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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驻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 
关于“最大程度减少民用核部门高浓铀问题 

国际专题讨论会”的信函 
 

 

1. 总干事收到挪威理事的一封信函，其中随附了 2006 年 6 月 17 日至 20 日在奥斯陆

举行的“最大程度减少民用核部门高浓铀问题国际专题讨论会”主席关于会议讨论情

况的总结，以及本次专题讨论会技术讲习班的总结。 

2. 根据在信函中提出的请求，谨此分发该信函及随附的两份总结，以通告全体成员

国。 

 



 

 

 

奥地利 
维也纳 A-1400 
邮政信箱 100 号 
国际原子能机构 
总干事 
穆罕默德·埃尔巴拉迪 
 

来函编号： 本函编号： 日期： 
 06/01533-69 2006 年 6 月 23 日 

 

在筹备和实际举行 2006 年 6 月 17 日至 20 日于奥斯陆召开的“最大程度减少民用

核部门高浓铀问题国际专题讨论会”的过程中，承蒙国际原子能机构敬业的工作人员

给予的杰出合作，我谨在此表示深切的谢意。 

我们认为，无论从实际内容还是从组织方式来看，本次专题讨论会都取得了圆满

的成功。在原子能机构工作人员的协助下，我们设法产生了“主席总结”，该总结记

录了在奥斯陆的讨论情况，它并将有助于理事会就此问题进行审议。 

如蒙将该总结连同本次专题讨论会技术讲习班的总结一并分发原子能机构成员

国，我将不胜感激。 

谨启， 

 
总司长兼原子能机构理事 
卡雷·奥斯 

 
抄送： 
驻维也纳大使馆 
 
 
两报告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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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程度减少民用部门高浓铀问题 
国际专题讨论会 

2006 年 6 月 17 日至 20 日·奥斯陆 

主席总结 

挪威外交部总司长卡雷·奥斯（两主席） 
挪威辐射防护局局长奥利·哈比兹（两主席） 

 

1. 挪威政府于 2006 年 6 月 17 日至 20 日在奥斯陆同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

合作组织召开了“最大程度减少民用核部门高浓铀问题国际专题讨论会”。 

2. 专题讨论会由挪威外交大臣乔纳斯·加哈·斯特勒先生致开幕词，国际原子能机

构总干事穆罕默德·埃尔巴拉迪博士也向会议发了贺辞。来自 45 个国家的约 130
名与会者参加了这次会议。 

3. 专题讨论会分为两个部分。6 月 17 日至 18 日召开了一个预备性的技术讲习班，从

而使与会者有机会对核设施从使用高浓铀向使用低浓铀转换在技术和财政方面的

可行性以及相关的挑战进行详尽的讨论。 

4. 讲习班主席乔斯·戈迪堡教授（巴西）提交了一份总结（附件一）。他指出，专

家们总的看都同意民用部门利用低浓铀取代高浓铀在几乎所有情况下的可行性。 

5. 专题讨论会的第二部分“政策问题”从技术讲习班期间开展的实质性讨论中受益

良多。这一部分重点在于使用高浓铀方面的现行国家实践，并讨论了今后最大程

度减少使用高浓铀的方向。此外，还关注了最大程度减少高浓铀在更广泛的防扩

散和裁军背景下的作用、现有双边和国际合作计划和项目以及原子能机构对此所

作的贡献。 

6. 与会者开展了内容丰富的讨论，在与本次专题讨论会的主题有关和相联系的广泛

的技术、财政和政策问题上发表了看法。对许多问题进行了审议，并就今后可能

的前进计划提出了建议： 

A. 一般承认，从使用高浓铀的核设施中正在取得相当大的科学和人类发展惠

益，而利用低浓铀取代高浓铀不应影响这种惠益的取得。 

B. 易裂变材料尤其是高浓铀以及放射源构成了一种扩散和安全危险，因为它们

能够被用来生产核武器和其他爆炸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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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最大程度减少高浓铀可以为国际防扩散和裁军目标做出重要贡献，同时也将

促进核能和核技术的和平利用。 

D. 专题讨论会突出强调，为最大程度减少高浓铀所作的努力不应当也不必消减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铭记的为和平目的利用核能和核技术这一不容剥夺

的权利。 

E. 尽管许多国家的政策都赞成最大程度减少高浓铀，但一些与会者还是表示了

这样的观点，即国际上关于最大程度减少使用高浓铀的考虑应与防扩散、裁

军和核能与核技术的和平利用等更广泛的目标联系起来。其他与会者强调了

最大程度减少民用部门高浓铀的紧迫性，并呼吁毫不迟延地采取实际步骤。 

F. 尽管超出了专题讨论会的范畴，但会议也指出，最大数量的高浓铀目前都用

在军事方面，而且仍处于国际保障之外。一些与会者指出，将来自武器计划

的过剩军用高浓铀加以稀释可以为正在进行的防扩散和裁军努力做出重要的

贡献。 

G. 一些与会者指出，许多国家的民用高浓铀库存已处在原子能机构的保障之

下，并认为包括“附加议定书”在内的这种保障促进了实物保安工作。其他

与会者则指出，保安水平不均衡，并认为原子能机构的保障并未充分解决对

于偷窃和其他恶意行为的关切。 

H. 一些与会者注意到钚和其他高危险材料构成的安全危险，并认为国际社会应

就这些材料的使用问题开展进一步的讨论。 

I. 若干与会者呼吁进一步加强高浓铀现有库存的安全、保安和实物保护，并强

调了高浓铀管理实践的重要性。与会者同意有必要继续修订原子能机构的相

关安全标准。他们还注意到有关制订没有约束力的民用部门高浓铀管理相关

国际准则的建议。 

J. 许多与会者一致认为技术发展对于最大程度减少高浓铀的使用具有重要意

义。与会者特别强调开展国际协作，以促进高密度燃料的开发和质量认证工

作，同时又促进提供实验装置的设施的共用。 

K. 在考虑技术和经济问题的同时，应尽可能鼓励生产利用低浓铀靶的医用同位

素和其他同位素。与会者注意到原子能机构在这方面所作的贡献。 

L. 会议指出，越来越多的国家赞成在自愿的基础上在民用领域将高浓铀转换成

低浓铀。与会者强调有必要制定一项非歧视性的方案，同时考虑到技术、经

济和商业上的制约因素。 

M. 会议还指出，“减少研究堆和试验堆燃料富集度计划”等国家和国际的、政

府和非政府的旨在促进和便利民用部门从高浓铀转而使用低浓铀的举措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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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重要的成果。然而在某些情况下，仍然面临着大量财政和技术方面的挑

战。 

N. 若干与会者强调指出财政和技术支持是迎接这些挑战的先决条件，并鼓励有

能力这样做的国家提供进一步的援助。与会者还呼吁进一步研究从使用高浓

铀向使用低浓铀转换在财政上的利好。 

O. 一些与会者认为，不能脱离禁止生产核武器用易裂变材料的多边和非歧视性

国际条约来孤立地看待最大程度减少并最终消除民用高浓铀的努力。会议指

出，立即开始这类条约的谈判至关重要。一些与会者强调，这种谈判还应解

决军用过剩材料的问题。 

P. 会议还强调必须以合同为基础更迅速地将已经使用和未使用的高浓铀燃料返

回原产囯进行稀释和重新使用。鼓励供应国接受返回的这种燃料。 

Q. 会议注意到并赞赏原子能机构在响应成员国转换其核设施的请求方面所作的

积极贡献。一些与会者呼吁原子能机构在这方面发挥更加积极和更强有力的

作用。 

7. 尽管会议无意对任何国际审议预先做出判断，但与会者希望能在包括原子能机构

在内的相关国际论坛上对最大程度减少高浓铀问题作进一步探讨。 

附件一：关于最大程度减少民用部门高浓铀问题——讲习班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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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最大程度减少高浓铀问题技术讲习班 

2006 年 6 月 17 日至 18 日 
 

关于最大程度减少民用部门高浓铀问题 

讲习班的报告 
 

国际易裂变材料问题小组 
乔斯·戈迪堡教授（主席） 

 

逾 25 年前，人们就明确地意识到，高浓铀在研究堆和其他核应用领域的广泛使用

构成了明显的扩散危险。这种认知导致参加“国际燃料循环评价会议”的 59 个国家做

出一项决定，他们一致认为： 

“可以而且应当在不危及能源供应或为和平目的发展核能的情况下采取有效

措施最大限度地减少核武器的危险。” 

这一决定基本上意味着将核反应堆燃料的富集度减少到 20%或 20%以下。人们最

近对核恐怖主义威胁的担心凸现了落实上述决定的紧迫性。据认为，减少这种威胁的

行动是与以下行动并行不悖的：在“易裂变材料禁产条约”问题上采取更广泛的国际

行动；有效执行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议；实现《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各项目标。这

些行动将最终导致以公正和公平的方式消除所有核武器。 

本次技术讲习班的目的是更新关于最大程度减少民用高浓铀的资料，尤其是审

查： 

• 民用高浓铀的现状； 

• 低浓铀如今在哪些方面可以成功地取代高浓铀； 

• 今后如何进一步减少高浓铀的生产和使用。 

在过去的两天里，我们对与减少并最终消除民用部门利用高浓铀有关的一系列广

泛的技术问题进行了讨论。来自 41 个国家的 100 多位专家参加了讨论。作为会议主

席，我无法对讨论、辩论和阐述的情况作详细总结，只能尽量对所提出的主要观点发

表我个人的看法。 

1. 一般来说，将研究堆转换成使用低浓铀可以在能力不出现大的损失的情况下完

成。在不作进一步改变的情况下将燃料改为低浓铀可能会导致中子通量和相应的

实验性能下降 5－10%。可以通过堆芯布置、燃料组件设计、堆芯尺寸和试验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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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实施中子通量的优化。经验表明，能够找到运行者可以接受而且燃料循环和实

验性能均无明显降低的低浓铀布置方案。许多国家已经发展了与成功转换、分析

和规划有关的实质性能力。在现有的研究堆中，43 座已经从高浓铀转换为低浓

铀，还有 43 座可以利用现有技术进行转换，只有少量的设施在一段时间内可能还

需要继续使用高浓铀。 

2. 会上介绍了白俄罗斯、加拿大、智利、捷克共和国、加纳、荷兰、罗马尼亚和南

非成功转换研究堆和加速器驱动系统的情况。对阿根廷和澳大利亚使用的新反应

堆的设计经验也作了介绍。美国承诺于 2014 年前将其境内所有的研究堆转换为使

用低浓铀。 

3. 应特别重视在大力加强国际协作的基础上开展高密度燃料开发和质量认证工作，

同时还应认识到，这项工作已经步入轨道，有望成功开发出为转换目前不具备转

换可行性的研究堆所需的燃料并对其进行质量认证。 

4. 会议对阿根廷、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为开发利用低浓铀生产放射性同位素所作

的努力进行了讨论。将放射性同位素特别是钼-99 的生产转换成使用低浓铀在技术

上是可行的，这一转换活动仍然存在的障碍主要是商业性的。不过，对于开始实

施同位素生产新计划的国家来说，会议注意到在利用低浓铀靶方面存在有重要的

有利条件。 

5. 目前还存在开发创新技术的空间，这些技术能够加速最大程度地减少使用高浓铀

的工作。一些国家在采取更多的实物保安措施来保护使用高浓铀的装置或已经退

役的装置方面显然还可以发挥作用。 

6. 最后，本次技术讲习班承认国际原子能机构在有关最大程度减少和消除高浓铀以

及实现“减少研究堆和试验堆燃料富集度计划”目标的国际努力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并敦促原子能机构继续支持最大程度减少并最终消除高浓铀的各项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