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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蒙古的报告:核能与核科技的开发

概述蒙古人民共和国与国际原子能机构之间的合作

ch . Tsehrehn 

使束缚在原子核内的高密度能量释放出来，这是

一项被誉为我们时代的最大科技成就.和平利用这一

能源以利于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被一切有远见的人们

认为是至关重要的事.国际社会已经意识到这点，并

且正在把其所拥有的经济、科学和技术资源用于实现

这个十分重要而紧迫的目标，这充分显示出了它们的

政治意愿和远见卓识.IAEA 在这方面起着巨大的和

极可贵的作用，它作为一个具有高度权威性的国际组

织，在和平利用核能方面起着组织和协调国际社会的

计划和工作的作用，由于它的极有意义的活动，已经

赢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信任和尊敬.

就和平利用来说，核能已在发电和其它方面获得

了应用.建造核电厂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还需要只有

高度工业化的国家所能提供的各个方面的技术专

家z 今天，第三世界国家基本上沿着另外的路线发展

其核科学技术.我们所获得的和来自 IAEA 的资料表

明，今后几年内将有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开始建造核反

应堆.

根据 IAEA 动力堆情报系统 (PRIS) 的资料，

截至 1987 年 12 月 31 日，在 26 个国家中运行着 417

套核电机组，总装机容量为 296876 兆瓦，这些机组

发出的电占全世界总发电量的 16 %.某些国家的核

电，已经占它们的总发电量的 50-70 0/0. 核电站具

有良好的经济性，寿命长，相对而言生态安全性较

好，这些优点使它成为有前途的电力来源.如不进一

步扩大核能在世界能源中的份额，人类的生活会变得

简直无法想象.尽管如此，核电厂仍然是发电行业中

最年轻的伙伴，而且核电运行的技术是复杂的.仅就

其发展历史就足以表明，的确发生过威胁人类生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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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的危险情况.

IAEA，遵照《规约》规定的它对成员国的义务，

正在尽一切可能组织好安全工作，来防止出现象美国 a

三里岛和苏联切尔诺贝利发生过的那类事故.采取的 胃

措施之一，是创立了运行安全检查组 (OSART)

计划，其任务是检查正在运行的核电厂的安全，交流

核动力堆安全运行经验方面的详细资料.

像 OSART 这样的由 IAEA 专家和成员国的科学

家组成的小组，已经令人信服地证明，他们不仅是必

要的，而且是有益的，并且必须建立在 IAEA 成员国

尽可能密切合作的基础上. IAEA 在协调成员国共同

努力和平利用核电方面的活动，以及这样做之后所取

得的成就，使人们可以在总体上对全世界未来的电力

供应持乐观态度;我们可以期望，在今后几十年中，

除了裂变反应堆之外，我们还会看到由轻核聚变产生

能量的热核反应堆的问世.就发电丽论，它将是人类

努力奋斗的全新领域，在解决确保安全的问题方面 .... 

也将需要有一套崭新的方法.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事咱

是，在该领域领先的国家应在科学研究和实验设计方

面进行合作.人们有理由指望国际热核实验堆

。TER) 项rf'不仅将成为未来富有成果的国际合作

的-个起点，而且将成为一个样板.

与核电的发展同时出现了另一非同小可的问题.

最好能这样解释，选择核电厂的厂址，更多是从一个

国家生产能力的地理分布角度考虑的，而不是从生态

角度考虑的.从这一事实可以最清楚不过地看出问题

之所在.换句话说，这意味着放射性物质正在被人为

地重新分布，这一新的分布完全不同于地球亿万年的

演变过程中所形成的分布:经验告诉我们，这一趋势

*ITER 项目由 IAEA 主办，参加者为欧洲共同体、日本、

美国和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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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变得愈来愈明显.这一趋势将使得更深入持久

地研究放射性物质的重新分布可能产生的副作用，成

为极重要而且迫在眉睫的一件事。这样的研究是广泛

的国际合作的一部分，目的是不仅在局部地区而且在

全球范围内不使放射性物质的聚集与生态系统相互作

用引起不良效应。

蒙古自 1973 年起就是 IAEA 的成员国，参加了

机构从事的除核发电以外几乎所有有关和平利用核能

的活动;在蒙古未来的经济发展计划中，没有考虑建

设核反应堆或核电站.然而，鉴于 1986 年 IAEA 大

会特别会议通过的公约中包含的义务意义重大性，蒙

古认为，它峪现尽一切力量参与万一某一核设施发生

引起辐射危险的事故时组织援助其他国家的活动.因

此，蒙古决定签署这两个极为重要的国际公约: <<及

早通报核事故公约》和《核事故或辐射紧急情况援助

公约》。

核应用

今天，在核能应用的领域内，蒙古正在与 IAEA

合作，主要是将精确的研究方法引人其经济领域的各

个部门中，以增加效益，并培训核科学技术方面所需

的合格人才.蒙古也在应用研究领域利用核物理方面

的各种成就.事实证明，这种类型的合作是正确的。

一座核研究实验室已建立起来，它隶属于国立蒙古大

学，装备了一台中子发生器、一个同位素中子源和一

台 X 射线荧光分析谱仪，另外还有一些测量设备、一

些半导体探测器和一台台式计算机.这里正在研究和

发展快速分析法，用来分析埃尔德奈特矿层的铜和铝

矿石，以及分析各种蒙古沉积岩中长石和其他有用的

矿物样品。这种应用核技术的分析可以大大缩短分析

时间和提高分析质量，使经济部门得到许多好处.

实验室活动中另一个同样重要的方面是培训专

业人员，使他们成为核技术和核应用方面的合格人

才.

蒙古科学院物理和技术研究所已收到一批重要而

且适合他们目的的科研设备.这些设备目前正用于研

究生物活性物质中分子相互作用的性质，利用电子顺

磁共振方法能观察到这些现象。研究所的生物物理组

正在为其他科研单位进行合同性质的研究工作，分析

测量一些材料的物理和化学性质，如煤矿样品，矿物

肥料和多种多样的工业原材料.寻找更加准确地绘制

蒙古煤田位置图和确定煤田储量的更为准确的方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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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工作业已完成.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要使农业、地质勘探业、采

矿和矿石加工业、以及关系国计民生的其他社会经济

领域获得更大的发展，就必须更有成效地引进包括核

物理在内的各种科学技术成就。机构的技术援助对满

足这种需求是最重要的.当然，这种援助不仅对蒙古

而且对所有成员国也是重要的.因此，我们十分重视

机构总干事西格瓦尔德·埃克隆博士于 1976 年和汉

斯·布利克斯博士于 1986 年对我国的访问，以及他

们与我国领导人和其他官员的多次会见.其结果是，

真正打通了与机构扩大工作联系的大门，促进了蒙古

与机构之间的合作效率更高和更有成效的发展。在过

去的三四年间，能清楚地说明情况确实如此的事实

是，对蒙古来说十分重要的一系列科学活动都是沿着

机构的这条路进行的.在机构的项目中，到 1986 年

底，蒙古的一些单位已经收到的技术援助设备价值超

过 95 万美元. 15 位机构专家来过我国，共工作了

4.5 人·年， 12 位专业人员依靠机构的进修金被派到

国外接受长期的研究培训，这些项目被用来在科研机

构和高等院校以及医疗诊断部门建立科研和教学基

地，培育农作物的新突变品种，提供剂量学服务和进

行环境监测.

题为"应用核技术"的项目得到价值 43 万美元

的仪器和设备.该项目至今已持续了 10 年以上，内

容包括培训核物理学专家;研究供各种矿物、岩石、

矿石浓集工业产品、土壤、植物和其他生物物品的元

素分析用的中子活化法、 X射线荧光法和原子吸收

法以及开发供培训和生产用的核电子学和微处理机

技术。

已经研究成功的一些成熟的分析方法已广泛应用

于在整个库苏古尔省和色楞格省进行的测量土壤和植

物的元素组成的区域性调查，用于分析来自呼尔迪酣

特采选联合企业的含铜、锢及伴生元素的样品.这些

成果用于确定铜精矿的出口价值和认证包括铜铝精

矿、磷灰岩、氟石、岩石和土壤在内的一系列标准样

品.

技术援助是我们的科研人员开展工作的基础，如

为采矿工业研究快速测定矿石和精矿中氟化物含量用

设备的两种样机。他们还正在研究用低功率中子源中

子进行研究辐照测定小麦蛋白质含量的中子活化方

法.依靠这一项目的技术援助建成了一个实验室，这

是培训年轻大学生的基地，他们可在那里研究中子韧

理、核电子学和计算机技术，该实验室并在培训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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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化和 X 射线荧光分析万面的以及在各个经济领域中

应用同位素和核辐射方面的更高级的科学家.仅在过

去的三年中，就有 74 名在地质学.医学和工业部门

从事同位素和核辐射应用的人员在培训班结业;使得

将核物理的成就引人广泛的经济领域成为可能.

另一个机构项目的题目是"放射免疫学实验室

自 1983 年以来一直在成功地工作着，从 1975 年起，

在肾、肝、膜和甲状腺等器官的慢性疾病诊断方面，

一直在使用着同位素诊断技术.依靠机构的技术援助

建立的放射免疫学实验室，使同位素诊断技术更上了

一层楼.这就有可能使得以激素测定法、致病原抗体

和抗原为基础的新诊断方法付诸医疗实施.这种方法

被用于诊断内分泌失调、肿瘤学、妇科病、变应性病

和传染性疾病;还被用于监测治疗效果。

在研究低分子量的生物活性分子的物理和化学特

性，以及蛋白质构形变化动力学等方面，已经使用了

辐射谱测定法.用电子顺磁共振谱仪测定植物果胶和

黑色素的物理和化学特性的技术，在医学中获得了实

际应用.辐射谱仪未来将广泛用于研究蛋白质的结构

变化以及蛋白质化合物和低分子量分子间的相互作

用.在作物突变育种方面，机构的援助也正被用来根

据遗传特性选择作物植株.

对于 Y 照射引起的血红蛋白核酸、番茄和小麦的

原始损伤情况，正在进行研究.为了获得有用的作物

植株变异，正在研究自由基的生成过程与对生物样品

进行照射的 Y 照射剂量高低的关系.今后，将把现代

分子生物学方法引入到良种培育中，以改进产奶家畜

的品种选择，以及提高选择的效果和效率.放射免疫

34 

也

分析实验室已作出安排，将根据激素的状况来选择家

畜，并评定它们的整个生理学状态.

已经依靠机构的技术援助建立了一个辐射防护和

剂量学实验室，以满足在医学、矿产勘探和其他经济

领域应用最新同位素和核辐射方法的需求.该实验

室负责校准剂量仪器和辐射测量仪器，并监测工作

人员、工人和整个居民的剂量水平，也研究环境辐

射.

在过去两三年中，我们以机构援助下建立的一些

研究实验室为基地，组办了一些一国的科学培训班，

对专业科研人员进行培训，这也是蒙古与机构合作的

一部分.这样做不仅能够增加参加培训班的学员人

数，而且由于有机构专家的参加，还能解决一些实际

问题. 1985 年和 1986 年，分别举办了有关核分析技

术和使用个人计算机使物理实验自动化的两期培训

班.来自蒙古 13 个不同的研究所和科研单位的总共

90 多位科学家参加了这些培训班，这些培训班是以国

立蒙古大学核研究实验室为技术基地组织的.

虽然蒙古与 IAEA 之间的合作仅处在最初的发展

阶段，但这一合作，特别是机构提供的援助，正在显

著地推动着蒙古在和平利用核科学技术领域方面的科

研工作的发展.就这一现代科学中极为重要的学科而

言，这种合作正在极大地有助于受过高级培训的蒙古

青年工作人员提高专业能力.

蒙古，作为 IAEA 的一个成员国，不仅一直在

参加 IAEA 承办的各种活动，而且出于更充分地发展

其经济和促进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的需要，也一直十

分重视与机构进行密切而有效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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