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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

拥有适当的国家法律框架对于
确保核技术的安全、可靠和和平利用的重要性

2015年国际原子能机构在奥地利巴登举办的核法律研究所年会。

（图/国际原子能机构 D.Calma）

概述

• 制定和维护一个适当的国家法律框架，以确保核

技术的安全、可靠和和平利用非常重要。

• 已在原子能机构的主持下，在安全、安保、保障和

核损害民事责任方面通过了广泛的国际法律文书。

• 原子能机构支持成员国遵守和实施这些国际法律

文书并制定相应的全面国家法律。

引言

核技术在从医学和农业到电力生产和工业等

各个领域都有望取得显著的效益。然而，核能和电

离辐射也可能对人体健康和安全以及对环境构成风

险，此类风险需要认真管理和监管。

本文一个重要因素是制定和维护一个适用于监

管和控制有关核技术活动的国家法律框架。

制定和维护一个适当的国家法律框架对于

从事任何涉及使用核能和电离辐射的活动的所

有国家至关重要，此类活动包括将X射线机用

于医疗用途、核能发电和乏燃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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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律文书

在原子能机构主持下通过的法律文书确立了国际公认的安全、可靠和和平利用核技术的原则和要

求。这些文书包括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如条约、公约和协定）和无法律约束力的文书（如行为准

则、安全标准和安保导则文件）。

一国的国家法律框架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其遵守的一套公约或其已缔结的协定。通过加入这些文

书，各国承担一些义务，并且其国家立法必须与之相一致。

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相关文书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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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核法律？

核法律的目标是为以充分保护个人、财产和环

境的方式开展与核能和电离辐射相关的活动提供一

个法律框架。

在制定适当的国家法律框架时，核法律涵盖以

下三个需要处理的主要方面：

• 安全，是指保护人和环境免受辐射风险以及造成

这些风险的设施和活动的安全；

• 安保，是指对涉及核材料和其他放射性物质或与

此类材料相关的设施的恶意行为的防范、侦测和

应对；

• 保障，是指确保各国遵守承诺仅为和平目的使用

核材料的措施。

核法律还涉及民事责任，即建立核事故造成的

核损害赔偿机制。

核法律包括国内和国际两个组成部分：

• 国内法——制定安全、可靠和和平利用核技术

规则的立法文件（如法律、法案、法规和法

令）；

• 国际法——已在原子能机构的主持下，在安全、

安保、保障和核损害民事责任方面通过的广泛的

国际法律文书。

安全

•《及早通报核事故公

约》

•《核事故或辐射紧急

情况援助公约》

•《核安全公约》

•《乏燃料管理安全和

放射性废物管理安全

联合公约》

安保

•《核材料实物保护公

约》

•《核材料实物保护公

约》修订案

保障

• 《全面保障协定》

•《全面保障协定》附

加议定书

责任

•《关于核损害民事责

任的维也纳公约》

• 修正《关于核损害

民事责任的维也纳公

约》的议定书

• 关于适用《维也纳公

约》和《巴黎公约》

的联合议定书

•《核损害补充赔偿公

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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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和加强国家法律框架

从核技术发展早期到其当今的利用，人们一直

认为这项技术需要特别的法律安排。国家法律框架

为监管和控制涉及核技术的活动提供适当的基础。

一些成员国的经验表明，最好通过详细拟订一项涵

盖核监管和控制所有相关方面的全面国家核法律来

实现上述要求。

与其他国家法律一样，核法律同样需要定期

评定、审查以及必要时进行修订，以查明和填补漏

洞，或使该立法与一国已经加入或打算加入的条约

或公约保持一致。还要对法律进行更新以考虑以下

情况：利用核应用的新计划、从国内或国际经验中

汲取的教训、同行评审或国际最佳实践。

在评定、起草或修订核立法及任何相关法律

时，立法起草人应考虑国家法律框架是否：

• 涵盖正在或计划在该国开展的涉及使用核能和电

离辐射的所有活动；

• 规定建立具有明确权力和职能的核监管和控制的

独立监管机构；

• 包含对安全、安保、保障以及酌情对核损害责任

的适当规定；

• 符合该国的国际法律义务；

• 清晰一致，不存在可能会影响履行监管职能的漏

洞或重叠。

国际原子能机构立法援助计划

已在原子能机构的主持下，在核领域通过了

广泛的国际法律文书。由于文书的复杂性和数量，

制定和通过国家核法律可能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任

务。在此背景下，成员国对于从原子能机构获得立

法援助的需求日益增加。

原子能机构的支持侧重于：

• 提高高级官员和决策者对原子能机构主持通过的

国际法律文书的重要性以及建立和维护一个适当

的国家法律框架的重要性的认识；

• 帮助各国评定、审查和制定核法律、更好地了解

国际法律文书以及履行其国际义务；

• 对成员国官员进行核法律培训，以支持各国在评

定、修订和维护最新国家法律框架方面的能力建

设；

• 编写和传播与核法律相关的参考资料。

成员国可受益于国际原子能机构援助的

领域

• 评定和酌情更新其涉及安全、可靠和和平利用核

2017年7月在日本东京举办的日本-国际原子能机构

联合核能管理短训班讨论核法律问题。

（图/核能管理短训班/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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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national 

Legal Framework for 

Nuclear Security

IAEA International Law Series No. 4

This publication brings together the legally binding primar y 

international instruments and the internationally accepted 

non-binding instruments that constitute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framework for nuclear security. By setting out the legislative 

bases for the mandate of the IAEA in the area of nuclear security, 

it is hoped that this book will increase awareness of the IAEA’s 

role in facilitating national,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ef for ts 

to enhance nuclear security, including measures to protect 

against nuclear terrorism. It is also intended to guide the IAEA in 

carrying out the nuclear security mandate and functions assigned 

to it under these instruments, including in the elaboration of 

nuclear security recommendations and guidance doc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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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1997 Vienna Convention on Civil 
Liability for Nuclear Damage and the 
1997 Convention on Supplementary 
Compensation for Nuclear Damage — 
Explanatory Texts
IAEA International Law Series No. 3 (Revised)

This publication reproduces the explanatory texts on the nuclear liability 
instruments adopted under the IAEA’s auspices in 1997. Finalized by the 
International Exper t Group on Nuclear Liability (INLEX), these texts constitute a 
comprehensive study and authoritative interpretation of the IAEA’s nuclear liability 
regime. More par ticularly, the texts deal with the Protocol to Amend the Vienna 
Convention on Civil Liability for Nuclear Damage and the Convention on 
Supplementary Compensation for Nuclear Damage. The publication includes an 
overview, and brings together the texts, of the IAEA’s nuclear liability instruments. 
It also includes a matrix of comparative provisions in the various nuclear liability 
instruments, as well as the recommendations on how to achieve a global nuclear 
liability regime that were adopted by INLEX in 2012 following a request by Member 
States reflected in the IAEA Action Plan on Nuclear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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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NNA

ISBN 978–92–0–1008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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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EA International Law Series No. 3 (Rev.)
The 1997 Vienna Convention on Civil Liability for Nuclear Damage and the 1997 Convention on Supplementary Compensation for Nuclear Damage — Explanatory Texts

Carlton Stoi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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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Nuclear Law
Implementing Legislation

Handbook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VIENNAISBN 978–92–0–103910–1

This handbook is a practical aid to legislative drafting that 
provides model texts of provisions covering the key elements of 
national nuclear legislation. Organized along the same lines as 
the Handbook on Nuclear Law, published by the IAEA in 2003, 
and containing updated material on new legal developments, 
this publication represents an important companion resour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ew or revised nuclear legislation, as well 
as for instruction in the fundamentals of nuclear law. It will be 
particularly useful for those Member States embarking on new 
or expanding existing nuclear program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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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者参加2014年12月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圣多明各为拉丁美洲地区成员国举办的核法律地区讲习班。

（图/多米尼加共和国能源与矿产部）

技术活动的国家法律框架。

• 加强对原子能机构主持通过的关于核技术的安全、

可靠和和平利用的各种国际法律文书的了解。

• 利用原子能机构的立法援助计划，以便更好地了

解适当的国家核法律框架和相关国际法律框架的

要素。

欲获取更多信息与支持，请联系：

国际原子能机构法律事务办公室

法律顾问、主任

地址：

Office of Legal Affairs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Vienna International Centre 
PO Box 100 
1400 VIENNA
AUSTRIA
电话：(+43 1) 2600-21500
电 子 信 箱 ：Legislative-Assistance.Contact-

Point@iaea.org
其他详情见：http://www.iaea.org/about/office-

of-legal-affai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