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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l二扣付毛 OMEGA 言十面:国隙协力

ω基握

日本ω核程分离在·消诫她理言十圃ω概镜

原子力凳雹所白安全性白保IDEt 忘鸟 儿寸，使

用清办燃料白再姐理如已凳生丁I~高ν<<'Jv放射

性鹿素物(HLW)ω管理眩，将来ω原子力凳

雹阔凳亿影誓?毛最毛重要t:t要素ω-~亿位置

-5 ~t i?才1τμ 石。

日本?眩， ζω高ν<<'lv磨素物ω管理忆罔?

毛政策?眩，高ν公/ν磨素物去安定 \..-1.二形亿固

化\..-， 30 年~50 年ω罔洽却\..-，哥?ω後，深地

眉姐分丁n己 ζ tlζ 忿7τ~)~ 。专才1亿加之，日

本白原子力委虽会?眩，高ν<<'lv磨素物老有用

怒资源tζ奕摸\..-，磨素物姐理ω妨率去最大tζ7

号S t~ 协白技衙周凳tζ罔心去示Lτu 毛。 ζ 白雪十

画在E造协毛 t~ ttJ Iζ ， 1988 年 10 月忆「核瞿分酿

·消诫妞理 (P一T)ω研究阔凳ω元协白景期

轩固J :l3主i.J ，-核撞分雕. rl肖诫妞理白罔凳」之

U 乡 2~白辗告喜老出 3 才l 元。 ζω言十画?以

2000 年去 ?ω技衙阔凳ω道筋去示 L τu 石。

ζ 白雪十圃 l立， "Options for Making Extra 

Gains from Actinides and Fission Products" 

白贾文字号r t 1), ~才兴式r (OMEGA) 哥圄』

之呼国才Lτ~) 毛。

同轩圃陆，日本原子力研究所(JAERI)之

勤力伊·核燃料阔凳事棠团 (PNC) 白同楼阁

ω研究成果去相互亿粗必合b甘τ行b才L毛。主

元，民罔?以，雹力中央研究所 (CRIEPI)剖

ζ 白予一?亿~pτ研究阔凳去造bτ~τu

恙。

1989 年 1 月亿眩，日本政府(科学技街厅剖

代表)除核瞿分雕·消掘姐理技街亿商?毛情辑

1) 川|原田反陆日本ω科学技衔厅原子力局;{ 'j 夕工 ν

F推逢室灵?易毛。

交换汇 ~~)τ国隙的怒共同研究作棠老提案 L

元。 ζ 才11主程清悔力阔凳楼槽·原子力楼阁

(OECD/NEA) 白梓粗ω下?提案ðn元。专

L τ ， 1990 年 11 月亿怯日本专ζ 白于一?忆国

?毛初会合力主阔如才1元。同言十画 tζ 眩， OECD

加盟 11 力国之国隙原子力楼阁(IAEA) 指点

。、欧州共同体委虽会 (CEC) 白 2 国隙楼阁剖

参加 \..-t~ 。

日本l二扣tt毛 OMEGA 哥画

OMEGA 言十画陆 2~ 白 7 工一;有亿分 ~tτ行

b 才l~o 7 工一父 11主 1997 年幸亏ω期罔， 7 

工一父 21主 1997 年如与 2000 年*L'L';j;) ~o 7 

工一父 1 L'陆各瞿白棋念安哥倔\..-，必要忿技街

ω阔凳老目的 t \..-t~基睫研究 k甜酸老行乡。 7

工一;可 2 飞?眩，技俯白工学就散:l3点 V'/ 也\..-<

I主概念ω芙IDE圳青十固兰和τU 恙。 ð i? Iζ ， 2000 

年以降亿陆，核军重分离在·消诫姐理技街去突言lET

~t..ζ 占。ω川-1口 γ 卡施在加建鼓3 才1~ 予定-r';j;)

~。

核檀劳雕国凳丁1<<'运主要技街陆次ω3~寸

易与S : 

·高ν吠lν磨素物白核撞分雕技街

·再姐理工程?ω不溶性ω残渣如已有用金属在E

回叹T~己技街，:l3二1::i.J

·分雕3 才1t..二有用金属ω利用技俯

核疆分离在眩，高ν<<'Jv磨素物去超'/7 二/元素

(TRU) ，只卡口二/子 '/.Þ./七二/ '/.Þ.元素，尹

夕本子'/].，、 //'~7 己; '/.Þ.元素，与fω他ω元素，

白 4~ω ~flv-7亿分理丁I~ζ 主L';j;)毛。

核疆分雕技街去1::".2一ν 夕又法兰就合\..-，使

用清办燃料亿含主 n否有用金属在E最大限亿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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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1"" {己 t~~1ζ，胡和白之才11:二最遁己/又尹 A 高速伊江上[:.r飞τ J:: 1)劫率的t;J.消诫姐理ω能力加

ω研究剖行b才1{己。主元，溶融垣亿二t ~己乾式法 ;1) 6 元吟，技俩同亮ω-":) 白候捕1';1) 6 0 7ρJv 

牛异辈/撵凳法lζ 主毛再姐理?θ突施，遁用可 卡二 7 .10..去燃料 t L. tζ熟中性子:庐也代替候楠ω

能性tζ":) ~)τ 毛研究 ð 才16 0 -":)l";1) 6 。

Jv 尹二亨.10..，口 >?7 么， /'\7 二/7 .10..忿 E白有 最近白 ~)t) C6 L.~)加速器技衙白阔凳去考之

用金属老再也理溶液白不溶性建渣如马得主5t二占b {己之，加速器θ遁用惊，消诫她理ω手段主 Lτ 

ω回!/x技街力王国凳主才1- 6 。 ζ 白 ff扣，清澄·分 主。魅力的怒也白 tζ t;J.1)":)":);1)~己。 TRU 核军重

雕技街也阔凳ð 才1- 6 。二 nl土 t~ t 之四回叹ðn 之臭寿命ω核分裂生成物去核破碎反町、主专才1- 1ζ

tU'\7 ♀J 7 .10..元素如马白果寿命核瞿寸';1)毛 /'\7 主也忿们大量tζ放出 ð 批斗5 中性子亿二t -:J τ消诫

>?7 .1o.. 107ω分雕忘 ë-C+;1)毛。 组理去行步先 ~Iζ，院子加速器力古国凳ð 才1- 6 。

分雕3 才1- t二 TRU 元素之核分裂生成物 (FP) 兰已汇，又卡口/'子亨.10.. 90 导也己/少.10.. 137 忘

ω加工技街毛， ζ 才10 白将来亿jO付毛利用之姐 ë'ω中性子断面横ω小主 U核程去光核反应?消

分ωk~fζ罔凳ðn6。分离lðn光又卡口 y子 诫也理1"" 6 元的白雷子加速器也同凳ðn6。消

亨A 兰奇~ "./7 .10.. ω固定化以，专才10ω利用·也 派姐理二/又尹A白全体白工斗~Jv 年、一- /{7 二/又

分白先 ~fζ必要?连5 恙。 去改善1"" 6 元份，加速器之未酶界燃料集合体(未

j肖漏地理阔凳1"".r(兰主要技俯以原子rfi 之加 酶界伊)去粗办合b甘元八千 7 口 γ ←-"./又尹

速器ω通用白分野l" ;1)恙。 么白研究毛行bn占3 。

原子:庐眩， TRU 核撞ω消诫妞理θ早期突理 罔逗基睫研究 TRU 核撞主核分裂生成物;ζ

ω t二占bfζ植bτ合理的公手段去提供1"" 6。混合 ":) ~)τω信赖寸兰 6 于一夕代一又眩， OMEGA

酸化物 (MOX) 燃料也L. < I主金属燃料去装荷 叶画忆之 ?τ不可欠?岛之50 TRU 导核分裂生

L. t二步卡少。.1o.. ì舍却ω高速增殖伊惊，专ω相对 成物ω物理的·化学的特性亿国?毛基睫的研究

的亿大运 U高工 i， Jv手一ω核分裂ω t二份，多〈 陆，高ν.r( Jν磨素物如与ωζ n0 ω核檀白回~又

白 TRU 核檀ω消诫姐理』ζ通用?运之50 TRU 分雕，消诫姐理会行乡 t二份白原子:庐毛L.<以

去燃烧?毛高速伊 (TRU 尊;境:庐)眩，使来ω 加速器二/叉子.1o..l'、沙兮千夕 Jv 1"" 之5t二吟 ωTRU

OMEGA 击面亿扣It~核疆

分麟·消诫他理ω研究阴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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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科加工工塌 d童工一
圈」→Ld鱼一

再她理工塌

网布干也

章圣水j:j5

原子力凳雹所
300万kWthX 10基 99.5%U , PU 

第二届σ〉燃科-if1'夕儿， (p - T 吵l'夕 )1，，)

U, PU 1.21 

l刷刷时/忏
燃料肝藏 尊烧

100万kWth

TRU燃料 分融工塌
加工工塌

目宁藏

i 1111量昌. --一--一'
再如理工塌

核分裂生成物 0.3t

核疆分院. j肖源也理之幸Il.h

食扣ð 机先核燃料-tt1'夕)J.，.

奄通匕 1工 1 年罔 (J)放射性
鹿囊物ω7口一

-48 

醺睛望
燃料白裂造，忿 G rJ~ζζhG核疆ω利用ω光b

D科学技衔的念理解去向上主甘石。 ζhG核檀

ω核于一夕扫式。、熟力学于一夕力去，:庐物理之材

料阔凳ωTζ 份苦十测，幅集，言平倔主才L 恙。(国参

照)

OECD/NEA (J)活勤

程清悔力阔凳横槽·原子力横国 (OECD/

NEA) 陆，日本ωOMEGA 击画ω提案忆 LJ.:

力~~)， 1990 年亿 7 夕手/千 F核分裂生成物分

雕主消棋也理白先协町国隐情幸在交换苛回去作成

l" t.: o NEAω原子力罔凳委虽会眩， NEA 加

盟国罔?ω核撞分离在·消械也理tζ国?毛情幸匠交

换ω促造tζ-:>Pτ特tζ力去注~)"C运元。 ζ 才11主

核瞿分雕·消诫姐理ω基睫研究ω追求 k ζ 才tG

ω研究白劫率化力主重要?克毛元的 -C<ù 6 0 NEA

加盟各国汇:l3吵毛击画之活勤眩，地球规模白梓

粗办?θ情幸自ω共有之财源ω /-}v~ζ 止。，粗

攒的忆违桔"C兰态。

1990 年亿行;b ht.:最初ω情部交换会蘸亿辑

恙，尊r~家会合力" 1991 年 11 月之 1992 年 3 月

亿国催 3 机元以扣~三<-:J如别予定主机τP

石。第 2 回目ω情部交换会蠢蚀， 1992 年 11 月

亿米国℃、罔催剖予定ðhτu 石。

ζ 才L亿加之，徒来<Ù "':d .. ζ3 -:J白委虽会去凳展

ð 甘新先 tζ鼓置ðhtζNEA 核科学委虽会陆，

1991 年 12 月亿初会合去阔茬，核撞分雕·消诫

姐理ω基睫科学面可?白研究老行吾先协白新封面

去探捉 l" tζ 。

主要国亏的研究活勤

日本去初i'JJè.'9 毛各国寸， ζ 白国陈锦力ω梓

粗办亿主 6各瞿白研究阔凳活勤力古道 i'JJ G 才1τu

石。

日本 日本原子力研究所陆以下ω分野忆-:>\，)

τ，核撞分离住·消械姐理tζ回?毛研究老行?τ

P -i己:丁I~ ;b t玉，核疆分离佳技衔， 7 夕手/千 F

尊:境:庐白研究，高出力ω院子锦加速器亿主毛消

械姐理二/久 j'.Á ω研究，:l3尘。、 TRU 技衙亿国

"9 6基睫的研究怒 è.."C<Ù毛。主元，二眉槽造ω

核燃料.Jt子夕片白概念也横言才 3 才LτU 态。(因

参照)ζhl主第 1 .Jt千夕涉别徙来θ燃料兮千夕

)VC， 第 2 分千夕 }vtß核檀分雕·消喊她理兮1

夕 lνtζ 忿 -::>τu 毛。

勤力1P. 核燃料阔凳事棠团?以以下ω分野』ζ

-:>Pτ，核檀分离在·消诫妞理亿国?毛研究去行

?τ ~) -i己:'9忘 ;b t玉，核撞分离在技街(乾式扫主

rJ湿式法)， MOX 燃料去使用 l" tζ液体金属高

速增殖伊亿点毛消械也理研究，加速器去使 -::>tζ

t肖诫姐理~叉子么白研究，扫主rJ罔连基睫研究

~è.."C<ù 石。

7 予/'又 {L原子力厅 (CEA) 以 1970 年代

如 G7夕子/千 F元素白核撞分离在ω研究老造b

τ~τ 们恙。 ζζ 气?以 CEC 之 ω共同7口 Y 工

夕卡之 L τ，特』ζ高ν .rz lν磨液如与白才气 7、Y二

7 .Á:l3点rJ他白是寿命核撞ω抽出去目槽之 Lτ

~τp6 0 CEA -CI主* 光，轻水1P:l3二t rJ高速

增殖伊 r7 工二 γ 夕又』 ω燃料要素中ω7夕子

/1 F 白消诫她理ω研究去造bτμ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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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1 、Y 力 -Jv /\ Jv一工 tζ &5毛原子力研究它 子力阔逼ω研究阔亮ω再活性化亿贡献?毛主之

二/夕-~士，使用清办燃料如i? 7 夕子/千 F 去抽 也忆，健全i;t.状患白下，先端技街去 21 世祀亿

出9 ~ t~ tì) ω研究言十画老道防τ~){己。 ζ 白研究 也 t~ i? 9助旷è:i;t.石步。

毛主元，熟中性子:庐?ω7夕子/千 Fω燃烧ω

棒々忘可能性安横言才9{己白如日的"e&5石。

英国英国核燃料公社 (BNFL) "e ~j:， 1) -1f 

子夕加ðn~77/'~二 /Jv 卡二沙A如 bω 才、 7

、Y 二沙.Þ..， 7 兴叹己/勺.Þ..等ω7 夕子/寸'F元素

ω除去去内容è: 0 1.二同社ω商棠用再也理工程ω

改善亿力去λnτu 毛。

米国才一夕沙 γY国立研究所 (ORNL)

陆，酸化物燃料白照射tζ 主 ~7 夕子/千 F元素

ω特性tζ国9~基睫研究会造bτU 占3 。一方，

7 Jv 立/'只国立研究所?陆，金属燃料亿点毛一

体型燃料-1f千夕 Jv~庐 (IFR) 利用白研究去行?

τP 恙。 ζ 白金属燃料-1f 1 夕 Jv ω特微ω--:J

陆， ζζ 飞?以全τω7夕子/子 F 元素力主回l['Z ð

杠， 口-1f 1 夕 Jvð 杠，消费3 才l 之3ζ 之 t二岛之3 。

P< -:J如白大学?眩，高工木 /ν年、←粒子加速器

老用~) 1.二 7 夕子/千 F 之核分裂生成物ω消诫她

理ω概念去打1:，出 Lτu 石。

景期l二"bt:ζ毛研究努力

OMEGA if十固白桦粗ω下， ζ 才L 去('， ~ζ 各国

亏、军重々 ω研究胃凳活勤力主行b才lτu毛。核瞿分

雕 • i肖诫姐理技俯陆，臭期罔tζ 才--;1.ζ 毛放射性磨

素物姐分白鱼担ω程喊，号~0τ，资源白有劲利

用白一屠白促道主 U 乡缺点如 b 主丁「去?倔{匾龙

之3 也白 2二i;t."J τ~τ~){己。

L 如 0 ， OMEGA 言十圃力'9(" 记罹立也 0<

陆击画3 才Lτ~) ~燃料-1f寸'夕 Jv白川 γ 夕工二/F

政策ω短期的忘代替手段去晃?旷毛 ζ 之老目;擦

亿 L τ~) ~白气?以i;t. ~)ζ 之去肝亿命Uτ 扫力>i;t.

〈 τ;主怒已忿 U。气?才1.， è:" ζ 与5 扣， OMEGA~.十

画蚀， :!是期阔θ基髓研究阔凳去通Uτ，将来ω

世{~/\白利益去追求?毛研究努力("&5毛之考之

也批斗己。主元，核撞分雕·消诫她理技f;市眩，将

来亿扫忖毛高ν~Jv放射性属素物ω管理·她分

ω必要性亿之一3τ{~;b {己也白?忿Uζ2二加强5周

ðn i;t. < τI土耳t i? i;t. ~>o OMEGA 言十圃眩，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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