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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与国家整体电力相对不足之间的矛

盾越来越突出 o 另一方面，国家也面临着温室效应和油价不断上涨

等各种各样的难题。在这种情况下，大力推动我国核电事业的发展

已迫在眉睫。可以预测，未来的核电站数量将大大的增加，然而核电

站的安全性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人们关注和讨论的焦点。结合在日本

核电站实习的经验，从几个方面研究了核电站的安全问题，认为建立

对核电设施安全性的风险评价和管理体系是安全发展核电事业行之

有效的措施 o

关键词:核电站多方面安全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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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cently , the rapidly growing economy in conflict with the lack of power in 

the whole country become more and more seriously in our country. In other 

hand , there is also various kind of problems such as greenhouse effect and the 

oil price rising conditions. It greatly promote our country' s development of Nu

clear power project. As forecast , the number of Nuclear Power Plant will in

crease greatly in the future. However , the security of the Nuclear Power Plant 

is one of the topics that people always pay more attention to. Combining with 

the practice experience of Nuclear Power Plant in J apanese , the security of Nu

clear Power Plant in multi-angles is discussed. It is pointed that the risk asses

ment and management system of nuclear power plant are effective measure for 

security of the development of nuclear power. 

Key words: N uclear power plant , Multi-angles , Security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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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核电站中，确保核电站堆芯的安全需要有"多重防护"设备。核电站应该把防止事故

的发生作为第一目标，即在"人员操作错误"或"机器出现故障"的情况下，或者两者同时出现

时，也能够确保安全。甚至进一步假设即使故障发生了，也能够使故障不再继续扩大，并把

故障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内归。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1) 防止异常事故的发生

对于核电站来说，安全是第一重要的事情。为了防止由于突发事故而使机器产生异常，

在设计核电站堆芯时要留有足够而富余的安全系数，设备不但要有严格的质量控制体系、还

要细心检查和反复检验。当系统的某一部分万一发生故障或者是操作错误时，要有相应的

安全装置。譬如，在出现以上紧急情况时，电源能够自动切断，使燃料棒在自身重力和水压

作用下进入堆芯，核反应堆紧急关闭，整个堆芯反应停止，从而起到安全保护的作用。

(2) 抑制机器发生异常事故

首先，机器设备早期异常情况的发现是非常重要的。譬如，为了快速地发现从水蒸气配

管到冷却水等各种异常状态发生，应该配备各种相应的自动监视装置，万一发现异常情况

时，就紧急停止核反应堆，或者紧急插入全部的燃料棒。这样核反应堆就自动停堆，从而抑

制机器发生异常事故。

(3) 即使发生事故也要尽量减少事故对机器的影响

我们假设事故发生时，出现配管断裂、冷却材料丧失等各种情况。采取的相应对策就是

设置紧急堆芯冷却装置(ECCS)和收藏容器喷雾器等多重装置。事故发生时，紧急堆芯冷却

装置可向核反应堆内部快速注人大量的水，从而使核反应堆变为"冷却"结构。另一方面，核

反应堆被密闭在核反应堆收藏容器中，放射性物质也不会泄露出来。

此外，对于核电研究机构，应该考虑到核电站和核燃料周期设施可能会产生各种各样的

事故，并对可能产生的事故进行模拟实验和解析评价。国家应该提供必要的审查方针和审

查标准。更进一步，在事故发生情况下，国家应该设置调查和分析产生事故原因的独立机

构，这样可以在帮助核电企业的同时，也发挥对核电企业的监督作用。

1 确保核电安全性能的实验研究[2~4J

以图 1 为例，在核电站堆芯安全性研究炉 (NSRR)的模拟试验中，首先我们对 NSRR 来

进行"反应度事故"模拟，进而对燃料进行安全性评价。"反应度事故"是指在燃料棒飞出而

使核反应堆输出产生错乱的事故。根据调查了解燃料受到损坏的程度，以及这样的损害程

度给核反应堆的安全性带来哪些影响。

其次，如图 2 所示，我们进一步对 PWR 系统大型非固定测试装置(LSTF)进行"冷却系

丧失事故"的模拟测试。所谓的 LSTF 就是对 PWR 在最大输出功率时进行自然循环试验、

水击试验、核电站炉心顶部破损试验等安全性试验，以及对实验进行安全性评价。根据模拟

测试结果可以看出，即使在冷却系水蒸气配管损坏导致冷却材料流失的情况下，也可以通过

控制员操作堆芯冷却装置(ECCS) (如图 3 所示)而使堆芯得到充分冷却，从而防止"冷却系

丧失事故"的发生。

最后，进行防止事故发生的模拟测试，并且万一在事故发生时也能有相应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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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NSRR 

2 核燃料周期的安全性

燃料给水泵

唱咽哥-

咱哥-

高压
注入泵
低压
注入泵

低压注入泵

图 3 ECCS 

图 2 LSTF 

用于注入
堆芯的非常
用的冷却水

-n 
..1: 
.二，

"... .. 
……………… 

. . . .. 
....I I...f...., ll‘… ,,1....,....,."-

在核燃料周期中，为了确保再处理设施、MOX 燃料加工设施、运输和储藏设施的安全

性，应该建立对临界安全管理、火灾、爆炸事故实施安全性技术评价体系。如图 4 所示，这可

以通过固定临界实验装置CSTACY)和过度临界实验装置CTRACY)来分别进行实验研究

和验证口，气

STACY 是由 5%二氧化铀棒状燃料和中子可溶性 6%浓硝酸双氧铀有毒溶液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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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均值堆芯体系来进行临界试验运转的。自 1995 年第一次运转至今总次数有 533 次。但

是，在 2006 年临界试验的条件进行了改进，由配置 15mm 的 5%浓缩二氧化铀棒状燃料以

及添加含辛L金属元素的 6%浓硝酸双氧铀有毒溶液构成非均值堆芯体系来进行临界试验的

运转，仅 2006 年度运转的次数就有 45 次，运转的时间为 136 时 43 分，累计输出热量为

242.9 kW • h。试验证明，运转良好且安全。

TRACY 是用 10%浓硝酸双氧铀溶液，在堆芯水反射围绕体系形成的临界条件下，进

行核热特性试验和测定核放射量试验。自 1995 年第一次运转以来到现在的总次数为 328

次。 2006 年度运转的次数为 31 次，运转的时间为 79 时 49 分，累计输出热量为 63.4kW.

L 试验证明，运转良好且安全。

在核燃料调制的过程中，STACY 使用 6% 的二氧化铀棒状燃料进行调制的同时，也调

制了可溶性中子溶液的浓度，并对 STACY 的供给实施试验计划。在 2006 年进行的添加含

辛L金属元素铀溶液临界试验运转过程中，调查了轧金属元素的溶解度，据试验结果，设定了

乱金属元素的溶解度的 1/5 来添加溶液，也就是 Gd 的浓度为 0.84 g/L，从而配置了含辛L金

属元素的 6%浓硝酸双氧铀溶液。

总之，根据 STACY 和 TRACY 临界试验前后浓硝酸双氧铀溶液的浓度、容器形式和大

小、周围的条件等发生的变化可以测得临界量。

3 废弃物的处理措施

定长临界实验装置(STAVY)
堆芯槽的外观，槽内的下部
是盛放临界铀溶液的装置

过度11伍界实验装置(TRACY) ，
模拟核燃料棒的语解图

图 4 STACY 和 TRACY 实验配置图

我们应该考虑被埋藏在地层中的高放射性废弃物(玻璃固化体，处理装置如图 5 所示)

的安全性和长期性问题，同时，为各种各样的低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置制定安全限制和安全基

准，并对低水平废弃物的浓度上限值进行估算，以便考虑是否需要埋藏在地层中。此外，除

了对以上两种放射性废弃物制定处理措施以外，还要注意操作人员和周边公共环境辐射量，

并开发在废弃物处理之后能够对环境进行检测的设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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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却空气出口

图 5 核电站废弃物的处理设施

4 设置事故和故障分析库

我们应该对国内和国际核电站的大事故展开调查，例如三里岛 E 号机事故 (1979 年) , 

切尔诺贝利事件(1986 年九美滨 2 号机蒸气发生器传热管绝断事故 (1991 年)， ]CO 事故

0999 年) ，滨冈核电站 1 号机的配管绝断事故 (2001 年) ，福岛第二核电站 3 号机的裂纹问

题(2002 年)(如图 6 所示)等等白，气应尽可能查明原因，实施材料调查和健全性评价体系，

应用再现实验，建立事故和故障分析库，使其对本国的核电站起到借鉴作用。

图 6 福岛第二核电站 3 号机的裂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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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风险的评价和管理

为了执行安全制度和安全管理，开发了评价核电设施风险概率论安全评价 (PSA) 的方

法。以下是风险信息和核燃料周期设施的 PSA 方法，总共包含三个方面的评价体系[7J : ( 1 ) 

防止堆芯损伤机能的评价:包括事故案例、安全设备的可靠性、人员操作的失误、炉心损伤事

故发生频率等四项指标 ;(2) 屏蔽堆芯容器机能的评价:包括事故发生的时候产生的物理现

象、放射性物质的转移、屏蔽堆芯容器破损频度、放射性物质放出量等四项指标 ;(3) 公众风

险的评价 z包括防护对策、放射性物质的转移、辐射量、健康和经济影响等四项指标。

建立这样的风险评价和管理体系，主要应该把握以下四个方面: (1)着重把握重要事故

和防护对策 ;(2)有效合理的事件处理机制和防灾计划讨论机制 ;(3)有效合理的安全设施规

则以及操作管理 ;(4)有公众参与风险的安全目标讨论机制。

6 结论

总之，应该对核电站可能出现的各种事故进行试验研究，建立起对核电设施安全性的综

合评价体系，不断地革新核电站技术，提高机器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提高相关人员对核电站

的运转能力和安全管理能力，以及对放射性物质的处理能力和对环境的保护。这对核电事

业安全发展将是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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