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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的使命是防止核武器

扩散和帮助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从核科学技术的和

平、安全和可靠利用中获益。

1957年作为联合国内的一个自治机构成立的原子能机

构是联合国系统内唯一拥有核技术专门知识的组织。原

子能机构独特的专业实验室帮助向原子能机构成员国传

播人体健康、粮食、水、工业和环境等领域的知识和专门

技术。

原子能机构还作为加强核安保的全球平台。原子能机

构创办了有关核安保的国际协商一致的指导性出版物《核

安保丛书》。原子能机构工作还注重协助最大限度地减少

核材料和其他放射性物质落入恐怖分子和罪犯之手或核设

施遭受恶意行为的风险。

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为保护人和环境免受电离辐射的

有害影响提供一套基本安全原则，并反映出对高安全水平

构成要素的国际共识。原子能机构已针对服务于和平目的

的各种核设施和核活动（包括退役）制订了安全标准。

原子能机构还通过其视察体系核实成员国根据《不扩

散核武器条约》以及其他防扩散协定履行其将核材料和核

设施只用于和平目的的承诺情况。

原子能机构的工作具有多面性，涉及国家、地区和国

际各个层面的广泛伙伴的参与。原子能机构的计划和预算

通过其决策机关——由35名理事组成的理事会和由所有成

员国组成的大会——的决定来制订。

原子能机构总部设在维也纳国际中心，现场和联络办

事处分别设在日内瓦、纽约、东京和多伦多。原子能机构

在摩纳哥、塞伯斯多夫和维也纳运行着科学实验室。此

外，原子能机构还向设在意大利城市的里雅斯特的阿布杜

斯 • 萨拉姆国际理论物理中心提供支持和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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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原子能机构对六十年来，通过将和平核科学

技术的益处用于提高人类的福祉、健康及繁荣，以服

务于全世界，感到非常自豪。

在过去六十年里，世界发生了显著变化。原子能

机构一直紧跟技术的发展，满足成员国变化的需求。

我们自1957年批准国际原子能机构《规约》时的

26个国家，现已成长为一个拥有168个遍布全球的成

员国的组织。并且，我们的成员国数目还在不断增

加。如今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国家中，大多是发展

中国家，他们非常渴望在人体健康、粮食和农业、工

业、发电和无数其他领域利用核科学技术的益处。

国际原子能机构与成员国密切合作，帮助他们实

现世界领导人在去年通过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我

们积极致力于实现这17个目标中的许多目标，包括有

关贫困和饥饿、人体健康、清洁饮水、廉价和清洁的

能源，以及气候变化的目标。 

这些都是核科学技术大有作为的领域。 

这就是如今我把我们的使命描述为“原子用于和

平与发展”的原因。过去60年业已证明，核科学技术

能够在支持可持续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致力于确保和平用途

原子能机构活动的一个重要领域是防止核武器扩

散。我们为此在大约180个国家实施保障。数百名原

子能机构视察员经常奔走于途，访问核设施，并跟踪

核材料，以确保核材料不从和平目的中被转用。我

们在帮助达成伊朗与“欧洲三国/欧盟+3”的2015年

协议《联合全面行动计划》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

正在核实和监测伊朗实施其在该协议中的核相关承

诺情况。

我们协调了对核电厂严重事故的国际响应，包括

对1986年切尔诺贝利事故和2011年福岛第一核电站事

故的响应，并促成了世界各地核安全的显著改善。安

全是一项国家责任，但国际原子能机构召集各国一道

商定安全标准和共享实际经验。

在加强核安保和防止核材料及其他放射性物质落

入恐怖分子之手方面，我们是国际合作的全球核心平

台。我们提供辐射探测设备，对边防卫士和海关官员

进行培训，维护有关贩运事件的全球数据库，并制定

核安保导则。 

许多国家认为核电能够帮助他们应对确保可靠能

源供应同时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双重挑战。核电是可

用于发电的最低碳技术之一。

国际原子能机构向希望利用核电的国家提供援助

和信息，以帮助他们安全、可靠和可持续地利用核电。

作为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我的工作中最有成

就感的一点是，因为原子能机构提供的工作和支持，

人们的生活得到了改善。这其中包括：农民，由于核

技术能够种植更丰富的农作物；渔民，由于我们的环

保工作能够在更清洁水域中捕鱼；癌症患者，由于国

际原子能机构能够更好地获得放射治疗和核医学。

本期《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特刊对原子能机构

的工作进行图文并茂的概述。我希望你能觉得它有趣

且内容丰富。

我要向我的前辈原子能机构总干事们致敬，他们

为塑造这个目前深受成员国重视的组织作出了重大

贡献。

同时，我要感谢我们所有才华卓著的工作人员，

包括前任和现职工作人员作出的奉献。

随着我们开始第七十年，我们会在所有的工作领

域面临挑战。但我相信，在我们的成员国的积极支持

和参与下，我们一定会战胜这些挑战。国际原子能机

构仍将是一个能够取得切实成果的组织，使和平核技

术用于改善我们世界各地同胞的生活。   

国际原子能机构成立60周年
原子用于和平与发展，造福于人类
文/天野之弥

天野之弥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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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

1997年

1981年

1961年

1957年

天野之弥

穆罕默德·埃尔巴拉迪

汉斯·布利克斯

西格瓦德·埃克隆德

斯特林·科尔

在五任总干事的领导下，国际

原子能机构对实现核科学技术的效

益最大化作出的贡献多年来在不断

增加，以满足其成员国不断变化的

需求和发展目标，同时促进高标准

的核安全和核安保，并确保核技术

只用于和平目的。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



天野之弥，日本，国际原子能机构第五任即现任总干事（2009年－）。

图/国际原子能机构

穆罕默德 • 埃尔巴拉迪，埃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第四任总干事

（1997－2009年）。

图/国际原子能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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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斯 • 布利克斯，瑞典，国

际原子能机构第三任总干事

（1981－1997年）。 

图/国际原子能机构

西格瓦德 • 埃克隆德，杰出的瑞典科学家，国际原子能机

构第二任总干事（1961－1981年）。

图/国际原子能机构

斯特林 • 科尔，美国，国际原子能机构

第一任总干事（1957－1961年）。他是

国际原子能机构形成时期的领导者。

图/国际原子能机构

国际原子
总干事

能机构



6  | 《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 ，60周年庆特刊，2016年9月

国际原子能机构历史上
的里程碑

继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原子用于和平”演讲后，国际原子能

机构《规约》于1956年10月23日获81个国家一致批准，并于1957

年7月29日生效，确立了国际原子能机构作为联合国系统内的一

个自治组织。

1953年12月8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在联合国纽约总部向联合国大会提议“原子用于和平”。 

图/联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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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10月23日，

第一届国际原子能

机构大会在维也纳

音乐厅举行，有来

自56个国家的外交

官和科学家出席。  
图/国际原子能机构

1957年12月11日，奥地利外交部长利奥波德 • 费格尔

（右）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第一任总干事斯特林 • 科尔

（左）签署奥地利与国际原子能机构之间的“总部协

定”。  

图/国际原子能机构

1958年至1979年设于维也纳的国际原子能机构

秘书处总部。位于卡恩特纳环路的大楼今天已

是大酒店。 

图/国际原子能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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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10月1日至23
日，第一届国际原子

能机构大会在维也

纳音乐厅举行，有来

自57个国家的外交

官和科学家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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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 史

维也纳国际中心始建于1973年，于1978年竣工，1979年8月23日正式启用，此后一直是国际

原子能机构的总部。该中心还有其他几个驻维也纳的联合国系统组织。

图/国际原子能机构  

位于奥地利塞伯斯多夫的国际原子能机

构实验室于1959年举行落成仪式。这些

原子能机构实验室为原子能机构在核

核查、粮食和农业、人体健康、工业应

用和环境领域的活动提供支持。

图/国际原子能机构

2005年12月10日，国际原子能机构总

干事穆罕默德 • 埃尔巴拉迪和理事会主席

（2005－2006年）天野之弥大使在奥斯

陆市政厅“诺贝尔和平奖”颁奖仪式上。

图/国际原子能机构



人体健康
核技术在医学和营养中的应用已成为最广泛的和平应用之一。核技

术在健康状况的诊断和治疗，特别是在癌症和心血管疾病等非传染性疾

病的诊断和治疗中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国际原子能机构协助成员国在

制订和实施高质量的综合国家癌症防治计划方面建设能力。核技术也有

助于监测和解决从营养不足到肥胖等各种形式的营养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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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在国际原子能机构建造的人体模型半身像，

展示对甲状腺放射性碘摄入的精确测量。甲状腺控

制着人体的新陈代谢。

图/国际原子能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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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同位素技术能够帮助确定儿童是否

在饮食中接收和利用适当的营养平衡。

2012年，在厄瓜多尔的一个国际原子能

机构研究项目评价了学龄儿童的营养

状况。 

图/厄瓜多尔E. Aguilar Lema

2015年，在奥地利塞伯斯多夫国际原子能机构实验室接受过

培训的一名斯里兰卡专家在斯里兰卡佩拉德尼亚的核医学科

检查将要给予甲状腺癌患者的碘-131剂量。  
图/国际原子能机构

2014年，拉丁美洲的核医学专家评价了

在给患者服用放射性药物后用单光子发

射计算机断层扫描仪产生的全身影像。

图/国际原子能机构

人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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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在维也纳总医

院示范对患者的放射治

疗。国际原子能机构促进

人们获得放射治疗的机

会并确保其安全使用。

图/国际原子能机构

国际原子能机构“治疗癌症行动计划”为中低收入国家实施综合国家癌症防治计划提供

支持。

图/国际原子能机构

健 康



粮食和农业
核技术提供有竞争力并且往往是独特的解决方案，以帮助对抗饥饿和

营养不良，抗击植物和动物疾病，提高农业生产率和环境可持续性，并确

保粮食是安全的。国际原子能机构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

合作努力，帮助成员国安全和适当地利用这些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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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经γ射线绝育的雄性果蝇与正常果蝇一起被释放到哥斯达黎加咖啡种植

园，以研究利用核技术进行害虫绝育，保护水果和其他农作物。 
图/联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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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一名国际原子能机构进

修人员在奥地利塞伯斯多夫的粮

农组织/原子能机构联合粮食和环

境保护实验室接受利用核衍生技

术进行食品质量检测培训。

图/国际原子能机构

2012年，国际原子能机构进修人

员在奥地利塞伯斯多夫的粮农组

织/原子能机构联合植物育种和遗

传学实验室参加植物突变育种技

术培训。

图/国际原子能机构

2012年，喀麦隆国家兽

医 实 验 室 的 兽 医 从

Gabarey Waka地区的一

只动物上抽取血液，利

用核相关技术进行小反

刍兽瘟疫检测。小反刍

兽瘟疫是一种能够造成

山羊和绵羊死亡的传染

性极强的疾病。

图/国际原子能机构

粮 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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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2015年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支持下在苏丹引入了用核科学优化的滴灌技术，

苏丹妇女在苏丹缺水地区经营的小规模农场和花园蓬勃发展。

图/国际原子能机构

一名科学家在2016年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一次培训班上学习如何利用核衍生技术

检测寨卡病毒和通过将昆虫不育技术纳入综合蚊虫防治计划来控制蚊虫。

图/国际原子能机构

农 业



水和环境
水安全已成为人类发展及环境和经济可持续性的一个关键问题，特

别是在全球人口增长的情况下。

国际原子能机构推广核技术在帮助寻找、管理和保护淡水以及保护

海洋方面的应用。它为成员国提供同位素水文学的培训，以及专家服务

和分析，以扩大对天然淡水系统的了解。核技术被用来研究环境过程和

气候变化对海洋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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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来自摩纳哥国际

原子能机构国际海洋放射

性实验室的科学家从地中

海提取水样品，利用同位

素技术研究放射性对海洋

和海洋生物的影响。

图/国际原子能机构



2011年，摩纳哥国际原

子能机构环境实验室的

科学家利用同位素研究

生物过程，以便了解海

洋生物如何对海洋酸化

和变暖作出反应。

图/国际原子能机构

2009年，一科学家小组将岩心沉积物取样设备下放至

洪都拉斯沿海，利用核技术研究水污染的影响。

图/国际原子能机构

2010年，在萨尔瓦多海岸丰塞卡湾，一名经原子

能机构培训的研究人员利用放射性示踪剂分析海

洋污染的来源、污染物和途径。

图/国际原子能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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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亏核技术，一名越南农民在他的咖啡

种植园成功控制了水土流失。

图/越南大叻核研究所

同位素技术被用来进

行水资源家庭、工业

和农业用途方面的全

面评估和管理。

图/国际原子能机构

环 境



产业应用
许多安全、经测试的核技术

被用于材料的特性识别和评价、

污染水平测量、器件灭菌和消毒、

工业过程监测和优化，以及改变

化学、物理和生物特性，以生产

新材料。辐射可用于物质的分析

和处理。国际原子能机构支持成

员国在广泛的产业中应用核和同

位素技术。

国际原子能机构核应用实验室

国际原子能机构有12个专门的专业实验室，分别位于奥地利的维也纳

和塞伯斯多夫及摩纳哥，用于帮助成员国解决食品安全、水资源管理、人

体健康以及环境放射性和污染的监测和管理等根本发展问题。

18  | 《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 ，60周年庆特刊，2016年9月

位于奎松市的菲律宾原子能研究中心放射性同位素生产

装置自1965年运行以来，满足了对多种放射性同位素特

别是医用放射性同位素的日增需求。

图/国际原子能机构



《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60周年庆特刊，2016年9月  | 19

2011年，在英国阿默舍

姆，放射性药物制造厂

工人在确保对放射性药

物的安全密封和包装。

图/国际原子能机构

2006年，在维也纳

艺术史博物馆，文

物保护科学家们将

精确的X射线束对

准称作《盐具》的

16世纪意大利金制

桌面工艺品。核相

关技术被用于艺术

品研究。

图/国际原子能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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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原子能部科研人员在

测试用于该国炼油厂无损

检测的设备。
图/国际原子能机构



2015年，在巴西圣保罗核能和能

源研究所，辐射技术被用于加固

电线和电缆、提高其化学品耐受

度和防火性。

图/国际原子能机构

2014年，越南在国际原子能

机构的支持下开发的用于

生产放射性药物的最先进

技术。

图/国际原子能机构

2015年，在巴西圣卡萨圣保

罗医院组织库，γ辐照被用

于人体组织移植前的灭菌。

图/国际原子能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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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2016年印度加尔各答港

输沙调查的一部分对放射性

示踪剂进行注射后监测。

图/巴巴原子研究中心



核安全和核安保
国际原子能机构为保护人、社会和

环境免受电离辐射的有害影响制订和

通过各种安全标准。这些安全标准反映

出对高水平核安全构成要素达成的国际

共识。

国际原子能机构作为核安保的全球

平台，帮助最大限度地降低核材料和其

他放射性物质落入恐怖分子之手或核设

施受到恶意行为的风险。

国际原子能机构通过同行评审服务

和其他专门的国际和国家计划和项目，

进一步协助成员国建设能力和努力加强

全球范围的核安全和核安保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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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促使增加了国际安全合作，并通过了旨在加强

核安全和应急响应的多项公约。

图/乌克兰对外友好及文化关系学会



安 全

2011年5月27日，国际原子能机构

实情调查工作组检查福岛第一核

电站受损的反应堆，以评估海啸

的破坏情况，总结可从该事故汲

取的初步教训。

图/国际原子能机构

2011年3月11日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

发生后的国际原子能机构事件和应

急中心。事件和应急中心保持24小
时热线畅通，以确保核或辐射紧急

情况下的通报和援助请求。  
图/国际原子能机构

2012年，马来西亚巴东勿刹

边境安全部门利用手持式辐

射探测器进行辐射评估。国

际原子能机构支持成员国努

力加强核安保，包括使用专

门设备进行边境检查

图/国际原子能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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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原子能机构支持成员国确保诸如能源、工业、医药、农业、科研、制造和矿物

勘探等许多和平应用中使用的放射性物质的安全和可靠运输。

图/国际原子能机构

法国利穆赞地区一座以前铀矿环境整治前后对比。国际原子能机构推动和促进各国之间的合作，以共享环境整

治项目的知识和实施经验。

图/法国阿海珐公司

安 保



核电和燃料循环
核技术最为人所知的和平应用就是核电。许多国家把核电看作是一种

能够有助于缓解气候变化影响的经济实惠、可靠和清洁的能源来源。它是

世界能源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使用预计在未来几十年内会不断

增长。

国际原子能机构通过支持世界各地的现有核计划和新核计划，促进核

电的高效、安全和可靠使用。它在能源规划和分析方面，以及在核信息和

知识管理方面提供技术支持、促进创新和帮助建设能力。

1961年，来自28个国家的500多名科学家出席了在奥地利萨尔茨堡举行的国际原子能机构关于

等离子体物理和受控核聚变研究会议。国际原子能机构支持核聚变研究。

图/国际原子能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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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梅林研究堆于2008年退役。

图/于利希研究中心

2012年，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

事天野之弥在芬兰奥尔基洛托

核废物处置库。原子能机构促

进放射性废物的安全和可靠处

置。 

图/芬兰核废物管理专家组织

2014年，国际原子能机构专家在摩洛哥本古里矿山

讲解磷矿开采和铀作为副产品的潜在提取的可持续

作法。

图/国际原子能机构

核 电



2015年8月27日，就计划在2017年
9月前在哈萨克斯坦乌斯季卡缅诺

戈尔斯克建设国际原子能机构低

浓铀银行签署“东道国协定”。低

浓铀用来制造大多数核反应堆的

燃料。 
图/哈萨克斯坦政府

2016年阿拉伯联合酋长

国巴拉卡核电厂施工现

场。原子能机构协助利

用或引入核电的国家安

全、可靠和可持续地利

用或引入核电。

图/国际原子能机构

26  | 《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 ，60周年庆特刊，2016年9月

燃料循环



核核查
国际原子能机构应用技术措施或

“保障”核实各国正在履行其将核材料

只用于和平目的的国际法定义务情况。

国际原子能机构独立的核查工作使得其

能够在遏制核武器扩散中发挥不可或缺

的作用。

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之间达成的

“澄清有关伊朗核计划过去和目前的未

决问题的路线图”以及中国、法国、德

国、俄罗斯联邦、英国、美国、欧盟高

级代表与伊朗之间达成的“联合全面行

动计划”的实施，开辟了伊朗和国际原

子能机构关系的新阶段。

原子能机构保障分析实验室的能力

增强，加强了原子能机构对核材料样品

进行及时和独立分析并确保质量控制的

能力，以保持对用于保障目的的分析结

果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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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原子能机构视察员在保加利亚科兹洛杜伊

核电厂对反应堆安全壳屏蔽加封记。加上这些

专门密记，旨在防止任何未经授权或未经申报

的核材料接触或转移而未被发现。

图/保加利亚科兹洛杜伊核电厂



2002年12月，一视察小组在伊拉克。在20世
纪90年代初发现伊拉克秘密核计划后，显著

加强了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的有效性。

图/国际原子能机构

奥地利塞伯斯多夫新建国际原

子能机构核材料实验室钚实验

室的工作人员。该实验室于

2015年竣工，将显著增强国际

原子能机构核和环境样品的分

析能力。

图/国际原子能机构

2015年，一名国际原子能机构保

障视察员在荷兰阿尔默洛铀浓缩

厂对罐中低浓铀进行测量。

图/国际原子能机构

28  | 《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 ，60周年庆特刊，2016年9月

核



《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60周年庆特刊，2016年9月  | 29

保障视察员在全球防核扩散机制

中起着重要作用，他们在世界各

地的场所，例如，2015年在捷克

共和国杜库凡尼核电厂，根据保

障协定开展核查活动。

图/国际原子能机构

2015年7月14日，国际

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天野

之弥与伊朗伊斯兰共和

国副总统阿里 • 阿克巴

尔 • 萨利希在签署“澄

清有关伊朗核计划过

去和目前的未决问题

的路线图”之后。

图/国际原子能机构

核 查



展望未来 
我们继续努力

基于过去六十年的成功经验，国际

原子能机构继续致力于核能、核安全和

核安保、核应用、技术合作和防扩散活

动，以造福人类。

原子能机构高度重视以安全、可靠

和和平的方式向成员国特别是发展中

国家提供核科学技术，帮助他们实现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原子

能机构实验室现代化的举措，即“加强

保障分析服务的能力”项目和“核应用

实验室改造”项目，将使原子能机构能

够履行其越来越多的核核查义务，并

满足对其核应用实验室所提供服务的

加大需求。 

国际原子能机构仍是一个能够取得

切实成果并真正改变世界人民生活的

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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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原子能机构为成员国提供放射性同位素

技术培训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包括将一辆

捐赠给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公交车用作移动放

射性同位素实验室，并在墨西哥首次使用。

图/国际原子能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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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放射肿瘤学家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总部接受三维放射治

疗工具的实际操作培训，以提供更准确的癌症诊断和治疗。

图/国际原子能机构

2015年在斯洛文尼亚研究堆举办的

一次国际原子能机构支持的培训班。

研究堆能够满足不同的需要，包括

医疗和工业同位素生产、元素分析、

硅掺杂、基于中子束的材料研究和

技术研发。

图/国际原子能机构



2012年，国际原子能机构进修人员

在奥地利塞伯斯多夫粮农组织/国际

原子能机构联合水土管理和作物营

养实验室接受核和同位素技术实际

操作培训。

图/国际原子能机构

2016年，1000多名不同年龄的

参观者参加了在维也纳国际中

心举行的“研究长夜”活动。

年轻人尤其对了解核科学技术

感兴趣。

图/国际原子能机构

在2015年9月14日国际原子能机

构大会上，国际原子能机构为

“核应用实验室改造”项目下的

塞伯斯多夫新核应用实验室的模

型举行揭幕仪式。 
图/国际原子能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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