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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力凳雹:黄罔主解答

国隙的按原子力尊内家;7")1/--;/力宝凳雹所ω安全性去楼前

77/'棋会(原子力棠界白企棠毫会员 t L-口 /'r/'fζ

本部安置〈国朦的主主棠界团体H主 1 988 年忆. r原子力

凳雹所θ安全性」主题?毛辑告喜杏出版L- t.: 1)。乙 ω幸自告

喜眩 8 力国白f吃尹 7/' 0)原子力尊问家ω国朦夕'lv- :1' 

力f行气") t.:言平倔』ζ基τjpτ，原子;庐ω安全』ζ罔T~基本的

t;t.原则 ， 哥?ω通用扫二kσ意蔷』ζτ) v) τ述J飞τ 也 ω 可?， 尊

F号外 0)人々 tζ对 L τ榷威θ 革?~解甜苦E行?τ们毛飞以

下ω黄疑Iít-答眩 ， ζω幸E告苦力'l?披料L- t.: 毛叹〉寸， 幸自告

菩萨言羊锢』ζ取 P 上旷τ v) ~题目ω一部。〉必去对象之?毛

毛 ω -r.;k) '-己。

1. 原子力的安全基准l二'孔、τ各国罔-c t:的程度意克力号

一致Lτυ苍白力、?

原子力ω安全基擎 t v) 乡 ω陆 ， 原子力凳重所ω遣酝』ζ

伴乡危除如色一般公来:iò点rJ原子力{乍棠虽毫防理?毛 0)

加组v' l';k) 毛。原子力安全基主在眩， 基本的亿以各国罔?

臭 t;t. ~tP 乡二之以t;t. p币， 专 ω笑施上。〉徊目 t t;t. 毛主

专扎i'nO)国ω立法， 规制上。〉背景ω翼t;t.毛丈:协各国罔

?相遣力';k)毛。

国隙原子力横国 (IAEA) 陆 1978 年以来，理在京飞?亿

合言十构 60 件白突施基主在主安全指主十老公刊 Lτu 毛。二 n

t立现在， 原子力安全基擎 (NUSS) :1'口夕'7Á t 呼linτ

v) 毛。 ζ 扎l?0)公刊物蚀 ， 各国ω体制主突施。〉程酸记基

-3 v)t.: 也白吧最格的tζ公刊杏 n毛前亿 IAEA 理事会白

I) ζ (J)辍告窑ω辞徊眩 '/7 二/惕会力主也 λ予 τ' 幸毛(速馅先: Ura

nium Institute. Bowater Hozser Hozse. 68. Knightsbride. Lon

don SW 1 X 7 L T . United Kingdom . ) 。

的 ζ 叹〉辍告奋眩 ， 王军问家到直接阂号 Lτ" 毛西f~IJ~古国ω原子力凳m

所lζ 扫υτ造成吝 ttτ 们 6 安全水准 l二阴丁16尊问家 ~/lv-7ω晃

解去示lt.ζ 也回)L'ð) 6 。 ζζ-e明心力斗二念一2 元点四〉多< ，主柬假IJ吉普国

ω原子力凳m所lζ -:J Pτ 也ð) τl主主 6 l:: h .:， it6 剂，辍告吾""["主 k

< ，ζ 触i"L 6 i易合去除uτ束俱IJ蒲团ω原 J- j)凳电所lζ -:J l 、 τl主取。

上Ifτω忿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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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韶~得τu 毛。

5 程翔白突施基擎币以下ω题目』ζ-::> v) τ *tðò l? nτ 

v) ~ 

· 原子力凳重所ω理制θ丈:占/)0)政府租陆

. 原子力凳雹所归立地』ζ :iò付毛安全

· 原子力凳雹所。〉安全ω丈:协叹〉言受苦十

. 原子力凳琶所ω遣酝』ζ :iò l:t ~安全

· 原子力凳雹所亿:iò f:t毛安全。)t.: 吵。〉品贸保IDE

安全指主十眩 ， 罔速丁I~芙施基擎白特定项目 tζ罔?毛芙

施方法瓷缸述L-t.ζ 也 ω -r.;k)毛飞

各国以通常遥酝下-r'O)放射锦ω影譬如 b一般公宋平原

子力作棠虽去防建?毛先占/)fζ 哥~n专扎独自ω法律争规制

~鼓ητ v''-己。二 n l? ω窥剧眩，国』ζ J:-:J τ 多少臭t;t.~

剖，丁1 .1"飞τ ICRP λ 7' 1) 1;- - ~ 3 /' 26 ( 1977 年)记定b

b 札光放射锦ω被以〈群容基擎亿国?毛国隐放射耀防草

委虽会 (ICRP)ω勘告 tl王 l;f一致 Lτu 态。

2. ~.午韶可凳抬手航陆国 l二尘。τ翼布~ 1) • 吝主~幸也、安

全水准毛E午可 L τL 、 4己的力、?

各国φ原子力安全记阔b毛言午哥、可凳抬 k蕃查体制老办

~杠 ， 大体ω 主 ζ 与S 7 :1'口-")乒亿共通点力';k) ~己。各国忆

眩 ， 原子力工本加丰-f;::固?毛 ， 主先富雕放射锦力'l?一

般公焘毫防建丁「毛 ζ tlζ阔?毛茧'任老担。先政府直且撒萨

克毛。

原子力凳雹所去建鼓丁「毛前亿 ， 鼓击力f遁切如?完璧亿

行bnτ v) ~ζ 主，妇二t rJ遁当在沙千卡萨道?尺ðnτu

毛 ζ 之苍é~在韶、?毛先怜 ， 檀牵佳t;t.一连白手就力f鼓 f:t l? nτ 

v' 毛。建鼓前』ζ安全性』ζ阕?毛幸自告言去作成L-.提出?

3l"General Design Safety Principles for Nuc1ear Power Plants" 

A Safety Guide. No.50-SG-D 11. Safety Series. IAEA. Vienna , 

(1 986) 参照ηζ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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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 ζ ttß篝藐付~t~nτu毛。国{系省厅ω担当官与b独立

ω尊问家ω藉罔 7.Jv- 7'白手?言午韶可申言青到烟如〈横言才

ðn毛。

各国亿;主言午器可凳始打点rJ规制横回到ib t), ζ n力去凳

雹所白建鼓主楼器(J)掣作告E在祖Lτ，品责保IDE上白欠陆

亿二):: t)安全基塑剖捐才;C bn毛 ζ 之白 t;c p 二k 当记注意Lτ

\,) 7.>。 ζ n~ζ 陆奔常』ζ高U基擎却求~~n， 之< fζ原子

力指点 σ安全tζ罔f系?毛多〈白棋器』ζ通用吝 n毛工:/沪

二 7 1):/夕. ::1 -lqζ 以般I...-\，主基建皇却使bn恙。 ζtfζ 

原子力分野白耐庄横器白鼓击，掣作tζ罔?毛法舍眩， ν

J飞 Ivω高U国隙的念摞擎化力f造成吝nτP~己。凳琶所t主

建鼓割完了?毛主，遣耘韶可力宝凳抬ðn 7.> fζ先立7τ遁

切t;c棋道事王老行乡必要力>ib 毛。潭酝者到凳雷所ω遣酝号E

言午可 ðn 7.> tζ 占bfζ 眩， 家 T司iI楝毫突施?毛蕃藐力>ib 毛。

各国tζ 眩，原子力横查横阔别注~ t) ， ζ n剖凳雹所ω遣酝

老匿棋?毛 t::. 协理塌老前罔T 恙。

ζ 们本乡亿，原子力凳雹所白安全逼酝老罹保?毛 tζ?

uτ 毛 "'?t 也重要t;c;t;' -1 二/卡眩，世界共通?革~7.> o 丁「忿

b -t玉，建言盘，言式遣酝，逼酝白丁r/飞τω段陪tζ"::n)τζ 机

会坦和U 1...-，重棍丁「毛徽鹰的念体制力f敷如nτ \，)~己。

3. 原子萨吃?海却水毫加压Lτ使用?毛的陆安全力、?

压力容器剖破揭?毛括号~n'主忿们如? 压力容器ω鼓

击刑遁切l'ibn晖，冷却水老加压 Lτ使用?毛白 l主安全

l' ib 毛。 ζ 白鼓击技衔』主别tζ臭例t;c 也白l' I主 t;c\，) 1...-， 新

规忿也 ω? 也 t;c \，)。原子力工本 Jv字一剖生*n 7.> 如苍切

以前tζ 丁r l' fζ罹立Lτ \， )1二技衙l'ib 毛。

式f又平水气?洽去PT 毛丁r/飞τω凳雹用原子:庐飞?蚀，冷却

材以大氛压老超之态压力奋受 It 毛。 ζ n眩，蒸氮夕-\::'

yω劫率的忿潭酝』ζ通L丈二蒸氮白凳生到可能忿温度寸，

L 如也高出力状睦l'~庐心毫如果的记冶却丁r 7.>式:~-r..每

毛。一次采ω遣耘臣力眩，锢童失型臣力容器ω f./又冷却伊

白塌合白构 20 川-Jv如 6加臣水型原子伊 (PWR)θ160

川-Ivt~髓圄记b丈:态。

原子伊压力容器，蒸氮凳生器，主滞却材才~:/7'，加压

器，专 nfζ遭梧用配管tßPWR ω一次采压力/'{少二/夕'口

毫槽成?毛。;三 k λ， t+白沸腾水型原子伊(BWR) 主方又

冷却伊?以，原子伊臣力容器自体白办到一次采压力毫担

乡大~忿::1:/示一本二/卡 t t;c7.> 。 ζ 白::1:/才f一本二/卡力f

遣鞋压力下可?劣化L 丈: t)崩壤1...- t::. t) 1...- t;c p 本乡 tζ? 毛 ω

tßT/飞τω原子伊安全技俯白最僵先事项l'ib 毛。一次采

压力川沙 y夕口 ω健全性剖本黄的亿保IDE吝机，劫果的』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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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白棋能力f持皖T 7.>点古 tζ t;c "'? τ \，) 7.>理由去以下tζ概就

丁r 7.>。

锢童失掣ω耐压容器ω健全性眩，主 t l...- τ以下白三-:Jω

/~'7 ß 夕 -1ζ基-:1\， )τu 毛。

·壁面中白æ力

.材料ω韧性

·材料中白疵号白他ω欠陆白大运吝

æ力剖十分亿小吝< ，材料ω韧性加十分亿高<， 1...-如

也材料中白疵刑十分亿小吝时nl;í压力容器陆家 T破揭T

7.> ζ 之怯 t;c Po ð~Iζ ， æ力争韧性别一定白靠自固内亿忘

n晖，疵哥b 夕'7 γ 夕加元主之大~<忿 "'?τ 也压力容器力去

短期罔白乡九亿破揭 L元。， ib 毛\， )1主破裂 I...- t::. t) T 毛 ζ

之以 t:t \，)。忿吃f怒已少量白漏n力主生 UA己 ζ tlζ 二):: t)故障

牛破裂剖凳生丁「斗5 I主毛必以前亿哥?ω压力割据退?毛如b

l' ib 7.> o 

ζ n~ω健全性亿保b毛/~'7二元夕一剖原子力凳琶所白

掣作，建鼓扫本 σ逼酝期罔中』ζ才')1之一3τ定~~n丈:髓圄

内』ζ十分能持?运 nl;í，一次采压力/'{少二/步f 口 ω深刻t;c

破揭 l主主 γ-t!口之言之态。

4. 安全缸庄力容器'1 t'O) J::号 l二鼓酣，斟作吝机τL、苍

白力、?

徙来如b 白工:/沪二7 1):/夕基擎毫遵守1...-， ð ~Iζ材

料特性亿-:J Pτ遁切t;c分析牛就敢去行\，)，通切t;c基擎?

楠完1...-，安全忿臣力容器ω鼓针，掣作去行?τ \，)恙。

原子伊压力容器牛专白他ω一次采压力川沙二/步.， 1) • ::1 

:/;t;'-本二/卡白鼓音十亿当光 ?τ眩，遭耘æ力苍dJ;f < 1...-, 

æ力集中去回避?毛本乡 ib~ 盼毛努力老弘乡飞熟衙擎

导翼常忿温度麦化tζ 点毛熟æ力如马压力容器若防莘丁r 7.>

元 .lb t< 记注意毫拉乡。 ζ n~ω鼓哥哥算白正罹ð~Y

7舟子工 γ 夕 T 7.> t::. .Ib， 鼓量十ων\::+ ;:z. -I主外部ω尊F可家

白手?行bn毛。主元， ::1二/;j号-本二/卡 ω压力前酸白隙，

夕口子 4 力加;t;'千二/卡 tζ -:J \， )τωæ力ω测定毫定期的』ζ

行?τ \，)~己。

近年，厚壁ω钢铁掣容器中ω静的jQ点rJ勤的æ力之歪

lJ.(麦形)忆罔?毛理输的解析之司~(J)磁嚣，忿~rJfζ遣

耘条件下?θ寞硅酸到十分忆蓄横态n 7.> fζ至?τ \，)毛。

徙?τ，通常jQ点rJ翼常条件下?白原子伊臣力容器白鼓

营Hζ当光?τ考Llfζλn 7.> 叫差æ力之歪必ω全体像力f明

.)J;t，力集中以通常，槽造ω突然ω奕化，先 k 主 fi穴忿1::如原因 è fd:

毛。楠造ω突然ω交化别忘U塌合ω陈力』ζ较<<数倍』ζ fd:毛 ζk 力;;t，

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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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砸的原子萨

丁1<<τω原子伊仗，核分裂连锁反Jt; 1ζ J:I)凳生 L 式:熟

老利用 L τ水去沸腾主甘， ζ n牵蒸氛』ζL τu 毛。 ζω

蒸氮l主，石庚，石油jQ卓 lj式lÄ火力凳雹所ω蒸氛 ξ 同楝

亿利用?毛。蒸氮l'夕 -c+/' 去回耘3 甘，凳雹楼可?凳雹

丁「毛。核分裂速销反应以原子伊内ω燃料ω中专凳生l."

工永 )v平一会凳生丁I .Q。核分裂ω筋果，司~n哥:'nω原子

核陆新l.， p核分裂生成物老放出 L兹别b熟老凳生l."家

光中性子奇E放出 Lτ他ω原子核毫核分裂吝甘恙。熟中性

子伊陆，核分裂?凳生 L式:高速中性子刘少 7/' 一 235(235

U) 亿容易亿捕捉?若.Q点雪，减速材老用~~.Q。减速材 K

L τl主普通ω水如通常用 ~~Gn毛。 ζ n以外汇陆黑铅中

重水素力f减速材I::l.， τ用~~ Gn .Q。水素ω同位体l'l>.Q

重水素陆酸化重水素， T td: b i? 重水I::l.， τ使用?毛(普

通ø水陆多〈 θ塌合，水素酸ft物可?毫毛刻，桓少量ω重

水素毫含人，l'P .Q)。凳生 L 式:熟l主冷却材亿二t 1) 伊心iJ> G 

取。出7。 ζω洽却材l主宦接的主元以罔援的记蒸氮去凳

生l."蒸氮l主夕 -c'/'Iζ送Gn毛。主 Tζ冷却材l主伊心ω

遇熟圣防<" 0 ;j{口二/争力 F 三 7 1>. ω 二k 乡忿中性子奇E吸驭

丁「毛物簧惊又尹 -)v毁制御棒ø中』ζλnτ使用丁l .Q oζ

(])帘l御棒I主反町、度任正榷亿制御?毛 t.:.~萨心内部』ζ l>.Q

孔 tζ 出 L入nT态。各原子伊鼓封眩， .fn毛tn独自θ安

全阂速事象ω特性毫也 ?τ扣。， ζ tL力t安全系ω鼓击告

决定?毛。同橡td:安全思想到7公τ亿通用 ðn .Q 。

加压水家元以沸腾水?伊心老冷却T .Q ζ 1:: l'，庐心出

力密度老高 <T毛 ζk 力~l'差毛。哥?ω箱果，也 L微漠辅

燃料在E使用?毛杠，小型原子伊庄力容器内亿大型工二 γ

卡去-::><.Q ζk 力~l'差恙。主元，夕 -c+/'凳雹楼ω遥耘

:庐型 燃料 减速材

PWR 一酸ft77ν 轻水

(构3.2% U-235) 
CANDU 灭然二酸化77 二/ 重水

(0.7% U-235) 
BWR 二酸化77 二/ 程水

(2.6% U-235) 
?'//γ 夕又 天然77 二/ 黑量合

(0.7% U-235) 
AGR 二酸化77 二/ 黑量由

(2.3% U-235) 
RBMK 二酸化吧77 二/ 黑§台

(2.0% U-235: 1988年
均， 1? 2.4%I:~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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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率1: l> If 斗5 t.:. 怜，一次采θ蒸氮温度之压力老高〈丁「石。

徒到一3τ，一次采压力/'\'7/' 1'1} 到完全可:'l>毛 ζ 杠剂，

水冶却伊ω安全ω元 ~Iζ重要l'l>.Q o

加压水型原子伊 (PWR) l'以，一次采冷却水之二次采

始水/蒸氛老分离l l.， τP毛。徒?τ，夕 -c+/'凳雹楼去

回耘吝廿.Q蒸氮l主放射能毫也先-9'，在来型凳雹所 k 同撩

忆蒸氮夕 -c' /，在E邃耘丁I .Q ζ 之力~l'~态。

PWRI主天然77/'(激箱1:1.， τ~~ td: ~~77/') l'逮事云

飞?若毛刻， ζω t.:.~1ζl主奔常tζ大型θ伊心老必要七l."

减速材牛一次系冷却材I::l.，τ重水去必要I:: T .Q。加庄重

水伊陆徒来ωPWR 1::同橡』ζ压力容器老毛 -::>(ζω程ω

原子伊以 PHWR 之呼点)。去允，:庐心ω一次采压力/'\'7

二/夕'口-I::l.， τ，锢别ω冶却尹气'二/豆和加可?且5 毛压力管毫

也?原子伊力~l>号。 ζ tL老 CANDU型之呼儿?μ石。

沸腾水型原子伊 (BWR) l'蚀，一次系冷却水ω-部力t

伊心ω中l'沸腾l."凳生 L丈:蒸氮毫宦接夕 -c"/'凳雹榄

忆送。利用T .Q。压力 l主 PWR J:l) f，ß; ~~o l.，如l."蒸氮

夕 -c+ 二/""/7 二/卡力f放射能?少 L污染T .Q ω l'， ~~ < -::> 

如ω予防措置力f必要l'每恙。 L 如l." ζ tL l主凳雹所θ速

章云主王J: lj保守tζ I:: "?τ 重大td:障害1:: 1主 td: G td: ~~o

?夕/、y 夕只型原子!庐惊天然77 二/任燃料I::l.， τu 

毛。 ζω1庐以l>去。高 < td:~~压力ω直是酸式f又亿二t 1);-舍却

Lτ~~毛刻，劫率ω臭U蒸氮老凳生T 恙。 ζω原子伊』主

萨心如大差〈出力密度加倍uωl'，格纳容器I::l.， τ{勘〈

压力容器也大型飞?每毛(初期ω7~/ 、y 夕又伊?陆，锢

婴压力容器力主萨心节r 1:: 1) 回儿?们先烈，後期ω? 王f/ 、y

夕又:庐l'kt""/ν 又 Fν又卡. ::J二/夕口-1-到伊心套取 P

冷却材 k 号。〉压力 (/~-)v)
蒸氛凳生器

(大氮压:构lJ ~-lv)

加压轻水(l60/~-lv ) 分离在回路

重水( ;f, /' :1' 1:90川 -)vl':'加压) 分雕回路

加压鞋水1:70川-Ivω蒸氮仨忿毛

E是酸力.又 (201{-IV) 分离在回路

皮酸力e 叉 (40/~-lv ) 分雕回路

加压程水""["70川 -Ivω蒸氛 k 忿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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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uτ It> 7.>)。

政具型矿又冷却伊 (AGR) 1主燃料 tlτ微漉精二酸化

气77 二/毫使用 L τu 毛。 AGRI主?夕/、y 夕又伊点。也

高压ω员酸丈f又可?伊心才!:'I舍却 l. 熟纭遥在E改善Lτ It> 7.> 0 

萨心ω出力密度加大意1t>(;1)L'.小吝 U伊心如 b大运 U出

力加得 i? n元。信赖性ω高It> 7'ν 又卡 ν又卡. ::J二/夕叹

一卡裂压力容器l主格制容器之 Lτ 也锄uτu毛。

Y速ωRBMK-1000 眩，黑始减速沸腾水型原子伊?

臣力管冷却乎于二/木房毫也?八千 7 口 γF型原子伊?易

毛。 ζω伊ω主 t:t特微 l主.PWR 牛 BWRω ￡乡汇大型飞?

重It >EE力容器牛. CANDU 型ω 尘乡 t:t被牵挂念力 7/' 1'口

7型减速夕/'夕告使用 it -f lζ大型凳雹所去建言曼可?运毛 ζ

t L'ði)7.>。重水老使用甘γ』ζ澳黯度苍d丘<1"7.>元份，黑

始在E减速材之 Lτ使用 Lτu 态。

各军重ω原子伊力f考虐L忿 Itnl王 t:t i? t:t It >ωI主锢别ω安

制御糠

A 

IA " 

特集

全可:'1主 t:t < .丁r<<τω安全力~t 也亿锄〈二k 予全体tlτ 

ω 二/又尹 A 去-:J<7.> ζ 仨气?且5 恙。 L如 l. 各局面陆，必

要 t 1" 毛安全手段亿密接忿罔保 1': ði)毛。伊心出力密度力f

1~ 1t>塌合 l主温度上异力~fφ-::>< I) l τjö 1). 伊心出力密度

加高U场合以熟除去加二1: 1) 劫率的L't:t ltntí忿已忿Uζ

t"旨意味LτP 7.>。液相力>i?式f又相J\ω急激忘交化到忿

Uθ寸，臣力ω部分的口又陆方又冷却θ塌合，夕沙尹 4

力 Jv"r- I主 t:t lt 注。各原子伊亿;主哥~n哥~n(;1) 出力保数力~ði) 7.> 

(出力保数l主各徨要因 t二尘。，反町、度全体忆b 丈二 -::>τ奕

化1"7.>)。多〈 ω塌合，集ω速U出力f系数毫也 -::>τU 毛 ω

寸，出力增加亿以自己制御性别忘毛。正ω出力保数亿对

L τ;主制御棒θ/ít答去十分速<1"7.>必要别忘毛。格制容

器以 t+ω 辛苦 t:t徨烦?毛主 uω?以忿< .放射性物寅ω

放出去防<-楼能去满元吝 t:t It n (;f t:t i?忿U。

1987 年末现在、世界T潭'革中Q)原子炉 (417 基)ω半会以上 (225 基)对 PWR 1:' 

N>晶。各疆原子tFω特徽告左Q)费t二主 t的f二(英国原子力公社 (UKAEA) 提供)

2 二，夕 'J-~掣

防撞璧

专,-,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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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如』ζ 可:'~~è: P 乡点 l立自信毫也 τ 毛二k 乡 tζ 忿-:J τμ

毛。遇度ω/it力 tζ 二k 毛破揭』ζ对-r~安全{系数眩，主 b 占b

τ高U。

材料以全遣耘温度髓圄汇才3元。，照射白影警下?十分

忆韧性去难持?毛毛白?忿〈 τ以忿包忿U。通当~母材

毫遣捉L-，锻造，溶接，熟姐理忿 Eω丹念忿加工技街tζ

特别ω尊问的知戴硅酸老通用?毛， è: P 乡 ζ 之飞:'~毛 5)。

掣作手顺l主丁1/飞τ版格tζ指定ðnτ扣 D ，管理ðnτ~~

~。材料ωu毛~~~~部位平吝 i ð+忘深度如b多〈白盐

酸片老各型作段陪棋了後tζ揉取L-，材料白性能力主均黄的

?指定ω限度内忆每毛 ζ 主毫罹韶-r~。

5 ，铜徽的予期 L缸U脆化，;1: t'Q) J:号』二l.，1:二I?回避吃?意

.Q力、?

丁1/飞τω原子伊材料白照射拳勤亿-:) ~ ~τ，原子力凳雹

所白遣酝中记慎重忆鳖祖Lτ ~~~o ζ n眩，国朦的记使

用 ðnτu 毛摞擎的忿锢铁(疆类i'H主;:+ <少~P) Iζ-:) ~ ~ 

τ膨大~量白照射程酸力~-rL'1ζ~~ 亿也力咱'V l?-r，念

tζ 』主念毫λnτ行乡也白?革~;，己。原子伊压力容器ω韧性

却中性子照射L' è:+o)程度掘少?毛扣毫十分亿前也 ?τ知

毛充份忆，原子伊臣力容器壁忆照射丁I~量主切也多U中

性子束吧?母材之溶接材料θ -lf二F;/';ν 去照射丁「恙。 ζn l?

ω分 /7';v片老破壤言式融-r ~ζ è: 1乙二1: D ，原子伊压力容

器ω今後白照射拳勤tζ-:)Pτ专白寿命期罔tζb元。予测

-r ~ζ 之力古?运毛。家元， ζ nL'， 鼓轩基建皇 k鼓苛上白

要求事项毫遵守L式:十分忘韧性别保证?运毛。徙气3τ ，

材料ω未知白性能导专白予期甘苦斗己麦f!::剖压力容器ω故

障θ原因 k 忿毛 ζk 去耐庄::1/示一本二/卡白供用期罔tζ

才?t..ζ?τ排除L'~~。

6 ，压力容器陆疵的缸L、毛的护斟作T意苍白力、?

jO司~l?<黛理?岛毛币，耐压3 二/试一本二/卡中θ 夕?

γ 夕~疵白重要性牵理寞的忿对店、』ζ粗hλn， 夕'7 γ 夕

忿 E力主~-:J τ 也司fω影譬老遇大tζ号文忿U 主当 tζ -r;，己必

要力;~~o -:)i D ， ζ 白檀白疵』ζ眩，晦界-lf 1;可è: ~，乡

也 ω力;~恙。

与fω晦界廿千父老下回毛疵眩，罔题è:L-τ重要?以~

U。晦界-lf千二可点。大运< ，如?横出主 n~p疵力f遣鞋

条件』ζ 本 ?τt主壁白崩壤白原因è:~毛 ζ è: iß~ 态。

掣作上ω疵老裂f乍7口也只中 tζ横知，言平倔丁1~ 0) 1主要在

5)母材1::，主，压力容器ω耐庄壁lζ用"6材料~，叶。

- 24 一

L- ~ ~ζ è:L'以忘们。徒?τ，重大忿疵以 3 二/;於一本/卡

ω遣酝-lf 1 夕 Jv任重扫毛 ζ è: 1ζ 主-:J τ大运〈忿毛疵ω办

L'~~ (凳雹所ω寿命期罔中 ζ 白疆白兮千夕 lνω辑数亿

-:) ~ ~τ 以一定ω限界值却定占b l? nτU 毛) 0 L-如 L- ~iß

l?，掣作中 tζ梭知?运〈主力， -:J t..ζ疵剖，司f白後白横知吝才1

-r， 罔题牵引运起ζ7元的亿以;:+ <短期罔忆晦界廿千

;可 tζ遣 L忘时nf王~l?忿 ~， t.!. 石乡。理在ω厚壁臣力容器

中τ?芙施?若毛奔破壤甜酸方法?以 ζ 白酶界分千二可ω的

五十分白一ω疵去?横出?若恙。 -r~v i?， 安全亿对?

毛余格却大意~， è: ~~步 ζ 仨飞:'~~。

静制忿技衔的葫查』ζ 主毛之，横出可能忘吵千灭之酶界

吵1;可之白罔忆，容器』ζ漏才1..~生t; ð 甘毛中阔的~廿千

三可ω 夕 ?γ 夕力;~恙。 -:)i D, 晦界-lf 1.文』ζ遣-r;，己 iJ'~

p 以前汇夕 ?γ 夕白成臭力~I主力 ~D 晃τ 之 n~ 本乡~状

窟，期罔力~~毛。 ζω 目 tζ晃;t ~ IDE抛眩，夕'7 γ 夕 ω存

在已疵白成果ω有黛号?ä周叫~融箭的忿供用期罔中横查?

ð 忘记楠完?若恙。

定期的~言式跋毫去-:J t.:. < 行b苍〈 τ 色，逼酝阔始前jO

J:.rJ逼鞋罔始後』ζ行当恒温白水臣就殷汇点 ?τ，遭酝条

件下?酶界的~疵导夕 ?γ 夕到生巳毛二之力t避 It l? n 
恙。 ζω1~温水臣前骸白条件下?白酶界夕 ?γ 夕?千;可

眩，逼酝状睡?ω晦界夕 ?γ 夕白吵千二可白构半分?且5 毛。

徙?τ，~毛程度白大~ðω夕 ?γ 夕牛疵白革~~容器眩，

高温ω逼酝条件下?陆~ <， ζ 白就酸白条件下L'V -:J力主

力当-:J τ L- i 乡 ζ è: Iζ 忿毛。

小ð 忿夕'7 γ 夕哥b疵眩，主 tζ溶接银白近迈飞?凳生?毛

之考之l?n毛。溶接ω数牛臭ð 毫诫l? L-, 主丈二哥?ω店、力

毫减少 ð甘斗5 元份，理代ω压力容器怯 ν- J，.. ν 又锻造口

/歹力'l?作。出 ðnτ~ ， ~。 ζ 白口 y 兰'1主专θ周边t.!.lt

力f溶接ðn容器之忿态。

一次采压力川'7/~口白榄器tζ-:) ~ ~τ徽店的L'，运 b

bτ丹念~奔破壤盐酸老，掣作中jO点rJ供用期罔中ω定

期的~言式酸?行?τ~ ，毛。 ζ 0)盐酸l主 l王之 λ.1 è:+力f超音波

ω探惕器老用p~。探惕器l主手勤主自勤ω信号解颗』ζ 主

。手勤去 t.:.I主自勤?勤〈。 ζ 白前最方法眩，人白不注意

白棋会毫最少限亿?毛主乡鼓言十ðn， ð l? 1ζ言式散脑果套

文毒化?毛 ζk 也L'恙， ζ 乡?毛 ζ è: Iζ 二I:-:J τ1 人白横

查虽白钊断t.:lt 记颗6γ，拭目贪之解飘l主操 P 返 L独立ω

解析力;l'意毛本乡 tζLτ~ ;，己。

腐食牛疲劳亿本毛夕 ?γ 夕白成是眩 1 年亿十分ω一

ξ 口è:~'-:Jt..ζ 才-~一白色白亿遇~.~~~丈:吟， è:'Iv~夕

?γ 夕?也专白沙千;可到高温之高出力ω使用状睡?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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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j-千三可 tζ遣?毛如ìJ:1J以前tζ横出ðn态。夕 7γ 夕力~fl&

温状睡?事前』ζ横出 ðnflζ 乙盯在乡忿吵千父』ζ ìJ:~ 幸

亏成景?毛 ζ tl主 '*f罔题tζL忿〈 τ 也二~ \，~。

7. 压力容器的破提陆排除专塞在\，\(1)力、?

原子伊容器 k配管眩， \, ~ < -::>如白独立白方法?流体系
压力J~?:/ 乡7" 1) 剖本贵的记安全主办 i? n~程度汇去?健

全性别幢保?若毛。

ζ n眩，以下ω方法?造成T~ 。

·慎重苍鼓言十 k完全?有如ìJ:J;C-力解析

.遇臣tζ对T~信赖?运斗5防草

·运 blsb τ韧性ω高U材料ω使用

.照射脆化ω抑制

·遁当忘掣作方法汇点毛疵白减少

·型作jQ本 1.J供用中ω妥当 ìJ:::1~破壤武酸

ζ n i? 臼对策白』主力斗ζ以下白前骸-C:罹寞 ìJ: 也白 tðn

毛。

• fl&温白水压试酸

.漏n白横出

ζ n i? ω措置记本切， .t>i? 1φ 斗己通常jQ点 1.J翼常白考文

i? n~遣酝条件下?ω原子伊压力容器之庄力J~? 二/步7"1}

ω健全性别保IDEðnτu 恙。

8. 逼鞋上的入榻的三只奄E号回避T意.g力、?

.t>i?19>毛事故?高U比率毫占b毛白眩， J 、 -r? 工 7

ω故障tζ 二~~也白?陆 ìJ: < ，潭鞋上'*丈: 1主言童音上ω要因

亿罔逼 t.... tζ人海的工予一，故障jQ点 σ不注意忆点毛毛白

?态毛。 ζ白 ζ 主眩，交通输送，工塌平生崖技衔白分野，

.t>毛 \'~I主锢人的tζ 自分<::~~作棠平 ν~ 斗'一活勤ω 二k 乡

ìJ: 也白求?奇含儿丈f分野jQpτ，技衔的横械工具老利用

?毛低 t Iv t"T"飞τω活勤忆 -::>pτu 文毛 ζ2二?每毛。

1979 年白 TMI 事故， 1988 年白于工必/71 1} 事故白

主元~原因陆，人挠的主Eξ 又主罔逮古龙潭鞋操作?革í)-::>

1己。子工 lv/7千口事故<::1主遣耘量力~.t> ~特定ω 三只奋

犯吝忿们 ζk 力宝踊 IJ t \，~乡言童音卡上θ欠陆也重要忘要因 K

ìJ: -::> τ pt::.。与?白他ω小ð ìJ:原子力事故?陆工?一，故

障jQJ:1.J不注意到何已如罔等Lτ 们毛。 t::. t 之晖，也 L

遣酝虽力去正t....\，当她置告需Uτ \， ~t::. i?， '* t::.li y 又尹J.，..剖

阔遣。 t::.姐置老防止丁1~ 本乡言宣言tðnτu式:色，言f画外

ω遇渡理象(原子1庐白出力ω麦更)剖毛?之短峙罔白乡

t玉』ζ安定化?运 t::.1主 f<::.t>~。人局的主主主又到.t> -::>τ 毛，

安全忿矗酝平事象ω如果的ìJ:疆和加保IDE 运 n毛左乡』ζ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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τ jQ力、 ìJ: 11 nliìJ: i?忿U。

原子力凳雹所ω逼酝虽白尊r~的忿硅酸，副牒，再翻楝

除少ìJ:< 主也管理ω行差届川光航空会社白J<;寸'口 γ 卡白

哥~n之同程度ων代1川ζ .t>~。原子力凳琶所白潭酝陆被

雄<::1主.t>~币，遣鞋虽』主 J<; 寸'口 γ 卡 tζ比J飞机li通常陆对

町、峙罔刑十分tζ .t> IJ ，危段性白革5毛遇搜事象以遭鞋停止

毫也 -::>τ \，~-::><::也管理?若~白』ζ对t....，肃行楼;主\， ~-::>飞?

毛着睡<::~~t \，~ 乡 bl1 亿以\，~如f， ζ 白点?遭鞋虽以

J<; 寸'口 γ 卡』ζ比叫τ僵位』ζ立 -::>τU 恙。

人挠的态遥酝上白失败告E排除T~tζ 份，遣草王予道鞋出

力白奕更t主 lil;f自勤fl: ðnτ \，~~。遣酝具白主 ìJ:役割眩，

自勤制御y只尹A 老量饵，修正t....， 7'口也只老遭酝?二

:2 71νω殿格ìJ:娓定 tζ徙 -::>τ支配?毛 ζ 之<::.t> ~ol固遣

7 丈二水夕二/老押丁「 ζ 之」力~.t> -::>τ 毛，安全上专白必要M

.t> nli必γ自勤的亿对店、?毛主/又尹J.，..<::修正ðn毛本乡

忆忿qτ\，~~。重要 ìJ:遣酝上白1'::7 又一夕-哥~T"飞τω

起勤她理陆，言己盘录音f牛7口七又::1:/t:::2-夕 -1ζ艳之γ

言己盘录ðn， 自勤77- J.，..<::匿铜ðnτU 毛。摆-::> t::.手勤

也理到行bnτL 家乡元後?起ζP 得毛最惠ω事踵蚀，

自勤的ìJ:出力白减少如凳雹所白遣酝停止<::.t>毛。 ζ n眩，

峙亿以不便放 ζk 也.t>~剂，安全性以 ~b协τ高\，~。

封面外ω遇渡事象峙白人浅的怒故障，工?一，不注意

怯稼f勤率ωfl&下，要失沱 11<::1主清主 ð nìJ: \'~I主毛力斗ζ深

刻 ìJ:秸果毫也丈: i? t....如扫忿U。 ζω 主雪兹通渡事象;主通

常陆急速忆生巳 ìJ: \, ~剂，遭酝虽刑事踵告解析t....， t.人1 ìJ:

事故力、毫明E在 tζ t....，通当 ìJ:手陋习E泱定T ~ t::. 1sb 1ζ 陆峙罔

剖必要<::.t>恙。 ζω 二k 乡忿隙，遣酝虽』主何与〉如白又卡 ν

又毫受 11 毛白力T当然可?且í) 6 乡。予想、外ω遇渡事象毫制御

t....，哥?白秸果导E握军日T ~ t::. 1sb 1ζ直名』ζ藕T叫苦措置;主遣

酝黄白迅速扣?正t....<行勤丁「毛能力 tζ依存 t.... tζ 也白吃:'.t>

7τl主忿马忿们。

一般规则主 Lτ，翼常忿事睡到生巳苍\，~本乡 tζ t....，重

要 ìJ:安全目穰老罹寞之E 也白 tT 毛式': Isb， 少忿 < t 也最初

白 15 分罔以上陆安全系怯手勤<::ìJ:< 自勤的忆起勤，遣酝

?毛尘乡 tζ 忿?τU毛。遣酝虽力f哥?ω後藕f"飞运组置tζ

-::> \, ~τ贤明忿半u断加下气主斗5 点乡，事故ω内容牵速争力斗ζ

把握t....，司fω遇渡事象之哥?白履匮牛毛ω展罔毫理解丁1~

T已占t> 1ζ必要ìJ:7'口七又 T一夕剖利用?意毛主乡 tζ忿 ?τ

们~。

遣酝昌力f故障老横知t....，正t.... \，~姐置 tζ-::> \， ~τ尊问的ìJ:

7 r/~1 只老得志白 tζ役立?辛苦， ::1:/t:::2-夕 -1ζ 二k

毛主多断三/又尹J.，..白利用力王理在增之τ \，~毛。当然，安全楼

- 25 一



特集

能白自勤化，最新ω情幸晨三/又尹 A 毛主光亮雷所白通常遭

酝老向上注苦，哥?ω信赖性去高/I)~ 白』ζ役立?τu 毛。

9. 建般中的人局的工予-，~t.仍在号亿回避专参与己力、?

品寅保证è: P 乡白怯号θ 也?主也 J:t.髓7;t.意味合们如 6

7毛主，凳琶所白鼓击，凳雹所横器白掣f乍中，:10主 rJ理

塌?建鼓中 tζ生巳毛人挠的工予一ω影警老除〈白剖目的

l' ib 毛。

西侧世界?眩，原子力ω安全记罔?毛 T/飞τ白面』ζb

1二毛工学知戴力主弈常汇点〈罹立ðnτ :10 1), L-如也 ζ 白

知赣力f国内的tζ 也国朦的tζ 也才-:1'/' Iζ交换ðnτ\.-l 毛

t.:. 盼，玄武f晃?如?τ\.-l 7;t. \.-l基本的?安全上重大忿工予

一之扣，应髓7;t.安全知戴白中』ζ'* t!.埋 '*'?τP忿 L三年吨'

γ :1'è:如前 ib 毛è: \.-l 乡罹率以 ~b /l) τ小 ð \.-l 。

f乍棠秸果以言己簸吝杠，内部?夕'7'Jν子工 γ 夕 ðn毛把

It l'7;t. <，外部ω独立白横查横罔牛群韶、可凳拾横固自体

白手?完全』ζ解析ðn， 音十算白哥~l) mï L- T i?行bnτu

毛。安全国速ω耐庄3 二/示一本二/卡盯规格化，掣作，拭

目贪手11国记"? \.-lτ 也同 Uζk 力)"l 之毛。基髓材料如 6始录

。型作ω全遇程以殿L-<手工 γ 夕吝杠， ~虫立白品黄保在

fJv-/~横查具ω手?多〈白-lj- /':1' Jv力f棋联ðnτu

毛。之〈忆，丁「叫τω溶接就散之庄力就散ω言平倔蚀，公

式白工 /'ÿ二7 口二/夕鼓言十基建皇tζ徙?τ少7;t.<主也 2 人

ω独立ω横查虽力主担当 LτU恙。哥?白桔果以公式忆起盘录

ðn， 司fθ重要7;t.点亿罔T~ 半tl断怯 \.-l"? l'也::J ë一?若

~二k 乡 tζ 7;t.，? τ\.-l~ 。

言童音+牛建起段陪飞?ω人~的7;t.故障牛不注意告('::+<b -r

如忿水擎tζ 去?减少L-， '* tζð i?亿重要7;t. ζ 主眩， ζ n

b白影警毫大意〈抑制?当先白蚀， ζ 白着寞』ζ向上 Lτ 

P~ 晶黄保rUEω 斗、 γ 卡'7-夕 tζ 本毛毛 ω l' ib 毛。 ζtuζ

J: 1), ib~檀ω人挠的工"7-老完全tζ回避?毛 ζ 之陆不

可能l'ib 毛币， ζ 白 ζ 之老鼓叶飞?考Ll Iζλn~ ζ è: 1ζ 尘

。，危陵兰主故障去引差起 ζ 丁「 ζ è: 1主主-r态 P 之7;t. P è: P

ζ 乡 ζ 主力f罹寞』ζ ðn元。

去?丈: <疵ω 7;t. P技街之 U 乡白 l主造成力2不可能t!. L-, 

期待丁r<< 运?以忿 Po '*元，工?一去'* '? t.:. < L-忿U遣
酝虽è: P 乡 ζ 主陆前提丁r/飞幸亏以才tP L-求怜得忿们。自

勤化 k 版L- \.-l 品黄保rUE上ω要件去探用 Lτ得毛 ζ 之 θ l'

运式:成果以，人局的忿故障，工?一妇二I:rJ不注意， 7;t.i? 

rJ lζ技衔的欠陆♂ib'?τ 色，专白 ζ è: 1ζ 点。现寞的念危

院毫生匕毛 ζ è: 1主忿 \.-l è: P 乡自信去等之毛技衔杠 ζ白技

衙任使乡方法有E得1二 ζ è:l'岛毛。 ζ白意味寸，上记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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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二原子力凳琶所?活用 L τ\.-l~ 技街l主，耐工?一性力'ib

毛主 U 之毛。

10. 原子力凳电所惊地下亿立地Lτ放射酿的放出奄封匕

边的~J:号』二T~幸亏陆也、 L、力、?

地下忆原子1p去立地T 毛 ζ è: l'，大规模忘放射锦放出

事故如 b璋境任保董T~ζ 主力'l'慧与f 乡可::ib 毛币，寞隙

白 ζk 恙，通常I主大 L元安全上ω利点陆7;t. \.-l。明马力斗ζ，

原子力凳琶所老洞穴tζ鼓置L- t.:. 1) ， 地中 tζ嚎牵掘'?τ建

鼓 Lτ 毛，事故归回避专白色 ω亿以何白罔f系也忿们。精々

ω 之 ζ 恙，事故如b生C:~放射锦放出ω程路却檀辈在tζ 7;t.

1) ， ζ n剖状况』ζ J: '?τ 陆(常 tζ è: \.-l 当 blt 飞?以7;t. \.-l 剖)

专白事故白描果ω程和民役立?可能性以革i)~。芙隙』主U

L 易，原子:庐去地下tζ建鼓T~ζ 之?原子力凳琶所白安

全力{{!&下?毛危陵力;ib 恙。 ζnf主鼓苛上白檀雄ð ，专才l

tζ è: < 1ζ地下ω凳雹所J\白7 夕也只白檀雄ð 白 t.:. 盼，建

霞，遭酝，保守力主力〉之气3τ黯L-<念毛如鸟飞:'ib 恙。

哥?ω上，地下水ω浸出亿二t 1) 状况力;ð i? Iζ檀牵挂tζ 7;t.1)

力主权忿们。L-'?为> 1) L-丈:岩石l'l'注 t.:.洞穴?忿U限切，

地下立地陆地下水ω保革』ζ?们τ檀雄忿醺境罔题毫凳生

?毛。原子伊建屋老言是置丁r~1ζ眩，直径 k 深注(高苔)

力吉少忿〈之也 60m I主 ib~ëγ 卡去掘毛必要力;ib ~o f军

è: Iv è:+ (J)塌所?ζω 二k 乡忿巴 γ 卡会掘毛先/1) 1ζ 陆，地下

水白隔离在亿 "?Pτ 运 b /l) τ慎重』ζ 工/， ÿ二7 口二/fT毛

必要力'ib~。地下水陆号白地域ω献料水之 Lτ利用 ðn

τU毛 ζ 主力f多 L 功> i? l'每毛。

司~nlζL τ 毛，地下立地?安全性白如忿。 ω向上刑期

待?主毛主L- tζ i?，以上亿述叫元工 y 沪二7 口二/夕，遣

鞋上ω困葬在主 ζnlζ伴乡费用怯罹力斗ζ v- 运合乡 ζ è: 1ζ 7;t. 

~o L-如L-，地下立地l' l立，司f白地下白周圄白岩石牛土

壤老重大7;t.原子伊事故凳生峙lζ放射锦放出老但械?毛格

制容器之 Lτ楼能吝-tt)，己 ζ 之力'l'运毛之意白办安全ω强

化tζ幸吉。啦?惹得恙。 L如L-，格制容器』ζ 眩，配管，排氛，

重氛-'T-7' J儿凳雹所作棠白7夕~又忿艺，原子伊老他

白 v叉子A牛格纳容器外白凳雹所建屋之接毓丁r ~ t.:. /1) Iζ 

多〈 θ位置亿阔口部安鼓付毛 ζt二亿忿毛币，主主 Lτ -f 

n i? ω笛所ω氛密性导信赖性汇点二3τ格纳容器白如率到

左右ðn毛。格制容器槽造物自体ω氛密性以专才tfl è:+罔

题?以忿 \.-l。原子:伊亿以地上l'ibn地下l' ibn同 U接精

力f必要忿ω寸，哥?ω全体ω格制容器己/叉子A白信赖性眩，

地下立地寸大\.-llζ 向上T ~ è: \.-l 乡 ζ è: 1主7;t. \.- >。

航空横ω堕落， ξ -lj-千 lν汇点毛攻擎，峨争忿 Eω撞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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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外的影警tζ对T .Q 防董è: Ir ~乡点 t主别记丁1 .Qè:，原子力

凳雹所白地下立地?ζ n~ζ 在毛檀雄主主费用白增大分忆

。若合乡本乡忿安全性ω向上除望协忿U。

11. 原子力凳11所的外专凳生?毛1.t1.害的号也巨人，也毛的

护凳冒liiJH二阔保?毛力、?

外部灾害眩， -Ij- 1 卡外?凳生丁「毛毛白寸，哥~nf主凳雹所

全体tζ影警老及f~丁Uò 司~n力~.t>恙。以下』ζ列拳丁「毛灾害

毫横言才\..." -Ij-千卡白国有状况J: D 晃τ必要t:.t.塌合』ζ 眩，

凳雷所白鼓轩?考LI \...，t:.t.~:t nfi合 ~t:.t.Ir~ 。

·地震

·檀端t:.t.天候，先 k 之四撞端t:t大氛，去 td主海白温度，

凰速，雨导雪，雷， t::.-:)巷 I 、1) 7- 二/

·洪水， t::. è:之四高潮

·航空横白堕落

·地盘白沈下，陆落

.-Ij-千卡外白崖辈活勤忆起因?毛灾害

.危院物黄

·吵才f夕 -ÿ .:L

12. 外部灾害的影誓l二对L.， t' 0) J:号也:防踵策力毒品苍白

力、?

主忿防嚣万法却四?态恙。以下ω通 D L".t> '.己。

·灾害亿耐之态重要鼓偏，槽造物ω鼓击

·灾害白影譬忆对\..."元之之 fi凳雹所毫遁当 tζ建屋tζ

驭容T .Q ζ è:L"物的忆防篝丁I .Q ζ 之

·重要v又尹J，.白重檀化，多糠化，隔雕，分雕

.消火敌情忘 E灾害白影警告E握和丁「斗&v只尹A

原子力凳琶所，主< ~ζ原子伊毫外部灾害力~~守毛 t::. 协

忆，凳雹所ω系就哥b槽造物以予想、吝n .Q.t> ~1φ .Q条件下

?原子伊毫安全忆停止\..."停止後ω冷却剖十分忆行bn，

如?一次采持却材I~? 二/;扩口 ω健全性别稚持?意毛本乡

tζ规格剖定ðf) ~n， 鼓营f力f行bnτu 毛。

外部灾害白影警t主Ir~与， Ir~石?每 .Q tß， 一般忆影警白大

差吝』主专白危陵ω频度 k反比例丁「毛倾向tζ .t>.Q。 ζ 白点

t主鼓雷f安全基擎白中?考LI "ð nτ Ir~ .Q币， ζ 白基擎飞?除

保草系就白故障罹率tζ-:) Ir ~τ群\...，<述J飞τ Ir~ .Q。

吵千卡 t乙依存丁「毛灾害忘 E特真t:.t.灾害tζ对?毛保嚣策

毫粗d弘达主f必要性』ζ-:) \rl τ 眩，各-Ij-千卡.:' è: ~ζ横言才丁I .Q

ζ è: ~ζ t:.t..Q。

地震凳琶所』主予想吝n .Q最大白地震』ζ耐之.Q本乡

鼓轩"ð nτ :tò切，专ω 二k 乡t:.t.地震剖凳生 L丈:塌合tζ 眩，

IAEA 楼阁量在第 30 卷第 4 号

原子伊怯停止\..."安全状踵』ζ洽却可?意.Q点乡鼓轩 "ð nτ

Ir~ .Q。

地震白凳生力f如忿 P 频繁tζ予想、 "ð n .Q凳雹所吃?眩，地震

轩去鼓置\..."原子伊l主司~O)耐震ν~}v 看d主.Q力斗ζ下回-:J

光之 ζ 石?自勤的』ζ遭酝停止?毛本乡言童音吝 nτ Ir~ .Q。

洪水各原子力凳雹所忆陆，洪水白鼓轩基擎ν叫lν

制定占b~nτU 恙。 ζ n眩，水位 k潮位白匮史的言己盘录tζ

基~Ir ~j己也白L"，高潮，波高，淡水7 口一，哥?白他哥?白

地域白水位tζ罔保丁「毛理象苍E考E量tζλnτ定协恙。

航空槽的堕落凳琶所归位置如 b考文τ航空横老考雇

亿λ才1.，.Q白剖妥当忿塌合，凳琶所ων17 飞7 卡鼓轩飞?以

航空槽白堕落白影譬毫最少限』ζ丁「毛 ζk 去考LlIζλnτ

U 毛。吝 ~Iζ ， fl&望肃行?毛航空路老制眼?毛 ζ 之也态

毛。

13, T 口 1) 又+攻擎力、b原子力凳.所陆守~机τυ备

力、?

原子力凳琶所陈子口攻擎如b守~nτU恙。保安罔保

ω丁1./飞τω锢目会公阔丁I .Q b f:t亿怯U力〉忿Ir~。也 L公罔

?毛之， ζ 才L老尹口口又卡加利用T .Q:tò司~n力~.t>毛如 b

L".t>毛。主元，物的防嚣白要件以各国?如忿 Pω相逢到

革~.Q。徙?τ， ζω件;主 ζζ L" f主一般的t:t方法?取 P 上

~f .Q ζ è:è: T'.己。

原子力凳雹所眩，尹口口又←如bω攻擎』ζ对L重要t:.t.

固有ω防革措置è:\...， τ鼓击上Ir~:? Ir~:?忿棋槽牵鼓抄τ Ir~

恙。重要忘部分忆陆 t::.lr~τ Ir~放射性物黄力~.t>毛。徙气2τ，

ζ n~ O)部分陆放射锦遮蔽?防董Lτ .t> .Q .oζ n i? ω巨

大t:.t.槽造物除去元，尹口攻擎如已白丁「々nt己防言重手段主

公 ?τU恙。原子力凳雹所ω安全v叉子J，. f立，重檀，多

操化前施"ð nτ Ir~毛。 -Ij-7' V 又尹J，. f立:tò互1r ~1ζ物的忆隔

雕 "ð nτ Ir~ .Q ζ è: tJ~多Ir~。主Ir~当 ζ è: f立，一般公来记被

害老及I~Tt::. ðf) ~ζ 眩，尹口口又卡』主多〈白二/又尹J，.号旨，

L如也多〈白筒所?破壤 \...，t:.t. I:t nli t:.t. ~t:.t.Ir~ è: Ir~步 ζk

tζ t:.t.毛。

"ð~ 忆，原子力凳雹所』ζ陆家元，之< Iζ尹口攻擎白防

止白 t::. ðf) Iζ 言童音十 L. t::.棋槽力宝岛恙。 ζn~白保安横槽ω例

è:L. τ眩，区域区分(工口 7 0 、'/-二/'夕)，物的川口 7，

口 γ 午二/歹己/又尹.þ、，人牛草雨ω7夕也只管理，式r- r 
?二/忿 E毫含tJ保安粗融t:.t. è:'力~.t> .Q。

鼓针上θ特微主保安上θ施鼓tζ 求切尹口口又卡加琛境

上罔题è:t:.t..Q揭害毛E及I~丁「 ζ è: 1主大奕困黯è:t:.t.-:J τ Ir~

恙。尹口口又卡力f多数白一般公乘tζ惕害在E及I~哥?乡è: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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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场合，社会亿陆原子力凳琶所求。也陆毛力斗ζ容易l'，

助果的忿夕一铲 γ 卡力，;t; .Q。

14. 原子力凳暨所以，原子爆弹的J:号 i二爆凳?毛 ζζl在

缸 \'\(J)tJ，?

主'?t..ζ< 7d: V)。与fω理由眩，基本的7d:物理学的原则亿

亩接罔保?毛毛白寸，以下tζ 司~n任取。上旷毛。

原子力凳雹所主原子爆弹眩，同 U理象亿基-:)V)τu 志。

'7 7 二/一忿 V) l., :/ Jv 卡二沙 L、-(J)核分裂剖司~nl'且5 毛。

p -fn(J)塌合毛， ζ 白核分裂I主中性子?爵凳吝杠，工才、

加丰-~生成?毛。 ζ 白工f口七又眩，周知白"速镇反应"

ω 」武力二;可J.，..l'展阔T .Q o 1 锢白中性予刑 1 锢ω '7 7/'

核tζ1 回θ核分裂会生t..:: ð 性， ζ 白核分裂汇点 1) 2 锢以

上白中性子剖放出态 n毛。 ζ 白 2 锢(以上)白中性予刑

2 回(以上)白核分裂毫引运起ζ7。以下ζ 才1力去速销的

tζ就<， tp 乡次第l';t;.Q。 ζ 白速销反æ;ω--:J白重要

忘侧面眩，相次〈。二?白段陪白峙罔寸， ζ n力f原子伊ω

塌合』ζ比<<爆弹ω万力;I;:l: .Q力斗ζ短V)o l.，力， l."雨者罔白

主丈:毛相逢眩，工本 1ν年一凳生ω速 ð ，丁1 7d: b i? 反应ω

全体的7d:勤力学-[+;t; ;，己。

原子:庐白通常遭酝l' 1立，速销反æ;白 /'~7 二/又力n::nτ

们恙。丁「忿bi?，各段陆寸 1 回θ核分裂tζ 尘 P 放出 3

n t..ζ 中性子白 1 锢力f正罹亿次ω1 回ω核分裂牵引善起ζ

T(也步一万白中性子险制御棒中ω物黄忆吸收吝 nτ核

分裂奋起ζ? 二之老阻止注 n毛)。徙 '?τ，放出ðn毛中

性子白数以常』ζ 同t..::l';t;I)，生成 ðn毛出力也同巳?态

恙。原子伊却遭酝老同始?毛 k 萃，二H::I主停止?毛主运

沱竹，中性子白数白增加，械少力)J队i? n .Q (凳散作用 k

驭束作用)剖，各段陪?中性子白相对数(反应度 t V) 乡)

老 r1 子 J 1ζ弈常 lζ近 v){i宦亿哥哥整?毛 ζ tlζ 尘。增减白

麦化告奔常亿{~ <抑之τu 毛。 ζ n加制御棒ω役目?且5

毛。

ζ ntl主逆忆，核兵器?眩，各段陆?ω中性子数ω增

大陆?若毛把 l:t大运〈忿毛主乡』ζ ðnτ :J3 1) ， 中性子白

辑、数，徒?τ出力以峙罔ω程遇之共』ζ荠常tζ急速』ζ增大

?毛。中性子白数力， 1 秒ω百万分白一白峙罔亿 2 倍汇

忿毛之l.，t..二已，容易亿苛算?若毛尘乡』ζ千分白一秒足

i?-fl' 1 {固归中性子加天文学的数值白中性子去生办出

7ζ 之 lζ 忿毛。 ζ nl主高度 tζ澳楠化 ð nt:: '7 7 二/忿 p l.，

:/Jv 卡二少A 去使用 Lτ初的τ遣成?当.Q。凳雹用原子

iP-c'眩，微漠楠'7 7 二/牛未漉辅冒77/' ，且;.Q PI主 :/Jν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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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7J.，.. 杠'7 7 二/ω混合物毫使用?毛。

L如 L兹别i?，中性子白增殖I主专 nlJt+容易飞:'1主忿 v)。

物理理象力fζ 白违销反æ;ω造展安止占I).Q 作用去?毛如 G

-c';t;毛。 ζ 白阻止作用白忿扣l'也?之也助果的忿也白仗，

核分裂可?生主 n毛工本 /ν 斗f一亿点毛毛白l';t;.Q。 ζ 白工

木 /ν年-1ζ 尘。物贾('7 7 二/)力心 \7/\71ζ雕nτL 革

步。 ζ nlζ 尘。逼销反陈力t停止LτL 去乡。原子爆弹?

眩，化学的爆菜白槽成老配置Lτ核分裂性物黄部分老押

l., -:J l:t .Q本乡亿l."中性子白增殖劫果到十分记理n毛主

专白罔，核分裂性物黄力~J~7川7 亿离In 7d: v> 本乡 tζ 忿?

τU 毛。 ζ 白二k 乡』ζLτ大量白工木房年一到核分裂亿二k

?τ生成ðn毛。

原子:庐内l'~臭气3τ反æ;度剖高去 ?τL 幸'?t..ζ塌合，原

子爆弹ω塌台之同撩亿，中性子数白增殖，使台 τ出力ω

增殖加起ζ 毛 ω L' I土忿们如之想像ð n .Q o l.，如l." ζω

场合仗，上言己ω阻止力M完全亿助果老凳挥T .Q ζ tlζ 忿

切， ζ nlζ打i?膀?力以7d: v)。原子伊?眩，十分亿熟如

蓄横ðn丈:场合， '7 7 二/力;jl[ i?亿 /\7/\7 亿7d:.Q白老阻

止T毛爆菜切存在L怒U。号白蜡果， ζ白辛苦公事故飞?

凳生T .Q辑工:{， Jv 平、 -1立.::+ <小型白原子爆弹杠上t--飞τ

?主之.::+ <限 i? nt己也 ω一一数万分白一白才一夕'-L'小

ð v)一一-l'态态。

子工 yν/7千口事故力f一例之 Lτ就明-c.~毛。 ζ 白事

故-C'I立，的 4 秒寸，原子伊出力加 1 ， 000 倍记也忿气J t:: 茄，

生成ðnt..ζ熟工二t， Jv字一ω能量以数十万兴丈r :J .:z. -Jvlζ 

抑之 i? n， ζ nl主原子:伊l' 2 分以内亿生成ðn .Q 工:{， Jv 

年-1二等l.， P。 ζ nlζ对l."原子爆弹?以数十健」近 jj :J

.:z. - Jv (J)熟工豆t， Jv平一加生成ðn.Q 。

子工 /ν/7千口事故L'(J)爆凳l主核爆凳l' 1主主主力主'?t..二。

原子'庐白出力力'1， OOO f]音也增加 L光之意，生成ðn .Q 工

:{, Jv ;f' - t 抽出 ðn毛熟之 ω罔亿如7d:1) ω不均衡力宝生 U

元。燃料♂遇熟ðnτ，小ð"主高温白小片亿分断l." ζ

ω小片却奔常 lζ垣峙罔』二洽却系中ω水分子去蒸凳吝甘

t..二。 ζ 白奔常tζ高速飞?θ蒸氮白生成白搭果，衙擎波如生

巳， ζ n力f原子1庐槽造物毫破壤L元。原子伊槽造物l主耐

压性可?以忿如一2 元。 ζ 白破壤ω後，放射性物黄白缸散到

生 U元。子工 lν/7千口事故?生t..::t..ζ横械工豆t， Jv年 -li

多分 TNT L'数百二于口~.予二、程度L';t;毛币， ζ 才11ζ对L

小型(勒衔的)原子爆弹?以 TNT L'数万卡 /'1ζ及点。

于工 Jv /7+千 1) L'眩，物的忿破壤I主 ζ 〈局所的?怒也白

?且;'?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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