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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世界性的科学合作网

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研究合同计划日益增长的作用

Christopher Taylor 

原子能机构在1957年成立时，它的宗旨之一，是帮助

全世界的研究人员利用放射性同位素新技术。一些国家的

原子能当局已在他们自己国家内促进了放射性同位素技术

的应用。机构通过对所有成员国的研究机构提供培训和技

术援助，把这项工作向前推进了一步ι

自那时起，通过机构的各项研究合同计划，已提供了

价值2..25亿美元以上的援助。通过给予培训金，或参加培

训班，或参观考察， 14000多人接受了有关核科学各种课题

的培训。提供了价值 1 亿多美元的科研设备，韭派遣了大

约4000名专家去担任顾问或讲课人员。

与这项大规模计划平行发展的，是一种更为适宜的自

助式研究计划。这种研究计划是由于在机构工作的技术人

员与各成员国研究人员之间相互影响而产生的。由此，形

成了一个世界性的研究合作网。

对此领域内-些问题的回答

机构成立初期，这个未被充分注意的领域存在许多问

题，为推动研究工作，制订了一个"合同"程序。后来人

们称它为机构研究合同计划。最初，这些问题主要存在于

与核动力有关的一些领域，例如废物处置或反应堆安全，

而主要"承包方"是一些先进国家的研究机构。

但是，随着放射性同位素计划的发展，研究工作重点

移向发展中国家的实验室，转向同位素在他们特别关心的

一些领域内的应用。因此，农业科学和生命科学方面的研

究工作目前已占机构研究合同计划半数以上。

在这种计划中，一项合同的经费以每年为5000-10000

美元最为适宜，典型的合同期一般为 3-5 年。这些经费

Tay)or先生是设在奥地利塞伯斯多夫的机构实验室前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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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来购买设务和捕耗品，或雇用工作人员。课题可由研

究机构提出，也可由机构建议。关予研究计划的信息，通

过每年向各成员国原子能当局分送的新闻简报*传播。

在六十年代，把这类研究合同组织成某种网的形式的

优越性已变得很明显了。机构开始以相似条件与通常在同

一地区的10个或10个以上的研究机构签订合同，通常每18

个月在一个参加的研究机构组织例会，以加强研究小组之

阔的合作。

在每个这样的研究小组中，一些先进国家的研究机构

加入，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与这些先进国家的研究机构订

立的是一种研究协定，而不是研究合同。除参加协调会议

的差旅费外，研究协定不承担任何费用。它的首要目的是

把专业知识带进研究网，同时也为先进的研究机构开闹眼

界，这是很有价值的。

原子能机构正在协调100多项这样的研究合同计划，约

有900个研究小组参加。其中约三分之二持有研究合同，其

余的持有研究协定(见第48页附图)。这些协调研究计划

CC R P) 构成一个牢固的研究网，这种研究网是一种传
播知识和经验非常有效的工具。

协调研究计划方案的年度经费总额大约为450万美元，

其中350万美元直接来自机构的预算，余下部分则来自某些

成员国的捐款，这些成员国是研究计划一些具体部分的援

助国。

此方案的后盾是在奥地利维也纳附近塞伯斯多夫的机

构实验室。实验室30名科学家为该研究计划的基础提供了

技术保证。该实验室开拓方法学、筹备设备，韭且能为来

此的科学工作者提供培训。如果没有这个联合国体系内仅

有的实验室，此方案将软弱得多，韭且要维持持续数年的

*索取新闻简报可函致相L拘的研究相同位素司合同管理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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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塞伯斯多夫实验室工作几个星期，学习分析技术。

国际原子能机掏协调研究计划栅况 | 饲养场的家畜生产率可以通过研究它们的生殖周期达

I 0 
研究啻罔 研究协定

歪IJ最优化。放射免疫测定法 (R 1 A) 是做这项工作的一

种有效方法。 有一个协调研究计划采用了这种方法，利用

塞伯斯多夫实验室发放韭立即送往研究承包方的放射性标

记物质，将放射免疫测定法用于东南亚的水牛生产。家畜

病害以及治疗药品在家畜体内的行踪，也都是用这种方法

研究的。

机构实验室的一个特长，是利用不育昆虫技术开展病

虫害防治工作。 在防治工作中，实验室饲养大量的昆虫，

它们被放出去同害虫群体交配前已作过绝育处理。有一个

协调研究计划涉及用这种方法防治舌蝇。另一个协调研究

计划打算通过遗传操纵米开发果蝇的品系，仅仅使雄性果

蝇饲养成熟，因为只有雄性果蝇才是防治病虫害所需要的。

因此，抑制雌性果蝇成熟的办法将带来重要的实际利益。

有一些协调研究计划涉及环境污染和粮食中残存农药

农业 生命科掌 物理科学 辙lIf 的影响问题。人们利用放射性标记化合物来研究自然分类 • 

研究计划所必需的连贯性，也将是十分困难的。

不同领域内网的形成

协调研究计划正在不同领域内实施。 农业名列第一，

这方面有40项研究计划、 280个承包者和123个协定持有者。

在农业研究方面，联网如此普及是有理由的。一个重

要的研究中心可以开发出一种新的品系或方法，但这种新

系列或方法必须适应每个准备采用它的国家的土壤、气候

和社会结构等条件。 这就是当地农业研究站所要做的工作，

这种农业研究站在发展中国家有几百个。 在一个地区范围

内联成网，是使这些研究站工作人员开阔眼界的一种好方

法。

利用诱变育种改变农作物，是其中若干研究计划的目

标。 实例是东南亚谷类豆科植物产.量的提高. ( 9 个合同，

2 个协定 ) 和拉丁美洲汹料仔作物的改良( 7 个合同 2

个协定) 。 方法学?î面的技术开发，例如细胞组织培差技

术，可能是这类研究计划的一个重要部分。

固 ~\作用手O ~UE的经济利用，都是利用稳定同位素

以 - 15进行研究的。 人们采用了机构实验室所开发的同位

素分析方法。 在一项研究计划的早期阶段，在所有承包者

配备这种分析设备之前，植物样品可以送到机构实验室检

验。 这种服务性分析每年要做几千次。 承包者在此期闹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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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中的化学降解作用，即研究便必须使用的农药数量降

至最低程度。

人们出于对痕量元素残存问题的同样关心，提出了若

干医学定向研究计划。正在研究营养和职业保健方面的一

些问题。另一些研究计划是关于辐射在医学产品灭菌或延

长食品保存期方面的应用。其它研究计划正在进行放射治

疗方面的研究。

电子设备经常性的故障，是先进技术在发展中国家应

用的障碍。 电力供应不稳定对以微处理机为基础的设备十

塞伯斯多夫实验室电子线路制作和维修培训11 (来源: 机构

的J . Daglish) 

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 1986年夏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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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育种:在塞伯斯多夫

实验室玻璃房中的工作

(来源机构的J . Daglish) 

分有害。 仪表故障类型的研究，曾是东南亚地区的一项重

要的协调研究计划的课题，这项研究曾引起其他地区重视

采用更好的维修与保养方法。 这样形成的网，不是研究网，

而是为了改善进行研究所需的基础。 这项计划的成功会有

助于形成以国家服务中心为核心的地方维修网。 通常，国

家服务中心可以设在国家原子能研究机构内。

在这篇扼要评论最后部分我要谈谈原子能的核心学科:

核物理学。 协调研究计划可以把研究堆的用户组织起来，

以促进更好地进行反应堆管理，改善测量仪表，以及改进

同位京生产方法。 在缸子物理学方面，有些研究计划是关

于核数据和原子数据的测量和评价的，有些研究计划是关

于开发相应的仪表和测量技术的。 等离子体物理学方面的

研究刚刚开始。

更广泛的任务巳逐渐形成

这类研究计划所包括的课题的广度表明，机构已从它

的最初任务(促进放射性同位素技术的应用)向前迈进了

一大步。 当前，机构的任务十分广泛。机构在执行它的任务

过程中正遵循一条由许多国家原子能研究中心所开拓的路

线，其中一些中心目前在他们的国家推广应用先进技术方

面起着很大的作用。他们都是从放射性同位素和辐射应用

起步的，然而他们现在已使他们的许多其它技术可为人所

国际原子能机拘通报， 1986年夏季

用，这些技术正在政府各部门、各研究机构和各工业公司

推广应用。

这些技术包括利用各种仪器对痕量元素进行分析的现

代方法，应用于各种测量问题的微处理机技术，以及包括

无损检验在内的质量控制。因此，为支持核工业所开发的

技术，目前同样在其它领域里得到应用。

这里所描述的许多研究计划的共同点是，需要精确地

测量某种参数，而要这种测量结果有意义，就要求研究实

验室从事复杂的研究工作。最初为科学研究研制出来的设

备现在市场上可以买到，而且常常是部分自动化的，但为

很好地使用它，仍需要有严格的研究方法。对于污染研究

中所用的，或用于工业部门在线分析系统的，或农业肥料

利用研究所用的那些分析仪器，情况就是如此。机构的协

调研究i忧。现在用于全国性开发的，正是这种核研究机构

的灵活的科研方法，而这种方法不仅仅用于放射性同位素。

这里描述的研究网的特点是，它可能使一些小的研究

小组或甚至个别研究人员具有一些大方案几乎不可能有的

灵活性。免去了官僚主义的程序，韭可很快做到因地制宜。

在科学会议上提出的一种主意，能够迅速地发展成为一项

协调研究计划的课题。成立研究网的一个新分支所需要的

适当资金能够立即筹措到。参加某一个研究计划的人员，

可以经常为另一研究计划出主意。

这种研究网的管理二E作需要科学技术与管理才能兼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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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雨水样品重金属污染的试验

(来源: 机构的 J . Daglish) 

的人才。 原子能机构感到幸运的是，它拥有这样一批工作

人员:他们管理过各种正式的大型技术援助项目，也善于

力理合同，雇用专家，购买设备，安排会议等。机构的情

报资料服务部门负责印刷和分发各种会议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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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的新途径

创立机构的研究网是基于一种简单的想法，即要使合

同的严谨形式适合于制定一个受援研究的灵活计划， 该合

同应清楚说明要用规定的经费做些什么。-个参加研究网

的承包方，只要他继续对研究计划规定的目标作出贡献，

就会确切地知道在该计划实施期阔要求他做什么事，什么

事有适当的财政资助。承包方承担的部分义务是，要定期

提供研究报告。在协调会议上，对研究报告可以公开批评

和评论， 这些都是此方案一个重要部分。

机构作为订约的另一方， 提供一个行政秘书处， 而它

的技术官员协调科研工作。 他们的业务通讯工作包括为研

究网进一步发展提出建议，向参加者报告机构实验室的动

态，以及报道所获得的成果。一些机构的技术工作人员通

过网本身首次参加了国际性工作， 他们是在本国实验室工

作时参加网的活动的。

原子能机构的研究合同计划是形成研究网的一种有效

形式，它为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人员提供了许多机会。 研究

合同计划在与其它的技术援助形式平行地开展工作， 它正

在为世界性合作开辟新的途径。

服务费用

国际剂量保证服务( I DAS ) 开始实施以来已经得到

许多成员国官方的积极响应，而且许多设施经营者对参加这

项服务也很感兴趣。 根据协议提供的这项服务已为参加者完

全接受，到目前为止，在体制和技术方面均未发现问题。

为了使感兴趣的一些设施能更好地试验国际剂量保证服

务的有效性，.机构已决定将国际剂量保证服务的免费服务有

效期延长至1986年年底。 因此，从1987年 1 月起机构将开始

收费以回收一部分服务费用。 对于参加者的每次剂量核对费

大约为 100美元。

如欲进一步了解有关该项计划情况， 可与原子能机构生

命科学处剂量学科(奥地利维也纳A-1400) 联系。

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 1986年夏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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