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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的核动力:要求和制约因素

坪述原子能机构对选择核动力方案以满足其能源需求国家的援助

B.J .Csik 和 Kurt Schenk 

与工业化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在人口、能源和

电力需求方面的增长率普遍较高，这两类国家日前在

能源和电力的总消费量与人均消费量方面也存在着显

著的差别。为了发展经济和取得工业进展，增加能源

和电力供应是极其重要的，就这→点而言，核动力便

是另→种富有活力可供选择的能掘。

_.些发展中国家已经开始从事核动力计划(见附

表)。但总的来说，核动力对于满足发展中世界的能

源需求方面的贡献迄今还是很小的。根据当前的预

测，尽管能源需求和核动力可能提供的效益都在迅速

增氏，但这种状况仍将继续下去。

核动力对国家的基础设施提出了特殊要求，这些

特殊要求是为成功地11l圭和安全可靠地使用核动力的

任何国家都必需满足的。它们米源于核动力的技术复

杂性、极高的投资额及严格的安全要求。这些要求对

发展中国家米说尤其重要，因为那些国家往往不具备

满足上述要求的资源或能力，这就可能成为他们发展

核动力计划的主要制约因素。

发展中国家在引进核动力方面遇到的问题，就象

已经L11进了核动力的某些发展中国家的经历所表明的

那样，不是不叮克服的。然而，为了加强或建立本国

的基础设施和能力使之达到必要的水平，需要做许多

工作，也许会超过本国可以利用的资源，也许不能被

核动力的预期收益所补偿或证明是合算的。在这种情

况下，这类国家很吁能会作出推迟开创核动力计划的

，决定。

原f能机构在给设法开创核动力计划的发展中成

员罔提供建议和技术援助方面是久负盛誉的。自原子

能机构r- 1957 年创立以米，促进核能发展一直是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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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组成部分，通过各种有效措施，现已取得显著

成效。其中包括派遣咨询工作组、组织培训班、组织

学习考察、提供培训金、编写参考于册、召开会议、

维持数据库、给世界范围的情报资料交换创造机会和

开辟渠道、以及开发各种制定规划的工具，例如"分

析能游、需求的模型" (MAED) 和"维也纳自动系

统规划程序.. (WASP) 。这两套规划模型一直是，

而且目前仍然是发展中成员国在制定能源和电力规划

方面可以利用的主要工具，并有助于判断核动力在本

国的电力系统中的经济地位。

基础设施方面的基本要求

在向发展中成员国提供援助的过程中，机构发

现，发展中国家往往缺乏能顺利号|进核动力的合适基

础设施。为了更好地评定这方面的要求，原子能机构

已规定了对基础设施的要求，一般认为这是发展中国

家设法开辟核动力计划的先决条件。已有的经验表

明，在计划制定和项日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拖延或问

题，多半可归因于基础设施不适应。其中包括:

• 制定规划及决策能力不足;

·组织体制(包括法律和法规体系)不健全;

• 电网规模和结构不适应;

·缺乏合格的人才;

.工业保障力量不足;

• 集资困难。

在制定规划阶段，发展中国家的主要任务是:确

定、评价和分析可利用的资源和潜在的弱点;并采取

措施加强基础设施方面的薄弱环节。

这项任务必须实事求是地进行，既要十分熟悉国

情，义要有核动力技术所提出要求方面的专门知识。

前者只能由本国的工作人员效芳，至F技术方面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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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核电装机容量分布， 1986 年 12 月 31 日

工业化国家 92 . 9%

美罔 30 .9% 西班牙 2.1% 
法同 16.3 % 比利 B.j 2.0 01也

苏联 10 . 1% 瑞士 1.1 % 
日本 9.4% 芬兰 0.8%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6.9% 南非 0.7% 
加拿大 4.1 % 德意志民主共和同 0.6% 
联合王罔 3.7% 意大利 0.5% 
瑞典 3.5% {Jj兰 0.2% 

发展中国家 7 . 1%

大事事民国 2.0号也 印度 0.400 
中罔台湾 1.8% 阿限延 O.JOo 
捷克斯洛伐克 1.0% 巳两 0.200 
保加利亚 0.60" l问斯拉夫 0 .200 
匈牙利 0.)0 0 巳基斯坦 0. 100 

米源'原子能机构i]J lJ jji Nd民系统(IAEA PRIS) 

求，则机构的援助可以帮j(忙。 例如，机构已编写了

一系列技术参考于册，其 rl'就载有很如己实施核动力

计划的罔家的经验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人才和集资

经验指出，对于试图开创核动力计划的发展中国

家来说，人才和集资通常是最主要的制约因素。 原俨

能机构在评估他们的人才开发需求和开设人才开发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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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方面，已经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很多帮助。*

为了比较详细地研究集资及其他的要求和制约网

素方面的问题，机构在 1986 年召开了一次这方丽的

专家会议(即关于核动力计划的促进和集资方面援助

发展中国家的办法的高级专家组会议)。预期专家组

的工作在 1987 年中期能够完成，到时候将发表一份

报告。 其中将论述核动力项口的集资所特有的条件，

并包括出口资金的现行办法，以便判断对发展中国家

的需求的响应能力 。

在没有事先获得专家小组的结论性意见的情况

下，一般认为，获得足够的和可接受的资金方面的困

难仍旧是→个决在性的因素，使很多发展中国家不敢

开辟<j l进核动力的计划 。 然而，还必须认识到，尽管

项 H 本身的经济有利性是获得资金支助的先决条件，

但特定国家和 Il!.力公司的信誉对获得条件适直的资金

也是最噎耍的 。

机构在集资方向所能起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肉

为它不是银行或金融机构，而且也没有能力给从事核

动力项日的成员国提供货币资源。 然而，它能够而且

也确实在向一些国家和金融机构提供有关核项目的技

术、经济和1财政有利性方面的建议和援助 。 近几年

米，机构尤其与世界银行一直在进行合作。 机构的活

动是提供在制定核动力规划及评定基础设施方丽的专

门知识，以此参与-国的能源、电力和动力规划为

町的各种研究 。 机构也可以在可能的买主国、供应

商和贷款机构之间建立新的工作关系方而起促进作

用 。

制定核动力和能源规划

除一般性的指导外，原子能机构还一直在通过各

个领域的合作项目提供技术援助。基于这些技术合作

项日所取得的经验，己形成了一套一揽子的援助方

案 。 在制定现划阶段，这套方案包括如下二些内容:

(1)制订现划和前期工作方而所需的研究工作，和活

动，为做 tH 开辟第-个核动力项目的正确决策打下牢

固基础 (2) 制定明确的实施顺序和进度表，以便有

可能按步就班和统筹兼顾地建立必要的基础设施，避

免不必要的拖延 。 (见附框。 )

在项门执行期间，这个一体化方案可以在项目管

理和有关活动方面提供适用F特定国家的援助。项目

*参!It!. B.J.Csik 吨 《人力开发:开展工作以满足人))'，苟

求)) . <<国际原子能机构涵报》 第 28 卷第 3 期( 19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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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在建造的 300MWc

秦山核电厂的堆芯测试设

备 (来源法马通公司 ) 。

-i二马l|llt 回
国
国

制订规划和前期工作的主要活动

下述各项是与引进核动 )J有关的制定规划和前期

工作方面的主要研究工作和活动。这份清单是按可以

认为最理想的顺序排列的，但必须根据每个特定国家

的具体条件和特点加以调整。

制定规划

• 制定有关核安全、辐射防护和法规tr'1;J型活动的

法冲体系。

确定顷 H 的规划、执行、经营利|法规管迎方面

的组织{本制和目)ldf 分工。

建立，合格的规划小细。

确认开创核动力计划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分tJî水|且能源市场.但仍 ìJ，\)i吁以仕的各种趋向

和lJ见状，预测能源需求以批评1， lj能 iJ，~~资源和l能 ìJJ~ iJ 切、V

力-案。

分析屯力市场，包J后评论以 itl Q. ))'，后求和 1 !!tJ、U

的作种趋向和政!状 . 研究门前的各种发 Il!.系统.以&.

确在;G求的顶;~!IJ 恼 。

以各种叮利用的力案为Jμ:H. 似f究扩大发 I l!.系

统的规划、)f:初其他各种扩大 ìl 川 illii 比较

1，片 fft ~，j 尔罔基础设施的安求、t...: 11(I~íjË}J 、 ;hll

约 1 1;1 东和1 "f能的发展， JtJt ~;LO:{t怕人斗利门'业似

|布Ji l雨的!，uJ !Mî. 

ìJ~J夜间际上核动力「、燃料和1 王乙技术的供!但

情况，包括技术、经济、资金和政策方面的情况。

估计和评价'1 1进核动力的利弊、特殊要求和市IJ

约网索 。

让! ，汪法 t见:rrJ屯在JL构 。

确定核动力计划

确定 ' 1' tV J 丰11 K 期核动 力项 目 的顺序和111 、I 间

表 。

ìk íζ 11斗家参与发展和技术转 1UI~政策手118Qu胁 。

根 j1，，; Ilf 平IJ川的人才相 l二、IJI 能力、 Ilj H印 机11 人，1 /1忖 11

( 1甘任务和的动 。

编;JjIJ总 illl立友电并确定投资和1* 资~:求 。

拟 1r 人才何保障工业的发展 ì l 划 。

i犬在illii与项目有关的研究和I ili J2:.规划机构和1

小m

确定第一个核动力项目

ill i J: J9! 目的Ilfun研究

ill i J: 选JiI: liJf'j t: 

ìnlll 评价|丁I"f呆附方面的 J，~ fi:l: 设施

nHAiJ 人才Jf发 ìlx'j

Mílíj二 ì1.~ k见-rì'JlH '~')K 有1 干f，f1l! f'U卡

决定ill i i 采购 j币五J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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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的发电量增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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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原子能机构能源和经济数据库

管理是个关键领域，很多发展中国家正好缺少此领域

的专门知识。与项目管理相配套的是作为管理于段的

质量保证。原子能机构也在支持国家管理机构的特殊

职能方面协助这些机构，并在电厂运行和维修各个方

面协助运营单位。

成员国也许会要求机构以这种全面的一揽子的方

式提供援助，或许仅请求在某些研究或某些活动方面

提供援助。即使在后一种情况下一揽子"的做法

也完全能适用。例如，在制定能源和电力规划方面，

这套做法就包括进行能源和核动力规划 (ENPP) 的

研究。这种研究由机构专家和本国的各个对应小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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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完成。机构的作用是提供方法、一般性的指导、以

及与核动力方案有关的数据和情报资料。本国的小组

负责使用机构的计算机分析程序(如 MAED 和

WASP). 具体实施该项研究。

但这种 ENPP 研究本身并不能为开创核动力项目

正确决策提供充分依据。当事国还应进行所有其他必

要的研究和活动，既可独立地进行，也可在机构的协

助下进行。

目前约有 15 个发展中成员国在进付制定核动力

规划方面的活动。其中有几个国家走在前头，已明确

表示要开创第二个核项目。其他绝大多数国家处于比

较初期的规划阶段，有意在中期或长期开展核方面的

工作。原子能机构的各种技术合作活动，实际上在提.- 4 
出请求的几乎所有国家中进行着。由于制定规划这件

事不是第一个项目开始后就可以结束的，因此机构同

时还正在协助已有核动力计划的几个发展中国家制定

规划。

预期原子能机构制定规划方面的援助工作将持续

进行若干年，并趋向于采用综合性的或称作一揽子的

做法，有关拟订一般性指导和方法学方面的工作，目

前可认为已基本完成。然而，这项工作仍需继续进

行，以便确保情报资料不断更新，确保技术性指导意

见保持在相应的水平上，从而与也许会出现的新发展

相适应@

可以预见到，今后的重点要转向根据特定国家的

具体情况一个一个地以一揽子方式进行援助，有可能

涉及多年性项日。同时还存在着一种明显的趋向，即

增加机构在支助发展基础设施方面的活动。其目的在 -

F提高发展中成员国实施项目的能力，提高尽可能安

全吁靠地运行核动力厂的能力。

i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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