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Y2K、核保障和实物保护

进展与合作

KALUBA CHITUMBO ,JOHN HILLlARD 和 JAMES SMITH 

根据与时国家缔结的 响核材料实物保护系统。 问题有关的信息和专门技术

协定， IAEA 实施核保 IAEA及其成员国采取的步 知识提供场所。

障和核查措施，以便向国际 骤，在应付这一挑战方面己 这部分工作是 IAEA 于

社会提供有关核技术被和平 有了重大进展。 1999 年 2 月组织的国际

利用的担保。目前有近 900 在 IAEA，核保障司采 Y2K 问题研讨会的后续行

个核设施和其他场所处于核 取的旨在将所有的相关系统 动的一部分，因为 Y2K 问题

保障之下，机构去年进行了 转换成能适应 Y2K 的行动， 与 IAEA 的核保障和核材料

大约 2500 次检查。机构的核 己几近完成。该项工作包括 实物保护有关。(见第 22 页

保障体系是世界控制核武器 对获取和评估核保障数据的 才框。)此次会议召开以前很

固 扩散这一努力的核心组成部 许多测量系统进行调研和测 久，机构的核保障司就已经

分。 试。专家们发现多数系统已 确定了对成员国和有关组织

在执行国际核保障时， 经能适应 Y2K，有些则不需 来说比较重要的四个主要领

机构依靠大量的数字设备和 要进行转换，只有少量系统 域。它们是:

计算机系统，包括己批准用 不适应。与这些不适应的系 核材料衡算。核材料衡

于检查工作的 100 多种仪器 统相关的软件将在进入 算是机构核查活动的基础，

和设备系统、有关的用于评 2000 年之前逐步淘汰掉。此 它依赖于特定的计算机应用

价数据和报告的计算机程 外，该司己对程序管理、信息 和计算机系统，以及与成员

序，以及用于储存和处理各 处理和通信支持所需的特定 国主管部门的紧密合作。在

国所报信息的全面衡算数据 计算机应用和数据库进行了 实施这一措施时，设施的运

系统。 评价、转换和测试。 营者和国家的核材料衡算与

2000 年 (Y2K) 问题或 将进 1999 年 7 月，注意 控制体系 (SSAC) 负责记录

者说"千年虫"问题，对计算 力被放在解决一切尚未解决 和存档，并定期向机构报告。

机系统提出了重大的挑战。 的问题上，并就 Y2K 问题加 IAEA 核保障检查员的作用

因此，在过去的 4 年中，这一 强与世界各地参与实施机构 是通过独立的测量，定量地

问题己引起 IAEA 及由机构 核保障的成员国和组织的主 核查该国帐目中记载的核材

成员国和有关组织构成的国 管部门的联系。努力的重点

际核保障界的极大注意。 在促进进一步的信息交流、 Chitumbo 先生是 IAEA 核保障

Y2K 问题有可能影响核保 对补救行动和制定应急计划 信息技术处处长。 Hilliard 先生

国际原于住机构ìi掘， 41/2/1999 障的实施，同样也有可能影 进行指导，并给交流与 Y2K 和 Smith 先生是该处职员。



料数量。这些活动对于有效 1998 年初， IAEA 给成 独的专场会议上，均对共有

地执行核保障和核查国家的 员国和有关组织发了一封 的 Y2K 问题进行了广泛的

申报单是十分关键的。 信，通知他们 Y2K 问题可能 讨论和交流。对于制定万一

测量和评估。 IAEA、设 会影响到核材料衡算报告的 发生问题时用的应急计划问

施营运者，某些情况下还有 产生。这封信提供了两种可 题，给予了特别的注意。

SSAC，要对在接受核保障的 用于报告帐目内数据的格 结合此次研讨会，发了

设施与场所中生产、加工和 式，并要求各国与机构联系， 一张调查表，调查成员国对

使用的核材料进行测量和评 表明他们倾向哪一种数据报 Y2K 问题的准备情况。收集

估。测量是用无损分析设备 表。 1999 年初又给尚未答复 到的信息正在帮助机构和各

和相关的系统进行的。准确 的国家发了一份催询单。此 国判断适应 Y2K 的状况，并

而可靠的测量系统，对于有 外，机构还于 1998 年 10 月 确定出也许需要给予进一步

效地核查这些设施中的核材 给成员国和有关组织发了一 的帮助与指导的领域。到目

料是不可或缺的。 封信，明确提醒他们注意与 前为止的答复已对确定出具

过程控制与监测系统。 核保障设备所使用的软件有 体的 Y2K 问题提供了帮助，

核设施中装有过程控制与监 关的 Y2K 问题。 并为下一步的行动奠定了基

测系统。它们主要用于生产 国际研讨会。为了促使 础。这些答复表明，所有的国

活动，主要靠基于计算机的 人们更多地关注这些及其它 家已经开始确定这些问题，

系统和嵌入式部件起作用。 问题，机构于 1999 年 2 月初 多数国家处在提出解决办法

国但这些系统也可能直接与核 召开了"国际 2000 年 (Y2K) 的阶段。如果需要帮助的话，

材料的衡算和测量系统相连 问题:进展与合作研讨会"。 它们主要与如何改正这个问

接。 与会者有来自 48 个国家的 题有关(不同于确定问题和

实物保护设备系统。实 代表，以及参与提供信息技 寻找替换这种系统的援助)。

物保护措施是国家用来防止 术服务的公司的代表。这次 研讨会期间，有几个国

核材料被盗和防止核设施遭 研讨会包括 10 个专场，并以 家指出，它们需要更新衡算

破坏的。实物保护系统包括 宣读技术报告和举行工作会 软件，并表示有兴趣接受咨

这样一些设备，诸如出入控 议为特色。共发表了 40 篇论 询或提供软件形式的支助。

制器件、探测闯入的工具、闭 文，内容涉及 Y2K 问题的各 在测量与评价及过程控

路电视、中央报警站，以及通 个方面以及与上述四个主要 制与监测系统领域，调查表

信线路，它们也靠基于计算 课题领域有关的本国评估计 的结果表明，所有国家正在

机的系统和嵌入式部件起作 划。 解决已明确的问题，并预计

用。 这次研讨会给一些国家 能在今年 8 月至 10 月之间

报告它们的活动和更多地了 完成。在对此调查表做出回

交流信息和经验 解机构在解决 Y2K 问题方 答的成员国中， 40%的国家

在过去的两年中，IAEA 面已采取的措施提供了场 报告说，已经制定了万一截

-直在集中精力加强对与核 所，因为这些问题与核保障 止日期己到问题尚未解决时

保障有关的潜在的 Y2K 问 的仪器仪表、应用软件、报告 使用的应急计划。

题的关注，交流补救行动与 系统和实物保护问题有关。 研讨会中关于实物保护

应急计划方面的经验。 无论是在会议期间还是在单 的工作会议，确定了国家监管 国际居于住机构通握， 41/2/1999



圄

国际雇于拉机构通报， 41/2/1999

共享 Y2K 方面的经验

来自近 50 个国家的政府代

表今年年初在 IAEA 开会，从核

保障和实物保护活动的角度研

究 Y2K 问题。各国在这次国际

研讨会上发表的报告，回顾了各

国已经采取的行动，以及他们所

遇到的具体问题。若干报告涉及

到一些技术问题，包括与嵌入了

微处理器或控制器件之类部件

的系统相关的问题。其他报告回

顾了与核材料衡算系统、核保障 基于计算机的系统和分析工具是核保障体系中不可缺少的组

设备和仪器，以及与 Y2K 评估 成部分。

计划范围内的核设施有关的措施。 萨克斯坦、加拿大、日本、罗马尼亚、保加利

在这次研讨会上发言的有来自下列国 亚、马来西亚、摩洛哥、苏格兰和波兰。此外，

家的代表:联合王国、美国、印度、泰国、俄罗

斯联邦、印度尼西亚、阿根廷、中国、乌克兰、

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瑞典、白俄罗斯、哈

欧洲原子能联营 CEuratom) 的一篇报告回

顾了它们的核保障报告与仪器仪表系统的

现状。

部门应该采取的行动和核设 提供技术援助而言 .IAEA 家并提供面对面的咨询;

施运营者应该采取的分析其 作为国家间的协调员和促进 ·制定应急计划。

实物保护系统的行动(包括 者的作用显得更为重要。由 到 1999 年年中，有 9 个

制定行动计划)。此外，与会 于机构过去的工作和与成员 成员国请求提供援助。这些

专家就如何制定在实物保护 国的不断联系，各种需要己 请求多半是设备、 SSAC 软

系统部分或全部失效时需要 经确定。其中包括: 件和实物保护系统方面的。

执行的应急计划提出了一些 ·组织援助和/或培训， 这些请求已通报给曾表明愿

建议。 以帮助一些国家评价已有的 意提供技术的或其它形式援

该工作会议小组的报告 衡算软件，软件升级或开发 助的成员国。

可以在 IAEA 的《世界 新的道应 Y2K 的软件; 为了审查此事的总态

原子 》 网址 C www. iaea. ·需要时提供适应 Y2K 势，核保障司将于今年下半

org / worldatom / program 的软件; 年召开一次 Y2K 工作组会

/protection)上找到。 ·提供有关实物保护问 议。这将为估计进展情况、评

题的指导和援助; 议已采取的行动和研究或许

今后的行动 ·组织援助性质的出 需要补救措施的尚未解决的

几个月过去了，就有效 访，办法是派一名专家或一 问题提供一个机会，尽管时

地交流Y2K 问题的信息和 小队专家访问遇到问题的国 间已经不多。 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