业应用还有相当长的过程，因此，从现

在到 21 世纪中叶以后的很长时期内，所谓核能即指裂变能的利用。

从表 1 中可以看到，当前商业运行的是依靠燃烧2J5u 的热中子反应堆电

站，而其他几种反应堆仍在实验/开发中。

为使裂变能成为可持续发展，应解决的关键问题主要有:

(1) 高放废物的最终处置

一座 1 GWe 的轻水堆，在标准的运行工况下，年排放的乏燃料重金属总

量为 22.5 t，其中除可经后处理回收的铀、怀同位素总共 22454.8 kg 外，有总

.本文系作者在 2000 年 1 月参加"中国广东核电集团技术创新院士行"所作学术报告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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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核能应用及开发态势

8Sω 堆·年

压水堆 73% 
商业运行的核电站(热中子反应堆〉

沸水堆 17% 

重水堆 10号也

商业运行堆数 434 

装机容量 3S1.2 GWe 

建造或计划中的堆数 107 

装机容量 91.1 G\1i恒

实验/开发中铀冷快堆(增殖核燃料〉 230 堆·年

小型 PblBi 冷快堆(艇用动力堆〉 80 堆·年

高温气冷实验堆(然中子〉 20 堆·年

量约为 34.5 kg 的超铀次量铜系核素 (MA) 及约 50 kg 的长寿命裂变产物

(LLFP)。这几十公斤核废物总量不多，但寿命长，放射性毒性大，假如用稀

释排放方法，则稀释因子在 109~ 1O11 之间，它们的最长半衰期可达二百万年。

迄今己开发并被认可的处置方式是把后处理的高放废液浓缩、固化，经包装后

埋入稳定的深地层中，称地质埋藏处置法，经过几十年来的研究与开发，己可

对其费用作出估计，但其对生物圈的潜在影响则仍不可预计。

根据核物理研究的成果，如果把这种放射性废物放在中子场中，通过中

子核反应使其变为短寿命或稳定核素，在某些情况下，超铀元素可以被裂变而

成为附加的"资源"。这种把乏燃料中所含次量铜系核素分离出来，制成元件

放入反应堆中子场中引起嬉变(把长寿命裂变产物也作相似处理)的新方法，

称分离-嬉变法 (P-T)，其关键在于开发新型的放化分离流程及创造一个有利

于中子诱发嬉变的中子场，以大幅度减少废物量并把绝大多数废物转化为短寿

命核素(半衰期小于 300a) 。

(2) 提高资源利用率

从表 2 可以看到，如果把 238u 转换为 23%，则铀资源利用率原则上可提

高 120 倍，因此充分地把 238u 转换成 23% 是提高铀资源利用率的唯一途径。

现在工业上正在开展把轻水堆乏燃料中铀、怀回收，再制成 MOX 元件循

环利用的研究，这样大体可使铀资源利用率提高一倍。更进一步的技术途径是

正在实验/开发中的快中子增殖反应堆，原则上可把铀资源的利用率提高 60

倍。但快中子反应堆的发展要以轻水堆积累的大量 23% 作为初装料(一座 I

GWe 大型快堆的 23%初装料约为 3000 kg)，现在开发的氧化物燃料铀冷快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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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燃料倍增周期一般为 30 a。因此，需创造具有合适的中子场的反应堆系统，

提高增殖效率以达到充分利用铀资源的目的。

1.系统

不同资源的能量密度比较

核资源的潜力 IGW'a
(全世界可采贮量 450 万吨天然铀)

表 2

基本数据

~2.7X 10' 

-1.57X 10' 

-3.24XI0' 

IkW'h 

4kW' h 

5X IO'kW' h 

2.9X 10' kW • h 

6XI0'kW' h 

3kW' h 

60m2阳光 • h 

1 kg 煤

1 kg 汽油

(0.7%自u)

(40%利用率)

1 kg""Pu 

1 kg 天然铀

(3) 提高核电站的安全性

尽管对核电的安全性的认识在专业人员中己不成问题，但就公众接受度

而言，对核电安全必将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新)代的先进压水堆采用的是非

能动的安全措施，但如果有合适的技术，使系统具有本征安全性，从根本上杜

绝临界事故，用更灵活的手段来改善反应堆的动态性能，则可将核电安全性的

问题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高度。

·
协
料
·

如
战

乏燃料呼雪

i少量 MA.短寿命废料:
: (5%. 3∞年左右) 1 

核电范式示意图 1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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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把核电按"己商用"、"开发中"及"研究中"构成范式，概括

在图 1 中。为使核电成为可持续发展的能源，核电技术有待创新。

2 在我国部署研究新型核能系统的合理性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能源供应将成为关键问题。我国以煤为主的传统

一次能源结构将遇到资源、环境及运输诸方面的限制而必须改变。合理的解决

途径是在大力实施节能的同时，改善一次能源结构及改变能源终端供应方式，

在采用煤的洁净燃烧技术以改善环境污染的同时，大幅度地提高一次能源构成

中水能及核能的比例和提高电力作为能源终端供应形式的份额。

目前我国核电约占总装机容量的 1%。在"十·五"期间，核电装机将从

2.1 GWe 提高到 8.7 GWe; 预期 2020 年左右，可能达到 20~30 GWe 之间。远

期预测表明可能达 120 GWe (如以 2050 年核电装机容量占总电力容量的 10%

计)。我国核电在 21 世纪前期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为使我国核电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技术选择，必须解决长寿命核废料的最

终处理与核资源的有效利用问题。以 2020 年我国核电装机为 25 GWe 为例，

到 2050 年这些核电站将总共积累约 25000 t 乏燃料，其中 MA及 LLFP 分别约

为 12.5 t 和 27.6 t。那时，我国将与美、法、日等先进核电国家目前己面临核

废料处置问题一样，遇到这一突出的矛盾。如取 2050 年我国将有 120 GWe 核

电装机容量，则估计在 50 年寿期运行中，核电将耗费约1.3 X 106 t 天然铀资

源(如仍采用压水堆电站)。这将约占表 2 所示的世界可来贮量的的弱，这

是一个很难设想的数量。我国是一个铀资源并不充裕的国家，因此必须开发一

种更有效的核燃料增殖技术途径，把可裂变核23Su 转换成易裂变核 239pU. 以

达到充分利用铀资源的目的。

我国正处于核电发展的"早期"阶段，在大力建设如图 1 所示的己商用

热中子反应堆电站及作为高技术开发的铀冷快堆的同时，部署研究可兼顾妥善

处置核废料及提高核燃料增殖比的新型核能系统一一加速器驱动核能系统应是

合理的选择。

3 加速器驱动放射性洁净核能系统 CAD-RCNPS) 简介

图 2 给出 AD-RIαPS 的构成及其与现用常规核电站的匹配，其主体组成

部分由中能强流加速器、外源中子产生靶及次临界反应堆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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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加速器驱动放射性洁净核能系统构成

3.1 原理
加速器驱动次临界反应堆系统的基本概念可归纳为:外源中子 no 注入中

子倍增困数为 k 的反应堆中，取k<I.中子数将按

句 nn

叽 =no(1+k+k4+KS+-hfz(1)

关系增长。此处 no 为每个质子在靶中散裂反应所产生且按每次裂变归一的中

子数，其中 Ns - no 为由次临界反应堆中裂变提供的中子数，除维持反应堆功

率水平所需的中子数与各种吸收及泄漏外，余下的为中子余额。该中子余额可

用于擅变核废料或转换核燃料。

凡，几分别为外源驱动的次临界堆及临界堆中的中子余额，利用简单的

模型可以得出 t

NK=NJvlt生 ω
即有外源中子驱动的次临界反应堆内，中子余额比同样条件下的临界堆

要高。由外掘导致的中子余额增量有利于擅变核废料或增加核燃料的转换，以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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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次临界堆内易裂变核素储量，最终达到加深燃耗的目的。根据式(刀， k 
值越小，中子余额的增量越大，但从产能系统的能量增益角度看， k 值会有下

限，否则达不到产能的目的。式(1)中 N. - no 个中子是在次临界堆中由核

燃料裂变倍增的，每个质子将引发
N. -nn nn k 

N f =.:.....!一-1=」-一 (3)
v v l-k 

次裂变。次临界反应堆输出的功率 P=E矶， 1为质子束流强度 ， Ef =2∞ MeV 

为每次裂变释放的能量，由此可得到系统的能量增益(反应堆输出功率与加速

器束流功率之比〉

P K n. k 
G= 一一=..:::r....:.:!!..一一 (4) 

/ Ep V l-k 

k值合理的变化范围为 0.85~0.98 之间。

表 3 给出铀怀燃料循环在不同次临界系统内中子余额的约数。从中可以

看到 AD-RCNPS 在合适的 k值下，中子余额比临界堆中子余额有很大的提高。

例如，我们知道在热中子堆中 U-Pu 的转换比为 0.6. 因此，既不能增殖 2吨u.

也不能使铀怀燃料自持。在 AD-R'αPS 中，当 k=0.85 时的转换比为 0.6 + 0.5 = 

1.1.原则上可以在反应堆内形成一个自持供应的 2咋u 库存。在快堆中，→般

讲，铀怀增殖比为 0.6 + 0.6 = 1.2 水平。在 AD-R:αPS 系统中，当 k ~ 0.85 

时，此值为1.75. 则大大提高了增殖比。表 3 所列，虽是估算的约数，但从概

念上说明了 AD-R'αPS 系统是增加中子余额的新途径。如要处置核废料，这

部分提高的中子余额就可用来擅变核废料。

从擅变核废料的角度讲，除了有更多的中子余额可供调用外，由于加速

器散裂反应产生的中子平均能量可达 10 MeV. 因此可以通过适当的栅元结构、

燃料组件组分、慢化(导热剂)的选择，使系统内中子平均能量高于一般快堆，

从而达到更有利于擅变核废料的目的。

λ=λ。 +σRØ (5) 

核废料在系统中的衰变率由于中子引起核擅变 (URØ) 而增大。除 Nk - Nc 

的增大使￠中可调用部分增加外• O"R 是与能量有关的函数。例如 23町的裂变

闽为 0.8 MeV. 21~p 的裂变阀约 O.6MeV。如果使系统内中子的平均能量达 0.7
MeV. 则2l8U. 21~p 及 241Am等有阐可裂变核在核系统中都能成为"附加"

的"易裂变核"资源，从而进一步提高资源利用率。这就是为什么日本把它

的计划称为 m.扭GA 的原因(Option ofM血ing Extra Gain from Actinid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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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中子余额比较

l临界堆 AD-RCNPS 

中子倍增因数 /k <1 

中子倍增数 '" 11 (I -k) 

链式反应 自持 外源驱动

中子产生数 热堆 快雄 热堆 快堆
2.5 2.9 (vl k) (ν 1 k) 

中 维持链式反应

中 子 寄生吸收 0.6 0.4 0.6 <0.4 
子 消

经 耗 铀怀转换 0.6 <0.6 0.6 <0.6 

济 数 泄露 0.3 0.3 0.3 0.3 
学

k=0.85 G=15 0.5 1.15 中子余额 。 >0.6 
0.95 50 0.1 5 0.75 

0.98 130 0.07 0.66 

控制方式 中子吸收剂 调节外源中子强度

表 4 资源利用率及能量输出

AD-FBR AD-PHWR <U-Pu) AD-PHWR口b-U)

力11速器 1 GeV/mA 1.0/16 1.5/45 1.5/10 

k 0.<l7-8-晶卡 0.82 0.985 

输出热些主丛且马一 760 (880) 15以}。创lO) 1840 (2αlO) 

能量增益 IG 47.5 22.2 122 

燃蜒 IMWd' r' 1O'(7X 104
) 104 (6 X 10') 3X 104 (1 X 10、

增殖系数 1.37 (1.27) l ∞(田0.6) 1.01 (句1.∞)

倍增周期 la 12.5 (17.1) 

支持比 2 Gwe PWR 

注:括号内数字为l临界堆相应数值.

3.2 初步计算实例
表 4 给出了两个初步计算的实例:加速器驱动快中子增殖堆 (AD-FBR) • 

A加速器驱动加压重水堆 (AD-PHWR) •• 

AD-FBR 的计算由张玉山等完成;

• AD-PHWR 的计算由徐晓勤等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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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FBR 计算中取 ANL 设计的纳冷金属元件模块化快堆，抽走中心十九

盒元件后，放置束流导管及靶件与靶件冷却系统。AD-PHWR 取 CANDU 型

堆，抽走中心四束含元件加压管，放置束流导管及靶件。如表中所示，在 AD-FBR

情况下，以降低输出功率 14%的代价，换取了燃料倍增周期缩短 113，且同时

可以檀变 2 GWe 压水堆年排放的废物(如果折换成 1 GWe 功率的 AD-FBR.

则支持比约为 8) 。

在 AD-PHWR 情况下，对于铀怀燃料循环，在降低 25%输出功率的情况

下，反应堆可得到自持的核燃料库存，且燃耗可加深 50%~6例也。而对于牡铀

燃料循环，则在降低 10%输出功率条件下，燃料可略杳增殖能力，且燃耗可

提高两倍。由于咀l-U 循环中产生的 MA 比 U-Pu循环低两个数量级，所以除

裂变产物外，总体上比 U-Pu 循环"更洁净"。这是为什么西欧几个国家对

AD-R<αPS 感兴趣的原因工近两年来，甚至决策要停止核能计划的德国核科

技界也开始进行这方面的概念研究。

3.3 几点结论

从表 3、表 4 的比较中，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几点主要结论z

(1) k值应选在 0.85~0.98 之间，当 k = 0.95 时，则可杳>80%的电能上网

供商用，但此时燃料增殖能力与废料擅变能力均相应变低。因此如果一个「址 j

中放置若干座 AD-RCNPS 构成组合系统，则可以调节各单元不同的 k 值，以 j

达到核燃料增殖、核废料擅变支持比及供电能力最佳的组合。

(2) 次临界堆选取快中子反应堆，不仅本身产生的次量铜系核素比 PWR

的少，而且具布较高的核燃料增殖能力及擅变次量铜系核素的能力。如果堆内

巾子平均能量比现在的快中子堆高 250 keV，达 7∞ keV，则次量铜系核素可

以成为直接被裂变的"易裂变"核资源。

(3) 次临界堆选取加压重水型反应堆，直接利用天然铀，可较快地扩大核

电装机容量，虽然它具杳擅变长寿命裂变产物的可能性，但所产生的核废料与

常规 PWR 大体是一样的，它应与其他系统配合使用。但从远景讲，它开辟了

奋效利用牡资源的途径。

3.4 安全性
如取 AD-RCNPS k<0.98. 则具布本征安全性。加速器外中子源维持反应

堆内的链式反应，在切断束流后，毫秒时段内即可打堆，因此可以防止任何反

应性事故。如果导热剂采取以自然对流(或部分自然对流〉冷却方式，则在意

外停电事故工况下，也将大大地降低堆芯熔化(或部分熔化)事故的发生几率。

.在 CERN 的 EET研究组将币I-U 燃料循环的加速器核系统称为"能量放大器 (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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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导热剂采取 PblBi 共熔体，则在发生小破口 LOCA 事故时，具有自

封闭的能力，不致引起堆芯事故。
由于 239pu. 237Np. 241Am的缓发中子份额都比 235u 小( ß 分别为 0.22%.

0.4%及 0.13%. 均小于 235u 的 0.68%). 因此如果在常规的快堆中加入过多的

MA. 把快堆作为"嬉变"炉，则有效 n 值会进一步降低。从物理上讲，。值

的降低对反应堆的动态性能有不利的影响(法国利用 CAPRA 快堆檀变MA 的

研究，只针对 23~p. 而对于 241Am. 242Cm 及 LLFP 等檀变仍寄希望于 AD

RCNPS(11)。而加速器外中子源驱动的次临界系统正可以克服这一缺点。

表 5 不同核反应中产生一个中子的能耗比较

中子源 中子产额 中子能量值 I (MeVln) 

高压f的日器 4∞ keVd+T币靶 4X 10-' nld 1创)()()

低能强流加速器 35 MeV d+Li (液态) 2.5 X 10-3 nld I 创)()()

中能电子直线加速器 1∞ MeV e+238U 5X 10-2 nld 2创)()

中能质子直线加速器 l∞OMeV p+Pb 20nlp 50 

(L=60cm, Ø=10cm) 

3.5 中能勤勤口速器作为产生剑、中子源的驱动器
从能量平衡的角度讲，我们希望产生一个

外源中子的能量值最低，而在系统内，中子用

于转换核燃料与擅变核废料的效用最高。表 5

列出了现在己知的产生中子核反应的能耗。表 6

给出了两种外源中子驱动系统内中子用途的不

同点。这可以看作为加速器驱动次临界反应堆

系统的科学合理性的物理基础的最简略表述。

表 6 ADS 及混合堆中子余额用途

4 AD-RCNPS 系统的可行性

中子余额用途

加速器驱动 聚变反应器驱动

转换核燃料

姐变核废料

产颁 0.6-0.7 旷r

转换核燃料

媲变核燃料

加速器驱动核能系统的物理基础是:核物理基础研究所积累的对核反应

规律的认识:技术基础是几十年来对反应堆物理及技术研究与开发的成就:中

能强流加速器近 30 年来运行与研究的成果和放射化学流程的多途径研究成

果。因此它有坚实的基础。同时它又是在原有基础上对新的核反应规律、堆物

理、加速器物理及反应堆工程与加速器工程的新原理等综合应用的创新和发展。

(1) 30""' 100 mA量级强流中能加速器的现实性
在美国 LANL 己有一台 800 MeV/l mA的直线加速器 (LAMPF) 运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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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30 年。在该加速器上的束流动力学研究己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对束流不稳 l

íÊ性的了解己达到可作定性模拟的程度。根据它的经验及近若干年来低能段演 j

示性实验的结果，表明建设 1 GeV/40 mA的直线型加速器，在当前物理限制 j

及技术条件下是可以达到的。欧洲的个别研究组认为采用多级回旋加速器组合!

有可能达到 1 GeV/lOmA的水平，但其技术开发程度不如直线型加速器深入。

(2) 高功率次临界堆的中子通量、功率水平与己开发的(或商业应用的)

同型临界堆大体相当，我们上述所举的两个实例，是在有相当研究开发深度的

实验型反应堆(快堆)或己商用的电站堆 (CANDU) 的基础上做的，所有参

数都在现有技术允许的范围内。

。)外中子源靶上的热负载是相当高的，但 PblBi 熔融靶技术的引进，有

可能解决问题。

综上所说，从总体上讲 AD-RCNPS (国外文献上通称 ADS) 系统在技术

上是可行的。

5 ADS 研究的问题及态势

ADS 综合利用 20 世纪核科学、技术的多方面成果和依托核工业己有的基 l

础，因此有技术上的可能性。在结构上，加速器、靶和次临界堆相对独立，藕 J

合比较简单，易于检修。中能强流质子加速器方面主要的物理问题与技术困难

清楚，解决的技术途径也清楚，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次临界系统可采用成熟

的堆型。中子产生靶方面也有一定的技术积累和相当的经验。

AD-RCNPS 的研究除应深入进行物理基础研究，如有外源驱动的次临界

堆物理，相关的核物理基础及强流加速器物理外，还应开发适应核废物"减

量"并"减容"相关的新的放化流程的研究。当然还有材料科学的若干问题。

因此是对核科学技术综合性的创新。

当前，国际上除对 ADS 系统进行物理基础研究外，还利用己有加速器的 i

有关经验及数据，对这一系统开展工程上的可靠性 (R)、可使用性 (A)、可

维修性 (M)，可监测性 0) (简称 RAMI) 分析、研究。这四个要求中，可

靠性R 是核心。

研究系统的 RAMI 有两方面的作用:在技术层面上将确定科学及技术研

究、发展的重点，推进系统经济及安全性的研究:在杜会影响层面上，将为管

理规程的确定及政府放发许可证提供依据，同时也将影响公众的接受度问。

ADS 的可靠性主要决定于高功率质子加速器(HPPA)运行的稳定性。回'PA

不稳定性表现为加速器的"失束"现象，其主要原因在于离子源及加速结构

的射频系统事故。离子源事故主要来自高压打火，失束时间一般小于一秒，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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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恢复;射频系统事故引起的失束在 5 分钟以上者，需人工介入。

HPPA 失束对次临界堆的影响杳两方面:一是由于堆内中子学行为改变引

起堆功率的变化，其时间常数为秒级;二是由于功率骤变引起受外源中子直接

(或贴近)影响的材料的温度变化，引起热应力，导致材料疲劳与蠕变而影响

寿命。这些材料包括束窗、核燃料包壳及处于反应堆高温区的上部结构等。前

一二者的时间常数略大于堆功率变化的时间常数，后者的时间常数与反应堆导热

剂(或冷却剂)性能有关。

国际社会初步分析的结论认为把 HPPA 的事故概率降低-个数量级是完

全可以做到的:经过努力降低两个数量级，则大体可与现在商业运行的斥水堆

核电站的非计划停堆概率相当。因此. ADS 有可能成为构成具有合理 RAMI

的工程系统。图 3 表示-个可能的工程系统构成。这种构成不仅提高了系统的

运行可靠性，也兼顾了产能、转换核燃料与嬉变核废料不同的目的。

加速器

25 

-‘ 
75 

平岳75
75 

75 

25 

)飞土) 75 

图 3 AD-RCNPS 工程系统构成

除对 HPPA 的研究开发外，法国与俄罗斯利用其快临界装置，开展外源

驱动的次临界堆内中子学研究。所用外源分别有静态的 252Cf源及脉冲 14MeV

中子源，法国的研究工作是在 MASURCA 上做的，称 MUSE 。

加速器驱动放射性洁净核能系统是-种具杳良好资源效益、京全效益、

环境效益的新型核能系统。 20 世纪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对加速器驱动次

临界堆的研究逐渐形成国际热点。美、法、俄、日、西欧、韩国等均强化了对

加速器驱动核能系统的研究与某些杳关技术的开发。近年来，还制定了建设不

同规模的原理验证(或技术集成)装置的十年研究、开发计划。如表 7 所示。

我国研究者提出的第一阶段计划分两步走。第一步. 2000---2004 年的研

究目标是:对 ADS 这一可持续发展核能的新技术路线进行物理和技术基础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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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加速器驱动核能系统研究的当前国际动态举例

国别
计划

目标及计划内容 预期进度
名称

加速器产佩 2∞0 年
建成 10 MeVll∞mA 

APT ·建造
LEDA (低能示范加速器)

计划 1.5 GeVlI∞mA 把 LEDA 的经验转移给
加速器 2∞5 年

ATW 用加速器的示范试验

嬉变核废料
2∞5 年

示范加速器部件研究

美国 ·设计 jJ;'范用快堆预研及设计

1 GeVl40 mA 
加速器 2∞9 年

完成示范装置用的加速器

ATW ·系统研究 设计及快堆设计与燃料纠件研究

中子学习核设计、低功

率() MW) PblBi 2015 年 30MWt 全Vll租演示

靶及回路、 kg 级电化学

后处理济南预研 2025 年 840MWt 全尺寸滔不

2∞0 年 部件研究、注入器预研

NSP 计划嬉变核废料 2∞5 年 1.7 GcVll.5 mA 
及其它综合利用研究

·加速器 2010 年 1.7 GcVl5.3 mA 
1.7 GeVl5.3 mA 

日本
OMEGA 

2015 年 30MWt 实验系统
计划

2020 年 ωMWt 实验系统

·系统研究
核设计、核反应截面、 2025 年 3∞ MWt/l~范系统
靶及热主、铜系化学

2030 年 8∞ MWt 商用系统

西欧
核能开发、牡资源利用

法国
1.加速器:

三级凹旋 1 GeVl6 mA 
西班牙

直线加速器 1 GcVl30 mA 
EAìniJ 

2. 系统
2∞0 年

概念研究、苓功率实验、

核设计、系统分析、~ 窗材料模拟

功率实验、材料模拟研

等 究 十年计划 EA-250. 250 MWt 实验系统

KOMAC-
1.娼变核废料 2∞7 年 建成 1 GcVl IO mA KOMAC 

韩国
HYPER 

2. 核能后续选择

1 多用途科学装置 2015 年 建成 15MWt 试验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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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完成系统总体概念研究井优选出符合我国国情的裂变能可持续发展的系统

和开展若干重要部件的预研，对该系统所涉及的物理过程进行分解式研究，例

如在脉冲外源驱动的零功率堆上验证中子学行为，在强流质子加速器注入段上

验证强流束物理问题等。为进一步进行总体集成研究奠定科学基础。第二步(到

2010 年)，我们希望建设以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的池式反应堆为核心，配以

150 MeV/3~5 mA加速器驱动的"原理验证"装置(如图 4 所示)，用以对系

统原理进行总体验证及综合利用。这将为进一步研究与开发奠定技术基础。

我们的十年计划设想，比较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且每阶段的成果都有

明确的物理目标和应用前景，都能再所"回报飞因此投资风险较小。

加 l、可变堆芯池式轻水次临界反应堆

速 (<3 MWt) 

器 2、辐照区(同位素生产、材料模拟)
3、中子核物理区

4、靶材料试验区

5、散裂反应严物及组变试验区

图 4 原理验证装置概念固

6 结语

新的物理概念的引进，往往会导致科学、技术上的变革，但其实用化必

须经过概念研究、原理验证、技术验证、集成示范等相当长的阶段。在这个阶

段中，工业界的支持(至少舆论上的支持)是十分重要的。表 7 中，国外的一

些计划现己杳工业界的参与，如法国的法马通公司参加了 EA-250 的技术(概
念〉设计:日本的三菱公司与美国的西屋公司己合作开始了次临界堆中子学的
研究和"标准"程序开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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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期望我国在核能事业的起步阶段，即能开始关注二三十年后将面对

的问题，共同努力使我国的核能成为我国能源构成中重要的、可持续发展的、

不可或缺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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