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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凳途上国 l二扣付毛放射性魔囊物ω管
理:高苯毛二是σ〉必要性

罔是~/\ω言忍言表ω高去。 tζ 主。技俯援助~魔案物管理

助言廿~t:又 ω要言青力去增大 Lτu 毛

同凳途上国ω罔寸，原子力白罔凳之利用面-e t;s.司"楝支援 L如受仔 b 才L忿U倾向亿&;毛。 ζ 白 K.T.卡一?又1)

大~忿差别lJ. G 才L 恙。一部&;斗5 ~) f主完全公核燃

料分寸'夕加白活勤若有L-， *元以专n去追求L

τ~) 毛国陆少忿 ~)o 阔凳途上国 11 力国?以T

-r亿，始鼓偏容量 860 万 kWω原子力凳重7

7 二/卡老所有L τ~) 毛剖，重力需要ω增大如已

吝 5 亿多〈 ω阔凳途上国力去原子力凳雹所任持之

乡之 Lτu 毛。 L如L-， ζ 才lGω国々白大部分

力主财源不足之技衔的尊阿知戴白不足亿恼主 ðn

τP~。数为国力主研究!庐去所有L-，少数白国力T

'/7/'探篮打点。、精鲸事棠去行?τμ 毛。 I主 K

Iv 1::.:白阔凳途上国眩，原子力去医学，晨棠，崖

棠，研究白分野?利用 LτU 恙。

ζ 乡 L- t..::利用白丁「叫τ如已，安全如?劲率的

忿管理去1Z'、要(:9"毛放射性靡素物力t凳生?毛b

ft-r易恙。近年， ζ 乡L- t..:: 言者国剖， IAEA fζ对

L τ，当面Lτ~)~己重大忿罔是iHζ取。粗心光b

tζ，技衙援助之磨素物管理ω助言-lj-- t:"又去求

占b~ ζk 别增大Lτu 毛。

特别的必要性t菌罔踵

多〈白国々寸，放射性鹿素物管理亿付号主才L

毛僵先腼位眩，原子力阔凳ω.::"< 初期ω段陆?

以，哥~n力主当然龙之3 代主 1目位二):: t)高〈忿~)。

国凳途上ω世界?眩，一般的忆， ζω状况l主

多〈白理由如 b镜uτU恙。 ζ 乡L- t己事例白大

多数亿，放射性磨素物ω安全管理ω重要性亿罔

?毛韶蘸力去欠如LτP~己。号才L故tζ1~~)僵先顺

位，不十分忘予算，不十分忘只夕 γ7 之不十分

1) 卡一?又只眩， IAEA 核燃料-lt 1 夕 }v. 庚素物管

理部ω前又夕 γ Te~~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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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向全体力宝安全罔题亿阔Lτω韶戴白忿 3 亿?

t;s.力'-:J τμ 毛。

&;~少一又?以言真-:J t二安全亿罔7 号3 意勤力主流

行 Lτu元。属素物也分向Im f立解泱 L牛9" <, 

i屋已达毛 ζ 主力'-C'恙，号才L自身?解决?意毛之

们-:J t二正L-<忿 Pij忍言我却起 ζ -:Jt..二。言者罔题以燕

铜ðn力，;-t玉寸，三Hζ磨素物眩， P< -:J如白 7一

只飞~. f主人里离lnt..ζ 之 ζ:? -C'不通切』ζ脖葳ðnτ

~) t..:: 。

今日白多〈 ω特有白罔是iH主 ζω 二k 乡忿状直~f乙

根宰了 L τ 扣。， 主t..二罔凳途上国ω大部分剖当面

L τμ 占3 撞度ω财政上ω 困要在亿括。、付们τ 们

之3 。扣< L-τ属素物管理亿对9"~资金ω配分量

;士，突隐ω必要tζ上七<<.τ，往々 tζLτ度去越之

τ1~额之公毛。

ζ 乡 L元状况ω上亿，最也重要忘 ζι 眩，安

全罔题亿罔丁I~己遁切忘法律，革且辙，政策理解力王

多〈白阔凳途上国?欠如Lτu毛 ζ 之亏、&;~。

原子力利用如己生匕占3属素物ω管理去行乡藉

国寸， --:J白主要忘向题以，使用清办白放射锦

源-C'&; {己。多〈白塌合， ζω罔题白压力§切之重

要性tζ国 Lτ，情幸自却不足 Lτu毛。在泉源 l主 L

I王L- fi不注意亿保管3 才1τ jOt)， ~)<-:J如白塌

合，奔放射性物置之主毛亿保管主杠，专 Lτ重

大忿事故力主凳生 Lτu 毛。

1, 2 基白原子伊老毛?原子力研究斗Z/' 夕

一， &;~~)f主 7 千 Y 卡--;/'生崖施鼓ω&;~藉国

?除鹿素物管理θ罔Im f主点。重大?态恙。版密

忿最小限化，隔离佳，集稽，取扳~)， ::I /'7 千 ν

3 二 /';fω方法 I立大多数白言富国?芙行主才1τu

忿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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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ω塌合，磨素物管理ω仕事l士，之 ω罔是E

Iζ罔 Lτω遁当忘素地也忘<， ;b毛~， ，主支援?

毛粗楠毛lJ' < ，科学者lζ 任过马才lτL￥石。不适

亿色，大多数ω少一又 τ。只夕 γ7 陪同棒l二阻力〉

ω多〈 ω责任也持?τp 毛白-c';b恙。

ζ 白状况亿æ:c: τ ， IAEA 眩，放射性鹿禁物

白安全管理亿必要忿千 '/77 又卡?夕子乍一争

事阿技1;f;Jω凳展安目指号乡之 T~各国ω努力去

支援T~tζ吵忆，多〈 ω .J力二;可A 去作。出 L

τL 三毛。

技街1勤力7'口?工夕卡 技俯悔力7口 Y 工夕

卡汇点 ?τ ， IAEA f主支援去行~，，自1[楝叶画牛

7 工口一二/γ7去用意l."言空铺平器具之之也 tζ

尊内家 tζ 主主5 助言告提供 L τ\" -i己。理在， 20 

力国力， 33ω7口 Y 工夕卡去通 U τ放射性磨素

物管理ω分野-C'ð 袁军袁公形ω技体T援助老受吵

τ ~' -i己。 7口 Y 工夕卡白要言青去查定丁I~ 亿克元

一3τ ， IAEA"C以各国白苛画ω固有各占s ~，以全

般的罔题之僵先JI目位老考虐亿入和τu 毛。

嚣整研究封面 (CRP) CRP f士，罔凳途上

国♂特别ω研究阔凳子一?亿-::.H ，τ7 1"川千久

安受付毛重要lJ'乎于二/才、 lv è l., τ横能 L τp 

毛。 T'飞τω言者国力fζ 才uζ参加l'、~~。 ζ 才uζ

参加?毛 ζ 之亿二t-::>τ，国凳途上国眩，专白分

野?ω最新ω失日晃去，研究击圃专ω 毛 ω如I?，

扫主。、吉普桔果加甜言命ðn -i己定期会合如 b受 '7取

毛 ζ 主力'l"若恙。 E且在，放射性属素物管理白分

野-C"士， 7 -:J ω造行中ωCRP 币;b石。

哥?ω lJ'如寸，磨素物也分ω安全言平倔惊之〈亿

重要lJ'尹一7 l";b~。津地居姐分 l士，燃料分千

夕必争放射性核撞ω使用 tJ' I?凳生?毛，比较的

大量ωfg; ν叫/ν .tò尘。、中 ν叫/ν放射性靡素物ω

丈:l5b lζ遣回才ltζ 才 /':/3 二/l'、;b恙。各国ω理制

当局 l士，规定主才lJ二放射击泉上ω性能基擎亿遁合

L得~ζ 之老示Tt二吟忆，安全言平倔老行公乡之

主任求l5b ~o IAEA ωCRP (r津地自放射性磨

素物姐分施鼓ω安全言平倔」主呼国才Lτp 占S) -C' 

蚀，安全言平倔亿使用 ðn~安全毛 71v (J)相互比

较牛有劫性ω罹韶杏，专白秸果lζ对丁I~信赖性

ων<<1ν去向上 ð 甘占3 目的毫毛 ?τ，行?τ~ ，

毛。理在眩，国凳途上国 7 力国去二、< Ù 17 加

盟国ω参加者别正式亿 ζ 白苛画亿参加 L τu 

毛。

自11籍!哥iOO主研究棍察一国t! 吵白，;b毛~， ，主

地域主元以全世界去对象之 T~ 司11楝哥画变通

C:，同凳途上国如马白科学者导管理者眩，磨素

物管理白分野?必要之 ð 才l~尊内知戴老手亿λ

才l~槽会去持?ζ 之币-C' ~ ~ 0 1976 年如马 89

年;1:. -C'ω 罔亿， 60 力国力洁白梅奇 206 名 ω参加

者别 ζω言十画亿出席 l.， t二。专才1 亿加之 τ ， 59 

名ω科学者币， 1990 年之 91 年忆中柬'3一口

、y 川， 77 口为白言者国l"7ν '/ s/ ðnt二地域;b

~ ~'f立国隙的司1[嫌击画亿出席 L 元。

尊同的活勤 f:f力斗ζ 也多〈白活勤剂，原子力

白利用亿二u己磨素物管理问题亿取。粗心丈:占0

亿，理在道行中℃、态石。放射性物萤ω崖棠，医

学.tò尘。、专ω他ω分野?白æ:用眩，罔凳途上国

亏、眩，荠常 tζ早们叫一又可?道行 Lτ It'~。使用

清办ω放射锦源， ~二< Iζ7 s/r; Á 226 白主乡公

荠常』ζ有害lJ'跟源ω管理白罔题以， ζ 才L I? ω取

披~，~规制T~体制白忿U国々?以，黯急ω罔

是!!!l'、;b~。 ζ 白罔是!!!Iζ对7 号3 支援ω一部之 L

τ ， IAEA'主 ζ 白罔题ω本贯主重要性毫克宦

l."放射银源ω决定，毛二夕口 y夕，管理θ方

法去改善T~努力去支援?毛 T一夕叫一又去，

理在作成中?、克毛(次白白事去参照)

原子力利用白全般的lJ'分野亿商 Lτ，多〈 ω

技衔?二工 7 Ivtß i.b t) , 主 t;:. 主在偏 3 犯-:J-:J正5

态。专才l l? Iζ 眩，庭素物ω最少fGè 隔雕，使用

清办亏、富、国 ðntζ锦源牛阻力〉ω固体磨素物ω取

披川，横查.tò主(j她分，属素物ω中罔R宁葳，放

射性放出物白也理之 3 二/于千二/3 二二/夕，有榄

鹿素物，酣脂磨素物ω取扳It， .tò主 σ横查，集中

磨素物姐理.tò J: (j~宁葳施鼓白鼓哥去含Iv茫尹一

?会取扳?τL￥石。磨素物管理白兰袁军主合技

衔的罔题tζ国?毛 \:"7才毛作 I? nτ .tò t) ，与~n

I立，磨素物姐理施鼓ω建鼓tζ国心ω;b~茜国老

支援?毛元的 lζ摞准化 l.， t二言童音十ω撩亿，尊阿家

ξγ 二/3'/1ζ 二t t)提供态才Lτ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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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MAP: 全世界的7"1'口一子

全体的忆晃τ ， IAEA ω "ð幸言~.* 7;t事棠眩，
阔亮途上国币，自 bω放射性磨素物归管理白面

寸，二t t)自立的忆，点。信赖-e~ ~己止台忆之E 毛

ζ 主去目的 èGτU 毛。 ζ 叹〉言者目的老造成?毛

t:.~ 忆，各国老助抄毛劫果的7;t手段l主磨素物管

理助言言十画 (WAMAP) 寸， ζ nl主 1987 年策

定 "ð nt:. 。

WAMAP~篝圄陆，全世界去对象 è G，哥?

ω活勤蚀， IAEA 白技衙尊同白又々己/ -\"口又卡

~尊阿知载主同楼阁θ技俯悔力7'口 :7' 7 .Þ.~硅

酸主白梧渡L去?毛 ζèfζ ;;V.Q。鹿禁物管理ω

嚣分野ω尊阿家』乙二k 毛手-.Þ.却要需tζJJG 之 τ加

盟国老前n， 展素物管理白必要性，芙牒，手箭，

体制忆罔Lτ包括的7;t概皖去行川，主元，;;V毛

场合tζ 陆援助老必要主?毛特定θ分野tζ -:J \， )τ 

对店、去行步。

专白重点眩，鹿素物管理己/只尹A全体θ槽成

要素ω芙隐的忿展国之造成具合』ζ置如扎毛。二

扎t? 1ζ 以千二/77 又卡?夕尹气'一，庭素物取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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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点rJ姐理技衔，属素物脖葳挡在rJ姐分， 7 

7 二/探缸:13尘。、精鲸，庭素物管理，鹿止，使用

清h-~放射锦源管理，安全言平恼， PA 罔题加含

辛扎毛。援助ων叫加以各国白原子力亮展白段

隋汇点 ?τ臭7;t -;>τU 恙 。

今日幸亏亿 35~WAMAPξ γ 己/ 3 二/ (专

ω 乡宅 1 -:J 1主 IAEA~放射锦防嚣助言子-.Þ.

7口夕t 7 .Þ. è 共「司专笑理"ð n1;:.) 力~ 34 力国专

活勤 Gt:. (地回参照)。专ω 乡色 11 力国剖原子

力凳琶所剖燃料?千夕 jν施鼓ωuγ札扣，主1;:.

1立专~双方老毛毡， 9 力国力;77 :/;;V毛\， )1主毛

步-!f 1 卡。)， * t:.1立专 ω双方ω也理击固老毛
色， 11 力国制扫毛』ζ71') ←-7'毫利用 L τ 

\,) t:.。全体 èGτ9 力国如 bω41 人ω尊内家

主 IAEA 加 ζ 白 ξ γ 三/ 3 二/ 亿参加Lτ \，) .Q。

WAMAP 主 γ 三/ 3 二/ 眩， "ð t?亿多〈白国家

的忿意蘸之配E董老æ、要 è -t毛多〈 ω镇域老罹言吉、

Gt:.。各主 γ 己/ 3::/1主号。〉葫查秸果之勘告去 ，

取切革且uζk 却可能7;t;;V毛\， )1立特别。〉罔题任除

去?毛芙隐的7;t解泱法 t乙之 qζ重点、去置μτ各

1991 年主专(J)

WAMAP 使li'i团

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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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当局;二辑告 Lτp恙。专机亿加之τ， ξγ 己/

3 二/ω行程中汇，尊阿家 l士，专ω国ω磨素物管

理又夕 γ71ζ，专白塌气?ω助力争7 F)\'1 又去

行?τu 毛。

各 ξγ~3/ω7 才口 -7γ7ρ行勤ω二?之

L τ. IAEA ω技俑者记刑. WAMAPω勘告

老莫行丁I~ 元的亿各国当局亿点 ?τ!:: i?:h元姐

置去追胁Lτ~ ，恙。 *t二，支援白丈二协白技街ν

水一卡予安全管理，之〈亿使用湃办ω放射操源

ω管理白芙隐去示 lJ.:技俯t:"'T才去送付?毛。

司~L- τ，塌合亿主 ?τ 陆， ζω分野τ、ω今以上

ω支援去行乡 t二占5 亿尊向家安派遣Lτ~ ， ~。

宦面 Lτp 毛 ζ 主力王明已如 tζ t:J.-:; τp 毛。丁「忿

b 毡，意言在ω欠如，扫二Uf法的规制，千二/77

又卡?夕乎于财源，尊阿知戴白欠如，专才L

tζ加之τ多〈白国力2靡素物管理tζ{寸与7 号s fß; ~， 

{基先川自位亿主 ?τ起ζ 毛蒂固是~t:J. ë-C <t>号3 。

L- tζ 力， -:;τ挑鞍之黄任ω雨面力'i?lEL- P言平倔

老先之7、行乡必要性力宝岛主己。外部如 bω援助l土

国内白活勤老剌激T~剖，主要忘努力以专白国

自身ω手?行b:h~己代~-r<t>~己。

国凳途上国亿之一〉 τ原子力ω恩惠、老受 ft 号5 亿

以，安全在放射性鹿素物管理己/又尹 A 去持?ζ

之力去南色对 tζ必要?各占3 。 ζ 白困黠t:J.仕事去造成

L 二k 乡之丁I~蒂固去援助?毛 t.: ft; 1ζIAEA ω 

挑黯l二店主τ 横情之音十圃， 之〈亿 WAMAPf主， ζω罔题ω

ζ :h *-C述<<t二点乡亿，同亮途上国陆，放射 理解去推造L-.各国白能力老向上运气圭毛 ζ 之老

性磨素物ω安全管理亿罔Lτ，重大 t:J.藉罔是~Hζ 基本亿描uτ~ ，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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