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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机构在全 IAEA 不 断增加的保障责任

世界 900 多个核 而建立的。该体系自 1991 年

设施执行了核查 以来已在诸多方面得到加

活动 ， 每年完成 强 ， 特别是 在 探查 一个国家

约 2200 次视察。 是否存在根据保障协定应该

不过 ， 新的 申报而未申 报的核材料和活

视察员在上岗以 动方面。 回前 ， 先要走入课 本文概述了 IAEA 就提

堂 ， 参加 一 系列 高保障体系的有效性和效率

内容广泛的 的措施而开展的保障培训活

IAEA培训班 、 讲 动。

IAEA 每年都召募 一批 习班和研讨班。这些课程全

资深专 家参加它的富有经验 面涵盖核燃料循环 ， IAEA 保 障视察员是旧A 视察

的国际保障视察员小组。他 的保障作用和责任 ， 以及保 体系的基石，并且，显然

们的工作是到世界各地的核 障视察员有效和高效开展工 是执行保障任务以及采取旨

设施 ， 利用各种仪器搜集信 作所需的技能和能力。 在加强保障体系的措施的中

息 ， 以核实各国有关接受 一 旦上岗 ， 培训将加强 坚力量。

IAEA保障的核活动和材料 视察员完成不断演变的保障 IAEA 特别重视对其保

仅用于和平目的的保证。对 任务的能力。根据机构的"强 障人员以及成员国的与其国

于那些除保障协定外还签订 化 "保障培训计划 ，老练的视 际保障协定义务有关的人员

了《附加议定书》的国家 ， 他 察员参加 一些旨在提高他们 的培训 。 为此， 19 80年在机

们要保证该国没有未申报的 的技能 ， 并使他们随时充分

核活动或材料。根据与 1 39 了解与法律责任 、 技术能力
Vidaurre-Henry 先生是 IAEA 保

个国家缔结的 220 多个保障 和视察程序等方面有关的保 障司保障培训科科长。 - Lichliter 

协定， IAEA 过去 40 年 一 直 障发展的研讨班和培训班。 先生是该司计划与资源科科长。

起着世界"核保障视察团 " 的 强化培训计划是为响应 Killeen 先生是保障培训科职员。 国际居于住机构il报， 43/1/2∞l 



保障培训活动

强化培训计划

视察员基本培训计划

基本岗位体验

咱哥一

齐， ICAS 为期 10 周，目标是

使所有学员在核燃料循环以

及机构的承诺和责任方面的

知识达到一个共同的水平。

它的另一个目标是使学员掌

握一名视察员在执行视察任

务时所需的必要技能。这些

技能涉及核材料衡算、封隔

和监视技术 CC/S)及无损分

析 CNDA)设备和技术等领

域。

ICAS 完成后，接着进行

综合视察练习。该课程是对

ICAS 培训的补充，它使新视

察员有机会熟悉在轻水堆实

施的保障措施和视察活动，

并实践与核实核材料存量有

关的活动。

包括核设施和衡算系统

概览在内的体验 ， 扩大了课

堂培训的内容。学员通过各

种活动，获得对设施记录的

审查 、新燃料和乏燃料的核

实及反应堆封隔和监视措

施的实地体验。所有活动

都跟正常视察一样记录下

来。

这些课程结束后，新视

察员被派到现场，和更有经

验的视察员在一起工作，以

加深他们对与视察过程有关

构保障司内专门设立了培训 务所需的知识和技能。 的实际问题的理解。一、两年

科。自那时起，一个综合性的 视察员参加的初级班是 之内，这些视察员会被要求

培训计划不断被完善，以便 "机构保障入门 "CICAS) 。由 参加能够加深他们对 NDA

向视察员和其他有关人员 于来机构的新视察员所受教 技术理解的更多培训班，以

国际鼻子机制量. 431112001 传授有效和高效执行保障任 育水平和专业经验参差不 及在更加复杂的设施开展视



IAEA 保障视察员:背景和资质

IAEA 保障司有 600 多名职员 ， 其中近

半数被批准为保障视察员。 2000 年底 ， 已委

派视察员 21 3 名 ， 在约 900 个受保障的设施

完成近 2500 次视察。这些视察员是IAEA从

1 30 多个成员国雇来的 ， 并被要求起码具备

以下教育和职业经验 :

· 核科学 、化学 、 物理 、 工程或电子/仪

器专 业大学本科或相当学历。财会专业本科

学历也可以。

· 在核领域 ， 最好是核设施运行领域 ， 员队伍由分别来自 69 个国家的人员组成。

至少有 6年的P-3和 1 0年的P- 4相关经验。 世界所有地理区域都有代表 :例如 ， 22% 的

· 国家或国际保障经验。 成员来自北美 ; 22%来自欧盟国家 ;17%来

视察员背景 IAEA 保障视察员的背 自远东及太平洋地区 ; 16%来自东欧 ， 包括

景主要是工程和科学领域。约四分之 一 新独立的国家 ;10%来自非 洲 ; 6%来自中东

( 26 %)有核物理及相关专业背景 ; 20%有核 和南亚 ;6 %来自南美。

工程和相关专业背景 ;14%有化学和相关专 尽管该视察员队伍的组成复杂且其成

业背景 ;9 %有化学/冶金工程和相关专业背 员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 ，但大多数指派视察

景 ; 7%有机械工程和相关专业背景 ; 6%有 员来自工业化国家。这里有几个原因。发达

电气/电子工程和相关专业背景。另外 ， 约 国家 一般拥有更先进的核燃料循环体系 ， 因

7 %有其他工程专业背景 ， 还有 7 %有诸如 此 ， 能提供适当的专业人员充当保障视察

财会 、经济或工商管理等专业经验。 员。尽管如此 ， 业务处有 38% 的视察员来自

视察员国籍 一个可信赖的国际视察 发展中国家。 IAEA 一直在尽力招收来自全

团要有来自广大成员国的代表。 IAEA 力求 世界的合格人才 ， 以组成真正国际的视察员

从尽可能多的 国家招收视察员 。 目前 ，视察 队伍。

察活动 。 保视察员有能力更好地探查 其效率的发展计划一一提出

与机构缔结有全面保障协定 之时 。

强化培训11计划
的国家中的未申报的核活动 综合评审研究班 强化

及未申报的核设备和设施的 培训计划的第一个活动是概

向加强的保障体系过 滥用 。 该强化培训计划的有 要介绍加强的保障体系的背

度，要求视察员具备更多的 关工作始于 .. 93 + 2 计 景、发展及现状 。 这是一个为

技能 。 为此 ，保障培训科建立 划"一一一个广泛的旨在加 期 一 周的研究班，其中安

一个 ..强化培训计划"以确 强保障体系的有效性和提高 排一系列讲座和讨论，旨在 国际矗于最担构U. 431 1 12刷



介绍加强的保障体系发展背 视察员在例行视查中能够更 行持续审查和评估。强化计

景和原理，以及实现加强的 好地探查未申报的核活动和 划包括为完成此任务提供必

信息评价和报告所需的框 已申报的核设施的滥用，以 要技能和知识的几种培训

架、事态发展和要求。该研究 及确定和评估未申报的核活 班。

班还涉及因执行《附加议定 动指标的重要性。扩散指标 主要培训班是"执行国

书》而产生的要求和义务;包 培训班在一定程度上使视察 家评估讲习班"。该培训班是

括一次圆桌讨论会，与负责 员能够探查可能的核武器化 针对将参与国家评估过程的

"加强的保障"发展和实施的 活动。这些培训班的形式包 人员开设的，其宗旨是使学

有关人员讨论所有这些概 括讲座、个人和小组练习，使 员能够有效汇总和评估机构

之'l坚L忡、。 视察员在核燃料循环和可观 可获得的各种信息，以便编

环境取样下一个活动 察扩散指标方面的保障相关 制"国家评估报告"。该讲习

是"环境取样"培训班。该培 知识得到加强。 班为期 4 个工作日，重点是

训班的安排以上述研究班提 从本质上讲，这两种培 执行国家评估中需要考虑的

供的广泛概论为基础。它传 训班介绍的是"要查什么"。 程序步骤。它为"国家评估报

授利用有效的工具探查未申 但同时还存在为视察员提供 告"的编制提供了政策基础，

报的核活动的技能和知识。 查找扩散指标的工具的相应 明确了有助于执行国家评估

固
这个培训班的目标是让视察 需求。这个需求将在第二种 的可获得的信息源和工具，

员了解环境取样的原理和方 培训班"强化观察技能"中得 并详尽介绍编写步骤。

法，以及将擦拭样品用于保 到解决。该培训班的目标是 "国家评估报告"的编制

障目的的技能。讲座所覆盖 提高学员在保障视察中的观 还需要更多的知识和技能。

的专题包括环境取样原理， 察能力，并帮助他们评估和 其中之一就是有效使用信息

有效的样品收集计划和样品 解释所观察到的一切。强化 搜集软件从可获得的来源中

介质。实际操作培训重点 观察技能培训涉及视察员 检索相关信息的能力。为此，

是在真实和/或模拟条件 查找、识别和记忆可能表明 经常举办有关最新信息搜集

下擦拭样品的收集和处理技 一个国家的核申报中不一致 方法的培训班。这些培训班

术。 处的实体结构、设备和其他 一般需要 1 个工作日，由机

强化培训班强化培训 情况并从其观察中得出推论 构保障司信息技术处的人员

计划分成两种培训班"研究 的能力。培训形式包括讲座、 讲授。另外，需要保护《附加

堆设计信息"培训班和"扩散 讨论、个人和小组练习，以 议定书范本》第 15 条中所概

指标"培训班。这两种培训班 及实验课程，并辅以声像设 括的保密信息。己为这些需

有一个共同内容，即都涉及 备。 求举办两种培训班，一种涉

探查未申报的核材料和活 讲习班机构为保持得 及加密电子邮件的实践和程

动，以提供不存在这些材料 出没有未申报的核材料和活 序，另一种涉及信息安全。后

和活动的可靠保证所需的技 动的结论的能力，要对一个 者是全体保障司成员必须参

国际雇于拉机构通报， 43/1/2001 能。这些培训班的目标是，使 国家的申报和其他信息源进 加的。



扩大培训计划强化培 IAEA 报告"核电厂人 年内，培训计划已大大扩展。

训ìt划随着加强 IAEA 保障 员培训与评估"是保障培训 设计这套培训班、研究班、讲

的动态过程中产生的需求 SAT 方法的入门基础。 SAT 习班和现场实习的目的是，

而不断发展扩大。目前，已设 是一种能促进以下过程合理 使视察员能够完成从加强的

立了几种培训班。其中一种 发展的方法:从确认完成一 保障体系遇到的新挑战中产

培训班涉及"国家官员的核 项工作所需的能力，到安排 生的任务。

燃料循环知识"，是为增强与 和进行获得这些能力的培 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引

扩散指标和途径知识有关 训，以及评价培训结果。该方 入加强措施以来，保障视察

的技能。另一种培训班涉及 法把质量保证应用于培训， 员和职员已在一系列领域得

"卫星图像解读"。第三种培 从而确保保障视察员的能 到培训:环境取样;加强观

训班着重于"补充接触任务 力。 察;了解核燃料循环及其扩

和责任"目的是使视察员具 与以授课为主的更加常 散途径;信息评估;加强设计

备在附加议定书框架内准 规的培训相比 .SAT 的使用 信息评审;以及加密数据的

备、执行和汇报补充接触活 在一致性、效率和管理控制 电子传输。另外，从 1996 年

动的必要知识和技能。补充 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采用 起，已在亚洲、欧洲、美国和

接触是指附加议定书中为确 这种系统化的培训方法，就 拉丁美洲为 IAEA 成员国的

认一个国家的核计划仅用于 可以制订和满足对视察员工 保障人员举办若干期培训班。

和平目的而授权 IAEA 视察 作能力的要求。而且，可以证 IAEA 保障体系持续有 圄
员更多地进入该国有关核场 实，通过基于 SAT 的培训， 效，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招

所的规定。 学员已经获得所要求的全部 收、培训和保留充满活力的

强化方法保障培训科 能力。 SAT 方法的重要一环 人员作为视察员。新招收的

很早就认识到，在加强的保 是评估阶段，用来确定培训 职员必须达到高的教育和专

障体系框架内，需要采用更 计划的有效性、效率和影响， 业经验标准，并应来自能够

有效的培训方法。这既是一 以及确定是否和哪里需要进 代表 IAEA 成员国多样性的

种挑战，也是为确保加强的 行一些补课和/或改进。此评 广泛国家。

保障体系的可靠性而提出的 估通过促进质量明显提高了 对新老视察员的培训，

→项要求。在此基础上，保障 培训的有效性。 要求使用最新的培训技术和

培训科选择系统培训法 方法。随着他们的经验和责

(SAT) 作为其培训方法。
不断发展的过程

任的增加，视察员将受益于

SAT 方法被公认为是获得 强化保障培训计划。这个计

和保持核电厂运行人员的资 对 IAEA 保障视察员的 划在不断更新，以便与保障

质和能力的世界上最好的方 培训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 演变中的最新事态发展保持

法。 程，在培训科威立至今的 20 一致。 口

国际原于ft机构通报， 43/ 1/2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