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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有 4叫座核动力 近几年，美国核管理委员会 告。本文着重介绍这些报告

堆正在运行。大多数国 (NRC)的概率安全评估已认 的内容。

家和地区的主管部门正在进 清核电厂的"全厂断电"是可 所有这三个国家都已开

行广泛的诊断和纠正活动， 能导致严重事故的事件序列 始采取行动解决其电网系统

以"发现和解决"他们核电厂 的主要原因。全厂断电指的 中的 Y2K 问题，但已完成的

中的 Y2K 问题。但在某些国 是这样的事件:丧失厂外电 试验范围及己计划的行动状

家和地区，还没有作出相应 摞，同时又不能使用厂内应 况各不相同。

的努力，且其工作主要集中 急电源(如柴油发电机)为电 保加利亚。保加利亚已

在偶发事故的应急计划和准 厂的安全设备提供至关重要 为能源部门成立了一个专门

备方面。 的电力。 的专家委员会，并叉开始按

这种状况着重说明了全 为了促进更广泛地交流 能源委员会主席的命令对

球共享经验的重要性，因为 信息和经验，国际原子能机 Y2K 问题采取行动。所要求

诊断和纠正活动的成果可能 构于 1998 年后期组织了一 的行动包括拟订所有重要部

对所有国家都有益。尤其是， 次专家会议，以收集运行核 门的信息和管理系统的清

因为在国家和地区的调度中 电厂的国家中与电网运行有 单。到 1999 年初，这些组织

心广泛使用着相同的部件、 关的 Y2K 活动的信息，并确 (共有 74 个公司和 30 个分

设备和软件，所以"发现和解 认与电网失调有关的具体行 部)中的 72 个组织已经完成

决"其电网控制系统和与计 动和问题。重点放在东欧的 对 Y2K 问题和解决这些问

算机有关的技术中的 Y2K 一些国家。这些国家在采取 题所需资金的估算。

问题的活动十分有价值。 Y2K 问题纠正行动方面已 制订计划和实施活动对

一般来说，Y2K 问题可 经落后，而电网系统在部件、 付Y2K问题所涉及的考虑

能通过与电力系统及通讯系 设计和运行方面又都类似。

统的接口，直接影响核电厂 这些国家中多数或者运行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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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I页，包括检验内部和外部 一体化电力系统 CIPS) 的管 设备，但现在已经有了 3 成

接口、弄清与供应商有关的 理是由诸多调度中心进行 或 4 成现代化设备。当前的

问题，针对要求供应商提供 的，后者由一个 4 层次分级 情况是几种不同的系统在同

与 Y2K 问题有关保证的关 调度管理和控制系统组成。 时使用。因此，对 Y2K 问题

键系统和新订单拟订方案。 中央调度局(CDB)是该系统 的敏感性，随俄罗斯境内不

电厂内部的控制系统正 的最高层次，包括 7 个地区 同地区而异，也与同俄罗斯

在评估之中。在保加利亚电 调度局，并负责下述工作 z对 境外的不同接连方法而异。

力系统中， 14 座核电和其他 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达维 可以预料，对 Y2K 问题敏感

热电机组和 26 座水电机组 亚、波罗的海三国、外高加索 的较现代化设备相对容易调

能从国家调度中心直接控制 三国和哈萨克斯坦的调度中 整;具有陈旧硬件和软件的

负荷频率。这些电力机组的 心的调度，和协调同这些调 较老系统，将需作很大努力

反应堆控制系统来自不同的 度中心共同开展的活动和数 来调整。电厂和变电站中将

供应商。 据交换。在这 7 个地方调度 数据和信息提供给有关调度

保加利亚国家控制中心 局下，有 72 个地方电力系统 中心的遥测设备，对 Y2K 问

新的监管控制和数据采集系 和数百个本地配电网。 题不敏感。

统计划于 1999 年 4 月投入 IPS 的 7 个地区电力系 俄罗斯的两个部正在采

正常运行。其硬件、操作系统 统分别服务于俄罗斯西北 取行动响应 Y2K 问题。电力

固
和应用软件都符合 Y2K 要 地区、俄罗斯中部地区、北高 部正在处理输电和配电系统

求。此外，电厂、变电站和控 加索地区、中伏尔加地区、乌 中的 Y2K 问题。原子能部

制中心中安装的电讯设备也 拉尔地区、西伯利亚地区和 (Minaton) 直接或通过俄罗

符合 Y2K 要求。地区调度中 远东地区。 IPS 的这些地方 斯原子能公司( Rosener-

心和位于索非亚市控制中心 电力系统，是通过自东向西 goatom) ，处理与核电机组有

中的系统，出于与 Y2K 问题 穿越 6 个时区的长约 5000 关的 Y2K 问题。这些活动的

有关的原因也正在改进。按 英里的输电网络相互连接 协调正在工作层次和部级层

计划，这些改进工作将于 的。 次上进行着。

1999 年 9 月前完成。 俄罗斯的 IPS 有一个极 解决 Y2K 问题的行政

经初步分析，去年进行 有活力的电网;为保护电网 命令，是俄罗斯联邦政府于

了若干次 Y2K 模拟试验。保 整体完整性有时需要运用分 1998 年 6 月发布的。国家通

加利亚电力系统的这些试验 区切掉负荷和发电能力的运 信和信息支持委员会己被指

于 1998 年 10 月完成。所有 行方法。过去 50 年里，曾遇 定为 Y2K 行动牵头组织。该

系统运行正常，但 1999 年和 到过许多严重挑战，但这个 国家委员会己正式制订并发

2000 年之间的文件检索存 电网的性能没有失去。运行 布了解决 Y2K 问题的方法

在一些问题。己计划采取进 中优先考虑的事项是保护电 细则。

一步的活动，其中包括同电 网，允许手动或自动切断造 IPS 中央控制局，已向

讯有关的活动。保加利亚主 成的局部断电。 所有地区和地方调度中心提

管部门总的结论是，Y2K 问 所有调度局使用类似的 供解决 Y2K 问题的方法细

题已在控制之下。 设备，起到类似的作用。虽然 则。这个细则要求清查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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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虫对与核电厂相连的电力网的潜 以便不间断地向各国报告 Y2K 对策，和制

在影响，是全球合作的主要焦点。 1999 年 2 订应急计划。国际原子能机构在其技术文件

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核能机构 《做好 2000 年准备 z基本过程》中已为应急

(NEA)在加拿大渥太华组织召开了关于 计划和其他行动提出了循序渐进的导则。

2000 年问题对核工业影响的国际研讨会。 美国核管理委员会主席 Shirley

会议由加拿大原子能管理委员会主办。来自 Jackson女士在会议的发言中强调了 Y2K

20 个国家的 80 多名与会者参加了这次会 问题的全球性质。她说，"我们终于认识到核

议，目的是增强他们为加强 Y2K 准备和应 电厂不是孤岛。这些电厂依赖稳定的配电系

急计划所作的联合努力。 统来支持其稳态运行。同样，稳定的配电系

与会专家强调需要将应急计划提到 统也依赖发电设施的集体输出。"

Y2K 战略的最前端，并特别注意电网和通 参加会议的国家包括:法国、加拿大、美

信系统可能遇到的外部危险，尤其是在Y2K 国、联合王国、西班牙、俄罗斯联邦、乌克兰、

问题准备方面滞后的国家。计划的合作步骤 日本、芬兰、德国、大韩民国和瑞典。关于这

包括一次全球性演习，用以协调与核电厂有 次会议的全面报道，包括与提交会议的论文

关的计划、通信和响应系统。NEA 还在同一 的链接，可从 NEA 因特网网址(www.nea.

组国家协调员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一起工作， fr)获得。

软件，以便得到关于 IPS 调 况，使获得更换硬件和升级 已建议所有核电厂营运者给

度系统体系不同层次中 软件所需的资金成为实际上 Y2K 行动以高度优先权。

Y2K 问题的范围的精确数 不可能的事。因此，IPS 正在 这些行动包括识别可能

据。一项要求是获得关于什 集中力量改进那些其故障或 包含任何类型计算机和软件

么计算机和软件应更换，以 误动作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 的系统和设备;确定这些系

及什么软件应修改的信息。 的最关键的系统和应用领 统或设备中哪些是依赖日期

这项任务通过利用因特网网 域。除改进这些高度优先的 的;评估这些系统对安全的

址提供的信息及同硬件和软 系统外，还在制订应急准备 重要性;评估这些系统的

件供应商的接触来完成。 计划，以应付可能发生事故、 Y2K 准备情况;确定行动优

1999 年第一季度，有关 故障和误动作。 先顺序;纠正问题或提供可

此问题的一份报告提交给了 在原子能部，一项命令 行的替代办法;以及编制相

俄罗斯议会(杜马)和所有其 要求采取步骤分析所有信息 关的应急工作计划。

他主管部门。 和计算机系统(包括嵌入软 1998 年 11 月，大多数

希望下拔额外的财政资 件)和软件以识别潜在问题， 核电厂完成了阶段性清单，

惊，以购买专门的硬件。但俄 确定必要的响应措施，并向 并向原子能部和俄罗斯原子

罗斯当前的经济形势，以及 原子能部报告。为了实施这 能公司报告了结果。随后俄

俄罗斯电力工业的经济情 项命令，俄罗斯原子能公司 罗斯原子能公司编制了解决 国际居于拉机构通报， 41/2/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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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2K 问题的进度表，要求这

项工作要在 1999 年 9 月前

完成。到那时，所有核电厂必

须书面向俄罗斯原子能公司

确认其准备情况。

斯洛伐克。斯洛伐克国

家电力公司信息技术部，分

析了 Y2K 问题，并于 1998

年 5 月提出报告。这份报告

指出，当时，国家电力公司还

没有完成全面解决 Y2K 问

题所需的行动 。 已编制一项

计划并已采取若干行动，以

国际矗于蓝扭构通量 ， 41 /2/1999 便积极识别所有具有潜在

Y2K 问题的设备。这些活动

包括识别、测试和补救，以及

为接受审查作准备。公司总

部负责协调，并在某些活动

未按预定计划进行的情况下

采取行动。

根据 IAEA 的 Y2K 问

题导则，已编制一份修正的

方案使设备准备接受审查，

不论它们是否对日期敏感 。

博胡尼斯核电厂已开出所有

计算机系统软件的清单，并

己开展一且活动。这个核电

厂与有稳定性和控制性很好

的电网的西欧系统相连，所

以预计在这方面不会有什么

问题。 1 号机组和 2 号机组

的反应堆保护系统，正在用

认识到 Y2K 问题后开发出

的系统进行更换。

后续活动

出席机构会议的专家建

议，以更充分地分享各国在

电网不稳定性、接口及对核

电厂运行的相应影响等方面

的经验为目的采取另外一些

措施。由于 Y2K 问题显得更

加紧迫，机构正在这些方面

协助各国交流信息和经验，

特别是同那些与运行核电厂

的国家为邻或与其电网相连

的国家的交流 。

这次会议的后续行动包

括:

·促进 IAEA 成员国中

核电厂营运者和核电公司以

及电网的经营者之间，在有

关 Y2K 问题的活动状况方

面的信息交流;

·召集一次研讨会，专

门讨论解决核电厂及电网接

口的 Y2K 问题方面的工作

状况和结果。

这次会议将于 1999 年 9

月中旬在维也纳国际原子能

机构总部举行。 口

照片:向中欧和东欧许多国家供

电的电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