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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团 
2010 年 6 月 8 日关于保密问题的信函 

 

 

 

秘书处收到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朗）常驻代表团 2010 年 6 月 8 日的普通照

会，其中转交了伊朗驻地代表就保密问题致总干事的信函全文。 

谨此按照伊朗常驻代表团的请求分发该信函及其附件，以通告全体成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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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6 月 3 日 

 

维也纳 

国际原子能机构 

总干事 

天野之弥先生阁下 

 

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  

 

阁下： 

我荣幸地通报以下十分不幸的案件情况： 

1- 令人遗憾的是，好长一段时间以来，一直有机密资料从原子能机构泄露出

去。在这方面，已在若干场合（通过在理事会发言、与原子能机构通信）提

请原子能机构注意对机密资料泄露的关切和反对，并呼吁原子能机构执行严

格的制度，以有效保护机密资料不被泄露。 

2- 保密问题是实施“国际原子能机构与成员国之间的保障协定”的最重要因素

之一。伊朗和原子能机构的保障协定（INFCIRC/214 号文件）第 5 条 a 款规

定：“原子能机构应采取一切预防措施保护原子能机构在执行本协定中
得知的商业和工业秘密及其他机密资料。” 

3- 该协定第 9 条 c 款也规定：“(c) 对原子能机构视察员的访问和活动的安排
应当：(ii) 确保保护视察员得知的工业秘密或任何其他机密资料。” 

4- 此外，原子能机构《规约》第七条 F 款也规定：“总干事及其工作人员履行
职责时……不得透露因其所任机构公务而得悉的任何工业秘密或其他机
密情报。” 

5- 应当忆及的是，原子能机构大会第五十三届常会通过的关于加强保障的决议

以及 2010 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会都对保密问题表示了关切。 

6- 在对贾比尔-伊本-哈扬实验室（贾伊本哈扬多用途实验室，IRL-）和纳坦兹燃

料浓缩中试厂（燃料浓缩中试厂，IRM-）的视察过程中，原子能机构通过实



 

施保障协定得悉的一些机密资料令人遗憾地被原子能机构泄露并传给了媒

体。本信函载有两个最新例子（2010 年 5 月 30 日美联社和 2010 年 5 月 14 日

路透社）的证据。 

7- 不幸的是，原子能机构迄今仍无法保护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受保障设施开展

视察所产生的机密资料，这些资料不时地被原子能机构工作人员泄露并透给

媒体。这些事件完全违背了上述条款，也违背了原子能机构《规约》。这种趋

势持续下去无疑将导致成员国与原子能机构之间的不信任，而且还会引起消

极影响，以致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害。 

8- 令人遗憾的是，这一问题已成为一种经常性的作法，而且尽管伊朗和其他成

员国一再抗议，原子能机构仍未就这一敏感问题采取防止其再次发生的具体

行动，并因此导致了目前存在的资料泄密趋势。 

9-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此表示严重关切和对原子能机构提出抗议，并特此要求

阁下认真调查，追查上述机密资料的泄密人和（或）泄密源，并起诉犯罪

人，以防止其他人效仿。原子能机构应当随后向我国通报原子能机构的调查

结果。 

10- 为了阻止这种违约行为的一再发生，特此通知原子能机构，从本信函之日

起，如果原子能机构通过实施保障协定得悉的机密资料以任何方式遭到泄露

和（或）被传给媒体，第一个反应将是撤消相关视察员的指定。 

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大使、驻地代表 

阿里·阿斯加尔·苏丹尼耶 [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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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人士称伊朗在提高原子浓缩度 

 

2010 年 5 月 14 日，星期五 

西尔维亚·维斯托尔 

 

维也纳（路透社）— 外交人士说，伊朗一

直在布置可以改进铀浓缩度提高方式的额外设

备，这一举动表明，正当大国讨论新的制裁

时，德黑兰正谋求加强其原子工作。 

伊朗最初于 2 月开始将少量铀浓缩到更高丰度水平，称其希望生产医用研究堆所

需的燃料。这引起了西方的怀疑，因为伊朗缺乏制造所需燃料组件的能力。 

西方大国称这一举动具有挑衅性，而且担心它最终旨在贮存可能的核武器材料。

伊朗说它的目的纯属和平性质。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 2 月的最新报告称，伊朗一直在利用一套 164 台离心机“级

联”将少量铀提炼到 20%纯度。 

但分析人士说，一个系统仅使用一套级联是不够的，因为除了所要求的高度浓缩

材料外，该系统还生产出很大比例的剩余低浓铀。 

最近几周，伊朗官员一直在纳坦兹中试厂增加第二套级联，以便更容易地将剩余

材料重新投入机器，以发挥其全部潜力，并使这项工作更高效地展开，外交人士如是

说。 

“第二套级联旨在辅助第一套级联的工作”，一位西方外交官说。该级联尚未开始

运行。 

所作的改变看起来并非旨在增加生产的数量或进一步提高丰度水平，因为这些都

是将敲响警钟的举动，外交人士说。但他们说如果伊朗作出决定，第二套级联是可以

改装到完成这一目的的。 

这就是原子能机构为什么一直努力增加场址监测的缘故。这项工作还表明伊朗正

在寻求改进其希望以后扩大应用的技术。 

“它有助于伊朗了解如何在较高丰度水平开展这种再循环过程”，伦敦国际战略研

究所的马克·菲茨帕特里克说。 



 

“这种隐性知识即来自实际运行的知识的取得的确有助于今后努力争取高浓铀的

努力。” 

原子能机构拒绝对此作出评论。 

密切关注 

西方官员担心伊朗提高浓缩水平的决定最终意味着走上生产武器级铀即提纯到

90%的道路。  

伊朗对此予以否认，并称其作业只会生产 20%的精炼铀，生产能力为每月 3－5 千

克，仅够制造研究堆所需燃料。 

自从开始提高浓缩度以来，原子能机构一直在设法改进场址的监测和视察。与伊

朗举行的会谈取得了某些进展，但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天野之弥本月早些时候说，有关

安排仍不“充分”。 

加强监测是关键，因为视察员需要确保这项工作不被转变为军事目的。 

德黑兰一再说，它是在与西方大国和原子能机构的一项燃料交易破裂后才被迫提

高浓缩水平的，而根据该项交易，它是本可以将其 1200 千克低浓铀送到国外，以换取

其医用反应堆所需燃料棒的。 

“伊朗的举动清楚地表明它对燃料建议并不是认真的，”另一位西方外交官说。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土耳其和巴西为使燃料提议复活所作的调解努力表示了乐

观。西方官员将这一举动斥之为拖延策略。 

（菲利帕·弗莱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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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社重要新闻：外交人士称伊朗移走了设备 

乔治·雅尼（美联社），2010 年 5 月 28 日 

 

维也纳 — 外交人士星期五说，再访伊朗实验室以

探究可能与一项秘密核武器计划相关活动的联合国核视

察人员最近发现，据信用于实验的一些设备已经消失。 

一名外交人士告诉联合通讯社，联合国核监督机构

国际原子能机构内部的高级官员担心移走设备是一种有

预谋的掩饰行为。 

另外两名官员确认一些器械已经失踪。一名官员说现在得出结论为时尚早，暗示

其可能只是被运到另一场址进行维护。这三人均以匿名为条件谈及此事，因为有关伊

朗核调查的信息具有机密性。 

具有争议的是作为可用于纯化核弹头用金属铀程序的高温冶金处理问题。 

伊朗于 1 月向原子能机构确认它进行了高温冶金处理实验，并促使该核事务机构

提出但随后于 3 月在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一次闭门会议上发表的评论中放弃了提供更多

资料的要求。 

“事实上不存在高温冶金处理的研究与发展活动，之所以提出这一问题，是因为

原子能机构视察员产生了误解”，本周美联社获得的伊朗的发言摘录如是说。 

这些外交人士说，这些实验促使原子能机构专家对该场址即德黑兰贾伊本哈扬多

用途研究实验室再次进行了访问，他们在那里找到了被移往一处未公开场址的一些设

备。这两名外交人士其中的一位说道，分离金属铀中的杂质所使用的电解装置就属于

被移走的器械之一。另一位说，这一过程中使用的化学器械现已失踪。 

原子能机构官员说原子能机构将不发表任何评论。获得伊朗的评论的企图并未立

即取得成功，因为伊朗驻维也纳的官员不接手机。 

伊朗的任何高温冶金处理工作甚至实验都会增加对德黑兰有意发展核武器的怀

疑，即使其坚持认为它仅对原子作为能源感兴趣。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目前正在考虑进行第四轮制裁，以便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拒绝

停止铀浓缩做出反应，因为这种活动既可以生产出核燃料，也可以制造出易裂变弹芯。

安理会还表示关切的是，德黑兰迟至今年早些时候才披露一处在建的秘密浓缩场址，并

拒绝答复原子能机构根据外国情报提出的与对怀疑隐瞒的核武器工作有关的问题。 

南朝鲜和美国目前正在进行另一项高温冶金处理核应用实验，以便为一座新增殖

堆的燃料进行乏燃料后处理。但这一程序的技术性很强，与伊朗的核概况并不吻合，

因为伊朗没有任何乏燃料需要进行后处理。 



 

其中一名外交人士说，失踪设备的问题可能会出现在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天野之弥

的下一份伊朗报告中，该报告应于本周晚些时候或下周早些时候提交，以供 6 月 7 日

开始的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会议审议。 

除此之外，他说，该报告不大可能有新的内容，它将提到伊朗的低浓铀计划正停

滞不前，伊朗继续进行将丰度水平提高到近 20%的试验性计划。 

伊朗最初为其启动提高浓缩度的决定进行辩护时说，在从国外获得这种燃料的交

易受挫后，它需要这种材料为其研究堆提供燃料。 

本周早些时候，伊朗向原子能机构提交了一项新计划，其中预计德黑兰将交换一

些低浓铀反应堆燃料，条件类似于去年 10 月拟订的一项计划。 

最新计划从表面上看似乎做出了重要让步，因为伊朗同意将 1200 千克（2640 磅）

低浓铀贮存在土耳其，并等待一年后换取来自法国和俄罗斯的较高丰度的浓缩铀。但

据信伊朗目前拥有比这大得多的核材料库存。 

在去年 10 月的计划中，这种交换留给伊朗的材料本来将远少于制造足够一枚炸弹

用的武器级铀所需的 1000 千克（2200 磅）材料。自那时以来，伊朗一直继续大量生产

低浓铀，同时开始将其丰度提高到近 20%。 

今年 3 月，原子能机构说伊朗的库存大约为 2100 千克（4600 磅）。据一直在跟踪

伊朗秘密扩散迹象的华盛顿科学和国际安全研究所的大卫·奥尔布赖特称，该库存有可

能已增加到估计的 2300 千克，约合 5000 磅，即足够制造一枚炸弹所需材料数量的两

倍多。 

从西方的观点看，这摧毁了有助于达成协议的许多激励因素。无论伊朗是否从国

外得到燃料，伊朗决定继续其将丰度提高到近 20%的计划都构成了甚至更大的障碍，

因为它使德黑兰更接近于获得制造武器的能力。 

 

联合通讯社 2010 年版权所有。保留一切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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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众议院批准制裁伊朗 

法新社 — 4 天前 

 

美国和巴西两国官员在伊朗铀问题信函上发生争执 

《华盛顿邮报》— 5 天前 

 

克林顿：伊朗燃料交换交易有“缺陷” 

美国之音 — 2010 年 5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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