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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写

亚洲的核电发展

迅速增长的经济和电力需求

正在促使一些国家开始采用或扩大核电的利用

胡传文 亚洲一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一个洲
和 Georg Woite 一一的经济在最近二三十年内已获得很大

的增长。在许多国家中，人口和经济的迅速

增长已经造成对能源和电力的巨大需求，

这么大的需求是化石燃料加水力所满足不

了的。因此可以预计，核电将成为一种能够

持续地满足该地区远期的电力需求的一种

重要选择。

举例来说，日本和大韩民国正在顺利

实施的核计划，已使其核电在总发电量中

占有很大的份额。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世界

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目前正在积极执行

本国的核能计划。还有几个亚洲国家已宣

布准备在其远期能源规划中考虑核电。

本文探讨该地区最近的能源发展情

况，尤其是核电的现状和前景。在探讨过程

中，将简要回顾亚洲地区的人口和经济增

长率、能源需求以及能源供应的环境与资

金限制因素等问题，并提及各国在核能的

潜在作用方面的不同情况。

经济和能源的发展

世界近 60%的人生活在亚洲。这一地

区大多数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能源

消费量都相当低。南亚是世界上人口增长

率最高的地区之一，预计这种趋势将持续

到本世纪末和下个世纪。大多数人居住在

胡先生和 Woite 先生是 IAEA 核动力处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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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地区，他们几乎不使用商业能源。然

而，未来的城市化程度和生活水准的提高，

将使以商业能源尤其是电力为重点的能源

供应需求量更大。在许多亚洲国家中，经济

的迅速增长是使能摞需求量增长的推动

力。这种形势已使该地区已经存在的电力

短缺更加严重，城市地区的停电和限电已

成了家常便饭。

在大多数亚洲国家中，人均用电量大

大低于工业化国家。美国、瑞典和加拿大人

均年用电量超过 10 000 kWh，相比之下，

印度和中国 1989 年仅分别为 305 和 515

kWh o 看来，为了支撑这些国家的经济，迫

切需要扩大电力系统。

在中国，为了支持高速的经济增长(每

年超过 10%) ，发电总装机容量在过去 10

年中已增加一倍多， 1991 年达到 150 吉瓦

(GWe) 。尽管增长得这么快，但在高速发展

的中国沿海地区，电力供应仍然远不能满

足需要。在本世纪末以前，预计每年将新增

装机容量 12-15 GWe。到本世纪末，发电

总装机容量将达到约 260 GWe 。

在印度， 1985一 1990 年间，发电装机容

量每年约增加 5 GWe。但是，估计 1991 年

印度短缺的发电装机容量最多时达到 10

GWe 以上，全年电力短缺近210 亿 kWh。印

度政府1992-1997年的经济规划设想，公

营部门的发电装机容量需要增加 31 GWe o 

在印度尼西亚，发电装机容量在过去

10 年间己翻了一番，但为了满足估计年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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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电是亚洲地区为满足其日益增长的电力需求正

在开发的各种能源之一 。 左土起:日本正在讨论核

电机组的新设计 s印度尼西亚的工人正在维修输

电线;中国大亚湾的广东核电站;印度农村的太阳

能收集板 z 泰国的燃煤电厂。(来源Mitsubishi ; 

EdF; UNDP; ADB; HK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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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率达 10%的电力需求量，在 2000 年前必 需的大量电力。化石燃料的燃烧将导致二

须再翻一番。到 2015 年，该国需要新增装 氧化碳 (C02 ) 、硫和氮的氧化物大量排放。

机容量 35 GWe. 中国、日本和印度属世界上 CO2 排放大国

在马来西亚 ， 1989 年电力消费量增加 之列，按绝对排放量计处于前 5 名。据估

8% ， 1990 年增加 15% 。到 90 年代末，马来 汁，亚洲的 CO2 排放量在 2000 年前的增加

西亚的电力需求量将增加近 2 倍，即从现 量将高达 30% 。硫和氮的氧化物的释放一

在的约 5GWe增加到约 13 GWe 。 直在该地区引起严重的污染，并明显损害

在泰国，最近几年发电装机容量迅速 经济发展和人体健康。因此，逐步减少化石

增加(1989年增加5.6%;1990年增加17%) , 燃料所占份额和采用清洁的发电技术，是

每年需要新增发电装机容量约1 GWe. 绝对必要的。

在大韩民国， 1987一 1990 年间，电力需 运输和输电。中国和印度两国丰富的

求量每年增加约 13一 14% 。预计 2006 年以 煤炭储量的地理分布很不均匀，消费煤炭

前每年将增加约 4.5-6% 。 最多的大多数高速发展地区远离产煤区。

据估计， 90 年代期间，整个亚洲高速的 在中国，即使铁路总货运能力的 40%左右

经济增快将导致电力需求量翻一番，估计 用于运输煤炭，这一运输网也不能满足需

每年需增加的发电装机容量约 20 GWe ，今 求。煤炭运输能力的不足已成为制约该国

后 10 年累计将达到近 200 GWe 。 浩海地区经济发展的"瓶颈"。

电力在输配过程中的损失，使-些亚

洲国家的电力短缺更加严重。例如，在巴基
能源供应的限制因素 斯坦，输配电损失占总发电量的 28%。印度

当前，亚洲的能摞供应与需求之间存 电力公司在 1989 -1990 年间损失了大约

在着很大的差距。形形色色的因素阻碍着 23%的电力。水电站或坑口燃煤电厂的远

已规划的雄心勃勃能摞计划的实施。以下 距离输电也面临许多困难。

各节讨论几个与不同国家有关的主要因 资金篝措。据估计，亚洲今后 10 年内

素。 需要增加发电装机容量约 200 GWe。这要

资源。有几个亚洲国家，如日本(世界 求至少向电力系统投资 5000 亿美元。因为

上最大的能源进口国)和大韩民国，其能源 亚洲国家的大多数电力项目一直是由国家

供应一直严重依赖于进口燃料。这些国家 控制的，各国政府日益认识到，它们自身已

在 70 年代石油危机期间的痛苦经历，对其 无力负担这笔费用。因此，菲律宾和马来西

能源政策产生过重大影响。为了确保能源 亚等亚洲国家正在推动能源部门的私有

的长期可获得性，日本、大韩民国和中国台 化，鼓励私营部门向电力项目投资。某些政

湾省一直在实施持续的和周密规划的核动 府〈例如中国〉采取的其他筹资办法是让外

力计划。随着国内需求量的增长，印度尼西 商直接投资和合资，以便为大型的和先进

亚到 90 年代末可能变成石油纯进口国。预 的电力项目获得外资。.

计 2003 年前印度尼西亚将新增装机容量

20 GWe 以上 F然而，根据目前规定的全国

煤炭消费量限额(每年 4000 万吨) ，燃煤电 亚洲的核电发展

厂装机容量将被限制在 15GWe 以内。该国 1992 年年底时，亚洲有 70 套核电机组

政府的研究表明，核电计划是可行的，尽管

核能发电眼下不是最便宜的选择。
铸有关发展中国家核电项目资金筹措的特点

环境保护。化石燃料是亚洲用于发电
和问题，在 lAEA 最近出版的下述出版物中有较详

的主要能源。这个地区两个最大的煤炭用 细的讨论 ， Financing Arrangeme耐 for Nuc，阳，p.础le'1'

户中国和印度，将继续从煤炭获得它们所 卉。ject8 in De四Iop切g Cauntr町.Vienna (1 9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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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并网发电， 21 套核电机组在建。世界

上 1991 一 1992 年间开始建造的 4 座动力

堆全都在日本和大韩民国。此外，预计世界

上 1993 年开始建造的所有新动力堆(10 座

以上)也都在亚洲。(见下页表。)

→些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核电发展可分

为以下几类 z

·第一类包括日本、大韩民国和中国

台湾省。为了确保能源供应的可靠性和减

少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他们制定了长

期和连贯的核电计划，并一直在顺利地实

施。 1992 年，日本、大韩民国和中国台湾

省的核电在总发电量中的份额分别达到

27.7% 、 43.2%和 35.4% 。他们已经建起了

相当强大的工业基础设施，在核动力领域

内，技术上越来越自立。在韩国， 1995 年桂

马 3 号和 4 号机组开始商业运行时，预计

技术上自立程度将达到 95%。从经济角度

看，研究表明，日本利用核能发电比利用化

石燃料便宜，韩国则与煤电不相上下。

·第二类包括中国和印度。快速的人

口增长和经济发展要求大大扩大发电能

力。对燃煤发电的严重依赖，导致许多地方

环境严重污染。为了减少这种影响和缓解

电力短缺，已开始发展核电。这两个国家都

已在核领域内依靠本国的技术和资摞建立

了各种能力，他们都具有进一步发展核电

的强大潜力。这些国家中所作的研究表明，

核电在远离便宜的产煤基地和目前被环境

污染所困扰的工业区肯定是有竞争力的。

印度的第 10 套核电机组格格拉帕尔 1 号

已投入商业运行。印度的大多数反应堆是

本国设计的加压重水堆(PHWR) 。中国的

第一套自行设计和建造的核电机组(秦山)

已于 1992 年 8 月达到满功率运行。进口的

大亚湾核电站 1 号机组已于 1993 年 7 月

起动，预计 2 号机组将于 1994 年起动。中

国的几个省份都在筹划核电项目。

·第三类包括菲律宾、巴基斯坦和伊

朗。这几个国家在建立核电计划方面都有

一些波折。巴基斯坦有一座 125 MWe 的

PHWR，该堆堆龄已逾 20 年，而且运行实绩

相当差。菲律宾的巴坦安核电厂(一座 620

特写

MWe 的压水堆〉于 1986 年建成，但政府已

宣布该厂将不投入运行。伊朗的一座核电

厂建设已搁浅很长时间。然而，这 3 个国家

都一直没有放弃兑现其部署核电的承诺。

巴基斯坦第二套核电机组(一座由中国供

应的 300 MWe 压水堆)的建造工程始于

1993 年 8 月。伊朗正在同中国和俄罗斯谈

判购买核电机组。 1993 年 7 月，菲律宾总统

命令制定全面的核电计划。

·第四类包括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

西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越南、土

耳其以及孟加拉国等许多亚洲国家。这些

国家的政府都已宣布有意发展核电。在印

度尼西亚，在人口稠密和高速发展的爪哇

地区建一座 600 MWe 核电厂的可行性研

究，预计将于 1996 年完成。其目标是印度

尼西亚的第一套核电机组在 2003 年前投

入运行。在泰国，建造有 6 套机组总计达 6

GWe 核电装机容量的探讨性规划，预计将

提交政府批准，然后将进行为期 3 年的商

业可行性研究 F头两套机组计划于 2006 年

投产。在土耳其，加拿大原子能有限公司

(AECL) 己向土耳其主管部门提交了一份

关于在阿库尤 (Akkuyu)场址建一座 700

MWe 反应堆的综合建议。

核电前景

核电项目规划。亚洲的大部分地区都

有雄心勃勃地大量增加核电装机容量的规

划。世界上最近订购核电机组的订单全都

来自亚洲国家。

在日本，核能已成为一种经济而稳定

的能源，其地位早已明确。日本的一些电力

公司已宣布在今后两年内开始建造 10 套

新核电机组的规划。通产省的一份报告已

要求在 2010 年前增加 40 GWe，使日本目

前的核电装机容量翻一番。

大韩民国正在制订在 1991- 2006 年

间建造另外 18 套核电机组的规划，核电总

装机容量计划到 2006 年达到 23 GWe 。

在中国，核电在国家能源发展战略中

的地位显然正在提高。到目前为止，有 8 个

《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 1993 年第 4 期 5 



1992年年底时亚洲

的核电状况

部分亚洲国家中的

核电与煤电的经济

性比较

特写

运行中 建造中 规划中
核电所

国家 装机总 装机总 占份额 装机总 投入

机组数 容量 机组数 容量 ( % ) 机组数 容量 运行
(MWe) (MWe) (MWe) 年份

中国 l 288 2 1 812 0.1 12 8400 2005 

印度 9 1 593 5 1 010 3.3 16 3 100 2000 

印度尼西亚 l 600 2003 

伊朗 2 2392 600-2600 2010 

日本 44 34 238 9 8 129 27.7 72500 2010 

大韩民国 9 7220 3 2550 43.2 27 23 000 2006 

马来西亚 l 2002 

巴基斯坦 125 1. 2 2 425 1999 

菲律宾 l 620 •• 620-1500 2010 

泰国 2 2000 2006 

土耳其 700 2000 

越南 800-1200 2010 

亚洲合计 · 70 48354 22 16 513 

世界总计 424 330 651 72 59720 16.7 

费合计中包括中国台湾省正在运行的 6 套机组， 4890 MWe (核电占总发电量的份额为 35.4%) , 

** Mothballed 核电厂.
来源 IAEA PRIS，有关规划中反应堆的信息摘自论述该国规划的有关报告.

省已在从事核电厂建设或为新核电厂进行

选址及可行性研究。秦山项目二期工程(两

套 600 MWe 压水堆)的初步设计审查，已

于 1992 年 11 月获得通过。大亚湾项目二

期工程〈两座 900 MWe 压水堆)的准备工

作和与外商的谈判已开始。中国和俄罗斯

签订过有关在辽宁省建造两套 WWER 型

机组(两座 1000 MWe 核动力堆)的协定。

此外，江西省正在为建造一座 600 MWe 核

中国

印度

日本

大韩民国

o 0.2 

园贴现率 5% M
川

nu 

au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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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啤

本
J
K
M

‘,
uz-3 

6
制
圈

。

煤与中
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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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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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注 z 假设中包括预计的电厂寿命为 30 年和负荷因子为 75%.

来源 : Joi1l1 5tudy OJ 111, IAEA mrd thl' Nuclt'ur E l1ergy Agnrcy and brltT1回回国1 E，町gy

Agl'lIcy 0/ th l' Orga lJizatiotl fi旷 &Otlomic Co-opn-atiOIl a"d Droelo户时rlt (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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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厂作准备，海南岛已提出建造两座 350

MWe 压水堆的设想。

在中国的台湾省，台湾电力公司已邀

请对其第 4 座核电厂(两座 1000 MWe 轻

水堆)进行投标。预计该电厂将于 2000 年

前建成。

印度计划在今后 10 年内再建造多达

15 座的核动力堆，以缓和该国的电力危机。

如果预算经费有保证，巴基斯坦打算从中

国购买第二座 300 MWe 压水堆。印度尼西

亚已在其长期规划中表明，它打算开始执

行核电计划。泰国已提出建 6 GWe 核电装

机容量的规划。

经济竞争力。核电与常规基荷发电相

比的经济竞争力取决于许多因国因地而异

的因素，其中包括当地的燃料价格、环境保

护等法定的要求，以及需要的资本收益率

或贴现率。

在电网容量大和本国能源资源缺乏的

一些国家里，如日本和大韩民国，核电与常

规发电相比是有竞争力的。在远离大型煤

气田或廉价水电的经济高速增长地区，核

电也是有竞争力的。这包括中国的沿海地



区、印度的西部和南部地区以及上述第三

和第四类国家的某些地区。由 4 个亚洲国

家(中国、印度、日本和大韩民国〉所进行的

研究已表明，多数情况下，对预定在 2000

年前后开始运行的已立项电厂的电力生产

来说，核电是最便宜的选择。

技术发展。亚洲国家的核电发展正在

促进本国核工业的技术发展。世界上第一

座先进沸水堆正在日本兴建。大韩民国在

仿制坎杜型 PHWR 的过程中，使这种堆得

到重大改进。中国正在研制本国的标准机

组 AC600 MWe PWR，其特点是具有先进的

功能和非能动的安全设施。印度正在考虑

用牡生产核电，因为其铀资惊有限。许多亚

洲国家的电网容量较小，可获得的资金有

限，因而对于改进后的中小型动力堆来说，

也是具有吸引力的市场。

亚洲从核能的远期贡献考虑，正在积

极开发快中子增殖堆 (FBR ) 。日本的"文

殊"中试规模 FBR 预计于 1994 年首次达到

临界。印度计划今后两年内完成 500 MWe 

原型 FBR 设计的详细审查和审定。中国一

直在为一座池式实验性 FBR (65 MWth)做

工程准备工作。

问题与需求

核电基建费用高昂，这使许多缺乏投

资资本的发展中国家难以实施其雄心勃勃

的核电规划。资金筹措是中国和印度扩大

核电的一个关键因素。许多亚洲国家正试

图吸引私人和外国人投资核电厂。

本国参与的程度取决于当地已有的工

业基础设施。当地工业部门的大力参与，对

于小规模的核电计划来说一开始会使费用

较高，但对于远期的大规模核电计划来说

有可能使费用降低。

核电的采用对于人力资源的技术要求

是很高的。为了使电厂取得良好的实绩、高

水平的安全和经济上有竞争力，高质量的

工作人员对于核电厂的设计、设备制造、建

造、管理和运行来说是极其重要的。要考虑

的其它因素包括为核电厂选择合适的场址

特写

和放射性废物的永久处置，这是两个已引

起公众对核能表示担忧的问题。

IAEA 一直在制订电力系统扩大规划、

核电项目可行性研究、电厂选址、人力资源

开发、项目管理、电厂工程和安全评价等方

面提供多种多样的援助，以支持有关的国

家。机构一直在为亚洲的核电发展实施各

种技术援助项目。

在整个 90 年代，预计亚洲的经济将继

续高速增长，对电力需求量也会不断增

加。核电在该地区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中有

可能起到日益重要的作用，并给环境保护

和能源供应可靠性提供特殊好处。据估计，

到 2000 年，并入亚洲电网的核电机组可能

多达 90-100 套，预料跨入下个世纪后核

电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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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加拉国的技工正在

输电线路上工作。(来

源 :A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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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Easey 和

P. Molina 

特写

亚太区域合作:能源、电力和核动力规划

一些国家正在通过 lAEA 的技术合作计划

获得分析其能源选择的经验

过去 5 年，亚太地区的一些国家一
直在通过 IAEA 的合作计划共同研究其能

源前景。这项工作是通过一系列根据有关

核科学技术的研究、发展和培训的区域合

作协定(RCA)安排的讲习班和培训班进行

的，该协定于 1972 年开始执行。自那以来，

亚太地区的 15 个国家一一澳大利亚、孟加

拉国、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大韩

民国、马来西亚、蒙古、巴基斯坦、菲律宾、

新加坡、斯里兰卡、泰国和越南一一已成为

RCA 成员。

过去二十年中，主要在农业、工业、医

学、辐射防护和基础核科学领域，开展了广

泛的 RCA 活动。 1987 年，由于设立了能源

和核动力规划项目，该项合作计划的范围

扩大。其主要重点是使各国积累利用两个

能源和核动力规划模型〈即能源需求分析

模型(MAED)和维也纳自动的系统规划程

序包(WASP))方面的经验。此项目最初确

定为期 4 年，实际上到 1992 年还在执行。

1993 年 7 月，该项目的各国参加者在雅加

达开会，提议将其期限延长。

本文回顾了在 RCA 能源项目名下开

展的活动，并报道已提出的该项目下阶段

的行动计划。

Easey 先生是lAEA 技术合作司核科学技术研

究、发展和培训方面的区域合作协定(RC川的协调

员，Molina 先生是 IAEA 核动力处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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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和能源背景

在过去 10 年中，RCA 国家及亚太地区

其它一些国家的经济迅速增长，大大超过

了世界上其它地区。这使该地区国家的生

活水平有了提高，而且很自然地对产品和

服务的需求增加。这些因素及其它→些因

素，已促使整个地区的能源总需求尤其是

电力需求增加，有些国家的能源需求年增

长率相当高。

尽管种种数字说明 RCA 国家的经济

发展迅速，但是有必要用以人均值表示的

指数来研究这些结果，从而可以看出 RCA

国家之间的差异是很大的。〈见下页表。)越

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约为 130 美元

(以 1980 年美元计)，而澳大利亚和日本却

为 13 000 美元左右。

同样，在 RCA 国家中， 1991 年人均能

源消费量的差异也很大。最高的是新加坡

和澳大利亚，前者人均消费量为 6667 千克

石油当量(kgoe) ，后者为 5033.5 kg侃。最低

的是孟加拉国 (77.4 kg臼)和越南 (148.4

kgoe). RCA 国家 1991 年的平均人均能源

消费量约为 676 kg侃，不到世界平均数的一

半，后者 1991 年的值约为 1583 kgoe 。

RCA 国家 1991 年的人均电力生产量

也有很大的差别。最高的是澳大利亚(8533

kWh)和日本(7129 kW的，最低的是孟加拉

国 (67.1 kW的和越南(120 kW的。值得指

出的是，新加坡和蒙古达到了相当高的水



平，分别为 5725.4 kWh 和 129 1. 7 kWh。不

过，RCA 国家 1991 年的平均人均电力消费

量为 817.4 kWh，而当年的世界平均值为

2195 kWh o . 

亚洲国家给人深刻印象的经济增长率

的一种可能解释，是目前这个地区内部的

贸易格局。地区贸易正在不断地变得更加

重要，预计今后会超过与世界其它地区的

贸易。这将使该地区更加自力更生。预计未

来几年内，亚洲的经济增长将会继续下去，

这将对能源总需求、尤其是对电力的需求

产生极大的影响。

仅仅是经济发展就将迫使生产出口商

品和提供服务所需的能惊增加，因为预计

出口部门会进一步得到发展。与此同时，为

满足国内居民的需求，也将需要更多的能

源。

预计整个地区的电力在能源总需求量

中的份额将增加。工业化国家的情况一直

如此。在亚洲，许多国家正在经历工业化的

过程，这个过程必将建造一些用电更多的

新的现代化工厂。此外，电气化的趋势也将

促使人们将电力送到所有无电的农村去。

同样，随着家用电器的增多，人均能摞消费

量必将上升。

从供应角度看，普遍认为这个地区具

有丰富的能源资源，可以满足预计的需求。

不过也有某些困难。首先，该地区的资源分

布不平衡，即使是国家内部分布也是不平

衡的。在许多国家中，主要的能源需求中心

远离资源区。有些国家由于其特殊的地理

条件(岛国)，或是缺乏足够的运输基础设

施而使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这些因素表明，需要精心地规划未来

的能源和电力生产设施。

迄今，该地区的国家在规划其能源和

电力生产体系方面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但

是，由于一次能源资源逐渐减少和需求继

续增加，今后必须进一步加强这种努力。此

外，能源/电力部门的投资受到整个社会一

经济发展的其它部门〈例如卫生保健和教

育〉所需投资的高度竞争。况且，由于环境

方面的考虑越来越多，恰当解决能源供需

特 写

RCA 成员国平均年增长率0980-1991 年)(单位 g百分率)

人口 GDP 能源 电力
1980-1990 年 消费量 生产量

澳大利亚 1. 52 3.21 2.08 4.00 

孟加拉国 2.56 3.45 5.95 11.60 

中国 1. 48 8.73 4.49 7.63 

印度 2.07 5.74 5. 09 9.74 

印度尼西亚 2.00 4.70 3.94 11. 28 

日本 0.55 4.25 2.30 4.41 

大事事民国 1. 27 8.71 6.56 11. 78 

马来西亚 2.65 5.95 7.40 9.96 

蒙古 2.78 6.05 2.49 7. 59 

巴基斯坦 3.27 6. 15 6.33 11. 21 

菲律宾 2.49 1. 72 2.04 1. 98 

新加坡 1. 15 6.98 4.88 8.31 

斯里兰卡 1. 49 4.25 2.76 6.66 

泰国 1. 56 7.49 5.75 12.03 

越南 2. 18 4.54 0.19 6.89 

RCA 国家平均数 1. 80 5.33 3.97 6.53 

RCA 成员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町、能源消费量和电力生产量

人均 GDP 人均能源消费量 人均电力生产量
(以 1980 年美元计〉 (kgoe) (kWh) 

1980 年 1990 年 1980 年 1991 年 1980 年 1991 年

澳大利亚 10674 12595 4735 

孟加拉国 171 186 54 

中国 293 584 473 

印度 251 356 239 

印度尼西亚 517 610 422 

日本 9068 13 006 2953 

大韩民国 1 637 3318 1 156 

马来西亚 1 779 2439 760 

蒙古 835 1 142 1 424 

巴基斯坦 328 431 222 

菲律宾 724 669 457 

新加坡 4853 8 494 4478 

斯里兰卡 279 364 242 

泰国 688 1211 522 

越南 105 132 184 

RCA 国家 842 1 183 536 
平均数

t主 z 数据已化为整数.

平衡问题已变得更加复杂。

在电力方面，主要由于电力在总能源

中的份额预计要增加，因此必须对电力生

产的各个环节仔细加以分析。特别是对基

于燃烧化石燃料的系统，需要依据其环境

影响仔细分析。尽管通常认为可再生能、源

和核动力对环境比较合适，但也必须依据

《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 1993 年第 4 期

5033 6542 8533 

77 29 73 

652 288 549 

329 161 358 

519 90 233 

3513 4708 1129 

2024 997 2956 

1 252 697 1 486 

1 380 781 1292 

306 172 389 

435 356 337 

6667 2700 5725 

278 111 192 

813 310 913 

148 73 120 

676 496 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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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A成员国动力堆

情况

世界能源、电力和

核电消费量的估计

值

国东组

北美

拉美

西欧

东欧

非洲

中东和南亚

东南亚和太平洋

远东

世界总计

特写

动力堆 核发电量/占总

运行中的 在遣的 发电量的份额 运行经验

机组数
装机容量

机组数
MWeC净〉

世界合计 424 330 651 72 

RCA 成员国

中国 1 288 2 

印度 9 1 593 5 

日本 / 44 34238 9 

大韩民国 9 7220 3 

巴基斯坦 1 125 。

RCA 合计 64 43464 19 

占世界总量的百分数 15.1 13. 1 26.4 

其对工业的要求、制造电厂和建造电厂所

消耗的燃料、燃料的加工或制造，以及废物

的处置，对其进行评价。这些比较评价将不

仅需要考虑正在电厂中烧的燃料，而且要

考虑与燃料在电厂中的使用有关的各个方

面，还必须考虑电厂建造本身。在这方面，

与化石燃料发电厂相比，核电厂具有几乎

没有大气排放物的优点。不过，它的乏燃料

处置依然是需要关注的问题。

当前，RCA 国家对电力的需求主要由

碳氢化合物燃料来满足，今后这一趋势还

将继续下去。目前该地区的核电装机容量

占整个发电装机容量的约 10% ，核发电量

几乎占总发电量的 12%。这主要归因于日

本和大韩民国的核装机容量。(见上表。)只

装机容量 发电量
% 年数 月数MWe(净) TWh 

59720 2027.4 16.7 6479 9 

1 812 0.5 0.1 1 I 

1 010 5. 6 3.3 101 3 

8 129 217.0 27.7 556 11 

2520 56.5 43.2 72 1 

。 o. 5 1. 2 21 3 

13 191 280.1 17.2 752 7 

22.6 13.8 11. 6 

有 5 个 RCA 国家有核动力堆在运行(中

国、印度、日本、大韩民国和巴基斯坦)。

1992 年年底时，这些国家共有运行中的动

力堆 64 座，总装机容量 43 464 MWe(净) , 

占世界核电总装机容量的约 13%。这 5 个

国家有 19 座动力堆正在建造，总装机容量

为 13 191 MWe(净)。如果这些核电机组按

计划并网发电，到 2000 年可使 RCA 国家

的核电装机容量在全世界核电装机容量中

的份额增加到约 15% 。

2000 年以后，由于其它一些国家采用

核电，这个份额预计将进一步增加。例如，

印度尼西亚正在进行一项有关核电工程的

可行性研究，目标是 2005 年投入运行。预

计其它国家也将进行同样的研究。(参见本

1992 年 2000 年〈估计的范围) 2010 年〈估计的范围〉

能源总 电力 核电 能源总 电力 核电 能源总 电力 核电
使用量 份额 份额 使用量 份额 份额 使用量 份额 份额

(EJ) C%) C%) (EJ) (%) C%) (EJ) (%) (%) 

92. 1 38.2 7.3 94-95 40-43 7.2-7.3 95-99 43-50 7.3一 7.4

23.7 27.5 0.5 30-32 30-31 1. 0- 1. 1 40-45 35-36 1.。一1. 2

60.2 38.8 11. 9 63-64 42-43 12 66-68 47-50 10-13 

70.9 29.2 3.5 72-73 32-34 4.3-5.1 73-76 35-40 5.2-7.5 

15.5 20.8 0.6 20-21 21-22 0.5 28-30 22-23 0.4-1.0 

27.3 21. 5 0.2 34-35 24 0.5-0.7 45-49 27-28 0.5-0.9 

13.6 24.4 17一 18 27 23-25 31-32 0.2-0.8 

62.7 30.6 4. 7 73-76 33-34 5.8-6.5 90-98 35-38 6.1-7.8 

366.0 32. 1 5.3 403-414 34-35 5.5-5.8 460-490 37-40 5.2-6.4 

来源 I lAEA Reference Dota Ser四 1 (J时y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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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第 2 页开始的有关文章。)

从现在的发展趋势看，核动力对 RCA

国家的未来发展有可能作出重要的贡献。.

不过仍将需要对核电站的建造及其以后的

安全运行制订详细的规划，并要求在这两

方面及时作出决定。这种规划工作对于一

个国家引入第一座动力堆并使之并网发电

来说，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RCA 的能源规划项目

1987 年，能源和核动力规划项目

(ENPP)被批准作为 RCA 计划的一部分。

这个项目的基本宗旨是，通过交流

RCA 国家在使用 IAEA 的计算机模型( IlP 
MAED 和 WASP)方面所取得的经验，促进

在能摞和核动力规划方面的区域合作。为

此组织了经验交流会、培训班和其它活动。

经验交流会。第一次经验交流会是

1987 年 12 月 7-11 日在印度尼西亚的雅

加达举办的，主要涉及 WASP 模型。会议的

主要内容是各国之间交流使用 WASP 方法

学制定电力系统扩大规划〈其中包括制定

核动力规划〉方面的资料和经验。这次会议

的第 2 项内容是研究是否需要改进 WASP

程序，以便更好地适应该地区各国的需求。

接着又举办了 3 次类似的会议:1988

年 12 月 5-9 日，马来西亚吉隆坡，这次经

验交流会涉及 MAED 和 WASP 方法学 p

1989 年 9 月 4-8 日，中国北京 ;1990 年 8

月 27-31 日，大韩民国大田。后 2 次经验

交流会还讨论了制定能源和电力规划时考

虑环境问题的重要性。

每次经验交流会的特点是，与会者都

介绍各自国家的情况，综述各自国家的能

源、电力和核电现状。这使得大家能交换事

实数据，并为与会者提供了联合确定重大

问题和形成推荐性行动方针的机会。普遍

认为 MAED 和 WASP规划模型对于制定能

源和电力规划来说是功能非常强的工具。

与会者并建议组办地区培训班，为本地区

的专家提供专门培训。

培训班。在这-RCA 项目名下安排了

特写

2类区域培训班。

一类培训班是根据经验交流会上提出

的建议组织的，其课题是制定电力系统扩

大规划。第 1 期培训班是在马来西亚吉隆

坡的亚洲和太平洋开发中心(APDC)举行

的;它由马来西亚政府主办，APDC 协办，亚

洲开发银行(ADB)提供了财政资助。提供

支助的还有世界银行(IBRD)和联合国亚太

经济社会理事会(ESCA的。第 2 期培训班

是在巴基斯坦拉合尔的水利和电力开发管

理局(WAPDA)举行的 p它由巴基斯坦政府

通过 WAPDA 和巴基斯坦原子能委员会主

办，ADB 提供了财政资助。提供支助的还有

ESCAP 和加拿大政府，后者是通过正由

ACRES 国际有限公司实施的一个加拿大国

际开发署(CIDA)项目提供支助的。

这些培训班主要侧重于能源规划(包

括电力规划)和其它经济部门之间的联系。

尤其是，学员们受到了使用队队的制定电

力系统扩大规划的方法学和计算机程序

WASP- lII的个人计算机版本方面的培训。

在每期培训班上，来自同一国家的 2 人或

3 人小组利用他们国家的数据进行实例

研究。培训班的讲师来自本地区和其他

地区的国家，以及 ADB、 ESCAP、lBRD 和

lAEA。来自 10 个 RCA 国家的总共 58 名能

源和电力规划人员通过这些培训班接受了

培训。

另一类区域培训班是利用大韩民国提

供的特别捐助组织的。这类培训班主要侧

重于核动力项目的规划和执行。 1988-

1991 年期间的这些培训班由韩国原子能研

究所(KAERI)在大田举办，每次为期 3 周，

涉及一系列以韩国经验为基础的专题。总

共有 64 名专家参加了这些培训班，其中包

括来自 11 个 RCA 国家的 54 名专家。多数

学员在核科学技术领域有丰富的经验。

培训班的首要任务是设法给学员们传

授有关核电厂管理的实际技能和方法，其

范围从可行性研究和评标直至商业运行。

最后一期培训班特别把重点放在实施核动

力计划必不可少的组织、工业和人力等基

础条件的开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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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 年正在讨论大韩

民国第一座核电厂(古

里 ) 的建造计划的情

景。 如今，韩国有 9 套

核电机组，提供的电力

占全国电力的 40%以

上 。

12 

特写

培训班的大部分讲课者由大韩民国提

供，包括来自 KAERI 和韩国其它公司(例

如韩国电力公司、韩国动力工程公司、韩国

重工业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和大学的专家。

在每期培训班上，都要对一些具体课题进

行数轮讨论，以使弄清楚从制定核动力规

划的不同方案中吸取的经验。培训班还包

括参观核及有关场址和观看实际表演，如

在核电机组模拟装置上进行的表演。

该项目今后的活动

1993 年 7 月，在有关能源和核动力规

划的这个 RCA 项目的项目工作会议上，参

加国探讨了未来的需要和工作方向。这次

会议由印度尼西亚政府主办，并由国家原

子能局 (BATAN)组织，在其设在巴抄朱迈

特的机构内进行。出席会议的有来自下列

国家的国家协调员:澳大利亚、孟加拉国、

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大韩民国、马来西

亚、蒙古、巴基斯坦、菲律宾、斯里兰卡、泰

国和越南 。

在审议该项目时，各国协调员商定，该

项目的第一阶段对提供 WASP 方法学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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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验是非常有益的，并认为它实际己起

到在本地区内交流能源、电力和核动力规

划经验的论坛作用 。 他们认为，他们在分析

能力方面的这种投入需要在国内进一步加

以利用，办法是利用"培训教员"的方法对

主要人员进一步培训，以及改进国家数据

库的信息以提高成果的准确性。此外，普遍

认为此项目可以对制定发展核电的有效战

略起到积极的作用。

在建议将此项目延长 5 年时，各国协

调员确定了 2 个技术目标，作为今后合作

的基础 :

· 加强并提高该地区对未来的能源和

电力需求与影响的预测、规划和分析能力

的可靠性和质量。

· 通过汇集和分析 RCA 国家使用的

行之有效的战略方面的资料，促进各国实

施其核动力计划。

在整个 90 年代和进入下个世纪后，

RCA 国家将必须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以增

强其发电能力。必须搞好规划，这是并将继

续是相当重要的。为了协助进行分析和评

价， RCA 的能源和核动力规划项目能够继

续提供宝贵的支助 。 口



特写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能源战略与核动力:

使发展持续下去

今后数十年间扩大核能的作用

可以帮助该地区满足日益增长的电力需求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人口占
世界的 8% ，他们的一次能摞总消费量约占

世界一次能摞生产量的 6%。在今后几十年

内，该地区一一如同世界上大部分发展中

地区一样一一将面临着对能源特别是对电

力的需求日益增长的形势。

未来的能源需求量将取决于许多因

素，但人口增长与生活方式的变化可能是

主要的推动因素。即使人均能源使用量保

持在目前这种比较低的水平上，人口的增

加也将导致能源需求量的上升。以墨西哥

城、圣保罗、里约热内卢、布宜诺斯艾利斯

和披哥大等百万千万人级的大城市为中心

的城市化的进程，很可能会继续下去。这势

必将增加对能源特别是对电力的需求;还

将产生更为紧迫的环境问题，因此要求采

取效率更高和环境造宜的能源政策。

由于该地区的能源强度一一每单位国

内生产总值(GDP)的能源消费量一一比较

高，所以不管是工业部门还是民用方面，在

提高能源效率方面都有相当大的潜力。通

Bertel 女士和 Molina 先生是lAEA 核动力处职

员。本文是以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能源大

会(ENERLAC '93)上宣读的一篇论文为基础改写

的。这次大会是 1993 年 6 月 15-18 日在哥伦比亚

首都圣菲一德波哥大召开的，其要点见本期第 19

页。

过技术改进和自我克制的政策，大幅度的

节能是可能的。然而，该地区的 GDP 构成

往往是高耗能的，经济结构的改变也相当

费时。因此，即使实施提高效率和节能计

划，这种能源强度也将保持稳定，或继续缓

慢地上升。此外，能源效率的改善需要投

资，筹集资金可能比较困难。像世界上其他

的发展中地区一样，该地区的资金来源有

限，而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和偿还过去的贷

款所需的资金又较多。

因此，预期该地区的一次能源消费量，

将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速度继续增长。

此外，商业能源的需求量将以更快的速度

增加，因为它们将逐步替代非商业能源。世

界能源委员会(WEC)设想的各种情景表

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一次能源消费量，

自 1990 年到 2000 年将增加 0.25 到 O. 7 

倍，具体数字取决于经济与人口的增长率

及能源效率与需求量管理工作的相应成

就。在 2000 年到 2015 年间，按照 WEC 设

想的低情景，该地区的能源消费量将翻一

番，按高情景将增加两倍。(见下页表。)

过去，该地区的电力需求量一直比一

次能源总需求量增长得快。由于迅速城市

化和工业化，预计这种趋势将继续下去。该

地区人均电力消费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

平。在民用方面，对电气设备的需求远未达

到饱和水平。农村地区的电气化是提高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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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Mol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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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年 2000 年 2010 年 2015 年

人口总数(百万) 460-507 505-560 560-625 632-775 

GDP (1 0 亿1980年美元) 861-1075 995一 1465 1925- 2150 1810- 3730 

人均 GDP(1 980 年美元) 1801-2337 1949-2960 2072-3839 2335-5696 

一次能源消费量(Mtoe) 417-495 466-660 640-965 826-1830 

人均一次能源消费量 872-1076 941-1333 1075-1661 1307-2607 
(kgoe) 

注: toe=吨石油当量; kgoe=千克石油当量。

WEC设想的拉美和

加勒比地区的情景

14 

活质量所必需的，更有必要增加发电和输

配电的容量。工业部门的结构演变可能有

利于发展先进的工艺技术和现代化的生产

工艺，但耗电量要比传统工业多。

即使平均的人均电力消费量保持在现

有水平上，到本世纪末，仅人口增长这一项

将要求增加电力供应量约 60 太瓦小时每

年(TWh/的。然而，人均电力消费量增加的

可能也较大，即使它仍将处在比目前世界

工业化地区达到的低得多的水平上。在这

种情况下，可以预料今后 10-15 年间该地

区的电力总消费量将翻一番，在 21 世纪的

头 10 年达到 1000 TWh/a 以上。因此，即使

提高能源效率和搞好需求管理的政策取得

相当大的成就，电力部门仍将面临着增加

发电装机容量的巨大压力。就这点来说，值

得指出的是， 80 年代，扩大该地区电力供应

系统·的投资计划由于缺少资金而未能实

现。为弥补这种拖延，对有必要建造新电厂

的压力必将增加。

环境考虑

扩大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发电系统，

将为发展环境方面更温和的能源供应工艺

技术提供机会。在该地区的某些国家中，核

动力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自然资源、科学

知识以及工业基础设施等条件都已具备，

并且有可能加强，以支持把广泛利用核动

力作为一种可持续的电力供应选择。

当使用最新的技术进行装备时，用于

发电的所有大型燃料循环都能以相对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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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健康与环境风险提供电力。但是，应仔细

评估电力供应的各种选择，并在考虑了整

个燃料循环的总影响后才能部署。

关于化石燃料，其影响除了向大气排

放氮的氧化物、二氧化硫、二氧化碳和各种

微粒外，还包括排放废水、排放固态废物及

造成其他的健康和环境负担。就可再生能

源和核动力来说，相关的工业活动和在电

厂设备的制造与电厂建设以及各种燃料循

环过程中所使用的化石燃料，都能导致类

似的环境效应，虽然总的说来它们的效应

要小一些。核动力还引起人们担心其安全

与放射性废物管理。所有这些负担都应予

以监测，尽可能使其减小，并应在评价各种

选择时综合地加以评估。

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正如世界其他

地区一样，环境问题，连同技术与经济的优

化，都将成为制定和实施可持续的电力供

应战略的关键参数。电力供应的可靠性要

求开发当地的、本国的和本地区的能源，并

要求以煤、天然气、核能以及可再生能源替

代石油。从高含碳量燃料(如煤和其他固体

燃料)转向低含碳量燃料(如天然气)或非

化石能源(如核能) ，将有助于电力部门减

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用电力替代其它

形式的能糠一般可降低能源强度，从而改

善天然资源的总体管理和节省能源。鉴于

电力的效率较高，尤其是在工业部门，在最

终用户的能源消费量中增加电力份额，即

使保持同样的经济活动水平和改善生活方

式，也能使能糠的总用量减少。此外，由于

电力的使用总的说来是清洁和安全的，用

它替代其他能源能减少与能摞的消费有关

的健康和环境影响。

拉丁美洲的电力供应

水力是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主要电力

来摞。水电占总供电量的 66%以上，由于它

是可靠的当地能源，今后将继续起到重要

作用。然而，水电的发展将受到限制。限制

因素包括大坝的环境问题和与小水电设施



阿根廷。有两套核电机组正在阿图

查和恩巴尔斯运行，它们都是加压重水

反应堆 (PHWR) 。阿图查机组的装机容

量为 350 MWe，于 1974年并网。 650 MWe 

的恩巴尔斯核电机组于 1984 年开始商

业运行。这两套机组都由阿根廷核能委

员会 (C阳A)经营，分别从德国和加拿大

进口。 1992 年，阿根廷核电厂提供的电

力占该国总发电量 6.6 TWh 的 14% 。第

三套机组阿图查一 2 号正在阿图查建

造 ， 是从德国进口的 600 MWe PHWR , 

预期 1995 年初开始商业运行。

巴西。有一套核电机组即安格拉-1

号正在运行，它是从美国进口的 630

MWe 压水堆 (PWR)o 1992 年，它供应的

电力占该国总发电量的 1% 弱，第二套

机组安格拉- 2 号是从德国进口的 1250

MWe 压水堆，目前正在建造，预期 90 年

代后期开始商业运行。

墨西哥。拉克纳维尔德的第一套

机组是从美国进口的 650 MWe沸水堆

(BWR) ，于 1990 年开始商业运行。 1992

有关的局部影响问题;以及从适宜建水电

站的地点向工业区和城镇用户输电所造成

的成本和环境负担 。 此外，水电是资金高度

密集型声业，在该地区的大多数国家中，资

金的筹措也许是个难题。
使用煤炭或天然气的火电厂，技术成

熟，经济上有竞争力 。 但人们对燃烧化石燃

料的环境影响的担心越来越大，已导致开

发先进的、污染受到控制、效率更高的技

术，因而减少了每单位发电量的二氧化碳

和其他气体的排放量。 这方面已取得重大

进展 。 这些先进技术已经在拉丁美洲的一

些国家中使用，倘若给予优先考虑，就可以

在整个区域内进一步推广 。

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地热发电占总

发电量的 1 % 。 将来.生物燃料可能成为一

种有前途的能源。 尽管它的发电潜力有限，

且与燃烧有机化合物相关的环境影响远不

特写

年 ， 它提供了 4 TWh 的电力 ， 占该国总

发电量的将近 4%。第二套机组与第一

套机组堆型相同，并建在同 一厂址，目前

正在建造，预期 1994 年开始商业运行。

古巴。有两套 400 MWe 压水堆

(WWER-440 型) ，是从前苏联进口的，

自 80 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在建造 ， 预期

90 年代中期开始商业运行。

电力消费量

水电
66.3 % 

地热电
1. 0% 

火电
30.5 % 

核电
2.2 % 

来源 Energy Stat础CS ， OLADE , SlEE , Version No. 4 , 
JuJy J 992 . 

是能忽视的，但在该地区内这种选择可能

是有意义的 。 这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在大城

市中，它也可能带来一些附带的好处，例

如，有助于城市垃圾可持续的管理和处置。

其他的可再生能惊，像光电能源或风力能

源，预计在今后 20 年内不会对该地区的电

力供应作出重大贡献。 这是因为这些能源

仍需要进行大量的开发工作，方能达到商

业示范和经济上有竞争力的阶段 。

核电占该地区供电量的 2%左右 。在该

地区，这种技术仍处于早期的发展阶段 。 只

有 4 个国家一一阿根廷、巴西、古巴和墨西

哥一一-拥有运行中的或建造中的核电厂 。

(见方框 。 )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铀产量仍然比较

小，这与当前铀市场不景气有关 。 只有阿根

廷和巴西这两个国家继续开采本国的铀资

源 。 可是，该地区巳探明的和未勘探的铀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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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寺 写

源相当多，目前那里有 10 多个国家正在开 还需要进口一略设备和转让一些技术，但

展勘探工作。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核计划的实施，必将得

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已在核燃料循 益于那里已经获得的专门知识和经验。

环卫业方面开展了一些活动。这些活动主 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尤其是大气污

要包括铀矿开采与矿石加工，转化与燃料 染已引起人们担忧的人口稠密地区而言，

制造，浓缩服务以及重水生产等。现有的这 核能在环境影响方面的优越性将比较明

些工业基础设施，加上在核研究和核科学 显。可以预料，提高供电、输配电和最终使

其它领域所做的努力，可以成为在该地区 用的效率，将会在该地区环境温和的能源

将核动力作为国产能源进一步加以推广的 战略中起重要作用。发展可再生能惊也是

基础。 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农村地区。

当然，核动力有可能起到重要的作用。

IAEA 最近的预测表明，到 2010 年，拉美和
核动力的前景 加勒比地区核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能增加

在世界范围内，核动力是能够大规模 2 倍或更多，达到约 6-8 吉瓦电 (GWe) 。到

推广应用和用于基荷发电时具有竞争力 那时，核动力有可能提供该地区供电量的

的、可能性最大的非化石能源。核能发电是 2.5%到 3% 0 (见下页表与图。)

具有竞争力的，当化石燃料的发电成本中

附加上环保费用后，核能发电的相对竞争

力将增大。

然而，核动力是一项要求很苛刻的技
IAEA 的服务与支助

术，尽管一些发展中国家已经在运营一略 一个国家若要开始采用核动力，必然

核电厂和打算实施核动力计划，但一直主 有一个全面规划和决策的过程。这一过程

要在工业化国家中发展。安全与放射性废 以一系列相互有关的研究为基础，包括

物管理问题已引起人们的关切，必须予以 能、j原供应/需求分析，经济与财务分析，以

解决。公众的认可是实施大规模核动力计 及基础设施与人才的要求与可获得性评

划的先决条件。设计人员正在研制先进的 {击。

反应堆，这些先进反应堆是建立在由目前 当核动力在某个成员国中成为一种有

这一代反应堆的运行积累起来的大量经验 生命力的选择，因而准备制订在真能源供

基础之上的。此外，毋庸置疑，新一代核动 应系统中引入核动力的规划时， IAE气就向

力厂将更加适合发展中国家的要求，例如 它们提供制订此类规划所需的资料和支

规模较小和运行维修较容易。 助。评估核动力选择的生命力时，必须考虑

在拉美相加勒比地区.核动力的更广 该国恃有的社会与经济条件。

泛发展必将为加强能i原供应的可靠性、发 IAEA 已开发并可提供方法学和计算

展先进的工艺技术以及实行环境较温相的 机化的工具，并可给感兴趣的成员国提供

电力供应战略作出贡献。由于该地区有可 进行此种研究的帮助。这些研究涉及的范

能生产天然铀和提供燃料循环服务，核动 围:从分析核选择总体生命力的预可行性

力的发展定能有利于该地区保持其化石燃 研究，核计划的详细可行性研究.直至最后

料的出口量，并使其利用本地区资惯的能 的核动力厂规划和实施。可{共使用的模型

i原供应多样化。 有 MAED(能源需求分析模型)、 WASP(维

发展核计划所需的王业基础设施以便 也纳自动系统规划程序包)、 VALOR，气GUA

本国能最大限度地参预，这涉及到加强该 (专门为水电比例较大的系统设计的程

国的许多工业部门。它们包括建筑业、设备 序)、 FINPLAN (分析电力扩大计划财务问

制造业以及提供材料与服务的行业。虽然 题的模型)和 ENPEP (能源与动力评价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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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oENPEP 提供制订能源与电力规划同时

考虑健康与环境影响的一体化方法。为了

使成员国可以利用这些模型， IAEA 不断给

来自各国许多单位的专家提供如何使用这

些工具的大量培训。机构还提供进行可行

性研究、评标以及财务分析等方面的帮助。

由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专家们参加了

IAEA 的培训汁划和技术援助项目，该地区

可从事核动力规划的专业队伍已壮大。(见

下页表。)

IAEA 开发的这些方法学和模型己传

播给拉丁美洲地区的一些国家。至今，拉美

和加勒比地区的 18 个国家已得到 WASP

模型 6 个国家已得到 ENPEP 模型 3 个

国家己得到 MAED 模型 3 个国家已得到

VALORAGUA 模型。泛美开发银行(IDB)和

拉丁美洲能惊组织(OLADE)也在使用这些

模型。

国家审管部门负责对核动力厂和燃料

循环设施进行安全评价。为加强世界各地

核设施的安全性，IAEA 己设立了许多研究

项目，并正在应各国请求提供支持其审管

部门所采取行动的服务。 IAEA 有关核动力

厂的安全标准、导则和实施办法，可给各国

审管工作提供许多推荐意见，并可作为安

全分析、审议和评价的参考框架。机构还提

供有关各种安全课题的培训计划，以提高

工作人员从事此类工作的能力。

年份 北美 拉丁美洲 西欧 东欧

1992 113. 6 2.2 120.7 43.9 

1995 115.7 2.9 122.2 51. 3 

115.7 2.9 122.0 46.7 

2000 118. 1 5.6 128.8 56.4 

116.9 4.8 126.2 48.9 

2005 12 1. 1 7.6 138.2 79.6 

119.9 4.5 122.6 52.1 

2010 122. 0 8.2 154.0 89.5 

117.9 6.4 116.0 59.6 

2015 147. 1 10.5 167.8 100.8 

119.3 7.1 97. 7 53.9 

特写

搞好协调的必要性

过去几十年间，核动力己为环境适宜

的能惊战略作出了巨大贡献，并且有潜力

在电力供应结构中占据更大的份额。拉美

和加勒比地区存在着进一步发展核动力的

机会，因为该地区的人们对环境问题的担

忧正在增加，而且自然资惯和工业基础设

施允许更大规模地推广应用核动力。对可

用于发电的各种能源的综合分析表明，核

能是环境最温和的能惊形式之一，甚至比

水力和其它可再生能源好得多。

在拉丁美洲地区，基于对不同选择的

600 

低估计值

••••• 

0 B也~ 450 
高估计值

非洲

1. 8 

1. 8 

1. 8 

1.8 

1. 8 

1. 8 

1. 8 

5.0 

1. 8 

5.0 

。

400 

300 
1992 1995 2000 2005 

年

来源 : lAEA Referet町'e Data Series 1. July 1993. 

中东 东南亚
和 和太平 远东 世界合计
南亚 洋地区

1. 7 。 46.6 330.7 

1. 9 。 55.7 35 1. 6 

1. 9 。 54. 1 345.2 

3.7 。 71. 1 385.6 

2.7 。 62.8 364.1 

5.0 0.6 93.5 447.3 

2.9 。 72.5 376.3 

7.5 3. 2 113.4 502.9 

3.7 O. 6 80.9 387.0 

8.2 4.4 126. 7 570.6 

5.7 1. 2 88.9 373.8 

注:数据按 GWe 计，上行与下行数字分别代表高估计值与低估计值。

来源 IAEA Reference Da阳 Ser削 1. July 199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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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写

跨地区培训班 举办期数 参加人数 ·

发展中国家以核能为重点的能源规划 8 250 
(65) 

用于核电规划的电力需求预测 (MAED) 3 94 
(2]) 

制定电力系统扩大规划 (WASP) 9 227 
(6]) 

考虑核动力发展的一体化能源与电力规划(以 2 70 
ENPEP 程序包为重点〉 (24) 

错括号内数字为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参加入数.

IAEA 有关能源 、 电

力和核动力规划的

培训11班

综合对比分析 ，核能可在可持续的能惊战

略中占有一席之地。进行这种对比分析时，

除考虑能源供应可靠性和经济竞争力方面

的问题外，还要考虑健康与环境问题。该地

区的社会与经济发展给采用革新性质的政

危地马拉的一个农

贸市场 。( 来源 J .

Marshall , IAE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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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和先进技术提供了机会。当某个国家根

据该国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认为核动力是

一种有生命力的选择时， IAEA 能不断地提

供资料和支助，以增强这些国家实施核动

力计划的能力。

核动力的未来发展，无疑将取决于社

会的认可程度，后者又取决于世界特别是

工业化国家的认可程度。尽管业已证明核

电厂在正确运行时是安全的，但开发安全

性更好的先进反应堆和采取确保放射性

废物得到安全管理和处置的措施，将成为

关键性的因素。核动力能在减轻来自电

力部门的环境负担方面作出贡献，值得科

学界和工业界共同努力促进它的推广应

用。口



1993年 6 月 15-18 日，在哥伦比亚

的圣菲一德波哥大举行了拉丁美洲和加

勒比海地区能源大会 (E阳也AC ' 93) 。

这次大会是根据拉丁美洲能源组织

(OLADE) 的倡议组织的，因为有必要

在世界地缘政治和经济环境框架内分析

该地区的能源部门应如何发展的各种选

择。会议由哥伦比亚政府主办，该国总

统 Cωar Gav让ia Trujillo 博士宣布大会开

幕。

大会包括 4 大议题:世界地缘政治

和能源市场 p 经济改革和能源部门 z 能

源、环境和可持续的发展 p 关于能源部门

和私营部门的倡议。

能源供应。会上宣读的论文表明，该

地区的能源供应情况使人们不必担心能

源资源的可获得性。然而，尽管可采取节

能和提高利用效率等措施，但预计能源

需求会继续增长。为了满足这种需求，需

要向能源部门特别是电力部门投入大量

资金。该地区电网和天然气网的互联将

继续有待加强，它们将在提高能源供应

系统的效率方面起重要作用。

石油占该地区能源供应量的 50%

以上。该地区打算保持其石油净出口者

的地位。为提高石油产品的生产能力以

满足国内需求和向国际市场出口，需要

向炼油部门投资。该地区丰富的天然气

被认为是一种有吸引力的替代能源，能

够更加大规模地开发以满足本地区市场

需要和向世界出口。煤炭对该地区能源

供应的贡献很有限 F 不过，它在哥伦比

亚、墨西哥和巴西是一种重要的能源，将

继续加以开发，重点放在煤炭精炼技术

上。在该地区的多数国家里，水力仍将是

电力供应的主力。值得指出的是，生物燃

料约占该地区能源供应量的 20% ，并预

计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并会利用先

进的加工和燃烧生物燃料制品的技术。

在该地区的有几个国家中，核动力

被视为一种中长期的替代能源。就此而

论，IAEA 在应成员国的请求帮助它们开

展有关的研究与开发活动以及评价核选

特写

择的生命力与可行性方面的作用是相当

重要的。

经济因素。该地区正在进行的经济

改革，包括能源和电力部门的私有化，预

计将改善能源的生产、分配和最终利用

的技术经济表现。事实证明，政府过去执

行的政策与经济的优化相去甚远 F原则

上旨在使提供的服务能为所有人负担得

起的收费标准政策，导致一些公司收益

较差和对投资缺乏剌激。目前，能源部门

需要巨大的投资，这么大量的投资是不

可能单靠该地区本身筹集到的。

能源部门的私有化和向外国投资者

开放，理应给基础设施现代化以及使其

适应该地区能源尤其是电力的生产和分

配的需要提供部分资金 F 当然，国际上的

各种开发银行的支持肯定也是必要的。

由于私人投资者会从成本优化的角度确

定他们的方针，因此能源部门经济改革

的结果应该能提高效率和改善自然资源

的管理。但是，关于私营部门是否愿意从

长远的角度执行可持续的战略，一些发

言者表示担心 z有人特别强调，该地区各

国政府在能源部门的规划和决策方面应

继续起领导作用，以便确保短期的经济

优化和长期目标(例如能源独立性与环

境保护〉之间正确地保持平衡。

环境考虑。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如

同世界各地一样，人们对评估能源战略

的环境影响越来越感兴趣。会上提出的

有关这一问题的论文数量说明了这点。

这些论文报道了环境影响监测方面的研

究成果，对能源部门废物排放量的现状

及其趋势的分析结果，以及对能减轻或

缓解环境影响的替代战略的分析。有人

强调，尽管该地区确实存在着污染问题，

但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各国属于世界上人

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最低的国家之列，这

主要归因于水电在发电量构成中占有很

大的份额。会上提出把节能和需求量管

理措施作为保持低水平排放量的优先考

虑选择，并把重点放在以经过精炼的化

石燃料作为燃料的技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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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F. van de V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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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L. L. Bennett 

特写

核动力及其在限制 CO2 排放量方面的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核能的利用

正在帮助各国避免来自电刀生产的 CO2 排放

大约则的二氧化碳(C02 )一与
"温室效应"相关的最重要的气体之一一一

产生于能源的生产和使用。大气中的这种

微量气体要对 60%以上的温室干扰负责。

近几年来，限制来自能源生产和其他

工业活动的 CO2 排放量的必要性，已引起

国际上越来越多的关注。不排放 CO2 的核

动力发电在世界能源生产体系中的比重愈

来愈大，其潜在作用也已得到国际上更多

的注意。核动力是能量来源之一，它为减少

排向大气的温室气体已经作出巨大贡献，

并可在将来作出更大的贡献。

1992 年 6 月，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举

行了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即通常所说

的"全球首脑会议"。许多人认为这是本世

纪的重要国际会议之一。作为这次会议产

生的主要行动计划之一的"二十一世纪议

程"，包含把环境与发展联系起来以改善已

受到危害的地球及其居民的持续能力的战

略。鉴于我们处在威胁和机遇已经变化了

的新时期中，作为斯德哥尔摩 1972 年环境

大会之后的一次大会，全球首脑会议把工

作重点放到了气候变化上，这是一个新的

发展迅速的环境问题。这个问题有两个方

面，一个是平流层的臭氧耗竭，一个是温室

效应，后者与人类的一种基本需求即能源

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大多数 UNCED 文

件中，几乎没有注意到核能。例如，二十一

世纪议程在其关于可望对环境的改善做出

Bennet 先生是 lAEA 核动力处规划和经济研

究科科长，van de Vate 先生是该处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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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贡献的"环境方面安全适宜的和效费

比高的能摞体系，特别是新的和可再生的

能源体系"的定义中，未包括核能。联合国

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向全球首脑会议提

出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对核能相当

苛求。该报告基本上构成了二十一世纪议

程的基础。

不过，具有环境意识的罗马俱乐部最

近发行的一种出版物，对核能抱有比较肯

定的看法。题为《致罗马俱乐部的第二份报

告》的这份出版物认为，核能是没有温室效

应的能源政策的不可缺少部分。联合国的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FCCC) ，即被与会者

一致通过并已有 154 个国家签字的、全球

首脑会议关于气候变化的这个文件，对各

种能源持中立态度。 FCCC 正在成为各国能

源战略的基础，已被广泛接受，它要把"大

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气候系统不会

产生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因此，降

低温室气体排放率，已经象效费比、能源供

应可靠性等现有因素一样，成为制定能源

规划时的一个主要考虑因素。

现在，环境和气候变化政策正影响着

世界许多地区的能源生产。国际原子能机

构(IAEA)关于核能源和其他能源的比较分

析计划，旨在提供制订能源规划时进行全

面而公平的比较的工具和数据。但是，以常

用的量来表示不同能源产生的全部环境影

响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因此，本文

仅限于探讨温室效应。就此而论，本文除讨

论未来需要低 CO2 排放能源外，还将论及

核动力在减少 CO2 排放量方面已经起到的

作用。



过去的信息

大气中 CO2 的浓度正在以每年约

0.4%的速率增加，这种增加主要是由使用

化石能源造成的。目前估计，全球与之有关

的 CO2 排放量约为 24 000 兆吨/年CMt/a) 。

来自能惊部门的年增加量稳定在约 250 兆

吨二氧化碳/年 (Mt(C02 )/a) ，主要是因为

发展中国家的能摞用量日益增多。工业化

国家和中东欧"正在转轨"国家的 CO2 年排

放量，自 70 年代中期以来已经稳定。

CO2 排放率已经稳定的这种认识，将有

助于发展一种对环崎比较温和的能源战

略。为此，更仔细地研究一下人均 CO2 排放

量也许是有益的。这样分析时，将排除人口

因素(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率在世界人

口增长率中占支配地位)。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国家的

人均 CO2 排放量 1973 年以后略有下降，但

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总趋势却是增加。(见第

23 ， 24 页的图。)在前苏联， 1980 年以后的

增加量相当小。在发展中国家，人均 CO2 排

放量每年约以 3.5%的速率稳步增加。工业

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人均 CO2 排放量差

一个数量级，这是值得注意的，它是生活标

准和生活方式不同所造成的。

我们推测，工业化国家中人均 CO2 排

放量之所以能稳定，可归因于掺进了 CO2

排放量较低或为零的能源。有助于说明这

一点的是 ， 70 年代中期以来工业化国家能

摞生产量中电力所占的份额大大增加，而

且许多国家采用了核动力。

当然，我们从 CO2 排放因子的变化趋

势中可以得到更进一步的了解。 CO2 排放

因子被定义成每艾焦耳 (EJ 或 1018 J)释放

的 CO2 量，这是一个可用来对不同化石燃

料进行比较的因子。对特定的国家或地区

而言 ，C02 排放因子是其温室温和性(green-

house benignancy) 的一个技术指标。

总的说来，全球的和地区的 CO2 排放

因子是连续地、比较稳定地下降的。发展中

国家的年下降速率最低 C -0.24 Mt(C02 )/ 

EJ'a) ，前苏联集团的年下降速率最高

特写

温室效应

大气的功能如同温室的玻璃一样，保护地球不至冷到远低于冰点的

水平。不过，一个多世纪以来，世界各地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一直在增

高。温室气体水平的增高，干扰了地球的入射太阳辐射和出射热之间的

平衡。

如果由地球上天然存在的和最重要的温室气体即水蒸气引起的反

馈增强得不多，人为温室气体对大气的辐射压力也许不会很大。当大气

温度升高时，空气的湿度便增加，从而进一步增加辐射压力。

这种过程被认为是对人类和环境的一个严重威胁，这不仅是因为它

能导致"全球变暖"(某些人认为变暖甚至是有益的)，它还能够使涝灾、

旱灾和咫风灾的频度与严重性增加。后面这些灾害都是我们的日常经验

和认识中较为常见的威胁。近来，参与世界气候计划的科学界人士对这

些极端的气象事件愈来愈感兴趣。总之，大多数专家认为有充分理由说

明必须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尤其是来自能源生产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采取-系列措施的必要性。为了避免温室效应的进一步干扰并且阻

止未来的人为气候变化，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呢?由 IPCC 主席Bert Bolin 

在该组织成立不久后进行的一项有意义的研究回答了这个问题。Bolin

在 1989 年 5 月向 IPCC 研究响应战略的第 E 工作组所作的讲话中已经

指出，只有采取一系列非常有力的措施，才能使预测出的 2030 年全球升

温 2 度中的绝大部‘分避免发生。

Bolin 的研究结果表明，为了避免升温 2 度，我们需要在 2000 年完

全禁用氯氟炬 (CFC) ，需要在自 1900 年以来树木被砍掉的陆地面积的

至少一半上重新植树造林，需要以每年 0.5% 的速率降低化石燃料的使

用量，并且需要明显提高能源最终利用时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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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3) 。整个世界和 OECD 国家的年下 预测的信息

降速率分别为 O. 29 和 O. 33。就温室温

和性而言，全球能源体系普遍相当稳定地 为了对与能源相关的 CO2 排放量作出

改善的这些趋势是令人鼓舞的。 长期预测，已经设想了多种能漉情景。有

为了说明能源生产中所用化石燃料的 些情景明确考虑了核能供应。为了便于

构成发生变化后的效果，曾将使用的每 EJ 说明，下面分析由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

化石燃料释放的 CO2 量定义为特别的 CO2 (IPCC) 、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IIASA)

排放因子。 1973 年石油危机以前，这个特殊 和世界能顶委员会(WEC)提出的几种 CO2

的排放因子在全世界正在逐步改善，而且 排放情景。(见第 25 页的图。)此外，还将讨.

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情况相似。不 论另外 3 种情景，它们涉及有关人口增长

过， 1973 年以后，这个排放因子几乎毫无改 和世界公平发展的不同假设。

善，只是 1985 年以后才稍有降低。 IPCC 情景。 IPCC 的参考情景(1a) 假

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 1973 年 定，世界人口到 2100 年将达到 110 亿，合

标志着用石油取代排放 CO2 较多的煤的时 理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在 2025 年以前为

期的结束。自那以后，化石燃料的构成便没 2.9% ，以后为 2.3% 。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

有大的变化，平均的 CO2 排放因子的继续 特别是被认为将变得有竞争力的太阳能和

下降是由别的原因引起的。 1973 年以后，核 生物燃料，将大大增加它们在能惊总供应

动力和少量水力承担了改善全球平均 CO2 量中的份额。这种情景将使与能调相关的

排放因子的任务。由于利用核动力而避免 CO2 排放量适度增加。

排放的 CO2 的百分数，从 1973 年的约 1% 另外 3 种 IPCC 情景采取不同的假设。

增加到 1990 年的差不多 7%; 与水力的利 情景一 1e 假定人口增长率与参考情景相

用相应的百分数从 6.5%增加到 8% 。一些 同，但经济增长率较高一- 2025 年以前为

拥有庞大核计划的国家，一般都能显著改 3.5% ，以后为 3% 。假定天然气与参考情景

善 CO2 排放因子，即执行的是温室温和的 中的发展速度相同，而且假定核动力到

能源政策，这是不足为奇的。在从 1965 年 2075 年被掏汰。在这种情景中，C02 排放量

到 1990 年的这个时期里实施庞大核计划 从 1990 年到 2100 年将强增 3 倍以上。情

的国家，例如比利时、法国和瑞典，都明显 景一 lc 和情景一 ld 假定世界人口增长率

地改善了它们的能惊战略的温室温和性。 较低， 2100 年世界人口为 64 亿;经济增长

他们是通过每年把 CO2 排放因子降低 1 率也低于参考情景所取数值。情景 1c 假

Mt/EJ 以上来做到这一点的。 定的世界经济增长率最低，而且核动力将

在过去的 10 年中，世界的和美国的平 有较大的发展。在这种情景中，远期的 CO2

均 CO2 排放因子仍停留在石油的 CO2 排放 排放量将低得多，甚至 2025 年以后将下

因子即 75 Mt(C02 )/凹的水平上。这进一 降。情景 ld 的下世纪 CO2 排放量将相当

步说明瑞典和法国等国自 70 年代中期实 稳定，因为该情景假定，世界的经济和人口

施其核计划以来，核动力在降低其 CO2 排 增长率都是适度的，而可再生能源将得到

放量方面所起的有益作用。这也表明瑞典 较大的利用，核动力的利用程度则较低。情

和挪威的水电有重要作用。此外，数据还表 景 -lc 和情景一 ld 显示出较低的 CO2 排

明，象中国(煤)、美国(煤和石油)和挪威 放量与能i原构成中较大的核动力份额之间

(水力)等拥有丰富的本国能源资糠的国 的相关性，这两种情景说明核选择在实施

家，它们的 CO2 排放因子相对稳定。这说明 可持续的长期能惊战略中的重要性。

在过去几十年中，各国的能惊政策都高度 WEC 情景。 WEC 对 2020 年以前的年

优先地考虑供应的可靠性而不是环境的可 人口增长率作了相当低。.4%) 的假定之

持续性。 后，预测了世界直至 2050 年的能源需求。

22 《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 1993 年第 4 期



写特

利用核能和水力

已避免排放的

CO2 百分率

巳避免排放的 CO2 百分率
161 

14 

核 能

12 

10 

水力

8 

6 

4 
1965 

国家 : p=葡萄牙，D=丹麦 s

GR= 希腊， IT= 意大利，

T=土耳其， NE= 荷兰 s

R=罗马尼亚， PO =波兰 s

AL=阿尔巴尼亚， IR= 爱尔

兰， N=挪威， AU= 奥地利，

GDR = 前德意志民主共和

国， y=南斯拉夫 USSR =

前苏联， UK = 联合王国;

CSFR= 前捷克斯洛伐克，

H=匈牙利， B= 保加利亚;

FRG= 前德意志联邦共和

国， S= 西班牙， BE = 比利

35 1 时， F= 芬兰， sw= 瑞士 g
SE=瑞典，FR=法国.

1990 1985 1980 

排放因子的年变化率(Mt(C02 ) / EJ . 的

o 

年
1975 1970 

核能利用和 CO2

排放因子

-0.5 

-1.5 

30 15 20 25 

1989 年的核动力在能源总量中的份额(%)

10 5 
-2 

o 

化石燃料在能源

消费量中的份额

和部分国家的

CO2 排放量

D 
GR 
11" 
T ....t.!.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____..J…一一一___t...一一-

ZGmjn ; -4 、
PO?UJCSRBmi ! -sw hj 
AL '101 .- .ffi~ ，， ~í lR B f n --,7 ·句 : 比如 i 

-冉一-----t-一一-一一-卜一…·但也--4-町'叫.ae.~-_._.-叫‘一飞叫~....""，"，叩白.-卡.......-一一一-N . -. - ---""1 拿

AU ~磁 性

占用

80 ←一…
委==g~白-←。『向=6=='<一+→→→一→-~-~ 一

十三三号-缸ζ士一 美 00.--一一…一一一'一

法国

瑞典

每艾焦耳排放的二氧化碳兆吨数(Mt(C02 ) / EJ) 
100 

40 

挪威
20 

1989 1987 1985 1983 1981 1979 1977 

年

1975 1973 1971 1969 1967 
O 

1965 

计
-
p
h
υ
F
h
u

咽
』

·
·
F
h
u
n
r
缸
"
‘
u

合
-
3
7
6
I
I

非化石燃料份额(% )

水力

5 

5 

35 

7 

核能

0 

30 

0 

31 

8 

6 

化石燃料份额
( %) 

'
h
d
p
h
υ
n
鸣"
a
a
z
n

x
v
n
'
'

《
唱"
-
n
h
u
n
r
-
q

‘
u

《x
u
o
n
v

国
国
威
典
国
界

中
法
挪
瑞
美
世

23 《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 1993 年第 4 期



24 

按国家组分列的

人均 CO2 排放量

特

20 

15 

10 

5 

写

人均 CO2 排放量。/a)

世界

发展中国家 四、
o 

1965 1970 

每艾焦耳排放的二氧化碳兆吨数(Mt(C02 )/EJ)

I I\匾3

:~tb二十
卜一一

:;t二二二二i一二?→
l 平、】、、

;;ι」彗二
;;「 1_____画至再

' 

年

1975 

发展中国家

世 界

I二业化国家

1980 

来自化石燃料的

全球 CO. 排放百

分率

>!'"I'IIUi燃料的全球 CO" 忡自\((1分率
60 

50 

40 

年

1985 

石油

1、飞〕牛宇4主
30~j 才

1980 

二±士当

""-量』 --. 

1990 

1985 1990 

CO2 排放量的变

化趋势 ， 1965 

1990 年

20~ I 
1: 天a4然M 气a4M 矗j 晶4 晶4 矗4A:1::::J

1973 1975 1980 1985 1990 

《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 1993 年第 4 期



特写

WEC-89 参考情景假定， 80 年代后 5 年中

达到的世界经济增长率将继续下去，而能

源消耗强度的降低将比历史上记录到的

快。在 1990- 2020 年期间，核动力在世界

一次能源供应量中的份额将增加约 50% 。

这种预测源于 WEC 所持的观点，即考虑到

环境问题和供应可靠性，为了实现可持续

的发展，需要重新评价核选择。

IIASA 情景。 IIASA-92 情景假定核动

力在能源供应量中所占的份额较大。这个

情景对在温室温和的政策中不排放 CO2 的

技术必须对能源供应作出巨大贡献的观

点，提供了更多的支持。

其他情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根据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所载的那些观点，设

想了另外 3 种情景。这个公约强调工业化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地球上是平等的，并

以此作为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概念之一。这

意味着，弥合富国与贫国之间的社会一经

济差距，应该成为全球气候政策的支柱之

一。这还意味着，未来的人均能源消费量和

CO2 排放量在各地区间会更加平衡。这可

能也是发展中国家在与可持续的环境相关

的全球政策方面给予充分合作的先决条

件。现在，工业化国家平均的人均能源消费

量和相关的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比发展中

国家高一个数量级。所以，如果世界人口如

所预期的那样增长到差不多目前的 3 倍，

且根据公平的原则，则下世纪的全球能源

需求量可能比现在大得多。

这 3 种情景分析了在下世纪中假定要

达到的不同的最终公平水平。作这种分析

是为了说明，在制定旨在缩小发展中国家

与发达国家之间决定生活方式的经济差距

的可持续全球能摞政策方面存在的种种制

约。这些情景进一步假设，人均 CO2 排放量

的世界公平目标是逐步实现的，工业化国

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人均 COz 排放量之比每

年按 3%的速率改变。假定世界人口到

2075 年达到 120 亿(这与联合国人口基金

会设想的情景一致λ 为了简单起见，假定

燃料构成和利用效率提高方面没有变化。

考虑过的 3 种情景是:

200 

@ 

150 

而
\
〔
8100 P 

C 
C 

-，情Bl ~景
1a I 的

变
化
范
围

~ 

50 

o 

情景 A。这种情景假定，工业化国家把

它们的人均能源消费量和 COz 排放量稳定

在 1990 年的水平上，发展中国家则在 50

年的时间里赶上工业化国家。其结果在意

料之中，也就是说全球的 COz 排放量将剧

增至 150 Mt/a，差不多等于现在的年排放

量 24 Mt 的 6 倍。

情景 B。这种情景假定， 2050 年的人均

能源消费量的全球公平水平是发展中国家

目前水平的 4 倍，也就是工业化国家目前

水平的0.4倍。这一点将与用于发展的最大

可能投资率相当。得出的 75 Mt(COz)/a 这

一最终 COz 排放率尽管处于 IPCC 情景的

预测范围内，但仍然是很高的。

情景 C。这是→个"以不变应万变"的情

景，它以假定全球 COz 排放率稳定在 1990

年的水平上为制约条件。公平水平要到下

个世纪末才能达到。当然，这意味着甚至连

￥多俭多全球目标(到 2005年，全球COz排

设想的与能源相关

的 CO2 排放量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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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城市所用的大部分

电力是由核电厂提供

的。(来源 :E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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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量比 1988 年降低 20% )也达不到。尽管

如此，这种情景仍或多或少等同于 IPCC 情

景一 lc。后者假定核动力将有广泛的发展，

并且是所有 IPCC 情景中 CO2 排放量最少

的一种。这种情景隐含的要求是，工业化国

家到 2050 年和 2100 年要分别把它们的

CO2 排放量降低 70%和 80% ，以抵销发展

中国家不断增加的 CO2 排放量。这就要求

工业化国家每年少排放约 1 亿 t CO2 。这种

减少所要求的核装机容量发展显然是可以

实现的，因为它与 80 年代初期已经达到的

核动力建设速度差不多。

合起来看，这 3 种情景表明，如果不采

取强有力的措施，C02 之类温室气体的排放

率必将增加到异常高的水平，其原因主要

是人口的增长和发展中国家中由公平性引

起的生活方式的改善。此外，这些情景还意

味着，为了实现抑制气候变化的世界性战

略，必须发展核能。同样，这要求发展中国

家更广泛地利用核能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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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已有的承诺

那些假定核动力将对能源供应作出明

确贡献的能源情景清楚地表明，如果核能

能进一步进入电力市场，全球的CO2排放量

就能大大减少。为了把温室气体排放量降

至使温室和相关的气候变化不再发生更大

的人为干扰的水平，需要采取若干措施，包

括发展核能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 这意味

着全世界的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要

作出巨大努力，而发展中国家则需要在资

金、专门知识和硬件方面得到大力支持，一

切均以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为转移 。

当然，作为第一步，所有工业化国家都

要通过降低它们自己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目前占支配地位)来证明它们是认真对待

温室问题的。就此而论，那些想取消核能的

国家将不得不承认，这样的动作将难以甚

至不可能履行其至少稳定 CO2 排放量的承

诺，更不用说达到多伦多全球目标了 。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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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生产与废物管理:对多种选择进行比较

IAEA 的一份调查报告比较丁

核能发电和化石燃料发电废物管理费用的估计值

核能问世时，人们曾欢呼它将提供
"最廉价的电力"。自那以后，已经过去了许

多年。但开发核能的直接动机依然是为了

在短期和长期内提供一种既买得起又可靠

的电力来源。因此，发电成本极为重要，选

用哪种成本计算方法同样也很重要。多年

来，包括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在内的许

多组织，对不同发电方式的相对成本进行

了估算和比较，以便得出一个正确的看法。

自最初开发核裂变反应堆时起，放射

性废物的管理就时常被看成影响核动力发

展的主要难题之一。人们的担心已经扩展

到与此相关的费用，特别是与高放废物或

未经后处理乏燃料的处置相关的费用。核

动力的反对者们在其论点中，广泛地但并

非总是客观地引用这种费用。近来，一些环

境保护主义者组织已经开始意识到任何一

种能源生产方式都产生废物，并且都有环

境影响，如果不加以适当控制，这些影响也

许是不可接受的。近几年"温室效应"、"酸

雨"等课题逐步升级成为重要的政治问题。

这己促使人们对燃烧化石燃料所产生废物

的管理问题进行更加仔细的研究。过去对

化石燃料废物的监管普遍很松，特别是世

界上的某些地区。我们目前正处于这样一

个阶段:核动力废物的管理活动依然受到

极其严格的监管 F用于管制来自化石燃料

Tsyplenkov 先生是 IAEA 核燃料循环与废物管

理处职员。

发电厂的废物的法规也越来越严格。由于 v. Tsyplenkov 

几乎可以肯定大部分电力将继续由这两种

来糠提供，因而现在正是评审各种废物管

理实践及其费用的好时机。

本文是以 IAEA 进行的一项关于现有

的废物管理费用估算值的调查为基础编写

的。最近，已完成若干项有关不同的核废物

管理阶段的费用研究工作。收集这些研究

工作的成果，并将其与依靠其他能糠的电

力生产方式的废物管理费用做一客观比

较，将是有益的。这种比较，可使我们对各

种电力生产方式的经济与环境因素有一个

正确的看法。

这次比较只涉及典型核电厂与典型化

石燃料电厂所产生废物的管理费用。很明

显，与电力的第三种主要来源即水电相关

的各项废物管理费很低，因而此处不予考

虑。化石燃料与核燃料均可在若干不同类

型的发电机组中应用。鉴于对所有可能类

型的机组都加以考虑是不实际的，因此笔

者在比较时仅仅选用装机容量为 1000 兆

瓦电 (MWe)的机组作代表，并假定它们都

将以 70%的容量因子运行 30 年。

燃料循环

化石燃科循环。煤是工业化国家用于

发电的主要化石燃料，尽管天然气的份额

正在迅速上升。在有些国家，石油也是电力

生产的重要燃料，但由于石油价格的变化

《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 1993 年第 4 期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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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很快，因而许多国家尽量避免利用它。

从废物产生量方面看，石油介于煤与天然

气之间。因此，将煤与天然气选作供比较用

的代表性化石燃料。

现代燃煤电厂以煤粉为燃料。 煤在燃

烧时与氧气反应生成二氧化碳(C02 ) 。 在燃

烧过程中，还生成氮的氧化物 (NOx ) 、二氧

化硫(S02) 、飞灰以及其它一些污染性副产

《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 1993 年第 4 期

物(包括煤中所含的放射性核素) 。

就基荷发电而言，有两种天然气发电

机组可供使用 。 一种是常规的蒸汽循环

(CSC)机组，另一种是较新式的机组 。 后者

在蒸汽循环之前使用燃气轮机，以提高

机组效率。 这种组合方式被称为复合循环

(CC)机组。天然气的燃烧过程比煤的干净

得多，其主要燃烧产物是 CO2 、水和 NOxo

常规的燃煤发电机组和以天然气为燃

料的复合循环机组，可能是将来的化石燃

料发电的主要来源。在与化石燃料所产生

废物的管理相关的问题"谱"中，这两种机

组居于两端。 (参看第 29 页图)。

核燃料循环。核电机组依靠重元素原

子核裂变时产生的热能发电。利用热能产

生驱动汽轮发电机组用的蒸汽 。

目前铀是主要的核燃料。它存在于天

然界，利用传统的采矿技术开采，然后被加

工成适于在核反应堆中使用的燃料。 天然

铀含有两种主要的同位素，即铀-238 和铀

-235 。 只有铀-235 的原子核是易裂变的，

但它仅占天然铀的 0.7 % 。有些反应堆采用

天然铀作燃料，但多数反应堆现在使用稍

加浓铀，其中的铀 -235 含量被提高(或浓

缩)到百分之几 。 因此，大部分的铀要浓缩

之后才能制成可装入反应堆使用的燃料元

件 。

从反应堆中卸出的乏燃料(通常每年

一次) .其中含有未燃尽的铀、裂变产物、坏

及其他重元素。人们可以将乏燃料溶解，用

化学方法进行处理(后处理) .以便提取未

用掉的铀和杯，供制造燃料使用和再循环 。

再一种办法是乏燃料不经后处理直接作为

废物处置掉。

核燃料循环的两种主要类型是一次通

过式热中子堆循环和带后处理的热中子堆

循环。(参看第 30 页图。〉在"一次通过式"

热堆循环中，乏燃料不被后处理，而被贮存

在库中，直至最终作为废物处置掉。在带后

处理的热堆循环中，乏燃料被后处理，使铀

和坏同裂变产物分离 。 回收的铀、坏(或两

者一起〉可被返回到新的燃料元件中 。

目前用于发电的热堆有多种类型 。 世



界上用得最多的是压水反应堆(PWR) 。因

此，在带后处理和不带后处理的两种场合，

均选用压水堆为这次比较的典型堆型。尽

管其他类型反应堆产生的废物在某些细节

上与 PWR 的有所不同，但一般认为作为典

型堆型的 PWR 具有足够的代表性。

废物的产生

燃料循环的每个阶段如矿物开采、燃

料的制造或制备、电力生产以及退役，都产

生废物。

使用核燃料发电产生的废物，在数量

和类型上，都与使用化石燃料发电产生的

废物相去甚远。前者是数量相对较少的放

射性物质。相反，使用化石燃料的发电机组

要烧大量的化石燃料，它的运行所产生的

废物含有很多燃烧产物。两类发电机组都

产生气态、被态和固态的废物。

人们尚未广泛意识到的一点是，煤电

机组在运行时会向环境释放大量放射性物

质，就潜在的生物学后果而言，其数量与输

出电功率相近的核电机组的例行释放量相

当。天然气的生产与使用过程也向大气释

放放射性氛。

化石燃料废物。化石燃料循环的废物

大部分产生于电力生产阶段，尽管就煤而

言，在开采和燃料制备阶段也产生大量的

固态废物。

化石燃料的燃烧生成 CO2 。按单位能含

量考虑，烧天然气产生的 CO2 量略高于烧

煤的一半。煤燃烧还产生硫的氧化物 (S02

和 S03) ，而天然气的燃烧产物几乎不含硫

的化合物。煤和天然气的燃烧还产生氮的

氧化物(NOx ) 。

煤燃烧时还产生颗粒物质(灰)。大约

10%的灰留在锅炉里，尔后即被排走，它们

被称为底灰。不过，大部分灰以极细的粒状

物形式存在于烟道气中，它们被称为飞灰。

就化石燃料发电设施而言，退役工作

可能在发电机组运行寿期结束后不久即开

始。退役废物通常是一些与拆除有关的废

物，因而不会带来后遗性的特殊危害。

特写

核废物。同化石燃料循环一样，核燃料

循环的每个阶段均产生废物。

采矿废物主要是矿坑水和废岩石堆。

铀水冶尾矿的性质虽然大体上与采矿废物

类似，但它们含有几乎全部的从铀衰变而

来的天然放射性子体。

转化与浓缩过程产生固态废物和含有

某些气载铀的气态废物。此外，浓缩工厂产

生大量贫化铀。在本比较中，将贫化铀视为

废物。

燃料制造产生的废物为各种固体流和

液体流。它们是被铀污染的或是被铀杯污

染的，取决于所用燃料是否由后处理回收

的。

供分析时考虑的化石燃料循环

开采

"精"燃料

发电

排入大气 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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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电厂的许多种液态废物流带有放射

性。此外，反应堆运行时还产生少量气态废

物。同时，反应堆运行还产生多种固态废

物，它们是受污染的部件或被活化的部件。

后处理废物中包含的放射性物质主要

是作为乏燃料的一部分被送入后处理厂的

裂变产物、活化产物以及少量铜系元素。它

们以各种固态和被态废物流的形式存在。

核燃料循环设施中的某些部件有较强

的放射性，退役期间必须采用昂贵的远距

操作技术。推迟退役即等待放射性衰减，可

以降低退役费用和减小采用远距操作技术

f共分析时考虑的核燃料循环

矿石开采与加工

硝酸铀酸

PU02 
U02 

C"一次通过式"选择) (后处理选择)

卡
已转形的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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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必要性。就核电厂而言，暂缓退役是全世

界普遍采用的策略，在本比较中把它选为

典型做法。核燃料循环设施退役中产生的

放射性废物，大部分是低放 (LLW) 固态废

物。另有少量的中放废物(ILW)和高放废

物 (HLW)或超铀废物，它们都与乏燃料的

后处理和海合氧化物燃料的制造有关。

废物管理

化石燃料废物。与矿山煤肝石有关的

问题是煤循环所面临的最大废物管理问

题。煤砰石的处置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一种可能的选择是把它们回填到它们所来

自的矿井中。

煤电厂的烟道气处理包括三步:除去

NOx、降低 S02 和减少微粒。对于天然气，它

的烟道气废物管理中值得注意的问题只是

与氮的氧化物有关的问题，这是目前已能

解决的。

修改燃烧过程可适度降低 NOx。当然，

除去 NOx 的最有效流程是选择性催化还原

(SCR) ，利用氨和催化剂使 NOx 还原成氮

和水。典型的 SCR 还原率约为 80% 。用过

的催化物质是这一流程需要处置的唯-废

物。不过，可将其主要组分返回供应者以便

重新使用。

烟道气脱硫(FGD)的各种流程都使用

碱性物质从烟道气中吸收和除去 S02 。这种

流程往往规模很大且费用较高，因为必须

处置大量 S02 浓度很低的烟道气。 S02 和试

剂反应生成大量的产物(石膏)。部分石膏

可进行加工，以生产壁板级石膏，其余作为

掩埋物处置掉。典型的 FGD 去除效率为

95% 。

烟道气中的微粒通常使用静电除尘器

(ESP)使其减少，典型的去除效率为 95%

左右。收集的飞灰和底灰有些可用于生产

水泥和公路建筑业，另一些则需作为掩埋

物处置掉。

现在，尚没有可减少 CO2 排放量、费用

效果又较好的技术，也从未进行过从气体

排出物中除去放射性核素的尝试。各种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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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循环经废物处理后的废物流 已转形放射性废物的产生量

乏燃料(未转形的
和一次通过的)

废物类型 单位
范 围

低 典型 高

LLW m3/ a 20 000 40 000 60000 

LLW m3/ a 20 20 30 

LLW m3/ a 20 30 20 

LLW m3/ a 100 130 200 

ILW m3/ a 50 80 100 

Cl m3/ a 3. 5 4 4 . 

C2 m3/ a 20 22 25 
ILW m3/ a 50 75 100 

LLW m3/ a 470 580 690 

t/ a 25 30 35 

废物流 (g/kWh)
阶 段

NOx O. 25 

50 2 0.32 采矿和水冶

排入大气的飞灰 0. 07 转化和浓缩

收集到的飞灰 3. 02 燃料制造
石膏 2.10 

核电厂运行

后处理

物流经废物处理后被排入环境。(见上

表 。 )

核废物。在放射性废物管理方面，现在

使用着多种技术，从最简单的直接排入环

境(分散) ，到将放射性核素固化并放入精

心设计建造的的处置设施中这样的尖端技

术。

矿 J台废物。所有由铀矿石加工产生的

废物，在发生任何释放之前都经过处理。

水冶厂尾矿的处置通常就在当地进行，一

般是将尾矿用土盖起来以减少放射性扩

散。

液态废物。液态废物的处理是大多数

核设施废物管理体系中的主要组成部分。

废物管理方案取决于废物的性质和产生的

数量。少量含有短寿命放射性核素的水性

废物，可以排入环境。盐浓度高的液态废物

可进行蒸发使放射性物质留在浓缩物中，

亦可用化学方法使之沉淀以产生其特性适

于作进一步处理的淤渣。某些液态废物可

被吸附在固态基体上，将这种固体作为下

一步处理的先驱物。有时也采用焚烧法对

被放射性物质污染的油和可燃熔剂作减容

处理。 LLW 和 ILW 浓缩物常被包容在水

泥和沥青基质内，然后封装于合适的容器

中。

来自后处理厂的液态 HLW，含有乏燃

料中存在的几乎全部裂变产物 。 这样的

HLW 目前用玻璃固化法转变成玻璃。 熔融

的驶璃被浇入不锈钢容器，以待放入合适

的深地质处置库中 。 (这些高发热率的废物

在本比较中被定为 C1 类。)

气态废物 。 气态放射性废物通常被排

入大气，但要符合相应的法规要求。在排放

前，必要时要对气态废物进行处理，以确保

煤:常规的蕉汽循环

0 .20% 
化石燃料废物管

理费用估计值

天然气 : 带 SCR 的复合循环
1% 自前段

囹除去吗

圈除去 NO，

囱除去微粒

口退役
SCR=选择性催化还原

平准化费用的比较:化石燃料废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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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气中的放射性物质浓度不超过法定限

值。

回态废物。除上面已提到的经玻璃

固化的后处理废物外，固态废物还包括包

壳和燃料组件的金属部件(定为 C2 类) , 

过滤器，用过的设备 、树脂和淤渣，涤气器

机芯和一般的垃圾 。 除放射性水平极低者

外，所有的废物都要求进行某种处理和转

形。

处理和转形作业包括减容、将废物转

换成比较稳定的形态和包装 。 就此处考虑

核电废物管理费
用估计值

理
理

理
理
管
管

管
管
的
物

物
物
料
废

废
废
燃
理

段
行
过
处
役

前
运
用
后
退

自
图
皿

圈
口

"一次通过式" 燃料循环

16% 10% 

后处理燃料循环

16% 10% 

平准化费用的比较 : 核电废物管理

8.00 

7.00 

6 .00 

~ 5.00 

道 4 .00

S 3.00 

2 .00 

1.00 

0.00 

囱带后处理

低 高典型

费用情景

圈 一次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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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PWR 循环而言，废物管理的各个阶段会

产生不同数量的经转形固体废物。(见上页

表。〉

将废物放入合适的设施一一深地质设

施或近地表设施一一有助于将放射性核素

向环境的任何迁移限制到可接受的水平以

下 。 对于一次通过式循环，乏燃料约需贮存

数十年，让放射性和伴随的热负荷在处置

前衰减。

费用分析方法

根据对现有的估计值的调查，获得了

废物管理各个费用组成部分的数据。为了

使费用比较有意义，原始数据已作了必要

的调整，而且都是针对各个典型情况的 。 为

了把废物管理费用置于可供比较的共同基

础之上，有必要按贴现程序把所有的费用

流换算成共同的值。这是经济分析中广泛

采用的一种程序，有利于对现金流量的时

间分布不同的投资选择进行比较 。 为此，最

后已将所有费用估计值换算成一种以 1991

年 7 月 1 日美元每千瓦小时( $ /kWh)表示

的平准化单位能量费用 (LUC) 。

将贴现程序应用于分析核动力废物的

管理费用，遇到的主要非议是:将这种程序

用到核电站停止发电以后很久的巨大现金

流上是欠妥的。非议者认为，这样做对后代

不公平，也就是说，电力消费者支付其所得

服务的全部费用的份额过小，未受益的后

代承担的费用过多 。

考虑到这种关切，我们对典型情况作

了这样的处理，即在发电机组寿期结束之

前，将实际贴现率取为 5% ，自那以后取为

军。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许多国家赞成

5%的实际贴现率。此外，还检验了分析结

果对贴现率、发电机组容量因子、机组营运

寿期等因素的敏感性。

费用数据

化石燃料循环。 对于两种化石燃料循

环，平准化废物管理费用的范围约为典型



非寺 写

情况的 0.5-2 倍。(见第 31 页图。) 而核场合的费用严重地受目前还不够肯定

审视这些费用的相对比例便可发现， 的废物管理活动的影响。尽管烟道气处理

就常规蒸汽循环煤电机组而言，单是 S02 是一个较新的领域，但也已有几个处理车

的控制使占去了全部废物管理费用的大约 间在运行，因而其费用估计值比某些核废

48% 。就复合循环而言，废物管理费用的 物管理技术(如退役和深地质处理库)的费

99% 由除去 NOx 的费用组成。 用估计值更可靠。正因为这样，与核废物管

化石燃料废物管理费用为接近于 O 到 理费用相关的不确定性，大于与本比较中

约 25 密尔/千瓦小时 (mill/kWh ， l 密尔为 研究过的那些化石燃料废物管理活动相关

千分之一美元)之间。预期容量因子、贴现 的不确定性。化石燃料和核燃料废物管理

率或营运寿期在通常幅度内变化时，这类 费用估计值的可变性方面的某些差异，也

费用仍保持在这一范围内。这个范围的低 可归因于当地条件(包括法规要求)之间的

端与燃天然气发电相对应，高端与燃煤发 差异。

电相对应。无论是低端还是高端，废物管理

费用都只是化石燃料基荷发电总成本的一

个小至中等的分数。化石燃料发电的总的
未来的可能变化

平准化成本一般为 40-60 mill/kWh 。 对于核电来说，在废物管理实践或预

核燃料循环。分析过的两种核燃料循 测值方面，近期不会有大的变化。但是，将

环的平准化废物管理费用是相同的。(见第 来会出现可影响废物管理费用的某些发

32 页图。) 展。其中包括增加燃料燃耗方面的尝试、更

对于这两种循环，其前段的废物管理 好的内务管理，以及更有效更先进的废物

费用约占废物管理总费用的 10%。其中的 处理技术(如超压实、生物降解、焚烧和等

1/3 用于作为废物加以管理的贫化铀身上。 离子体喷枪燃烧等)。所有这些发展都有希

电厂运行所产生废物的管理占总费用的 望降低核废物管理费用。未来将在深地质

24% ， 16%是由电厂退役发生的，余下的 处置库的开发方面取得进展并积累比现在

50%与燃料循环的后段有关。 多得多的退役经验。虽然这些也许会使费

核废物管理费用在1. 6 - 7. 1 mill/ 用变得比预料的高，但它们也将大大减少

kWh 之间。与化石燃料废物管理的情况一 核废物管理费用估计值的不确定性。

样，这部分费用只是发电成本的一个小至 在化石燃料废物管理方面，预料重大

中等的分数。核电成本一般为 30-50 mill/ 进展之一是更广泛地应用精煤技术。这项

kWh 。 技术与在发电过程自身内更好地控制择放

比较。核燃料循环的废物管理费用，处 的技术相结合，必将减少环境影响和废物

在两种化石燃料循环的废物管理费用之 管理费用。与化石燃料发电有关的另一个

间。它们与以天然气为燃料的复合循环的 可能的进展是对 CO2 的排放进行管制。这

费用很接近，后者处于化石燃料循环废物 可能涉及到开发在洋底已采空天然气田内

管理费用变化范围的低端。处于化石燃料 处置 CO2 之类的技术解决办法，或碳税的

循环废物管理费用变化范围高端的燃煤选 引入一一两种办法都可能大大增加化石燃

择，其废物管理费用大约是上述两种核燃 料废物管理费用。

料循环选择的相应费用的 4 倍。 对于核和化石燃料这两种情况，还存

就两种核燃料循环而言，废物管理费 在着现有的废物管理法规将来变得更加

用高低值之比约为 4; 而在燃煤发电场合， 严格的可能性。其中包括剩余的环境费用

相应的值约为 2。可变性方面的这种差异， 必须由电力公司内部消化的可能性。这

可部分地归因于这样的事实，即化石燃料 样一些改变当然会使电力公司的成本增

场合的费用是以已有技术为基础算出的， 加。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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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前苏联各国的核和辐射安全

UNDP 和 IAEA 与新独立国家通刀合作

以便在这些国家中建立起必要的核安全基础设施

为向前苏联诸继承国提供有关核和
辐射安全方面的实际援助，一项数百万美

元的国际计划将于 1994 年初全面开始执

行。

这一计划是以 1993 年 5 月 4-7 日在

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总部召开的部长级

信息交流会为开端开始执行的。这些国家

的政府高级官员在会上简单介绍了本国现

有的计划、问题、需求以及优先次序，这是

为确定如何最佳地安排这项国际计划名下

的援助而进行的许多工作的一部分。该计

划由 IAEA 和联合圄开发计划署(UNDP)联

合发起，目前正在向国家政府、国际基金组

织和私营工业界寻求这些援助服务所需的

资金和其他支助。

这项联合计划涉及的范围，是未被核

动力方面已经在实施的、援助中东欧国家

的国际努力涵盖的领域。这些国际努力是

指目的在于改进核电厂安全的一些双边和

多边援助计划，包括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织 (OECD)的 24 国集团通过设在布鲁塞尔

的欧共体委员会 (CEC)建立的协调机构。

IAEA本身也正在实施若干项有关各代加压

轻水堆(称为 WWER)和石墨慢化 RBMK

型堆的综合计划，前苏联的继承国(如立陶

宛、俄罗斯和乌克兰) ，以及保加利亚、捷克

共和国、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共和国建有此

类反应堆。

Rosen 博士是 IAEA 负责核安全的总干事助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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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范围更广的与研究堆，铀矿开采

与水冶设施，以及医学、农业和工业中使用

的内含辐射源的装置等设施有关的安全问

题，一直没有集体性的计划加以处理。这项

新的联合计划将利用机构在建立安全基础

设施(包括法律和审管框架〉方面的大量经

验，以及 UNDP 获得基金和在有关国家建

立管理援助的机构方面的能力。联合国系

统能按公正性和普遍性原则办事，这一特

点可给政府和捐助组织提供合适的援助机

制。为使联合国系统诸组织更加统一而协

调地提供援助，联合国已在大多数新独立

国家中设立了"综合办事处"。

开头的几步

这项联合计划打算分 3 步进行，以维

也纳讨论会为开端。来自亚美尼亚、阿塞拜

疆、白俄罗斯、爱沙尼亚、格鲁吉亚、哈萨克

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拉脱维亚、立陶宛、摩

尔多瓦、俄罗斯、乌克兰及乌兹别克斯坦的

代表参加了该讨论会。(见第 37 页的地

图。〉新独立国家中有两个即塔吉克斯坦与

土库曼斯坦未参加。与会者就草拟行动计

划所需的细节取得了一致意见。普遍认为，

各项因国而异的援助计划有必要提供最新

的装备及专业性的专家和咨询服务。包括

情况交流会与科学访问在内的信息交流与

培训活动，在使这些国家与国际科技界建

立必要的接触和了解国际上的做法方面，

都能起重要作用。



资金筹措可能是提供援助的限制因

素，为此还曾邀请潜在捐助国和金融组织

的观察员参加这次维也纳讨论会。其中有

CEC、 24 国集团、欧洲复兴与开发银行和世

界银行。

几个主要问题

IAEA 的顾问们认真听取了讨论会上

发表的各种意见，并与各专门工作组中的

与会者进行过广泛的讨论。他们得出一个

明确的结论，即急需拟订独立的国家方案

以填补因苏联解体而出现的空白。

所有国家原先虽然都有辐射防护方面

的规定，但那时一切都以前苏联的全联盟

组织的指示和建议为转移。苏联的解体使

这些安排及以莫斯科为基地的中央权力机

关不复存在。因此，建立新的自治的国家权

力机关和有关机构，制定法规和标准，已成

为需优先关注的问题。尽管各国正在作出

自己的安排，但有些方面的职责重复，另一

些方面又没有人管。负责卫生工作的部和

涉及环境或工业的其他各部，以及国家的

委员会和有关机构，都可能与此有关。

这些国家的权力机关和有关机构，都

将需要培养他们各自的政策和技术方面的

专业队伍。大多数代表团要求开办介绍国

际实践的培训班。了解已被世界广泛接受

的辐射防护标准，诸如 IAEA 的《关于电离

辐射防护和辐射源安全的安全基本标准>> , 

是建立新的安全基础设施所不可缺少的一

步。

有些问题是共同的。所有国家的医疗

和工业射线照相领域中都有正在使用的辐

射源，有些国家还把辐射摞用于产品灭菌

目的。各国都有一些已被废弃但又不知其

组成、数量和下落的辐射摞。自 50 年代初

以来，大多数国家建立了一些浅地掩埋废

物处置设施。有几处设施的安全性基本上

是不清楚的或不能令人满意的。在铀矿已

被开采和加工的一些地方，存在着如何使

废矿料和尾矿稳定的问题。研究堆和核燃

料循环设施的退役工作，也是终归要加以

专题报告

注意的。

这些国家普遍缺乏应急响应能力，尤

其是在通信联络及放射学分析能力方面。

许多国家还担心与其相邻的共和国中的核

安全水平不足。

刚开始的实地调查

作为联合计划第二阶段的专家实地调

查正在进行，他们要访问每个国家，将于

1994 年初完成。这项活动除了针对几组具

有类似需要的前苏联共和国分头开展工作

外，还将产生详细的因国而异的一揽子援

助计划。

首批赴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

吉尔吉斯斯坦的出访是 1993 年 7 月进行

的。(见下页方框与图。)这项工作由 IAEA

的工作人员和一名参加维也纳讨论会的顾

问进行。出访中，他们察看了核动力堆和研

究堆，铀矿开采和水冶设施，以及医疗和研

究部门中使用辐射糠的一些主要装置。讨

论集中在以下诸方面:核能利用的法律框

架;审管监督(包括辐射源的许可证审批和

管制以及辐射工作人员的安全h环保与监

汩h废物处理 F 以及应急准备。

在所有这 3 个国家中，参加过维也纳

讨论会的高级官员都积极参与了出访活动

的安排和讨论。由这些实地调查得出的一

些重要见解如下:

法律与审管工作现状。一方面各国正

在建立新的监督安全活动的国家机构，另

一方面现有的许多要求与安全标准仍然在

使用。人们普遍承认，尽管希望发展得快一

点，但时间多长将取决于政府重新组织工

作的总的优先次序。在重组完成之前，临时

性的机构和法规很可能将继续使用。虽然

那里有前苏联制定的安全文件，但几乎找

不到本国的或国际的其他资料。由于各种

核设施的大量相关数据和设计资料仍保存

在俄罗斯，因而与俄罗斯的积极合作是必

不可少的。

人员。那里有经验丰富的行政管理和

技术人员，然而他们的经验仅限于在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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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兹别克斯坦的乌契

库杜克铀矿露天开采

场 。 (来源: C. Bergman , 

IA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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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们已经以 UNDP-IAEA 联合国际项目的名义访问了许多国家，目的是为

今后的援助打基础。 1993 年访 问过的国家是:

哈萨克斯坦。该国人口 1670 万，面积 270 万平方公里，首都阿拉木图。哈萨克斯

坦于 1991 年 12 月宣布独立。该固有丰富的矿产资源。重要的工业有煤矿开采、石油

和化工生产、有色金属冶炼和重型机械制造等。哈萨克斯坦的农业已从畜牧业为主转

向生产谷物、棉花等农作物为主。

在核领域，它的核设施有塞米巴拉金斯克 0949-1989 年间曾是苏联的核武器

试验场)的三座研究堆，阿拉木图的一座研究堆，阿克套城外的一座增殖反应堆，一批

铀矿开采和矿石加工点，问拉木图附近的核物理研究所，以及阿拉木图和阿克套附近

的核废物处置场等。

吉尔吉斯斯坦。该国人口 440 万，面积 20 万平方公里，首都比什凯克。吉尔吉斯

斯坦于 1991 年 9 月宣布独立。它拥有 500 多个大型工业企业，其中包括制糖、制革、

棉毛精选、面粉加工、烟草加工、食品加工，以及木村、纺织、工程、冶金、石油和采矿等

工业企业。该国以其畜牧饲养业著称。

在核领域，主要的活动与铀矿开采作业有关。

乌兹别克斯坦。该国人口 2030 万，面积 45 万平方公里，首都塔什干。乌兹别克斯

坦于 1991 年 8 月宣布独立。它拥有大约 1600 个制造和加工石油、煤、铜及建筑材料

等大宗出口商品的工厂。乌兹别克斯坦是一个以灌溉为主的农业所占比例很大的国

家，主要种植棉花、稻米和水果。

该国的核设施有塔什干附近的一座研究堆，其核物理研究所的一套 15 kW 脉冲

中子源，一个铀矿开采和矿石加工点，以及一座集中的核废物处置设施。

币单

"t' 吗?附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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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体系内进行工作。看来，许可证审批人员

和检查人员似乎受过良好的教育，但缺少

实践经验。它们与俄罗斯有许多双边协议，

包括与各种单位的合作协议。这些协议将

被保持，并能给人员培训提供一些机会。高

层次的人员正在获得与国际科学界接触的

机会，但这种接触也应扩大到较低的一些

层次。

由于即将作出国籍与语言要求方面的

决定，因而一直存在着俄罗斯出生的人大

量"流失"的现象。在哈萨克斯斯坦，哈萨克

族和俄罗斯族的人口几乎相等，各占总人

口的 40%左右。吉尔吉斯斯坦的俄罗斯

族人占 21% ，而在乌兹别克斯坦他们仅占

8%。俄罗斯族的科学家在许多工业部门和

科学机构中过去起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

倘若运行哈萨克斯坦 BN-350 型增殖堆的

大量经验极丰富的技术和管理人员流失，

则该堆的运行很可能会受到严重影响。

许多新的政府机构的建立，也已导致

有才能的人分流它处。在世界范围内建立

外交使团的这种必要性，不仅需要政治人

才，也需要技术专家。IAEA的工作组是刚上

任的乌兹别克斯坦外交部长接待的第一批

官方访问者 F 以前的两名部长已改任大使。

设施与设备。许多设施和大批科研设

备均是老式的或过时的。该工作组不断昕

到设备普遍不足和不能使用的?肖息，尤其

是某些普通的测量器具。这些国家缺少现

代化信息贮存技术方面的计算机和软件，

而且普遍需要直接和快速的通信系统，不

仅供国际通信使用，而且供国内通信使用。

为了使这些国家的工作达到国际水

平，需要采用最新设备使这些设施现代化。

然而，在对重点工作的计划和是否具备足

够的人员不甚了解的情况下，近期内很难

答应要求提供设备的大量申请。提供设备

的申请将需要在国内进行协调。

一个积极的迹象是，被访的许多工业、

研究及医疗部门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所

具有的奉献精神。不仅他们的技术知识，设

施中的清洁度和秩序相对较好也能证明这

一点。这在哈萨克斯坦的 BN-350 型核动

《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 1993 年第 4 期

力堆上尤其明显。该核电厂有极佳的运行

史，而且访问过的厂区的内务状况极佳。

公众的担忧。在所有这 3 个国家中，公

众对正在进行生产或生产巳中断的铀矿所

产生的放射性尾矿有点担心。然而，看来这

并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在哈萨克斯坦，

公众的强烈意见原先集中在反对核武器试

验上，但现在也许己指向重新启动 10 MW 

研究堆所必需进行的也是即将进行的安全

审查上。这个可生产放射性同位素的研究

堆，由于担心它的地震设计，自 1988 年以

来一直未运行。大气层核武器试验(已于 60

年代初停止)产生的辐射照射量和仍然存

在的放射性污染，仍然是哈萨克斯坦公众

及其邻国所关注的。

已开始进行的援助

人们对实地调查普遍有一种厌倦情

绪。一个主管部门曾声称，过去 2 年中已接

待过 100 多个环境调查组，但基本上什么

实际援助也没有得到。为了维持信誉和受

援国的实际利益，UNDP-IAEA 联合计划

需要尽快开始提供援助。

1993 年底至 1994 年初期间可能开始

提供的实际援助将包括提供某些测量和监

测设备。此外，还可能进行多次安全咨询出

访和专家援助活动，作为一国的或地区的

情况交流会和科学访问之类信息交流工作

的补充。为满足对最新的书籍和杂志的需

要，在建立收藏关键性书刊的图书馆及提

供重要科技杂志的订购费方面也可以做些

工作。

根据该联合项目"需求导向"的这种做

法，援助主要是响应被访问过的有关单位

提出的要求。这些近期的努力和今后的后

续工作，将导致对这三个国家的要求有更

全面的了解。

IAEA 没有足够的财政资源和专业人

员来提供所需的所有支助。但今后将需要

大量的专家援助，而且预算外基金将是必

不可少的。已与几个国家签订了一些允诺

性的合同，有可能免费收到某些设备。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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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 WWER 型核电机组的安全性:

对中欧和东欧的技术援助重点

核专家们正在通过 IAEA 支助的一国和地区项目

提高此类机组的安全水平

中欧和东欧的能源平衡在很大程度
I工以核能的利用为基础。电力生产量中的

核电份额在捷克共和国约为 20% ，乌克兰

为 25% ，保加利亚为 32% ，匈牙利为 46% , 

斯洛伐克共和国则达到 49%。核电厂的可

靠运行对于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一直是至

关重要的。

中欧和东欧各国的核电机组基本上是

以苏联技术为基础的核电机组，尤其是被

称为 WWER 型的压水堆(PWR) 。这些核电

机组处理核安全的方案，一开始就与西方

设汁的 PWR 的不同。与国际实践相比，这

确实使 WWER 存在着严重的缺点。显然，

过去有至今仍然有必要转让技术知识，特

别是核安全领域的知识，以利于利用 PWR

及相关基础设施方面的信息。这些需要甚

至包括安全分析用的现代化工具、质量保

证计划、高度计算机化的仪器仪表和控制

系统，以及将机器人用于在役检查等等。

然而，情况并不都一样，而是与核电机

组的具体堆型关系极大。堆型中有老式的

WWER - 440/230 型堆(正在保加利亚、斯

洛伐克共和国和乌克兰运行)，比较先进的

WWER - 440/213 型堆(正在捷克共和国、

斯洛伐克共和国、匈牙利和乌克兰运行) , 

以及新一代的 WWER一 1000/320 型堆(正

在乌克兰和保加利亚运行，并正在捷克共

Zyszkowski 先生是 IAEA 技术合作司技术合作

计划处职员。

和国建造)。人们普遍认为需要设立一项改

进安全和转让技术的计划。但过去由于该

地区的政治和其他限制因素，设立这种计

划有困难。该地区的核专家们知道 PWR 和

WWER 技术之间的差别，并曾探讨过改善

这种状况的可能性。 80 年代初期，他们曾要

求 IAEA 给予技术援助。

本文所报告的是过去几年中一直在执

行的、目的在于提高 WWER 型核电机组安

全水平的 IAEA 技术援助项目 o 本文还简单

介绍今后的工作，尤其是计划于 90 年代中

期进行的活动。

项目的建立

从较早的阶段开始，提供技术援助，特

别是通过 IAEA 的技术合作计划提供技术

援助，就是传播知识和技术的重要途径。尽

管 80 年代初期的这种技术援助可能性限

于 WWER 型堆，但自那时起这种可能性一

直在扩大。目前己经建立了一个从事地区

合作的高度有效的机制，这种地区合作对

于有兴趣加强其核动力部门能力的那些国

家来说，已成为必不可少的。

1984 年，规定可以以早期的一个地区

技术合作项目的名义利用 IAEA 的计算机

系统。这就为利用当时最先进的热工水力

学计算机程序提供了可能。曾组织过计算

冷却剂丧失事故的标准问题练习，这给地

区合作和将计算结果与西方专家们获得的

《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 1993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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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洛伐克共和国的博

胡尼斯核电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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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进行比较提供了可能。建在布达佩斯

中央物理研究所 (KFKI)内的一个实验装

置，是可用于进行比较的实验数据的一个

来源。保加利亚、前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

和波兰从这种练习中获益匪浅，该地区的

其他许多国家也是这样。

1988 年，开始执行一个后续项目，重点

放在 WWER 型堆的安全分析上 。 这项活动

己扩展到其他领域，包括维护、放射性废物

管理、审管基础设施，以及对 WWER 型核

电机组的各种安全评审出访等领域。

通过地区合作加强本国的能力

对拥有 WWER 型核电机组国家的技

术援助的长期目标，是加强他们本国的能

力。这就必须帮助这些国家建立用于独立

评估和评价核电厂的基础设施。几个地区

性项目已成为解决这-问题的重要手段，

这些项目涉及保加利亚、捷克共和国、斯洛

伐克共和国、匈牙利、波兰和乌克兰。

安全分析。就整体的安全性而言，中欧

和东欧各国的 WWER 型堆一直是人们批

评的主要对象。因此，有必要对它们的现状

进行全面的估价和系统的研究。

、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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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 WWER-440/213 型机组在阻止

放射性释放的屏障方面采用了较高的结构

安全裕量，接近西方标准 。 这些机组能够解

决核电机组的固有安全性对安全系统的某

些不足可以补偿到何种程度的种种疑问。

在 IAEA 的一个地区项目名下，正在开发一

种国际公认的采用最先进的计算机安全程

序的分析方法。还正在提供有关的文件供

分析博胡尼斯核电机组(以这套 WWER-

440/213 型机组作为参考机组)实际的安全

水平使用。

具体地说，该项目侧重于利用最新方

法和技术对安全进行重新分析，以便:总结

有关设计指导思想的所有可获得资料;总

结支持此种设计的实验结果;从核电厂实

绩和安全的角度评价运行结果;建立设计

基准事故 (DBA)和超 DBA 的严重事故的事

故分析方法学;更新作为编写安全报告、操

作须知和技术说明书的参考分析结果的

DBA(包括外部事件)分析结果;在特别注

意事故管理问题的情况下扩充对超 DBA

事故和严重事故情况的分析;根据新的安

全要求评估安全水平和安全裕量;确定增

强安全和小改革(如有必要)的轻重缓急;



以及为审管部门决策提供科学技术依据 。

已经理出了一些具体任务，并已分配

给参加者，包括 1 9 个研究机构和 100 多名

各国专家 。 IAEA 的援助除协调安全分析活

动外，还包括提供计算机程序、先进的计算

机技术和专门知识，组织讲习班、工作组会

议与其他会议等。同时，由本国提供经费的

综合性计划己开始执行，并得益于在该地

区项目名下获得的方法学和成果。

尽管有连续进行的内部质量保证，但

是，由国际公认的专业组织独立进行的同

行评审，对于认可这些工作成果来说也是

一个必要条件。 这种评审过程已于 1992 年

开始，得到了比利时特拉克泰布尔公司

(Tractabel) 、西班牙原子能技术公司 (Tec

natom)和总部设在布鲁塞尔的欧洲共同体

委员会的支助 。 完成审查的预定日期是

1994 年年中 。 这些工作成果将成为方法学

方面重要的指导性意见，可供各国专家编

写针对特定机组的安全分析报告时使用。

这种地区合作的一个实例，是为斯洛

伐克共和国的博胡尼斯 WWER-440/213

型机组开发严重事故模拟培训11设备 。 一个

国际专家小组在美国的风险管理联合公司

专题报告

的密切配合下正在研制这种培训设备。

概率安全分析(PSA) 。 自 70 年代中期

以来，业已证实概率论的安全分析方法是

对标准的确定论分析方法的非常有用的补

充 。 这种方法有助于运营者和审管者更深

入地了解核反应堆的安全性。 因此，拥有核

电厂的多数国家都针对运行中的每座反应

堆开发了因机组而异的 PSA 。 已经作过示

范的多种应用包括:评价/改进设计和程

序;技术参数和维护活动的优化;基于 PSA

的审管性检查;以及分析运行经验 。 中欧和

东欧各国也都承认 PSA 有许多好处，并为

应用这项技术做了大量工作。

IAEA 于 1988 年设立的一个地区计

划，是旨在在运营 WWER 型核电机组的国

家中实际利用 PSA 的第一项国际活动 。 开

始时，该计划旨在为 PSA 的使用者提供培

训11 /教育，帮助开发适用于 WWER 型堆的 l

级通用 PSA o 这被认为是后期开发因机组

而异的 1 级 PSA 的基础 。 每个参加国(包括

保加利亚、前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波

兰，以及以观察员身分参加的前德意志民

主共和国和前苏联)都曾打算制作适用于

有限数目起始事件的事故序列模型 。 机构

在 lAEA 的一个地区项目

名下，正在为俄罗斯设计的

WWER- 440 / 213 型核电机组

开发一种称为 MELSIM 的严

重事故模拟培训设备。该培训

设备是一种以个人计算机为

基础的系统，它也可以用来评

价事故管理战略和评估各应

急操作程序与各事故管理细

则之间的复杂接口。这套培训

设备利用了同时在不同模拟

领域工作的多台计算机。在显

示出不断变化着的核电厂工

况的彩色监示器屏幕上，可提

供有关电厂运行的详细情况，

本图所示为部分显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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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通过举办多期以某些方法学课题为中 核电厂的 PSA 项目结束后评审刚刚完成。

心内容的讲习班，提供与该项工作有关的 预计 1994 年及以后将在 PSA 应用方

专门知识，进行指导和协调。 面继续开展一些重要活动。 1994 年将开始

该项目第一个阶段。988-1991 年)的 进行 2 级 PSA 研究和进行外部事件分析和

主要成就是开始将 PSA 方法学实际用于 停堆风险研究，预计那时会有大量的活动。

WWER 型核电机组的安全分析。这包括接 这项工作将进一步支持 PSA 的各种应用，

收与理解 1 级 PSA 所用的方法学，以及熟 在拥有 WWER 型核电机组的国家中，这些

悉计算机软件。现在，所有参加国已形成一 应用正在渐渐地进入审管和运行安全的许

支具有实践经验的 PSA 专业队伍。由于 多领域。在捷克共和国的杜库凡尼核电厂，

IAEA的这个项目和对核安全问题的了解日 正在研制一种预计将在 1994 年初期完成

益增加，所有运营 WWER 型核电机组的国 的风险监测系统，并预计 PSA 将用于决定

家都设立了内容广泛的本国 PSA 计划。该 各种小改革选择的优先次序。正在考虑将

地区都在为几乎每套核电机组进行或计划 于 1994 年以后开展的其他活动有 WWER

进行因机组而异的 PSA 研究。 1994 年前将 型机组的惊项(事故中可能择放的各种放

完成对所有 WWER 型机组(440/230 、 440/ 射性物质的量)的表征，为高效的事故管理

213和WWER一 1000型)的 l 级 PSA 研究。 和应急准备打基础。

为适应各国 PSA 计划的这一新情况，

这一 IAEA 项目的重点正在加以调整。在

1993-1994 年间，将把援助集中在先进的 核电厂的维护和服务

PSA 方法学、PSA 结果的利用以及通过独 维护、在役检查和质量保证，被认为是

立的评审确保 PSA 的高质量等方面。 WWER 工艺技术管理工作中的几个薄弱

该项目已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尤其 环节。这几件事己纳入 IAEA 的地区和一国

是在眼下人们关心一些领域。例如， 1993 年 计划名下的各种技术合作项目中。

6 月，在匈牙利的波克什核电厂举行了一次 1990 年处理的第一个问题是科兹洛

"数据交流"讨论会，所有参加国的 PSA 小 杜伊核电厂全部蒸汽发生器的在役检查

组和 WWER 型机组的运营者都到了。这次 (ISI)。来自萨格勒布的埃勒克特罗普里夫

会议确定要编写一份介绍数据收集活动和 雷杜 (Electroprivredu)研究所的一群专业人

提供大量因厂而异数据集的技术文件。 员进行了首次涡流检查。检查结果表明，必

以前编写的大量文件早已用于 WWER 须对其他核电厂也进行此种检查。其结果

型反应堆的 PSA 项目。其中一份文件含 是，为了支持由运营 WWER 型反应堆的

有一些表，给出了专为 WWER- 440 和 IAEA 成员国承担的、为此类检查建立必要

WWER-1000 型堆编制的一个一个通用 的本国基础设施和系统的工作，设立了一

的起始事件，还有将 350 多堆年的运行经 项技术援助计划。 IAEA 一直在通过在职培

历进行分类的独一无二的分类法。由于设 训、讲习班和专家服务提供援助。援助的重

计和运行实践不同，西方 PWR 的运行经验 点是:确定检查要求、设备的基本标准和人

通常不适合于 WWER 型堆的 PSA。该项目 员配备的一般要求 E评估当地的能力 F确定

有利于对所有 WWER 堆型的运行经验的 实施方案;建立基本的在役检查能力;建立

收集和分析。 质量保证计划 z以及建立在役检查计划。此

取得实际成果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对 外，通过来自西班牙的预算外捐助，已向参

PSA 的评审。对保加利亚的科兹洛杜伊 3 加此项目的各国提供了在役检查设备的技

号机组、斯洛伐克共和国的博齿尼斯 1 号 术规范和基本设计。

机组和俄罗斯的科拉核电厂正在进行的 检查对象包括反应堆压力容器、蒸汽

PSA 进行了独立的评审。对匈牙利披克什 发生器与一回路管道、泵、阀门以及稳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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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的一些特殊部件。因此，该项目的讲习 年间开展的活动，其成果已在 1993 年发表

班和在职培训侧重于检验这些部件的实际 的一份 lAEA 技术文件((WWER 型反应堆

方法，详细介绍涡流试验和其他形式的无 的放射性废物管理》中报道过。该报告列出

损试验(如超声波方法)等检查技术，并介 了 WWER 型堆核电厂废物管理方面的问

绍蒸汽发生器的堵管技术。此外，还安排参 题，描述了拥有运行中 WWER 型反应堆各

加人员赴正在进行计划维修的核电厂进行 国进行地区合作的计划和仿效西方核电厂

"实地"研究。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的一国项 中的良好实践的计划。

目，进一步有助于提高他们检查其核电厂 安全高效管理放射性废物的一体化系

主要部件的能力。 统的基本组成，也是 1992 年在斯洛伐克举

作为 ISI 项目的继续， IAEA 设立了一 办的地区培训班的主题。来自该地区的成

个以核电厂维修和服务活动为中心内容的 员国的 23 名参加者参加了这期培训班。

地区项目。该项目由 lAEA 的经常预算和来 该项目的下一个阶段(1993-1994 年)

自美国的预算外捐款提供基金。它通过各 有如下两项主要任务:

种渠道促进了现代化维修方法和维修技术 ·在评价和改进审管体制的现有立

方面的知识的传播。这些渠道包括技术交 法、许可证审批原则和对核电厂的放射性

流、讲习班和基于风险概念(PSA)的管理计 废物管理要求等方面，向参加国提供援助;

划。安排此计划的目的是，使它能作为这些 和

核电厂的日常运行和维修活动的基础，以 ·对WWER 型堆核电厂的废物管理

及作为对安全有关的需要或改进进行短期 系统进行比较评价，并为改进这些系统提

与长期评估和确定其优先次序的基础。 出推荐意见。从该地区项目开始执行时起，

芬兰、法国、瑞典、联合王国和美国等国家

就提供了专门知识。
放射性废物管理 运营 WWER 型反应堆的中欧和东欧

运营 WWER 型核电机组的国家，已经 各国，还请求 lAEA 提供乏燃料贮存方面

在放射性废物管理领域遇到了许多困难， (人们特别关注的一个方面)的意见。以前，

它们起因于本国的战略与法规的缺陷和现 这些国家产生的乏燃料都返回前苏联进行

有工艺技术的不足。 1991 年设立的一个 后处理。然而，鉴于该地区的政治和经济的

lAEA地区项目，旨在提高在 WWER 型核电 新发展，过去那套满足乏燃料方面一切要

机组中进行的放射性废物管理实践的安全 求的做法已不再能继续使用。

性和有效性。由于各国积累的经验和发展

水平都不同，地区合作被认为对于找出共

同的问题、分事经验和就废物管理提出可
一国项目和其他活动

以考虑与实施的改进建议是十分有效的。 IAEA 的 WWER 计划包括了许多技术

需采取纠正行动和改进措施的具有普 项目，这些项目一直在对核能部门的种种

遍意义的问题如下: 改进作出贡献。核电厂的安全评审，即由称

·放射性废物管理领域的立法; 之为运行安全检查组(OSART)和安全重要

·核电厂的废物产量过大; 事件分析组(ASSET)提供的 IAEA 服务，起

·设备的世漏过大; 到了重要的作用。所有拥有 WWER 型堆的

·未处理的蒸发器被缩物的积累; 国家都接待过此类工作组，通过这些出访，

·减容和转形设施不适当;和 人们对这类核电厂有了更多的了解。

·缺少极低放废物免管限值方面的指 1991 年，出访保加利亚科兹洛杜伊核

导性意见。 电厂的 OSART 工作组及随后的多次后续

该项目的第一阶段涵盖 1991- 1992 出访，就该厂两套机组的运行安全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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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审管部门提出了建议。保加利亚的专家

们也作为观察员参加了对南非的科贝赫、

德国的格拉芬莱因费尔德和法国的费森海

姆等核电厂的 OSART 出访。 OSART 工作

组和后续工作组还到过匈牙利的设克什核

电厂和捷克共和国的泰梅林核电厂。与此

同时，为这些国家组织过一次 ASSET 方法

学研讨会。在保加利亚，一系列的 ASSET

出访处理了以下一些问题:科兹洛杜伊核

电站 4 套 WWER - 440/230 型机组发生的

安全重要事件的管理;运行安全的表现;培

训运营者和审管者;帮助电厂管理部门执

行 ASSET 的建议;和评估在事件预防方面

的进展。此外，还举办了几期关于如何使用

使核电厂事件报道标准化的国际核事件分

级表(INES)的讲习班。

应当认为，安全方面的这些出访不仅

是有关 WWER 型堆的信息来惊，而且是向

该地区各国传播关于核电厂运行的安全文

化和先进实践方面的知识的重要机制。

为执行这些地区项目已安排了其他一

些活动。这些活动的目的在于解决各国的

一些具体问题，例如:

·核电厂的质量保证和 ISI (保加利

亚、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共和国、匈牙利

和波兰) ; 

·厂址和地震安全(保加利亚，捷克和

斯洛伐克共和国) ; 

·核安全和辐射防护(保加利亚、匈牙

利和乌克兰) ; 

·放射性废物管理和乏燃料贮存技术

(保加利亚、匈牙利和波兰h

·严重事故的管理和分析(捷克和斯

洛伐克共和国，匈牙利h

eWWER 型反应堆内噪声测温技术

和可燃吸收体的测量(保加利亚，捷克和斯

洛伐克共和国h

·本国的核专家培训工作(匈牙利h

和

·加强本国审管能力(捷克和斯洛伐

克共和国)。

虽然这些活动主要是传播知识，但在

某些情况下也提供设备。例如，提供了西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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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 Tecnatom 公司设计和制造的先进的 ISI

设备，{共检查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的反应堆

压力容器使用。这进一步开辟了以地区为

基础培训专家的可能性。此外，还提供了管

理科兹洛杜伊核电厂的放射性废物的技

术。这也为目前正在执行的有科学依据的

放射性释放限值的拟订作出过重要贡献。

这些一国项目都伴有涉及面很宽的用

于开发人力资源的汁划，通过有关核安全

和核工程的具体课题的培训来实现。最近

10 年间，在与 WWER 型堆有关的领域内，

来自该地区各国的 100 多名进修人员受到

了培训"。最近，机构一直在考虑支助维修方

面的地区培训中心问题，这个中心将是对

现有的核电厂操纵员培训中心的补充。

辅助性的作用

IAEA 关于 WWER 型堆的技术援助计

划，是 IAEA 和其他组织在该地区各国的核

电部门中正在进行的范围广泛的各种活动

的一部分。尽管该计划的资金相对地说很

有限，但它起着重要的辅助作用。

具体地说，该计划正在:

·有助于改进中欧和东欧各国核电部

门的核安全;

·加强和(或)建立各国对他们的每套

核电机组进行安全分析和独立的安全评估

的能力;

·促进在核电方面有类似情况和问题

的国家之间的国际合作;

·有助于形成开发人力资谏方面的专

业队伍;

·使核安全方面的知识从拥有先进经

验和先进设备(硬件和软件)的国家向该地

区传播 p

·改善关于 WWER 型堆及其安全性

的知识交流和丰富世界性的知识宝库;

·就许多特殊的安全问题提供国际专

门知识和建议;和

·建立一种国际合作机制和开辟向

WWER 型堆运营者转让知识和技术的渠

道。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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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代及其以后的核电机组:增强后劲

共同的目标推动着先进反应堆的开发

目前，差不多所有从事民用核动力
的国家都在开发现有核电机组的改进型，

以便在 21 世纪到来之前实施。由于此类机

组一直是以当时的核电机组所积累的经验

(累计已达 6000 多堆年)为基础，一步一步

地作出各种改进的，因此被称为渐进型机

组。想要实现的改进涉及许多方面，从设

计、建造和运行，直到安全性和经济性。

这种改进的共同的目标是提高安全

性，要使它超过现有的绝大多数机组已经

达到的令人满意的水平。对核电与其它实

用的大规模电力生产方式所做的公正比较

(如 1991 年赫尔辛基高级专家学术会议上

发表的结果)表明，核电在减少电力生产对

人类生活和对环境的影响方面具有明显的

优势。尽管这不是什么新结论，但还是需要

反复地讲和适当地加以宣传，以便使常常

被耸人听闻的新闻报道搞得晕头转向的公

众放心，使政治家们恢复信心，也许有点令

人惊讶的是还要使核界内部心存疑虑的人

恢复信心。

就本文而言"安全"一词是指借助技

术手段完成下列两项基本任务后产生的结

果:第一，使反应堆的设计、建造、运行和维

护做到，无论是设备故障、操纵员的差错还

是地震之类的外部事件，都不会导致核燃

料过热从而使危险数量的放射性漏入反应

堆冷却系统;第二，在反应堆冷却系统周围

构造和保持一个坚固而密封的安全壳，以

Goetzmann 先生是 IAEA 核能与核安全司免费

专家。 Kabanov 先生和 Kupitz 先生是该司职员。

便把按照第一项任务本该终止实际并未终

止的事故序列中可能释放的大量放射性滞

留在反应堆厂房内。

值得一提的是，几乎所有目前正在运

行的反应堆都高度符合国际公认的安全准

则。为了做到这一步，人们曾不得不采取措

施使许多较旧的机组现代化，如在厂内适

当地增加一些设备、应用人机工程学原理

改进控制盘、改进操作程序及与之相应地

加强对操作人员的培训等。

使人们这样做的一大推动力，来自对

1979 年三里岛 (TMI)电厂严重事故所做的

非常透彻的分析。从全世界不断增加的运

行经验中总结出了其它→些教训。这方面

的经验正在运营单位、设计单位、研究与开

发单位以及审管组织之间公开地进行国际

交流。所得出的经验教训是设计下一代渐

进型核电机组的重要依据。可以预计，这些

经验教训将使安全性进一步提高。这是因

为完全可以把前面提到的使旧机组现代化

的措施融入渐近型设计中。这远比对现有

机组进行小改小革有效。

为了评估或"度量"安全改进措施，设

计人员使用了其它工业部门(如航天工业)

也正在使用的先进方法。其中之一是概率

安全分析(PSA) 。从根本上说，这种方法是

按照部件、系统、功能和操作人员的动作之

间的各种关联描述或模拟整个发电机组。

它要计算起始故障或失误未被某一防御层

挡住从而进一步扩展为燃料严重损坏的概

率。首先要确定大量起始事件的概率，然后

求出有关每一堆年堆芯严重损坏的一个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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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概率值。三里岛事故前，这一特征值一般

为千分之一左右，现已明显地下降到低于

万分之一。下一代核电机组的目标是至少

再降一个数量级。大部分设计单位追求的

目标是百万分之一。

这样的概率分析除了可利用这些数字

比较各种设计方案在满足纵深防御原则方

面的有效性之外，还可帮助和促使设计人

员找出设计中的薄弱环节。概率分析可明

确指出哪些地方需要改进，并可帮助挑选

最佳的专设对策。已经达到的安全水平虽

然很高，但预计还能提高。因此，没有理由

不将已经在进行的有关渐近型机组的工作

(有的目前正在建造，有的处于程度不等的

规划阶段)继续长期进行下去。

然而，尽管核电已经取得令人满意的

佳绩，但在如何做得更好这一点上专家们

争论得很激烈。要做得更好并不是因为已

经达到的安全性不够，而是为了追求完美。

尤其是，有些人希望通过不懈的努力在重

新获得公众认可方面取得重大进步。

可以看出目前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

认为，既然现有机组不断增加的经验能为

未来的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则继续沿着

渐进路线前进就是合理的，甚至可以说是

必须的。在必要之处更进一步提高安全性

的工作，完全可以在这条路线的框架内进

行。另一种观点主张采用新颖的解决方法，

即采用更富有革新精神的反应堆概念，当

打算大力发展核动力时尤其如此。下面简

要讨论这两种观点。

渐进方案

就增强下一代先进水冷反应堆的安全

性而言，目前正在寻找不让严重事故产生

燃料熔化之类后果的改进措施。研究严重

事故的现象，是世界性的一大研究与发展

任务。其目的是更确切地找出影响安全壳

实现预定功能的一切潜在问题，以及通过

设计手段消除或许能发现的任何薄弱点。

这些活动的最终目标是要能够证明，从技

术角度看，即使核电厂内部发生严重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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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没有必要采取撤离之类保护一般公众的

应急措施。事故的影响将被限制在厂区内

部，因此不会干扰厂外居民的生活。

把这一目标变为国际上认可的推荐意

见，是 IAEA 的一项重要活动。国际核安全

咨询组(INSAG)一一 IAEA 总干事的咨询

机构-一制定的原则，非常适合这一用途。

但是，为了使称作 INSAG-γ 的这份报告

也能用于超过设计基准事故的这种严重事

故，它所阐明的技术安全目标必须加以扩

充。此外，有关安全壳的原则需要作某些修

改，在确定这些原则的技术含义和后果方

面也还有大量工作要做。

革新方案

许多支持未来反应堆采用革新设计方

案的人赞成的是另一种观点。他们认为，尽

管现在的和未来的渐进型反应堆的安全性

是可以接受的，但建造和经常性的维护需

要动用的技术体系在功能方面过于复杂，

给运营者带来的负担过重。他们主张开发

比渐进型机组大大简化的机组，它们的最

终安全性将极少(甚至完全不)依赖于专设

安全系统的正确发挥作用和操纵员的正确

响应。有些支持者还认为，采用这样的革新

型反应堆概念，有可能大大提高公众对核

电的认可程度。

他们认为，如果将来打算大大发展核

电，并将它们扩大到世界上目前对核电技

术知之甚少或根本没有与它打过交道的许

多地区，则要求采用革新方案的呼声会强

烈得多。设计、审批、建造、运行和维护现行

反应堆的渐进型后代，需要标准极高的

技术资源和人力资源。这就产生了一个问

题 z是否总能建立、保证和维护这些技术资

源和人力资源，以便全世界的反应堆在将

来的很长时间内全都能保持所期望的安全

赞 Ba8印刷jety Principles far Nuc，阳r Power Plan艇，

(INSAG - 3) , IAEA Safety Series No. 75 , Vienna 

(1988). 



性?或者换一种问法，即采用革新型反应堆

概念能使这件事做起来容易些吗?这是支

持革新方案的理由之一。另一条理由是，也

许可以事先在"设计中排除掉"发生堆芯严

重损坏的可能性(尽管这种可能性极小) , 

因而最终大大提高公众对核电的认可程

度。

简化和使反应堆机组更能抗设备故障

和操纵员的差错，是渐进型机组另一个明

确的目标。因此，渐进和革新之间的争论很

少涉及安全性指标本身，涉及更多的是达

到这一指标的方法，因而技术性很强。

多年来一直在讨论的革新概念很多。

有些基于轻水堆技术，另一些则源于气体

或液态金属冷却堆的开发。其成熟程度不

等，从预想阶段直到已经非常细致且以大

量的具体研究与开发工作为后盾。然而，流

行的观点是，每一种概念都需要建立相应

的工业规模原型装置，然后才能被看作扩

大核电的一种选择。有些概念甚至还需要

进行先验性的可行性检验。

从提出这些概念都是为了改进安全性

这个意义上说，它们都试图实现两个大的

安全目标。一个目标是降低甚至免除操纵

员在控制大事故时动作必须正确这一要

求。另一个目标是消除靠强制冷却剂流排

出所有反应堆燃料元件在核链式反应停止

后仍然在释放的余热这种必要性。就此而

论，不需强制冷却剂流意味着可以完全不

依赖泵之类旋转式机械或驱动此类机械所

需的能量。有些概念试图在反应堆冷却剂

系统已受到事故性世漏影响的工况下，也

能实现通常所说的"非能动地排出余热"。

尽管解决办法各异，所有革新概念都

试图把防止事故的措施最大可能地加到设

计中去。使一切起始事件(如大雷雨引起失

电)都不会演化成危及燃料元件完整性的

事故。在 INSAG 阐明的 3 项紧急措施一

控制反应堆功率、冷却燃料和将放射性限

制在相应的屏障内-一中，革新概念更重

视前两项。

因此，革新方案把尽可能多的精力放

在与纵深防御原则，以及与 INSAG 的"把

专题报告

主要精力放在达到安全的主要手段，即预

防事故尤其是预防能导致堆芯严重损坏的

那些事故上"这一原则相一致的预防工作

上。

因此，人们不会因革新方案将偏离具

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某些既定原则而非难

它。恰恰相反。尽管基建费用看起来确实会

较高，但定能用放宽某些工程要求的办法

在电厂设计的其它地方寻求和获得补偿。

与当前已有反应堆的情况相比，革新

概念力求较少依赖"安全文化"，这是因为，

在紧急情况下，操纵员的响应或某些情况

下某些系统的功能，对足够的保护来说不

是决定性的。把操纵员的失误、无反应甚至

闹情绪对安全的威胁，看成远比设备故障

的大，这有些令人惊讶。由此可得出两个结

论。第一个结论是歌颂纵深防御的 z多重

性、多样性、实体分隔，连同操纵员对安全

的奉献精神("安全文化勺，其有效性和价

值显然已得到证实和承认。第二个结论是:

如果系统的简化和人机接口的改进是通过

使自动化程度更高实现的一一这显然是渐

进型机组的目标一一则对操纵员的担心就

可以大大减小。换句话说，构成革新概念驱

动力的那些内容，大部分肯定也可以用渐

进型设计来实现。

澄清与通盘考虑

革新型反应堆的某些支持者表明的

一个目标，是搞出能称之为"确定性安全

的" (deterministically safe)设计。这意味着不

必用概率分析数据就能证明这类设计对公

众是足够安全的。只要不把它理解为"任何

情况下都不会出事"(这是一种很难替它辩

解的见解)，则渐进型和革新型方案的对立

就有可能统一起来。两者的最终目标都是

要证明能把对公众有严重后果的事故排除

掉。两种方案用以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均

是确定性的。渐进型设计采用在纵深防御

思想的范围内建立交叉重叠的保护层和缓

解层 z革新型设计则采取临时性的大热阱

和大通道之类的特殊设施，以通常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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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能动方式排除衰变热。

因此，"确定性安全的"反应堆一词能

够包容实现对公众完全没有严重后果这一

最终目标用的各种固有的、非能动的、能动

的和其它的特性。非能动的、固有的和宽容

的等术语使用中引起的许多棍乱将消失，

因为这些词用于整个机组是不对的，用于

特定系统或特定功能则完全正确。对公众

来说，这一术语也容易理解得多一一公众

实际上只想知道自己会不会受到事故的影

响，而不是必须对他们几乎不熟悉的技术

细节作出判断。

对于从可以想象得出的事故序列中找

出哪些事故序列需要作出确定性的防范来

说，无论是渐进型机组还是革新型机组，概

率论的分析方法仍是必要的。然而必须清

楚地说明的是，说到底"确定性安全的"

仅仅意味着严重后果的概率极低，以致它

们可以象别的任何大灾难一样被人们所接

受。

未来的渐进型机组的每项概率都是足

够低的 F革新机组不必做得更好。考虑到上

述的合格条件，两种类型都可称作确定性

安全的。就公众而言，既没有给他们留下难

题，他们也不可能提出反对意见。

这是必须在核界内部的专家们之间讨

论的问题。讨论的议题一定不能指向哪种

概念最安全而不管其费用的高低，而是要

指向哪种概念能使发电成本最低其安全水

平又是普遍可以接受的。

未来的动机和制约

动机。不能主要从安全角度判断各种

革新概念的合理性，而是它们还必须满足

其它一些要求。也许最重要的一些要求涉

及它们在帮助满足世界日益增长的能源消

费量和帮助减轻温室效应方面的潜力。

对工业化国家来说，简化是下一代渐

进型机组的一个大目标。然而对于一定会

"投身于核能"的欠发达国家来说，这一目

标又有多少意义呢?估计今后的装机容量

要五倍十倍地大于目前的装机容量，这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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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装机容量大部分由工业化国家提供几

乎是不可想象的。高度的安全文化和充足

的基础设施，是发展核电的先决条件。但这

一条件严重地阻碍了在全世界大大增加核

电的使用量。非常需要对有关费用作出评

价，因为它将影响必然要进行的抉择。如果

正如所预料的那样费用较高，那么有关这

个问题的策划工作极可能是值得仔细研究

的一件事。当然，即使能找到适合"低安全

文化概念"的办法，也会引出两个问题。第

一，它怎么能与传统方法长期共存?审管人

员能与这种"二流"反应堆群体相处吗?第

二，会不会有这样的买主，他们因为自己不

可能做得更好而承认需要这样一种专门概

念?难道他们不觉得别人会另眼看待他们

吗?

要达到所期望的安全水平，通常依靠

正确地把三个关键质量组合好。这三个质

量是:机组自身的质量，现有基础设施(如

电网)的质量，以及经充分训练的操作人员

的质量。如果后两者较弱，那就必须靠机组

加以弥补。

制约因素。然而，在快速扩大核电的道

路上，无论是基于渐进概念还是基于革新

概念，都存在着严重的制约。即使不考虑经

济上的有利性、废物的最终处置、当前不能

令人满意机组的处理和核不扩散等问题，

最重要的制约有如下三项:第一，必须使公

众了解和理解核电的好处，然后在此基础

上承认其合理性甚至是必要性。第二，必须

使工业化国家的公众也认识到，把核电扩.

大到发展中国家将需要它们在资金方面做

出额外的努力。第三，对革新概念的宣传一

定不能以对渐进概念方面近期要进行的工

作持怀疑态度的方式去做。如果这一点没

有得到理解，核选择完全丧失其地位的可

能性就会增加。

消除这些制约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比

较好的作法是制订合适的总体规划，相当

详细地规定哪项子任务必须以哪种方式完

成，以便促成核电在下个世纪二十年代获

得蓬勃发展。 IAEA 当然是制订这项规划的

理想机构。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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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辐射照射量水平:最新的国际研究结论

((UNSCEAR 1993 年报告》再次确认

和平核活动引起的照射量只占总照射量的一小部分

最近，联合国原子辐射效应科学委
员会 (UNSCEAR)再次评估了全世界居民

受到的辐射照射量。在其提交联合国大会

的 1993 年报告中，UNSCEAR 再次确认，所·

有和平利用核设施的正常运行对总辐射照

射量的影响不大。所有和平核活动加在一

起引起的照射量，仅相当于几天的天然辐

射源照射量。即使将迄今为止已发生的所

有核事故(包括切尔诺贝利事故)都考虑进

去，增加的照射量也只相当于约 20 天的天

然照射量。(见下表。)

特定个人受到的照射量差异很大，但 Abel J. González 

UNSCEAR 关心的主要是全球的辐射照射

量。(见方框。)可以认为，该委员会的报告

想要说明，为了在总体上保护人类免受辐

照应将工作重点放在何处。核动力的和平

利用在人们所关心的这个问题中处在很靠

后的位置。虽然公众的认识差别相当大，但

这在与辐射照射有关的事例中是常见的。

按照惯例，UNSCEAR 还详尽地汇编了

全世界有关辐射生物学效应的资料。该报

告再次确认脱氧核糖核酸(DNA)易受辐照

损伤。此报告还讨论了被认为是由辐射照

射引起的能使细胞遗传密码变化的那些效

应。辐射照射可以杀死细胞和产生临床上

可察觉的确定性效应(不育、眼晶体浑浊、

造血机能下降、红斑)，但这些只有在剂量

较高时才发生;辐射照射也可以使细胞变

态和使流行病学性质的随机效应增加(诱

发癌或遗传效应)。该报告与生物学效应有

以天然辐射源照射量的等效时间表示的人工辐射源照射量

根据 UNSCEAR 的报告，核能的军事应

用使全世界居民受到的辐射照射量占人类

活动引起的辐射照射量的大部分。为试验

核武器(不包括生产武器材料之类的其他

有关活动或其他军用活动〉已经进行的所

有大气层试验，已经造成并将继续造成的

照射量相当于 2. 3 年的天然源照射量。位

于第二的是天然摞本身造成的照射量。第

三是医疗照射量(它比位于第二的照射量

小得多) :患者一年的医疗照射量平均相当

于多接受 90 天的天然源照射量。工作人员

一年的职业性照射量(按全世界居民平均)

相当于多接受几小时的天然摞照射量。
源 条 件

天然源照射量的

Gonzã1ez 博士是 IAEA 核安全处副处长。

UNSCEAR的这篇报告的题目是《电离辐射的源和

效应>>，是提交联大的<<UNSCEAR 1993 年报告H第

48 届常会，文件号 Supp1. No. 46 (A/ 48/ 46川。联

合国出版物销售号 E.94. IX. 2 ，联合国，纽约 0993

年)。

医疗照射 一年的实践〈现行!照射率)

核武器试验 已结束的试验

核动力(正常运行〉 迄今为止的全部实践

一年的实践〈现行照射率〉

严重事故 迄今为止的所有事件

职业性照射 1 年的实践(现行照射率)

天然源照射 全球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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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效时间

90 天

2.3 年

10 天

1 天

20 天

8 小时

(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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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受到的来自核动力生产的集体待积照射量(按所生产

的单位能量归一并以百分数表示)

源

当地和当地区部分

采矿、水冶和尾矿

燃料制造

反应堆运行

后处理

运输

按所生产的单位能量
归一后的百分数

0.7% 

无

0.6% 

0.1% 

0.05% 

全球部分(包括固体废物处置)

采矿、水冶和尾矿(1万年内的释放〉 74.0% 

反应堆运行 0.25% 

主要来自后处理和固体废物处置且已扩散至 24.3% 
全球的放射性核素

总计(已化成整数〉 100.0% 

世界居民受到的来自为期 50 年的连续运行或 1945-1992

年间一些单个事件的集体待积照射量(以百分数表示)

源 待积范围 百分数

天然源 现行照射率.50 年 76.58% 

医疗照射 g 现行照射率.50 年

诊断 10.68% 

治疗 8.83% 

大气层核武器试验 已做过的试验 3.53% 

核动力 迄今为止的全部实践 0.04 % 

现行照射率.50 年 0.20 % 

小计(核动刀) 0.24% 

严重事故 迄今为止的所有事件 0.07% 

职业性照射 z 现行照射率.50 年

医疗 0.005% 

核动力 0.01 % 

工业应用 0.003% 

国防活动 0.001% 

非铀采矿 0.05 % 

小计(职业性照射) 0.07% 

总计 100.0% 

来自天然源的年照射量

照射源 年有效剂量(mSv)

典型的 | 较高的·

宇宙射线 0.39 2.0 

地面 y射线 0.46 4.3 

人体内放射性核素(氨除外) 0.23 0.6 

氯气及其衰变产物 1. 30 10 

总计(已化成整数〉 2.40 

曾较高值为大范围内的值，有些局部地区的值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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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能和辐射照射量

UNSCEAR 的报告说，在核动力对全世界居民

极小的待积(预计〉照射量贡献中，核动力厂正常

运行的这种贡献又只占一小部分。

这个照射量的当地和当地区部分对总照射量

的贡献是很小的，约占1. 5%。其中反应堆运行占

这一照射量的一半不到，铀矿开采、水冶和尾矿占

一半。主要贡献者是所谓全球部分，这一部分主要

是由释放的长寿命放射性物质的推定效应所引起

的。由采矿和水冶尾矿释放的放射性(按 10000

年计算〉引起的照射量占全球部分的大部分，即

75% ，预计来自后处理和固体废物处置且已扩散

的放射性核素引起的照射量占 25% ，来自反应堆

运行的全球部分相比之下可以忽略不计。

指出下面这一点是重要的，即左侧各表中列

出的数字是从集体照射量总数推导出的。它们出

自预测由某种活动造成的所有个人照射量的总和

的各种理论模型。当然，个人照射量的差异会很

大。例如，全世界居民受到的来自核武器试验放射

性落下灰的照射量大致是均匀的。另一方面，职业

性照射量的全世界平均值对个人来说几乎没有什

么意义，因为受到照射的工作人员的总数很小.由

于核动力正常运行而造成的个人照射量也可认为

是相当均匀的，因为全球部分占支配地位。但是，

核事故已对世界居民中的一小部分产生了很大的

照射量，所以应小心地看待全球平均值.至于医疗

照射量，放射诊断在世界各地相对而言是比较均

匀的(多数人在其一生中的某一时间都做过射线

照相检查〉。然而，只有接受放射治疗的患者才受

到用于治疗目的的辐射照射量，这部分人只占世

界居民的较小部分。

即使是天然照射量，个人之间的差异也很大

一一住在氯气浓度大因而本底辐射水平裔的地区

且房屋墙面裸露又不通风的人，和住在放射性本

底水平低的热带地区的人之间相差几个数量级.

注:在左表中，照射量以毫希沃特 (mSv) 即国

际照射量单位希沃特的千分之一为单位。 1 mSv 是

目前推荐的公众成员受到来自受审管部门监管的

各种实践的年剂量限值。



关的附件，主要讨论辐射致瘤机理、剂量和

剂量率对随机效应的影响、遗传效应、辐射

对儿童正在发育大脑的效应和后期的确定

性效应。

总之，UNSCEAR 再次确认以下两点:

· 只有超过较高的阁值剂量时才会发

生临床上可定性的确定性效应。(这些效应

是容易预防的，因为阔值剂量大大高于法

定的辐射照射量限值。)

· 由随机效应引起的风险是非常小

的。因此，UNSCEAR 指出，辐射是一种较弱

专门报告

的致癌因素，据估计，"约 4 %的癌症死亡人

数可归因于电离辐射，而电离辐射的大部

分则来自不是人所能控制的天然源" * 如

上所述，来自和平核活动的辐射的影响更

要小得多。 口

铃 UNSCEAR 再次指出，甚至对于在 1945 年

广岛和长崎原子弹轰炸中受到严重照射的幸存者

来说， "3350 名癌症死亡者中大约只有 350 名可归 瑞典福什马克核电厂。

因于原子弹爆炸的辐射照射" 来源 :G. Han蹈。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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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干事在联合

国大会上的讲

话

IAEA 总干事汉斯·布利克斯 1993

年 11 月 1 日在联合国大会上讲话时说，

为对付全球安全和核不扩散方面的新挑

战，机构正在进一步加强它的核查活动。

他说"最重要的是，有关国家放弃核

武器的承诺要言而有信。""在一个致力于

核裁军和核不扩散的世界，有必要采取措

施使人相信无核武器国家不在违背他们

的不扩散承诺，法律上承诺拆解核武器的

国家不秘密生产新武器。"他着重指出，

"建立信任的关键是要有充分的核透明

度"，并指出IAEA的安全保障和核查体系

正在得到加强，特别是在探知与机构签有

全面安全保障协定的国家中的任何未申

报核材料和未申报装置方面。

布利克斯博士具体地谈到了在朝鲜

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DPRK) 、伊拉克和

南非进行的核查活动。他还指出有一些地

区的安全保障和核查活动将扩大，或从地

区和全球的发展来看可能扩大。此外，他

回顾了 IAEA 在核动力和核安全、放射性

废物管理，以及传播用于工业、卫生和环

保的核技术等方面的活动。

关于已与 IAEA 缔结了全面安全保障

协定的 DPRK，布利克斯说"不能排除"核

材料可能已被转用。他指出，DPRK 正试

图限制机构的核查活动，不遵守安全保障

协定的范围一直在扩大。他说"结果是检

查 DPRK 巳申报核活动的许多措施已变

得过时，与安全保障有关的某些数据的连

续性已经遭到破坏。机构受阻不能进行检

查的时间愈长，与安全保障有关的数据受

到的损害愈大，安全保障所能提供的即使

己申报的设施仅用于和平目的担保就愈

少。"他重申，机构准备对所有已申报的材

料和装置进行检查，并准备就所有未解决

的问题，包括检查未申报场地和要求提供

补充资料的问题，与 DPRK 磋商。但他强

调，检查活动是一个整体，不是一组所涉

国家可以从中挑挑拣拣的活动。

关于伊拉克问题，布利克斯博士说，

IAEA正在根据安理会的授权在该国进行

核检查，机构已实施其将要进行的长期监

测和核查计划的某些部分，并说，机构正

在核实伊拉克最近提供的关于供应商的

资料。他说，"关于伊拉克的核供应和采购

渠道以及科技资料的来源，有些情况我们

还不了解。川我们希望，根据伊拉克最近

提供的文件资料，全貌中的最后一些片断

将很快得到澄清，从而有助于全面而有效

的长期监测活动。这对提供伊拉克不试图

重新取得被禁止的核能力的担保来说是

必不可少的。"他说，根据大约 21 次检查

出访和有关活动所取得的成果， IAEA 已

能得出结论说，就所有关键部分而言，伊

拉克以前的秘密核武器计划已被查明，

联合国大会称赞 IAEA 的工作

联合国大会在 1993 年 11 月 1 日通过的

一项决议中称赞了 IAEA 的工作，并要求各

国在开展机构的工作方面予以合作.

该决议特别称赞了 IAEA 在实施与朝鲜

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DPRK)缔结的安全保

障协定方面开展的工作，并敦促 DPRK 立即

在这方面予以合作.

大会还称赞机构在执行安理会关于伊拉

克裁军的决议方面所做的工作，并赞同为落

《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 1993 年第 4 期

实今后进行监测所需的措施方面所做的工

作。

决议确认大会对 IAEA 在将核能用于和

平目的方面的作用的信赖.它促请各有关国

家在促进核能的利用和采取必要的安全措

施，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援助和合作，

以及确保 IAEA 安全保障体系的有效性和

高效率等方面，为实现和谐的国际合作而努

力。



并已被摧毁或被弄得无效。

关于南非问题，布利克斯博士列举了

过去两年中根据 1991 年 9 月缔结的全面

安全保障协定对该国进行的 22 次安全保

障出访，以及南非政府今年早些时候宣布

它已终止并摧毁了其以前的核武器计划

之后进行的附加核查活动所取得的成果 。

他说，对于南非最初申报的有关其核材料

和核设施情况的诚实性，或其随后所作出

的所有来自其已终止的核武器计划的高

诚铀已在初始申报时报告的声明， IAEA

未发现可产生怀疑的迹象 。

关于扩大 IAEA 的安全保障活动和

IAEA可能起的新作用，布利克斯博士列举

了一些情况 。 它们包括在阿根廷和巴西实

施的 IAEA 安全保障活动，他说这是一个

在核活动方面相互开放和建立信任的"好

范例" 。 他说，根据 1991 年 12 月签署并已

得到阿根廷议会和巴西国会下院核准的

四方安全保障协定，将在这两个国家实施

全面的 lAEA 安全保障 。 他还提到了非洲

的一些有助于建立无核武器区的积极发

展和中东的一些积极发展一一那里的和

平进程所涉各方都支持无核武器和其它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区的概念 。 布利克斯博

士指出，一段时间以来他一直在与中东各

国磋商，以利于将机构的全面安全保障及

早适用于该地区的一切核活动， IAEA 的

成员国最近已要求他提供有关各方为了

支持多边和平进程或许会提出的任何援

助 。 他指出，前苏联的各国预计为了遵守

"原子能用于和平"发表 40 周年纪

念 。 40 年前即 1953 年 12 月 8 日，美国总

统德怀特 D. 艾森豪威尔在联合国大会发

表演说，建议建立国际原子能机构以便有

助于确保"原子能用于和平"的发展 。 (来

源: United Nations ) 

国际 简明新闻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 (NPT) ，需要引入全

面安全保障， IAEA 已为此作了大量准备

工作 。

总干事还指出了核裁军和军备控制

方面的一些发展也许会使 IAEA 起新的作

用 。 这些发展包括世人对为确保下述诸点

得以实现所需的国际安排日益感兴趣:坏

和高i农铀的技术安全和保卫 (IAEA 已开

始在做一些初期工作) ;核实军用可裂变

材料产量的削减;和禁止任何类型的核爆

炸试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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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EA大会 1993

年常会要点

在 IAEA 大会第 37 届常会上，来自

96 个国家、包括 12 位部长在内的高级政

府代表，通过了几项与核能发展的几个重

要领域有关的决议 。 大会以鼓掌方式核准

汉斯 · 布利克斯博士第 4 次连任为期四

年的 IAEA 总干事职务 。

这届历时一周的常会于 1993 年 10

月 1 日在维也纳闭幕 。 当选的大会主席是

沙特阿拉伯的 Saleh Abdulrahman AI-Athel 

先生 。 大会通过的决议包括:

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DPRK) 中的安全保障的决议 。 大会通过

了一项关于实施《机构和 DPRK 关于适用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 NPT) 有关安全保

障协定 》的执行情况的决议 。 决议敦促

DPRK"立即与机构合作"以便 IAEA 能够

全面实施这个旨在核实该国己申报核活

动的全面安全保障协定。 决议坚决赞同

IAEA迄今为止为实施 DPRK 与机构缔结

的 NPT 型安全保障协定所己采取的各种

行动，该协定自 1992 年 4 月以来一直是

有效的 。 决议还表达了大会"对 DPRK 未

履行其安全保障义务，和最近由于不按其

安全保障协定的要求接受己安排的机构

特别视察和例行视察从而扩大了违约范

围的严重关切"。 该决议经投票表决通过，

72 个成员国赞成、 2 个成员国反对和 11

个成员国弃权。

关于加强 IAEA 安全保障体系的决

议。 决议表示深信机构的安全保障可增加

各国间的信任，并有助于加强它们的集体

安全 。 决议请总干事"继续并加强他的旨

在提高安全保障体系的有效性和费用效

率的努力"。 决议特别请总干事"继续进

行再次检查安全保障实施情况的工作"

以便使覆盖拥有全面安全保障协定国家

领土内一切和平核活动中的一切核材料

的安全保障体系更加有效和费用效率更

高 。

关于核安全的决议。 决议促请在机构

1993-1994 年 IAEA 理事会

新组成的 IAEA 1993-1994 年理事会，选举澳大利亚理事

Ronald A1fred Walker 先生为主席，接替阿尔及利亚的 Ramtame

Lamamra 先生 。

Walker 先生曾任驻亚洲和欧洲的高级外交官， 1988 年以来

一直是澳大利亚驻奥地利大使和驻维也纳联合国组织常驻代

表。他 1980 年到 1983 年任澳大利亚驻丹麦大使， 1980 年到

1981 年任澳大利亚驻裁军委员会代表团团长。他后来任裁军和

军控组助理秘书， 1984 年到 1988 年任裁军、防务和核武器处特

别裁军顾问和一等助理秘书 。

当选的副主席是匈牙利理事 József Vigassy 先生和印度尼

西亚理事Argus Tarmidzi 先生 。

Walker 大使。〈来源 J. Perez , IAEA ) 

1993-1994 年理事会的 35 个成员国是:阿根廷、澳大利

亚、巴西、加拿大、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古巴、埃及、埃塞俄比

亚、芬兰、法国、德国、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爱尔兰、意大

利、日本、黎巴嫩、阿拉伯利比亚民众 国、马来西亚、尼日利亚、

巴拉圭、菲律宾、波兰、俄罗斯联邦、沙特阿拉伯、瑞典、瑞士、阿

拉伯叙比亚共和国、突尼斯、鸟克兰、联合王国和美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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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下建立的核安全专家组继续开展核 议的目的是在发展中国家中实际利用食

安全公约方面的工作，并强调希望于 1991

年以该专家组的综合性文本草案为基础

召开外交会议的愿望。

关于放射性废物管理的决议。决议强

调了机构继续促进并加强放射性废物管

理领域的国际合作的"极端必要性"，并请

IAEA 理事会和总干事考虑，为加强该领

域(包括评估废物的陆上和海洋处置的影

响)的国际合作活动应采取哪些进一步的

惜施 。

关于加强 IAEA 的主要活动的决议。

决议要求总干事与成员国磋商，通过制定

一些有效的计划来加强机构的主要活动

(特别是技术合作活动)的新倡议 。 这些计

划的目的是提高各发展中国家在和平利

用核能领域的科技能力和实现可持续的

发展。

关于发展中国家实际利用食品辐照

的决议 。 决议赞同 IAEA 理事会核准所建

品辐照的项目，要求在实施这些建议时持

别注意相关的技术、立法、公众认可和财

务问题。

关于经济地生产饮用水的计划的决

议 。 决议注意到一些国家对利用核能淡化

海水活动的兴趣，要求有能力提供专家服

务和预算外资源以支助这些活动的成员

《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 1993 年第 4 期

AI-Athel 主席 (右〉

和 IAEA 总干事布

利克斯在有 96 个

成员国的代表参加

的大会上。(来源:

P . Pavlicek , IAE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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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提供这类服务和资源。决议还要求总干

事就建立验证设施等活动，与感兴趣的国

家、联合国大家庭中的相关组织和相关的

其他国际组织进行磋商。

IAEA 1994 年预算和预算外资源。大

会通过的预算决议核准， 1994 年的开支为

2 亿美元。这意味着实际为零增长。大会

还核准 1994 年机构技术援助与合作基金

指标为 5850 万美元。

非洲无核化。大会以口头表决方式通

过关于非洲无核武器区 (NWFZ) 的决议。

决议承认，南非核设施和核材料的完全公

开是对该地区和平与安全的一大贡献，是

对目前建立NWFZ 的努力的一大贡献，该

决议特别要求南非继续奉行"它宣称的全

透明政策"。该决议还称赞非洲各国在建

立非洲 NWFZ 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并请机

构总干事继续对这种努力给予帮助。

在伊拉克的核视察。大会在决定继续

过问此问题的同时，通过了一项关于执行

联合国安理会有关伊拉克的 687 、 707 和

715 号决议的决议。此项决议要求伊拉克

"立即和完全履行"安理会有关决议给其

规定的所有义务，包括要求伊拉克提交一

份"有关其核计划的全面、最终和完整的

申报"，其中应包括安理会要求的所有资

料，特别是有关下面这个长期未解决问题

的资料，即有关伊拉克核计划中所用特种

物项的外国供应商和向伊拉克提供技术

咨询的人士的资料 z 该决议还要求伊拉克

接受今后进行的监测计划。该决议请机构

总干事为执行今后将在伊拉克进行的监

测计划而继续采取必要的措施，并将本届

大会的见解报告联合国秘书长。这项决议

以表决方式通过， 73 个成员国赞成，零票

反对， 4 票弃权。

中东的安全保障。大会以口头表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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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通过关于在中东适用 IAEA 安全保障的

决议。大会特别请IAEA 总干事本着就与

编写协定范本有关的事项继续与中东各

国磋商，以利于早日将机构的全面安全保

障适用于该地区的一切核活动，以此作为

朝穹立 NWFZ 迈出的必要步骤。该决议呼

吁该地区所有国家采取旨在建立中东

NWFZ 的措施，包括建立信任的措施和核

查措施。

大会的科学会议

在大会举行期间，成员国的代表还参

加了有关以下三个专题的科学会议:核技

术用于工业发展和环境，辐射照射的健康

影响和核燃料循环后段的几种选择。

阿根廷 M. Mondino 先生主持的核技

术会议，使非专家们有机会了解核技术用

于环境可承受的工业发展这样一些非动

力应用所带来的经济和生态利益。会上提

出的报告涉及 IAEA 和联合国开发计划

署支助的亚太地区工业项目;辐射技术用

于环境保护;放射性同位素和辐射的工业

应用;以及核子控制系统。关于辐射照射

的健康影响的会议，其目的是使代表们深

入了解确定辐射照射风险的各种方法并

正确理解它们。代表们讨论过的专题包括

放射流行病学评估方法的局限性 p 天然辐

射照射量和有关的健康风险;辐射事故及

其健康影响。关于核燃料循环后段的会

议，从短期和长期角度讨论和评价了与开

式或闭式燃料循环方案有关的问题。会上

介绍了法国、日本、印度、俄罗斯联邦、美

国和瑞士等国所奉行的战略。

此外，核安全和辐射防护方面的各国

和国际高级官员在大会期间召开了例会，

同时还举行了参加非洲、拉丁美洲和亚太

地区区域技术合作协定的成员国代表会

议。



国际简明新闻

IAEA 的国际安全保障学术会议

在另外 4 个组织的合作下， IAEA 组织了于 1994 年 3 月 14-18 日在奥地

利维也纳召开的国际安全保障学术会议。这次会议是在美国核学会、欧洲安全

保障研究与发展协会、核材料管理研究所和设在莫斯科的国际核学会合作下筹

划的。

会议讨论了一系列议题，包括在专门核查条件下取得的经验 p 强化了的和费

用效果更好的安全保障 z杯、铀浓缩、燃料制造和乏燃料贮存设施的安全保障 z封

隔和监视技术 p 安全保障方案和评价F 以及地区和国家的核材料衡算和控制体

系。

联合国粮农组织 (FAO) 和 IAEA 已联

合建立一个中心实验室，以促进在动物

疾病诊断中应用酶联免疫吸附分析法

(日.ISA) 和分子技术。该中心实验室将由

IAEA 设在奥地利塞伯斯多夫的现有的动

物生产股管理，它将开发和分发诊断药

盒，以支助 FAO 和 IAEA 援助发展中国家

兽医部门的计划。该实验室还将与世界卫

生组织和国际兽疫局紧密合作以制定国

际认可的标准，并将它们应用于开展这类

分析和保证分析结果的有效性。

病，是造成发展中国家动物营养不良和降 核技术在畜牧

低农业产量及收入的原因;有时还成为牲 业中的应用

畜和畜产品国际贸易的障碍。业已证明，

由细菌、病毒和寄生虫引起的动物疾

国际核事件分级表(INES) 在向公众

通报核事件的含义和使他们正确理解此

类事件这一基本宗旨方面越来越行之有

效。这是 1993 年 11 月各国 INES 官员会

议上得出的结论之一。这些官员在总结分

级表的实际使用情况后一致认为， INES 

的试用十分顺利，已被 53 个国家采用。他

们指出，自 1992 年初以来，此表已被全面

用于核动力堆事件的分级，并且正在努力

ELISA 和 DNA 探针分析法之类的新诊断

技术对根除或防治动物疾病来说是比较

准确和可靠的，但这些新技术不是发展中

国家还不是到处都有的。 FAOjIAEA 的中

心实验室将作为制定国际标准和传播以

生物技术为基础的诊断方法的联络中心，

预计在帮助发展中国家减少动物疾病

的影响和疾病防治费用方面将起关键作

用。

改进或进一步完善能全面应用于动力堆 国际核事件分

以外核设施的具体指导意见。 级表受到重视
INES 是由 IAEA 和经济合作与发展

组织核能机构的专家们联合制定的。根据

事件的严重性将它们分为 7 级， 1-3 级为

事件， 4一 7 级为事故。 INES 是一种迅速而

口径一致地传递所报告的核设施事件的

安全含义的工具，目的是促进公众、传播

媒介和核工业界之间形成共同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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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最新动态

美国:不扩散政策

美国总统克林顿 9 月 27 日在联合国

大会上讲话时，就美国在防止扩散大规模

杀伤性武器及运载此类武器的导弹方面

准备做出的努力，勾划出了一个框架。就

不扩散核武器而言，美国政策的关键部分

包括全面解决来自已拆解核武器和民用

核计划内的易裂变材料日益增多这个问

题的办法。根据所宣布的这一解决办法，

美国将建议缔结禁止生产用于核爆炸目

的或国际安全保障以外的高浓铀或坏的

多边条约，并将其威慑力量所不再需要的

易裂变材料提交 IAEA 检查。美国的政策

重申该国承诺在 1995 年使《不扩散核武

器条约 ))(NPT)无限期延长，并承诺确保

IAEA 有必要的资源来履行其至关重要的

安全保障职责以及设法加强 IAEA 探知秘

密核活动的能力。

大韩民国:先进反应堆

在 1993 年 10 月 18- 22 日由 IAEA

和韩国电力公司 (KEPCO)在汉城联合召

开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评议了未来的

能源需求(包括核动力的可能地位〉以及

先进核反应堆系统的动向。来自 29 个国

家和 5 个国际组织的约 400 名专家出席

了这次学术会议， IAEA 总干事汉斯·布

利克斯在会上讲了话。

有关先进反应堆系统的设计与安全

目标的各种论文，着重介绍了此类系统的

安全性得到增强和系统得到更大简化的

情况，以及它们与目前这一代核动力机组

相比的经济竞争力(这是一项基本要求)。

与会者还就部署先进核动力系统的阻力

和战略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他们明确了几

个带共性的问题，例如公众的信任不足，

需要实际证明存在着处置废物的办法，需

要有一个稳定高效的许可证审批过程以

及必须使投资者得益等。还强调必须在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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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增加对核动力的经济和环境优越性

的了解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

与会者设想，目前正在设计和办理许

可证的下一代水冷堆，将成为中、短期内

可能出现的核动力复苏的主力军。此外，他

们肯定了中小型反应堆具有潜在的市场;

并指出增殖堆从长远看也许是需要的，更

富有革新精神的反应堆也许会成为商业

上可行和有吸引力的反应堆。会议还就未

来的活动提出了许多具体建议，例如，使

设计与安全目标尽可能均衡以改善先进

核动力系统的推广应用前景，以及国际组

织在建立示范项目方面可能起的作用。

加拿大:核经济学

根据加拿大原子能有限公司 (AECL)

赞助的一项研究工作的成果，加拿大的核

工业正在对该国经济做出巨大贡献。该项

研究发现，自 1962 年加拿大首次利用核

动力进行商业发电以来，核工业对国内生

产总值(GD凹的总贡献至少为 230 亿美

元。在过去 40 年中，加拿大给核工业的投

资为 47 亿美元。

1992 年，加拿大核反应堆发出的电力

价值 37 亿美元，供电量占该国供电量的

15%。此外，核工业的 150 多家公司

直接雇用了 30000 名加拿大人，其中包括

3200 名工程师和科学家。有关该报告(The

Economic Effects of the Canadian Nuclear 

Industry) 的更详细资料可向 AECL(Chalk

River , Ontario , Canada KOJ 1J0)索取。

中国和大韩民国:公众宣传研讨会

从 1993 年 10 月底至 11 月初，大韩

民国和中国分别为应邀记者、教育工作者

和政府官员主办了 IAEA 有关核能的公众

宣传研讨会。

IAEA和大韩民国科学技术部(MOST)

在韩国原子能意识组织的配合下，于 10

月 26-28 日在汉城组织了一次有关核能



的公众宣传研讨会。议程表上的专题有核

能与新闻媒介、某些国家有关核能的公众

宣传和教育活动，以及能源与环境等。

IAEA 在中国核工业总公司的配合

下，于 11 月 1-3 日在上海为新闻记者组

织了一次有关核能的地区性研讨会。会上

作了有关亚洲发展核动力的政策、现代化

核动力厂的风险与效益、核能方面的公众

宣传，以及辐射的性质及其利用等内容的

报告。这次研讨会包括去秦山核电站进行

技术性参观。

亚美尼亚、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共和国 z

IAEA 的新成员

三个国家一一亚美尼亚、捷克共和国

和斯洛伐克共和国一一已交存了成为

IAEA 成员国所需的法律文书。 IAEA 大会

于 1993 年 9 月核准这三个国家的成员国

资格 ;9 月 27 日它们交存了有关的法律文

书。目前 IAEA 已有 117 个成员国。

这次 IAEA 大会还核准另外 3 个国家

一-马绍尔群岛、哈萨克斯坦和前南斯拉

夫的马其顿共和国一-的成员国资格。

联合王国:辐射报告

联合王国国家放射防护局 (NRPB)发

表了一份报告，评估了英国塞拉菲尔德核

燃料厂过去已进行和今后拟进行的排放

产生的集体剂量。该报告研究了三个居民

组，即联合王国居民组、欧洲居民组和世

界居民组的集体剂量。研究表明，对于这

三种情况来说，塞拉菲尔德引起集体剂量

的时间虽然很长但剂量率极低，因而与来

自天然或医疗辐射糠的集体剂量相比，都

是很小的。

该报告是应环境辐射医学问题委员

会的请求编写的。详细资料可向 NRPB

(Chilton , Didcot , Oxon OX l1 ORQ , United 

Kingdom)索取。

各国最新动态

简讯

原子能法。 IAEA 的 3 名官员编辑了一本新书，

题为《核能的国际法)) (The International Laω of Nuclear 

Eneryy) 。这是第一本包罗万象的有关这个题目的基

本文件的汇编，是由 IAEA 总干事助理兼对外关系处

处长 Mol阳ned M. E1Baradei , IAEA 法律处高级职员

Edwin 1. Nwogugu 和 John M. Rames 编辑的。该书收集

的文件涉及核不扩散与安全保障、核安全、放射性废

物管理、放射性材料运输、辐射防护和核材料实物保

护等方面的内容。详细资料可向出版商 (Martinus

Nijhoff Pub1ishers , P. O. Box 163 , 3300 AD Dordrecht , 

Netherlands)索取。

农药与环境。 IAEA 摩纳哥海洋环境实验室

(IAEA-MEL)正在组织→项有关农药在热带海洋环

境中的分布、去向和对生物区系的影响的协调研究

计划 (CRP) 。该计划是在 IAEA/联合国粮农组织联合

处的合作下组织的。其目的是促进发展中国家发展

本国控制和尽量减少热带海洋环境中农药残留物的

不良影响，及它们对食用这些海域所产海鲜的居民

的不良影响的能力。重点是开发和应用核相关技术。

有关该项 CRP 的各个技术方面的附加信息可

向 IAEA-MEL的 F. P. Carvalho (P. O. Box 800 , MC 98 

012 Monaco Cedex , Principa1ity of Monoco)索取。

放射性废物杂志。美国核学会己宣布即将出版

《放射性废物杂志)) (Radwaste Mayazin吟，这是一种重

点介绍放射性废物管理和环境恢复领域的问题和解

决办法的季刊。尽管该杂志打算主要介绍美国的发

展，但偶尔也将刊登有关其它国家的计划与实践的

文章。详细资料可向 ANS (555 N , Kensington Ave. , 

La Grange Park , Il1inois , USA 60525)索取。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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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际

世界核动力现状

部分国家的核电

占总发电量的份

额

60 

数 据 又 档

正在运行 正在建造

机组数 净装机总容扯 (MWe) 机组数 净装机总容量 (MWe)

阿根廷 2 935 692 

比利时 5 484 

巴西 626 1 245 

保加利亚 6 3538 

加拿大 21 14 874 I 881 

中国 288 2 1 812 

古巴 2 816 

捷克共和国 1632 2 1 784 

芬兰 4 2 310 

法国 56 57 688 5 7 125 

德国 21 22559 

匈牙利 4 1 729 

印度 9 1 593 5 1 010 

伊朗 2 2 392 
日本 44 34 238 9 8 129 

哈萨克斯坦 135 

大韩民国 9 7 220 3 2 550 

立陶宛 2 2760 1 380 

思西哥 1 654 654 

荷兰 2 504 

巴基斯坦 125 

罗马尼亚 5 3 155 

俄罗斯联邦 28 18 893 18 14 175 

南非 2 1 842 

斯洛伐克共和国 4 1 632 1 552 

斯洛文尼亚 1 632 

西班牙 9 7 101 

瑞典 12 10002 

瑞士 5 2952 

联合王国 37 12 066 1 1 188 

乌克兰 15 13 020 6 5 700 

美国 109 98 729 3 3 480 

世界总计· 424 330 651 72 59720 

备总计中包括中国台湾省正在运行的 6 套机组，其总装机容量为 4890 MWe . 1992 年，这 6 套机组的发电握占全省总发电提
的 35.4 % .

注:以上数据反映的是各国报给1AEA的 1992年终时的状况 .表中没有反映1993年2月的-9!lj关于美国关闭一套机组的报道.

立陶宛

法国

比利时

斯洛伐克共和国

匈牙利

大韩民国

瑞典

瑞士

西班牙

斯洛文尼亚

芬兰

保加利亚

德国

日本

乌克兰

联合王国

主2国

捷克共和国

加拿大

阿根廷

俄罗斯

南非

]49.5 % 

]46.4 % 

]43.2 % 

]43. 2 % 

]39.6 % 

]36.4 % 

]34.6 % 

]33.2% 

]32.5 % 

]59.9 % 

]80 % 
]72.9 % 

]30.1 % 

]27 . 7 % 

] 25 % 

]23. 2 % 

- 122.3 % 

120.7 % 

E二二=:::J 15.2 % 

E二二二=:J 14. 4 % 

E二二二3 门 . 8 %
E二J6%

注:百分率是 1992 年的数据. 斜体数字

系 lAEA 的估计数 ， 其他国家的核电份

额是.荷兰 (4 . 9 % ) ，印度 (3.3% ) ，墨西

哥 (3.2 % ) ，巴基斯坦(J. 2% ) ，巴西

(0.7 % ) ，哈萨克斯坦 (0.6 %)，以及中国

(0. 1 % ) . 此外 ， 中国台湾省的核电在总

发电盘中的份额为 35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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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NSTANT Alpha Specfroscopy 
NEVER AGAIN assemble a multitude of 
components to perform alpha spectroscopy! 

Meet OCTETE PCTM from EG&G ORTEC - the world's 

first integra.ted, eight-input, alpha spectroscopy system. 

OCTETE PC includes eve巧rthing you need. Just make 
one PC connection and one vacuum connection . . . and 
INSTANTLY, you have a complete system with 8 
independent channels. 

OCTETEPC . . . 

• fasy to use 

Completely computer-controlled: 
detector bias, current. and vacuum 
are visible for each channel. 

. . f/exible 
Sample flexibility: Accommodates 
samples 2 in. in diameter in the eight 
INDEPENDENT vacuum chambers. 

Functional flexibili句 Each

channel may operate over a different 
energy range: 但国 acquisition is 
totally independent for each channel. 

. fxpandable 
Exp缸lsion flexibility: 
Systems with more than 
100 detectors are 
easily configured. 

. . Re/iable 
Vacuum reliability: Each of the 
eight independent vacuum chambers 
has a special, high-performance 
O-ring set into the cast chamber face , 

for a perfect seal, sample after 
sample. 

Electronic reliabili句 Surface
mount electronics technology 
ensures high electronic reliability. 

Detector reliability: EG&G 
ORTEC's own ULTRNM ion-
implanted-silicon detectors, with 
areas up to 1200 mm2 provide 
excellent resolution, extremely low 
background, and high reliability. 

=苗

• • • fasy to decontaminate 
ULTRA detectors are easily cleaned of 
surface contamination, as is the 
nickel-plated chamber. For severe 
contamination, a chamber may even 
be isolated and quickly removed for 
further cleaning or 陀placement.

. . Saves money 

Careful design has 陀sulted in a 
high-quality spectroscopy system 
四pable of delivering u1tra-low cost 
persample. 

Call today for OCTÊTE PC , the instant solution to all your 

alpha-spectroscopy requirements. 

时U旦A
~\EG11.G ORTEC HOTLlNE 8…-9750 

100 Midland Road , Oak Ridge, TN 37831-0895 U.S.A. • (615) 482-4411 • Telex 6843140 EGGOKRE • Fax (615) 483-0396 

AUSTRIA BELGIUM CANADA FRANCE GERMANY ITALY JAPAN THE NETHERLANDS UNITED KINGDOM 
(02) 22942251 (02) 2516010 (41 6) 827-24∞ (01 ) 47.81.41.06 (089) 926920 (02) 761Ò267 (03) 3638-1506 (03402) 48777 (0734) 773∞3 



KEEP ABREAST 

WORLD OVERVIEW " 

IAEA YEARBOOK 1993 

The latest edition of the IAEA Yearbook 
describes developments in nuclear 
power and advances in nuclear tech
niques and research , and illustrates the 
work of the IAEA within a world context. 
It features detailed summaries of nu
clear safety and radiation protection ac
tivities in individual countries. Other sec
tions provide data on the nuclear fuel 
cycle , from uranium resources to the 
management of radioactive waste , and 
the operation 01 nuclear power plants. 
Coverage includes the present and fu
ture costs of nuclear power plant pro
jects; advanced reactor designs not only 
for electricity generation but also for co
generation of steam and heat for indus
trial purposes; supply and demand in 
various pa内s of the fuel cycle; and ad
vances in fuel technology. Comprehen
sive coverage further is provided about 
the IAEA's safeguards system and its 
programme for technical co-operation 
and assistance in various nuclear fields. 
(N。但: Somesec加ns are sold se(.泪rately.)

Price: 500 Austrian Schillings 
ISBN 92-0-102493-2 (STI/PUB/935) 

Nuclear Power, Nuclear Fuel Cycle 
and Waste Management: Status 
and Trends 1993 
Part C of the IAEA Yearbook 1993 

This publication covers: nuclear power, 

including individual summaries of pro
gramme developments in various coun
tries; fuel cycle related themes, includ
rng uranlum resources, converslon en
richment, reactor fuel technology and 
spent fuel management; and radiation 
waste management, including treatment 
and conditioning , disposal, decontami
nation and decommissioning. The 1992 
situation in these areas is described in 
detail , as are the projected trends over 
the next two decades. 
Price: 200 Austrian Schillings 
ISBN 92-0-102593-9 (STI/PUB/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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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clear Safety Review 1993 
Part D of the IAEA Yearbook 1993 

This review summarizes developments 
in nuclear safety and radiation protec
tion, including the growing number of 
projects being organized jointly by re
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 
description is given of the IAEA pro
grammes related to the safety of reac
tors of Soviet design and of the recent 
initiative,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on 
strengthening infrastructures for radia
tion and nuclear safety in the newly in
dependent States. The review also pre
sents an update on the causes of the 
Chernobyl accident and describes pro
gress i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Interna
tional Nuclear Event Scale and prob
abilistic safety analysis techniques. 
Other topics covered include the new 
international Basic Safety Standards for 
radiation protection and the safe trans
port of radioactive material. 
Price: 200 Austrian Schillings 
ISBN 92-0-102693-5 (STI/PUB/93刀

PLASMA PHYSICS AND 
NUCLEAR FUSION 

Plasma Physics and Controlled 
Nuclear Fusion Research 1992 
Vols. 1, 2, 3, and, 4 

IAEA BULLETIN , 4/1993 

This publication includes the proceed
ings ofthe Fourteenth International Con
ference in Plasma Physics and Control
led Nuclear Fusion Research held in 
Wuerzburg, 30 September - 7 October 
1992. The Conference was charac
terized by reports of recent results from 
all of the major fusion facilities around 
the world , including the milestone ex
periment at JET in which tritium was 
introduced for the first time into a 
tokamak fuel mixture. The proceedings 
include all the technical papers, the per
tinent discussions, and five conference 
sum付lanes.

(STI/PUB/906) 
ISBN 92-0- 101093- 1 向自:22(刀AS

ISBN 92-0-101193-8 月ice: 1统刀AS

应W92-o- 101ã忍4 月四: 15.刃AS

ISBN 92-0- 101393-0月四:240AS

NUCLEAR AND 
RADIATION SAFETY 

Strengthening Radiation and 
Nuclear Safety Infrastructures in 
Countries of the Former USSR 

This book includes the proceedings of a 
forum organiz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and the 
IAEA, and held in Vienna, 4-7 May 1993. 
It represents the first step of a joint pro
ject to provide the countries of the for
mer USSR an integrated package of 
assistance to strengthen the overall na
tional infrastructure for radiation protec
tion as well as for nuclear safety, includ
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adequate 
legal framework. The main focus is on 
efforts to i mprove safety of facil ities such 
as research reactors, uranium mining 
and milling facilities, and installations 
containing radiation sources used in 
medicine , agriculture, and industry. 
Price: 300 Austrian Schillings 
ISBN 92-0-102793-1 (STI/PUB/93f号



FOOD AND 
AGRICUL TURE 

Cost-benefit Aspects of Food 
Irradiation Processing 
Proceeding Series 

This book presents the proceedings of a 
Symposium jointly organized with FAO 
and WHO in March 1993. The purpose 
of the symposium was to evaluate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irradiation for treat 
ing various food items either alone or in 
combination with other processes. The 
evaluation covered application of the 
technology in terms of reducing food 
losses as well as the possible economic 
impact of irradiation in controlling or re
ducing certain food-borne illnesses and 
in expanding trade in certain food items. 
Discussions focused on the economic 
benefits of irradiation to control a num
ber of food-born diseases and on the 
potential economic benefits from radia
tion as a quarantine treatment for fresh 
fruits and vegetables. 
Price: 1400 Austrian Schillings 
ISBN 92-0-000393-1 (STI/PUB/905) 

Management of Insect Pests: 
Nuclear and Related Molecular and 
Genetic Techniques 
Proceeding Series 

This book contains the proceeding of a 
symposium jointly organized with FAO, 

and held in Vienna, 19-23 October 1992. 
In the past decade significant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overcoming many of 
the difficulties of biologically based 
methods of pest management. Particu
larly i mportant are the advances made 
in the field of molecular technology and 
biotechnology. Presentations in this 
symposium focus on advances and 
trends in insect control and eradication , 

genetic engineering and molecular biol
ogy, insect genetics, operational pro
grammes, sterility and behaviour, bio
control , and quarantine. 
Price: 1900 Austrian Schillings 
ISBN 92-0-000293-5 (STl/PUB/909) 

KEEP ABREAST 

WHERE IAEA PUBLICATIONS ARE SOLD: 

• In the following countries, IAEA publications may be purchased from the 
sales agents or booksellers listed or through major local bookstores. (Pay
ments can be made in local currency or with UNESCO coupons.): 

ARGENTINA ITAL Y 
Comisión Nacional de Energía Atómica, 

Aver、ida del Libertador 8250 
RA-1429 Buenos Aires 

AUSTRALlA 
Hunter Publications, 58A Gipps Street, 
Collingwood, Victoria 3066 

BELGIUM 
ServiωCourrier UNESCO 
202, Avenue du Roi, B-1060 Brussels 

CHILE 
Comisión Chilena de Energía Nuclear 
Venta de Publicaciones, 
Amunátegui 95, Casilla 188-D, Santiago 

CHINA 
IAEA Publiωtions in Chinese; 
China Nuclear Energy Industry Corporat旧n ，

Translation Section, P.O. Box 2103, Beijing 
IAEA Publications other than in Chinese: 
China National Publications I mpo内& Export 
Corporation, 

Deutsche Abteilung, P.O. Box 88, Beijing 

FRANCE 
Office Intemational de Documentation et Li
brairie, 48, rue Gay-Lussac, F-75240 Paris 
Cedex 05 

GERMANY 
UNO-Verlag, Vertriebs-und Verlags GmbH , 

Dag Hammarskjöld-Haus, 
Poppelsdorfer Allee 55, D-53115 Bonn 

HUNGARY 
Librotrade Ltd., Book Import, 
P.O. Box 126, H-1656 Bυdapest 

INDIA 
Oxford Book and Stationary Co., 
17, Park Street, Calcutta-700 016 
Oxford Book and Stationary C口。，

Scindia House, New Delhi-11 0 001 

ISRAEL 
YOZMOT Literature Ltd., 
P.O. Box 56055, IL-61560 Tel Aviv 

Libreria Scientifica Dott. Lucio di Biasi。
"AEIOU", Via Coronelli 6, 1-20146 Milan 

JAPAN 
Maruzen Company , Ltd, 
P.O. Box 5050, 100-31 Tokyi Intemational 

NETHERLANDS 
Martinus Nijhoff International, P.O. Box 269, 

NL-2501 AX 节1e Hague 
Swets and Zeitlinger b.v., 
P.O. Box 830, NL-2610 SZ Lisse 

PAKISTAN 
Mirza Book Agency, 65, Shahrah Ouaid-e
Azam, P.O. Box 729, Lahore 3 

POLAND 
Ars Polona, Foreign Trade Enterprise , 
Krakowskie P尼edmiescie 7, PL-OO-068 Warsaw 

ROMANIA 
lIexim, P.O. Box 136-137, Bucharest 
问USSIAN FEDERATION 
Mezhdunarodnaya Kniga, Sovinkniga-EA, 

。imitrova 39, SU-113 095 Mos∞w 

SLOVAK REPUBLlC 
Alfa Publishers, Hurbanovo námestie 3, 

SO-815 89 Bratislava 

SOUTH AFRICA 
Van Schaik Bookstore (Pty) Ltd, 

P.O. Box 724, Pretoria 0001 

SPAIN 
Díaz de Santos, Lagasca 95, E-28006 Madrid 
Díaz de Santos, Balmes 417 
E-08022 Barcel口na

SWEDEN 
AB Fri恒es Kung l. Hovbokhandel, Fr创sgatan

2, P.O. Box 16356, S-103 Stockholm 

UNITED KINGDOM 
HMSO Publications Centre, Agency Section, 

51 Nine Elms Lane, London SW8 5DR 

VUGOSLAVIA 
Jugoslovenska Knjiga, Terazije 27, 
P .O. B口x 36, YU-11 001 Belgrade 

•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Canada, the exclusive sales agent for 
IAEA publications, to whom all orders and inquiries should be addressed, is: 

UNIPUB 
4611-F Assembly Drive , Lanham 
MD 20706-4391 , USA 

• In countries where sales agents have not been appointed, orders and 
requests for information should be addressed directly to 

。ivision of Publications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Wagramerstrasse 5, P .0. Box 100, A-1400 Vienna, Aust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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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LINE DATABASES 
OF THE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且凶温

Database 1Ulme 

Intemational Nuclear Information 
System (INIS) 

Typeofdata阳se

Bibliographic 

P阿Iducer

lnternationa1 Atomic Energy Agency 
in co-operation with 82 IAEA 

Merr也er States and 16 other intema
tiona1 member organizations 

IAEAconωct 

IAEA, INIS Section, P.O. Box 100, 
A-14∞ Vienna， Austria 
Telephone (43) (1) 2360 

Telex (1 )-12645 
Facsirnile +43 1 234564 

Electronic mail via EARN!BITNET
INTERNET to 10: 

NI5@IAEAI.IAEA.OR.AT 

Number of records on line from 
January 1976 10 date 
more than 1.5 mi\l ion 

Scope 
Worldwide information on the pea卧

ful u睡S of nuclear science and teclu时，
ogy;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1 
as萨比ts of other energy sources. 

Coverøge 
The centra1 areas of coverage are 
nuclear reactors, reactor safety, 

nuclear fusion. applications of radia
tion or isotopes in medicine, agricul

ture, industry, and pest control, as 
well as related fields such as nuclear 

chemis町， nuclear physics, and 
materia1s science. Special emphasis 

is placed on the environmental, 
economic, and health effects of 
nuclear energy, as well as the 

economic and environrnental asμcts 
of non-nuclear energy sources. Lega1 

and social aspects associated with 
nuclear energy also are covered. 

Database 1Ulme 

Power Reactor Information System 
(pRIS) 

η'Pe of database 
Factual 

Producer 
Intemationa1 Atomic Energy Agency 

in co-operation with 
29 IAEA Member States 

IAEA contacl 

lAEA, Nuclear Power Engineering 
Section. P.O. Box 1∞ 

A-14∞ Vienna， Austria 
Telephone (43) (1) 2360 

Telex ( 1 )-12645 
Facsimile +43 1 234564 

Electronic mail via EARN!BITNET
INTERNET to 10: 

NES@IAEAI .IAEA.OR.AT 

Scope 
Worldwide information on power 

reactors m operatlon，山ldercons町uc
tion, planned or shutdown, and data 

on operating experience with 
nuclear power plants in lAEA 

Member States. 

Coverøge 
Reactor status, name. location, type, 
supplier, turbine generator supplier, 
plant owner and operator, therma1 

power, gross artd net electrical 
power, date of construction start, 
date of first critica1ity, date of f lISt 

synchronization to gr划， date ofα)ffi

mercial 句览rati侃， dateofshu创.own，

缸1d data on reactor∞'re charac-
teristics 缸1d plant systems; energy 
produα划; planned and unp凶1ned

energy losses; energy availabiIity and 
unavailability factors; operating 

factor, and load fó缸tor.

For access to these databases, please contact the producers. 

• 
阳的目时
• 

Data阳se 1Ulme 

Intemationallnformation System for 
the Agricultural Sciences and 

Technology (AGRIS) 

Type of database 

Bibliographic 

Producer 

F由对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s (FAO) inc萨opc泪
t10nwl由 172 national, regional, artd in-

temationa1 AGRIS centres 

lAEA conÚlCI 

AGRIS Processing Unit 
c/o IAEA, P.O. Box 1α〕
A-14∞ Vienna， Austria 
Telephone (43) (1) 2360 

Telex (1 )-12645 
Facsimile +43 1 234564 

Electronic mail via EARN/BITNET
INTERNET to 10 

FAS@IAEAl .IAEA.OR.AT 

N umber of records on line J切m
January 1992 10 date 

more than 150α)() 

Scope 
Worldwide information on agricul
ωraI sciences and 阳1u101句跤， includ
ingfcαm町， fisheries, and nutrition. 

Coverøge 

Agriculture in genera1; g'ω，graphy 
and history; education, extension, 

and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and 
legislation; agricultura1 economics; 
development and rura1 sociology; 

plant and anima1 science and produc
tion; plant protection; post-harvest 
teclu1ology; fisheries and aquacul-

ture; agricultura1 machinery and en
gineering; natural resources; process-
ing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human 
nutrition; pollution; methodology. 

的formation from these databases also may be purchased from the producer in printed form. 
INIS and AGRIS addilionalfy are available on CD-ROM. 

-~J.)阳·
• 

Database 1Ulme 

Nuclear Data Information System 
(NDIS) 

Typeofdata缸"

Numerical and bibliographic 

Pn问rlucer

lntemationa1 Atomic Energy Ag'臼町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Nationa1 Nuclear Data Centre 
at the Br'∞khaven Nationa1 

Laboratory, the Nuclear Data Bank 
。f the Nuclear Energy Agency,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咱pera

tion and Development in Paris, 
France, and a network of 22 0由er

nuclear data centres worldwide 

lAEA conÚlCI 

lAEA Nuclear Data Section 
P.O.Box 100 

A-14∞ Vienna， Austria 
Telephone (43) (1) 2360 

Telex (1 )-12645 
Facsimile +43 1 234564 

Electronic mail via EARN!BITNET
INTERNET to 10: 

RNDS@IAEAl .IAEA.OR.AT 

Scope 

Numerica1 nuclear physics data files 
describing the interaction of radiation 

with matter, and related 
bibliogr百.phic data. 

Data 砂pes

Eva1uated neutron reaction data in 
ENDF format; experimental nuclear 
reaction data in EXFOR format, for 

reactions induced by neu往ons，

charged particles, or photons; nuclear 
ha1f-lives and radioactive decay data 
in the systems NUDAT and ENSDF; 

related bibliographic information 
from the IAEA databases CINDA 

and NSR; various other types of data. 

Note: Off-line data retrievalsfrom 
NDlS also may be obtainedfrom t，加

producer on magnetic tape 



m~..J时
• 

Daúlbase name 

Atomic and Molecular Data Infor
mation System (AMDIS) 

Typeof'缸Illbase

Numerical and bibliographic 

Producer 

Intem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Intemation

al Atomic and Molecular Data 
Centre network, a group of 16 na

tional data centres from several 
countnes. 

lAEA conlDct 

IAEA Atomic and Molecular Data 
Uni l. Nuclear Data Section 

Electronic mail via 
BITNET 10: RNDS@IAEAI; 

via INTERNET to 10: 
PSM@RIPCRSOl .lAEA.OR.AT 

Scope 

Data on atomic, molecular, plasrna
surface interaction, and material 

properties of interest to fusion re
search and technology 

Coverage 

Includes ALADDIN formatted data 
on atomic strUcture and spectra 

(energy levels, wave lengths, and 
transition probabilities); electron 
and heavy particle collisions wi由
atoms. ions, and molecules (cross 

sections and/or rate coeffic阳nts ， in
c1uding, in most cases, analytic fit to 
the data); sputtering of surfaces by 
impact of main plasma constituents 
and self sputtering; p红ticle reflec
tion from surfaces; thermophysical 

and thermomechanical propenies of 
beryllium and pyrolytic graphites. 

Note: Off-line daω and bibliographic 
retrievals, as wel/ as A1ADDIN 

s呐"areand刷刷al， alsom句lbeob
tainedfrom the producer on disket-
res , magnetic tape , or hard copy. 

。N C 'O-ROM 

INIS (the Intemational Nuclear lnformation System) 
is a multi-disciplinary, bibliographic database 
covering all ω1Jects of the peacφÛ uses of nuclea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IS on CD-ROM combines 
the worldwide coverage of the nuclear literature 
with all the advantages of compact disc technology. 

|Call +44 (0)81 995 8242 TODAYl I 
for卢ather information 

and details of your local distributor 

or write to 
SilverPlatter Information Ltd. 
10 Barley Mow Passage, Chiswick, London, 
W44PH, u.K. 
Tel: 0800 262 096 +44 (0)81 995 8242 
Fax: +44 (0)81 995 5159 

The IAEA's 
nuclea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atabase on 
CD-ROM 

CD-.ROM 
means 
• unlimited easy 

access 
• fast, dynamic 

searching 
• fixed annual 

cost 
• flexible down

loading and 
printing 

• desktop 
access 

• easy storage 
• saving time, 

space and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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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S ANNOUNCED BY THE 旺A

UNIT HF.AD, OPF.RATlONAL SAFETY EXPERIENCE 
FEEDBACK (93-075). Department of Nuclear 
Energy and Safety. This P-5 post requires a 
Doctorate in nuclear engineering and ex
perience in analysis of incidents/accidents, and 
at least 15 years of experience in the field of 
nuclearsafety. C/osingdate: 28 February 1994. 

RADlATION SOURCE SPECIALIST (93-072), 
Depanment ofNuclear Energy and Safety. This 
P-4 post requires a Doctorate or equivalent 
degree in the field of radiation protection or 
related physical sciences , and at least 10 years 
of experience in radiation prot巳ction ， including 
at least 5 years practical experience in the use aÌld 
optimization of medical and industrial radiation 
sources. C/osÎng date: 28 FebruaJY 1994.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PECIALlST (93-
。73) ， Depanment of Nuclear En巳rgy and 
Safety. Th is P-4 post requires a university de
gree in a relevant field of science, and at least 
10 years of experience in radiation protection , 
five of which should have been in radiation 
protection ofthe general public and the environ
ment, and knowledge ofprotection philosophy, 
dose assessment models , protective actions , 
and their associated computer realizations. 
Closing date: 28 February 1994 

SENIOR RESEARCH REACfOR SAFETY OFFlCER 
(93-074) , Department ofNucleár Ënergy and 
Safety. This P-5 post r.呵uires a Doctorate or 
equivalent advanced -degree in 出e physical 
sciences or nuclear engineering, and at least 15 
years of experience in the operation of medium 
or high power and complex research reactors , 

including Ihe preparation of safety documenta
tion for rheir licensing and operation. C/osing 
date: 28 Febru(lry 1994 

RADlATION PROTECTlON SPECIALlSTS, Depart
ment ofNuclear Energy and Safety. Two posi
tions: one (93-601) is graded P-4 and requires 
a MasterS degree or 巳quivalent advanced degree 
in the field of science or 巳ngineering and at least 
10 years of extensi ve experi巳nce in human 
resources deve lopment and practical 
knowledge of the IAEA 's Basic Safety Stand
ards for radiation protection. The other position 
(93-602) is graded P-5 and requires a Doctorate 
or equivalent advanced degree in the field of 
radiation protection or related sciences and 15 
years of experience in assessment and control 
of radQn exposure and in areas of radiation 
protecriQn for uranium mining and m il\ing. For 
both posts. lhe duration of appointments is 
subject to the availability of extra-budgetary 
funds. C/osing date: 28 February 1994. 

TRANSPORT SAFETY SPECIALlST (93-603) , 
Depanment ofNuclearEnergy and Safety. This 

P-4 post requires a university degree in the field 
of science or engineering, and at least 10 years 
of experience related 10 the management of the 

transponation of radioactive materials, and 
practical knowledge of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the IAEA's transpo口 regulations

and supponing documentation. The duration of 
由e ap阳intment is subject to the availability of 
extra-budgetary funds. C/osillg date: 28 
FebruaJY 1994 

CO.ORDINATOR, EMERGENCY ASSISTANCE SER
VICES (93-604), Department ofNucIear Energy 
and Safely. This P-5 post requires an advanced 
degree in radiation protection or related physi
cal sciences , and at leaSI 15 years of experience 
in radiat ion proteclion and emergency planning 
and preparedness. The duration of the appoinl
ment is subject to the availability of extra
budgetary funds. C/osing d，αte: 28 February 
1994 

SAFETY STANDARDS SPECIALlST (93-605), 
Department ofNuclear Energy and Safety.This 
P-5 post requires a Doctorate or equivalent 
advanced degree in engineering or physical 
sciences, and at least 15 years of experience in 
nuclear safety matters, incIuding technical 
reviews and standards development, part of 
which has been at a senior technical leve l. The 
duration of the appointment is subject to the 
availability of extra-budgetary funds. C/osillg 
date: 28 February 1994. 

OPERATlONAL SAFETY EXPERIENCE SPECIALIST 
(93-606), Department of Nuclear Energy and 
Safety.τ'his P-5 post r.叫uires a DOClorate in 
nuclear engineering or physics, as well as 15 
years of experience in nuclear safety, particularly 
operational safety. The duration of 由e appomt
ment is subject to the availability of extra
budgetaty funds. C/osing dnte: 28 FebruaJY 
1994. 

SENIOR OPERATIONAL SAFETY OFFICER (93-
607), D巳panment of Nuclear Energy and 
Safety. This P-5 post requires a D∞torate or 
equivalent advanced degree in engineering or 
physical sciences, and at least 15 years of ex
perience in the operation of nucIear power 
plants , with extensive experience in plant 
operations and technical suppon at the senior 
leve l. The duration of the appointment is sub
ject 10 the availability of extra-budgetary funds. 
Closillg dnte: 28 Februaη， 1994. 

SAFETY ASSESS\1E!'/T SPECIALlSTS, Department 
of Nuclear Energy and Safety. Two positions 
Bo由 posts (93-608 and 93-609) are graded P-5 
and require a Doctorate or equivalent advanced 
degree in engineering or phys口， and atleast 15 
years of experience in nucIear safety. The du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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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of the appointments wil\ be subject to the 
availability of extra-budgetary funds. C/osillg 
dale: 28 FebruaJY 1994. 

COMPARA T1 VESAFETY ASSESSMENT SPECIALlST 
(93-610), Department of Nuclear Energy and 
Safety. This Pδpost把quires an advanced degree 
in engineering or in a relevant field of science. 
and at least 15 years of experience in the field of 
risk assessment.The duration of the appointrnent 
IS su均创 to 出e avail州ty of extra-budget町
且mds. C/osillg date: 28 FebruaJY 1994 

READER'S NOTE: 

The IAEA Bulletin publishes shon summaries 
of vacancy notices as a service to readers inter
ested in 由e types of professional positions re
q山red by the IAEA. They are nol the official 
notices and remain subject to change. On a 
frequent basis, the IAEA sends vacancy notices 
to govemmental bodies and organizations in the 
Agency's Member States (typically the foreign 
ministry and atomic energy authority) , as well 
as to United Nations offices and information 
centres. Prospective applicants are advised to 
maintain contact with them. More specific in
formation about employment opponunities at 
the IAEA may be obtained by writing the 
Division of Personnel , Box 1α)， A-14α) Vien
na, Austria. 

ON.L1NE COMPUTER SERVICES. IAEA vacancy 
notices for professional positions, as well as 
application forms , now are available through a 
global computeriz巳d network that can be 饵，
cessed directly. Access is through the Intemet 
Services.ηle vacancy notices are located in a 
public directory accessible via the normal Inler
net fi le transfer services. To use the service, 
connect to the IAEA' s Internet address 
NESIRSO I.IAEA.OR.A T (16 1.5.64.10), and 
then log on using the identification anOIl}'mOIlS 

and your user password. The vacancy notices 
are in the directory called publl'acancy yosts 
A README file contains general informalion, 
and an INDEX file contains a shon description 
of each vacancy notice. Other information , in 
the form of files that may be copied, includes 
an application form and conditions of employ
men t. Please note that applications for posts 
cannot be forwarded through the computerized 
network, since they must be received in writing 
by the IAEA Division of Personnel 



岛leet the InSpector... 
The First Real Portable Spectroscopy System 

A Real Portable… 
Until now "portable" spectroscopy systems have not been 
portable - or systems. Arm stretching weights, poor power 
management and compromised spectroscopy performance 
ar巳 now only bad memories. 

The InSpector changes all that. Weighing in at less than 
7 lbs. with batteries, the InSpector is ideal for environmen
tal in-situ work, in plant spot checks and safeguards 
inspections. The sophisticated power managem巳nt and dual 
camcorder type battery packs provide all day uninterrupt巳d
operation. A quick connect/disconnect composite detector 
cable is designed for fast moving operations. Measure, 
move, measure again, move again - effortlessly - all day. 

...for Real Spectroscopy 
But the JnSpector's performance is anything but light-
weight. Laboratory grade electronics provid巳 exceptional
resolution over a wide range of incoming count rates. 
Digital stabilization, automatic amplifier pole zero and 
100% computer programrnability add up to a sp巳ctroscopy
front end that is at home in the lab or the field. 

The InSpector' s software is based on Canbeπa's popular 
Genie-PC spectroscopy platform. Robust analysis algo-
rithms combine with automated procedures for counting, 
calibration and QA to provide complete operation right 
out -of-the-box. 

... with Real Workstation Power 
The InSpector is more than a field instrument. It is an 
integral pa口 of your whole operation. The Genie-PC 
software ensures full compatibility with your laboratory 
based Genie systems. Data can be transferr巳d ， re-analyzed 
and int巳grat巳d into your lab databases without special 
conversions or headaches 

Finally, Real Portable Spectroscopy. 
The InSpector. 

C^NBERRå 
NUCLEM 

Canberra Industries Inc., 800 Research Parkway, Meriden , CT 06450 U.S.A. 
Tel: (203) 238-2351 TX: 643251 FAX: (203) 235-1347 

Canberra Internalional offlces : 

Australla, Victona 008-335638, Mt Waverley 543-4266; Austria. Vienna 43-1-302504-0; Belgium. Brussels 32-2-4668210; Olen 32-14-221975; Canada. Ontario 1-800-387-9559; 
Denmark. Greve 45-42909023; France. Savigny怕-Temple (33) 1 64.41.1 0.10; Germany. Frankfurt (49-69) 663010; Italy. Milano (02) 33910796; Netherlands. Tilburg (013) 4239∞， 
Russla. Moscow 7-095-238-7335; Swltzerland. Zurich (01 ) 4816944; United Kingdom. Pangboume. Berks (44) 0734 844981. 



IAEA 即将执行的协调研究计划监ZMA 的学术会
议和研讨会

比较评估口服磷- 32 和静脉注射锯 89 在减轻骨变形疼痛方面的效力和毒性

目的在于在癌症管理资源、很有限的发展中国家确定能减轻患者疼布的这两

种放射性核素的最佳试剂 。

收集和评价聚变堆中面对等离子体的材料的热机械特性参考数据

目的在于收集和严格地评价聚变堆中面对等离子休的材料的热物理和热机

械特性 。 评价后的数据将存入 ALADDlN 材料特性数据库，并提供给用户，尤其是

聚变堆的设计部门 。

高温工程试验堆(HπR)的热利用系统的设计和评价

目的在于为具有重妥国际意义的部分候选热利用率统确定设计概念和开发

的必妥性，以及许价这些系统的安全性和技术现状，以便有可能在日本 HTTR 土

进行验证 。

评价钢系元素和裂变产物的分离和转变的安全性、环境和不扩散问题

目的在于促进不同国家支流所获得成采才面的信息，以弄清分离和转变应

追求的目标;以及扩大供检验其增强核燃料循环安全性的潜刀用的科学基础。 该

计划的结采也将给成员国为确定1豆领域需要进一步进行的研究和开发工作的范

围提供机会 。

大量饲养昆虫不育技术计划用采采蝇的自动化

目的在于开发能解决大量饲养禾采绳时费工较多问题的自动化技术 。 这条

建议以对大量饲养禾采蝇的经济分析为基础。 分析表明，劳务费和有关开支占大

量饲养总费用的 50% 以丰 。

核实用于贸易的经辐照干鲜水果和树生坚果的吸收剂量的标准方法

目的在于开发标准化方法来核实通过辐照灭除商业货色形式的千果与树生

坚采害虫和通过辐照对新鲜水果与疏菜进行检疫处理所需的吸收剂量 。 在拉丁

美洲和加勒比;夺地区，该计划将评价对干采与树生坚采实施中 l司试验或半商业

规模辐照作为甲基涣化物蕉蒸法的替代才法和作为防止食品所致疾病(爱:足幼

虫病/给虫病和孤菌感染)的公共保健措施的放刀。

这是一份精选的清单，可能会有变动 。 有关

IAEA 会议的更完整的资料，可向 IAEA 总部

(维也纳)会议服务科索取，或参阅 lAEA 季刊

Meetings on Atomic Energy (欲知详情，见本刊

Keep Abreast 栏〉 。 有关 IAEA 协调研究计划的详

细资料，可向 IAEA 总部研究合同管理科索取 。

该计划旨在促进有关各种领域的科学和技术研

究课题的全球性合作，其范围从辐射在医学、农

业和工业中的应用到核动力技术及其安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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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年 2 月

放射性废物运输的发展研讨

会、 奥地利，维也纳 (2 月 21 - 25 

日)

1994 年 3 月

lAEA 国际安全保障学术会议，

奥地利，维也纳 (3 月 11 - 18 日)

1994 年 8 月

同位亲技术在干旱及半干旱地

区水文学中的应用(跨区域〕研讨

会， 奥地利，维也纳 (8 月 15 - 26 

日)

放射治疗剂量ìJ!IJ 定术跨区域研

讨会:放射治疗中从处方到施用的

辐射剂量，巴西 (8 月 27- 30 日)

1994 年 9 月

核动力选择会议，奥地利，维也

纳 (9 月 5- 9 日〉

第 15 届国际等离子体物理与

受控核聚变研究会议，西班牙，马德

里 (9 月 26 日 - ]0 月 1 日)

第 2 届 lAEA;FAO 非洲动物锥

虫病研讨会:应用核技术防治病媒

虫和疾病，乌干达(暂定)

1994 年 10 月

发展中国家放射性废物管理实

践和问题研讨会， 中国，北京 (1 0 月

10一 1 -1日)

乏燃料贮存一一安全、工程和

环境问题国际学术会议，奥地利 ，维

也纳 (l 0 月 10一 14 日)

FAO; IAEA 核及相关技术在可

持续发展农业的土攘/植物研究和

环境保护中的应用国际学术会议，

奥地利，维也纳(1 0 月 17 - 21 日〉

1994 年 11 月

《核损害民事责任维也纳公约 》

审议大会，奥地利，维也纳(暂定〉

辐射、健康和社会国际大会:充

分理解辐射风险(暂定)

IAEA 的其它会议(选登〉

IAEA 大会，第四届常会，奥地

利，维也纳 (1994 年 9 月 19 -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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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til now, one of the biggest 
problems with reading personal 
exposure doses has been the size of 
the monitoring equipment. Which is 
precisely why we're introducing the 
Electronic Pocket Dosimeter (EPD) 
"MY DOSE mini™'' PDM-Series. 

These high-performance 

Mωel Energy Range 

dosimeters combine an easy-to
read digital display with a wide 
measuring range suiting a wide 
range of needs. 

But the big news is how ve叩
small and lightweight they've 
become. Able to fit into any pocket 
and weighing just 50-90 grams, 

Application 
PDM-101 60 keV - 0.01 - 99.99 1βv High sensitivity. photon 
PDM-102 40 keV - 1 - 9 .9991βv General use. photon 
PDM-173 40 keV - 0.01 - 99.99 mSv General use. photon 
PDM-107 20 keV- 1 - 9.999 JiSv Low energy. photon 
PDM-303 thermal - fast 0.01 - 99.99 mSv Neutron 
ADM-102 40keV 句 0.001 - 99.99 mSv With vibration & sound alarm. photon 

the Aloka EPDs can go anywhere 
you go. Which may prove to be 
quite a sizable improvement, indeed. 

AL 
SCIENCE AND HUMANITY 

ALOKAα).. 口口-

6-22-1 Mu.... M忧aka-.hl. Tok阳'剧 ， Japan 
T酣@肘'阳晒 (0422) 45-5111 

F剧:alml幅 (0422)45-4皿面

高幅x: 02822-344 

To: 3rd Exp。同Section
Overseas Marketing Dept. 

Attn: N.Odaka 

Safety, convenience and a variety 
of styles to choose fr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