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核电已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党中央、国务院非常重视我国的能源
建设，专门制定了核电中长期发展战略目标。《走进核电》期刊是中国核电
国产化论坛组委会创办了“中国核电信息网”之后，又推出的报道核电有关
文摘性质的平面媒体。在《走进核电》创刊之际，我们十分荣幸地请到中国
工程院院士、核动力资深专家彭士禄特为本刊题写了刊名。

彭士禄院士为本刊题写的刊名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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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总理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
制定加强我国核电安全工作有关措施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３月１６日在北京
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应对日本
福岛核电站核泄漏有关情况的汇报。会议
指出，３月１１日，日本东北部和关东首
都圈发生里氏９级强震，并引发海啸，日
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放射性物质泄漏事
故。日方正在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缓解事
故影响。我国辐射环境监测未发现异常，
国内所有运行核电机组处于安全状态。根
据国家核事故应急协调委员会专家组分
析，福岛核电站目前泄漏的放射性物质经
大气和海洋稀释后，不会对我国公众健康
造成影响。
会议强调，要充分认识核安全的重要
性和紧迫性，核电发展要把安全放在第一
位。

会议决定：
（一） 立即组织对我国核设施进行全面安
全检查。通过全面细致的安全评估，切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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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查安全隐患，采取相关措施，确保绝对
安全。
（二） 切实加强正在运行核设施的安全管
理。核设施所在单位要健全制度，严格操
作规 程，加强运行管理。监管部门要加
强监督检查，指导企业及时发现和消除隐
患。
（三） 全面审查在建核电站。要用最先进
的标准对所有在建核电站进行安全评估，
存在隐患的要坚决整改，不符合安全标准
的要立即停止建设。
（四） 严格审批新上核电项目。抓紧编制
核安全规划，调整完善核电发展中长期规
划，核安全规划批准前，暂停审批核电项
目包括开展前期工作的项目。
会议要求继续加强辐射环境监控预警
和重点区域的应急移动监测，及时发布监
测情况。加强与日本有关方面合作，积极
协助在重灾区的中国公民尽快转移到安全
地区。

中国国家核安全局局长李干杰代表
《核安全公约》缔约方发表声明

国际《核安全公约》缔约方第五次评
审会议４月１４日在位于维也纳的国际原子能
机构总部闭幕。本次会议主席、中国国家
核安全局局长李干杰代表《核安全公约》
缔约方表示，各方应从日本福岛核事故吸
取教训，并采取行动确保核电厂的安全。
李干杰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
读了《核安全公约》缔约方在评审会议上
通过的一份关于福岛核事故的声明。声明
指出，国际社会认识到福岛核事故的严重
性，这次事故进一步反映国际社会应该对
新的挑战予以考虑，也突出了核能利用过
程中安全问题的重要性。
声明说，各方普遍认为，要在掌握充
分的信息并且对其进行全面分析后，总结
经验教训。日本要尽快提供这方面的信
息。

行其法定职能，建立核电站国际安全标
准。国际原子能机构应向出现核或者辐射
紧急情况的国家提供国际援助。
《核安全公约》于１９９６年１０月２４日生
效。公约规定了７２个缔约方对其民用核设
施安全和监管负有的义务和执行原则，具
有法律约束力。
本次《核安全公约》缔约方评审会议
自４月４日起在维也纳举行。作为福岛核事
故以来第一次全球性核安全会议，会议讨
论了监管框架、核电站设计、定期安全审
查、核电站选址和应急准备等一系列核安
全问题。会议期间还特别增加了福岛核事
故边会，讨论和分析福岛核事故的现状，
对此次事故进行初步评估。

声明同时指出，国际原子能机构应履
２０１１年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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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国的“后福岛”行动
本刊综述
日本福岛核事故引起国际、国内各方对核电安全的高度关注。现将世界各国
在事故发生后采取的后续行动综述如下：

１、中国开展核电项目大检查
根据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为确保我国在
运行核电站安全，中国环境保护部（国家核安
全局）、国家能源局、中国地震局联合组织，
由我国核安全领域５０余名院士、专家组成的民
用核设施检查团，严格按照国家核安全局已颁
布的现行有效的核安全法规和安全导则，参照
国际原子能机构所颁布的最新安全标准，采取
听汇报、问题答辩、查阅文件和深入生产现场
勘查的方式，对核电厂防洪抗震能力、严重事
故预防和缓解、环境监测和应急体系有效性等
１１个领域进行综合检查。

电安全专项检查，第一阶段已经接近尾声，预
计本月底前将发布检查报告；第二阶段检查也
已经开始，整个检查将持续一个半月左右；预
计到８月底第三个阶段也将完成。
据财新网消息，中国进行的在建核电站安
全性全面审查，初步结论已成型：核电厂应急
安全设计规范普遍达标，但多数机组欠缺抵御
多重极端自然灾害叠加事故的能力。
国家核安全检查团对大亚湾核电基地进行
全面安全检查

面相关设计标准的提高。

３、我国将坚持发展核电政策不动摇
据中国证券报报道，在近日举行的第七届
中国核能国际大会上，中国核能行业协会副秘
书长徐玉明说，到２０２０年，我国核电装机达
７０００万千瓦不成问题，因此核电项目审批似可
望“解冻”，但准入标准或将大幅提高。
徐玉明称，到２０１５年，中国核电装机容量
将超过４０００万千瓦，提前５年实现原定的２０２０
年发展目标，今后５年，核电建设领域的固定
资产投资估计每年可达７００多亿元。他表示，
从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中国可以再完成建设３０００
万千瓦左右的计划，到２０２０年核电可望建成
７０００万千瓦，使核能和可再生能源的总和占到
总能源的１５％以上。
据财新网此前报道，由于煤炭价格走高，
发电成本上升，但是入网电价不变，火电厂亏
损严重，电力企业生产积极性下降，开工不
足。全国性电荒从广度和深度上双双升级，受
此影响，“拉闸限制居民生活用电”的现象再
次死灰复燃，停电最长时间达到１５个小时。４
月份电荒已蔓延十几省。

菅直人说，将就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尽快组建
一个独立于政府和运营商的第三方调查委员
会，研究加强日本核电安全的方法。
除了强调加强核电监管机构的独立性，菅直人
还说，国内核电站反应堆正接受严格安全核
查。如果确认没有安全问题，核电站将获准恢
复运营。

５、东京电力公司需处理２０万吨污水
东京电力公司１８日说，根据推算，福岛第
一核电站１至６号机组反应堆所在建筑、涡轮
机房及外侧竖井等处积存的放射性污水已超过
９．８５万吨，加上已从２号和３号机组转移的７６００
多吨污水，放射性污水总量已超过１０万吨。
东京电力公司还指出，在冷凝水贮藏罐等
处还存有近２万吨污水。东京电力公司计划利
用将在６月开始运转的水处理系统，对１至４号
机组的８．４７万吨污水和已转移到集中废弃物处
理设施的污水进行净化处理。
由于不断注入福岛第一核电站反应堆的冷
却用水今后还将继续向外泄漏，东京电力公司
估计在１２月前需要处理的污水总量将达到２０万
吨。

２、核电安全准入门槛或提高
４月１５至１７日，由国家民用核设施综合检
查团，对大亚湾核电站、岭澳核电站一期、岭
澳核电站二期进行了全面安全检查。随后代表
团又对秦山核电基地和田湾核电基地的所有投
运机组的安全进行了全面、认真的检查。检查
团初步检查结论认为，我国大陆全部投运机组
均满足现行国家法律法规、标准和技术规范要
求，也满足国际当前先进的标准和规范的要
求。但对超设计基准的多重极端自然灾害叠加
事故，多数机组还需要进一步采取严重事故预
防和缓解措施，从而进一步提高现有的事故预
防和缓解能力。
据了解，目前，分三个阶段进行的中国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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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中国核电审批解禁
后，核安全准入门槛无疑也将大大提高。此次
福岛事故尚在处理当中，系统而权威的经验反
馈报告目前尚未出炉，但国内核电行业目前在
四个方面已达成初步共识：
首先是在核电站选址方面，肯定要考虑外
部事件，包括自然灾害的叠加效应对核电站的
影响。其次，在应急堆芯冷却的可靠性方面，
包括电源的多样性方面，要求肯定会进一步提
高。再次，围绕乏燃料池的安全冷却，包括冷
源和电源的可靠性方面的标准也会提高。最
后，是整个安全壳的消氢，以及在防止氢爆方

４、日本将更加重视核电的安全
１０日晚间，日本首相菅直人宣布，日本将
中止政府此前制定的能源发展计划。日本能源
计划规定，到２０３０年，日本的原子能发电的比
例要占到整个国家电力的５０％。
日本首相菅直人１８日晚在首相官邸举行的
新闻发布会上说：“我相信，需要从根本上重
新审视国家多年来管理核电的方式”。他批评
现行核电体制是“作业员和监督员同处一个衙
门的做法”，认为这难以做到相互监督，必须
把主管核电发展的部门和主管安全监督的部门
分离。

６、英国拟将加大建核电力度 减缓海
上风电计划
据外媒报道，英国政府气候顾问小组（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ｐａｎｅｌ）最近正
在建议政府兴建更多的核反应堆，减缓海上风
电领域的投资，来满足人们未来对可再生能源
的需求以及促进二氧化碳减排目标的实现。
该气候变化委员会在本月９日递交的政府
报告中指出，英国应该在现行的核电计划基础
上，再建设两倍以上的核反应堆。到２０３０年，
总装机容量达到３２０万千瓦。他们还指出，日
本东京电力公司的核事故可能推迟了英国的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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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发展计划。并建议推迟一些离岸风电场的建
设，小组认为当前的任务是“紧迫”的。
委员会的行政长官大卫·肯尼迪（Ｄａｖｉｄ
Ｋｅｎｎｅｄｙ）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在可预见的未
来，核能将是成本最低的低碳能源。只有到２１
世纪２０年代末３０年代初时，可再生能源的成本
才会开始趋于一致。”
英国政府过去基本遵循该委员会的意见。
立法者作出的决定将会对业内的产业发展产生
结构性的影响，如通用电气公司，西门子公司
和Ｇａｍｅｓａ技术公司已计划在英国建厂。德国
公用事业公司（Ｇｅｒｍａｎ ｕｔｉｌｉｔｉｅｓ ＲＷＥ ＡＧ ）和Ｅ．
ＯＮ公司正在合作建设核电厂和海上风力发电
厂。森特里克能源公司（Ｃｅｎｔｒｉｃａ ＰＬＣ）和法国电
力公司的也正在筹划建设新的核反应堆。
该小组说，政府应该降低到２０２０年沿海风
力发电厂装机容量达１３００万千瓦的目标。
英国正在为欧盟提出的到２０２０年可再生能源提
供对电力、供暖和交通所需能源１５％的目标做
出努力。该小组认为，政府应该将这一比例到
２０３０年的目标再提高一倍，届时，４０％的电力
供应、３５％的供暖供暖耗能以及１５％的运输燃
料来源将来自可再生能源。
根据该报告，部长们应该寻找更便宜的方
式来实现低碳目标。肯尼迪分析，这可能会导
致由海上转向陆地交易的趋势。比如，购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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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其他欧洲国家的可再生能源证书，购买在正
在突尼斯开发的位于伦敦的Ｎｕｒ Ｅｎｅｒｇｉｅ Ｌｔｄ公
司的太阳能集中发电项目等。
根据英国去年递交给欧盟的可再生能源行
动计划，英国目前的目标是到２０２０年建立海上
风力发电场１３０万千瓦。但是肯尼迪说，应该
将之放缓，将海上风电建设项目推迟到２０２０
后，因为目前海上风电技术非常昂贵，但是如
果到２０３０年它还能保持投资增长的话，将获得
更强的支持。
到２０２０年，“我们预计可能不会超过３００
万千瓦”，肯尼迪说，“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
计划，但是很可能到２０２０年时什么也没达到。
平稳的规划对实现目标反而更有意义。我们要
避免‘停滞－再开始’的投资轮回。”
英国政府过去遵循了委员会关于对温室气
体减排的建议，承诺到２０５０年提高其碳减排
８０％的目标。
该委员会说，到２０３０年，来自电力生产的
碳排放几乎可以消除。届时，４０％的电能将来
自可再生能源，４０％来自核电，１５％的能源将
来自天然气和煤电厂碳捕获和储存设备，剩余
的能源需求将来自尚未减排的燃气发电厂。
目前的核电计划意味着，到２０２５年，英国
将建成装机１８００万千瓦的核电站，现有的容量
１２０万千瓦的一个核电厂仍将运行。根据该委
员会的建议，新增的两个反应堆需要在２０３０建
成。
“虽然在日本的具体情况与新核国家－英
国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原则上，这可能影响
到核电潜在地对碳减排的贡献，”委员会说，
“但是，过度依赖核能也是不适当的，给予的
高成本，站点的可用性，长期燃料供应和废物
处理不确定性，以及市民的接受度等因素都需
要考虑。”

７、 德国原子能安全委员会称本国核
电站总体安全
日本发生核泄漏事故之后，德国政府宣布
暂时关闭７座老的核电站，并决定在未来３个月
内暂停延长核电站运营期限计划，同时彻底检
查所有１７座核电站的安全标准。德国总理默克
尔命令原子能安全委员会和伦理道德专家委员
会就德国核电站安全性提出专家建议，为政府
制定有关核电的政策提供参考。
据新华网柏林５月１７日电 德国原子能安全
委员会１７日发布针对德国境内１７座核电站的评
估报告，认为本国核电站总体上安全可靠。
在这次评估中，德国专家分析了核电站在
遭遇地震和洪水等自然灾害时的安全风险，以
及反应堆在紧急供电系统和冷却系统失灵后可
能出现的问题，专家们还模拟了核电站遭到飞
机撞击和受到来自互联网攻击后的情况等。
这份长达１１６页的报告认为，德国核电站
总体安全可靠，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应对来
自空中的恐怖袭击的能力不足。报告建议政府
必须正视这一风险并做出相应决策。
报告发表后，德国环境、自然保护与核安
全部部长诺贝特·勒特根说，根据这份报告，
没有任何安全理由迫使德国必须一夜之间关闭
所有核电站。

８、美国的长期核能政策不会发生大
的改变

根据美国核能研究所的资料，目前分布在
美国３１个州的１０４座核电站，供应了美国全国
电能的２０．２％。而预计美国２０３５年电能需求将
比现在增加２４％，若按现在核能所占的供电比
例，美国从２０１６年开始需要平均每年增加一座
核反应堆。
作为核能的坚定支持者，美国能源部长朱
棣文１５日也表示，美国仍将致力于发展核能。
他认为，为满足能源需求，美国必须依赖包括
风能、太阳能、天然气、清洁煤以及核能在内
的多样化的能源来源。
专家指出，美国的长期核能政策不会因日
本核泄漏事件发生大的改变。但短期内，美国
的核电站建设将因此而放缓。据悉，美国核管
理委员会目前已开始重新审核美国１２家企业提
交的２０多座核电站执照申请。

９、法、俄、韩坚持核电发展政策不
变
三国政府在福岛事故发生后，均多次表示
本国发展核电的政策不会因该事故发生改变，
而且还要继续努力扩大核电出口。与此同时加
强对国内运行机组安全性的检查和监督。韩国
宣布，今后韩国建设的核电机组的抗震等级一
律定为７级。法国总统萨科奇还亲自率团访问
日本，表示要为日本事故核电厂的善后工作提
供帮助。

白宫发言人在对美国发展核能可能动摇的
说法作出回应时说：“总统认为，要满足我们的
能源需求就需要使能源来源多样化，包括各种
可再生能源，比如风能、太阳能、天然气、清
洁煤以及核能。目前正从日本不断传来信息，
美国政府会从中吸取教训，以确保美国安全且
负责地利用核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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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高效发展核电
■ 王炳华（国家核电技术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

发展核电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调整密不可分。
国际社会普遍认识到，明确核安全的国家责任
和国际行为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对于我国来
说，积极参与和平利用核能的国际合作，不仅
可以加快核电技术进步，还能够提升我国与相
关国家的双边信任关系。未来，我国出口自主
品牌的核电站，不仅可以带来可观的经济收
益，而且能够增强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
权。

二、 国内外核电发展形势
核电是安全可靠、技术成熟的清洁能源。
新世纪以来，世界上很多国家开始了新一轮核
电建设，我国也进入了核电快速发展期。《中
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
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要在确保安全的基础
上高效发展核电。这一方针立足世界核电发展
大趋势，强调了必须紧紧把握安全和高效两个
关键点，指明了我国核电发展的方向。

一、 发展核电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核电是一种清洁低碳能源，经济性好，持
续供应能力强，代表着能源优质化方向，受到
各国重视。截至２０１０年底，全世界在运核电机
组４４２台，总装机容量３．７亿千瓦，发电量占世
界发电总量的１６％。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数
据，目前全球在建核电机组６６台，计划建设约
１４８台，意向建设约３４２台，到２０３０年世界核
电总装机容量将再扩大一倍。世界核电市场孕
育着巨大的投资需求。因此，发展核电并努力
掌握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的先进核电
技术，不仅会在未来世界核电市场竞争中发挥
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
转型增长的重要引擎。
发展核电有利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核电站的建设和运营，涉及材料、冶金、化
工、机械、建筑、电子、仪器制造、信息技术
等众多行业，基本涵盖了工业的各个领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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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系统集成、装备制造、工程管理有
着很高的要求。发展核电，可以有效地带动研
发、设计、制造、建设和管理能力的提升，有
利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蓬勃发展，进而推动国
民经济各行业的发展方式向依靠科技进步、劳
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的方向转变。
发展核电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力
量。发展核电，可以大幅减少对化石能源的开
采、运输和燃烧总量，降低经济快速增长对资
源环境的压力，是电力工业节能减排的有效途
径。我国目前投入运行１３台核电机组，装机容
量约为１０８０万千瓦，与相同规模的火电相比，
相当于每年少排放二氧化碳６７００万吨、二氧化
硫２５万吨、氮氧化物１５万吨。“十二五”期
间，我国面临的改善能源结构和应对气候变化
的任务更为艰巨，核电将成为促进节能减排和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力量。

世界核电始终向着更安全和更经济的方向
发展。自上世纪５０年代开始，以技术更迭为标
志，世界核电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到今天，
第一代技术已被淘汰，第二代技术在上世纪７０
到８０年代得到发展和普及，现在全球运行中的
核电机组绝大部分为第二代，其存在的问题是
没有把防治和缓解严重事故作为设计基准。在
美国三哩岛和前苏联切尔诺贝利二代核电站发
生重大事故后，世界核电建设几乎停滞了２０
年，但各国对核电技术的探索并没有停止。当
前，以ＡＰ１０００、ＥＰＲ为代表的第三代压水堆核
电技术已成为主流，ＡＰ１０００在中国和美国，
ＥＰＲ在芬兰、法国和中国先后开工建设。在三
代核电技术继续发展的同时，全球已在积极开
发第四代核电技术，其最终实现商业运行预计
要到２０３０年以后。
我国探索和平利用原子能经历了一个长期
而艰难的过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周恩来总
理先后３次提出要搞核电建设。１９８１年，国务
院批准秦山一期３０万千瓦核电站开工建设，标
志着我国核电事业正式起步。“九五”期间，
即在全球核电建设陷入低谷的时期，我国开工
建设了秦山二期、广东岭澳、秦山三期、田湾
４个核电项目，使我国保持了核电发展的连续
性，为我国核电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２００３年，全国核电建设工作会议召开，提
出了“核电要统一组织领导，统一技术路线，

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加快自主化建设”的发展
思路。经过充分论证，中央于２００６年底做出了
引进美国西屋公司ＡＰ１０００三代先进核电技术
的战略决策，这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能源领
域投入资金最大、转让技术最完整的技术引进
项目。２００７年１０月，国务院发布《核电中长期
发展规划（２００６—２０２０）》，明确提出了我国
加快核电事业发展的总体目标与技术路线图。
经过４０年的发展，我国已经具备自主建设
和运营二代和二代改进型百万千瓦级核电站的
能力，而且在三代先进核电技术应用和创新方
面还走在了世界前列。ＡＰ１０００三代核电自主
化工作取得重大突破，广东台山２台ＥＰＲ机组进
展顺利，与此相配套的国家产业规划和支持政
策也逐步到位，核安全监管体系不断完善，我
国核电事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重要战略机遇
期。

三、 中国核电发展要走安全高效的
道路
今后，我国要实现核电的又好又快发展，
关键是处理好五个重要关系。
处理好安全与发展的关系。核电对安全的
要求远远高于其他行业，一旦出现严重核事
故，不仅当前发展的好势头将不复存在，而且
会危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社会稳定。经过
１０多年努力，我国已经建立了符合国际标准、
比较完善的核安全监督管理体系，核电建设和
运行总体上保持了安全稳定。目前，处理好安
全与发展的关系，关键是落实好中央已经明确
的技术路线，新建项目应尽可能选择安全性最
高的机型，集中力量对ＡＰ１０００三代核电技术
进行消化吸收再创新，力争在较短时间内形成
建设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国际竞争力的核电站
的能力。
处理好高效发展与高速发展的关系。核电
发展在注重规模和速度的同时，更要注重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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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效益的提高。目前，国家核准建设的核电机
组有３４台，已经开工建设２８台，占全球在建规
模的４０％。随着我国在建和拟建的核电项目规
模不断扩大，人才、燃料、装备制造、安全监
管等制约因素开始凸显。如果不顾实际条件，
过多过快上马核电项目，无疑会牺牲技术先进
性和长期安全性。因此，处理好高效发展与高
速发展的关系，关键是从实际出发、量力而
行、稳步推进，根据需要与可能，在确保高效
发展的前提下，合理确定不同时期核电建设的
规模和结构。
处理好自主创新与国际合作的关系。自主
创新与国际合作是密不可分的。从历史上看，除
了美、俄拥有原创技术，法、日、韩等世界核
电强国都是在引进先进技术的基础上，通过消
化吸收再创新而发展起来的。从现实看，世界核
电强国正在抓紧组建跨国技术联盟，开发新一
代核能技术。我国核电自主研发和国际合作的
实践也表明，国际合作越全面越深入，越有利
于我们掌握世界先进技术，实现持续创新。当
前，处理好自主创新与国际合作的关系，需要
进一步扩大核电领域的对外开放，特别是同技
术原创方进行持久深入的合作，同时加快对引
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再创新，在更高的起点上参
与世界核电的竞争。
处理好集中统一与市场竞争的关系。正确
处理这一关系，构建合理的产业组织形式，是
支撑核电安全高效发展的重要制度安排。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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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主要核电强国，有些经验值得借鉴。一是
研发设计资源相对集中。不论是美国、法国还
是韩国，均是由一家企业面向全世界提供标准
化设计和技术服务。二是产业链条有效衔接。
各核电强国普遍在国内整合资源，在国际上形
成联盟，将研发设计、工程管理、电站运营纳
入一个企业集团，便于为核电业主提供一体化
解决方案。三是核燃料体系独立开放。从我国
核电发展状况看，技术力量大多分散在不同的
企业集团。在核电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
我们应在研发设计等薄弱环节整合技术资源，
在工程建设等比较成熟的环节要保持适度竞
争，促进核电产业高水平快速健康发展。
处理好核电产业与相关领域的关系。核电
产业具有技术含量高、产业链长、涉及产业面
广的特点，由此决定了核电建设是一项系统工
程，必须统筹兼顾产业链上各相关环节的协调
发展。当前，重要的是在核电规划调整中，统
筹考虑核电发展规模与人才、燃料、制造等方
面的关系；要支持装备制造业尽快提升水平，
稳定产品质量；要提高核安全监管水平，形成
具有权威性的独立监管机构；要提高核燃料供
应和后处理能力，力争５到１０年内在铀资源开
发、铀浓缩、燃料元件制造和乏燃料后处理等
关键环节取得重大突破。
（原载《求是》杂志２０１１年第６期）

３月１５日中国核能行业协会副理事长、国
家核安全局专家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赵成昆做客
强国论坛，以日本福岛第一核电厂核泄漏事故
对我国及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影响为主题，与网
友进行在线交流。

应急冷却系统遭破坏 锆水反应导致
氢爆炸
赵成昆：这次日本非常不幸。９．０级特大地

震，再加上地震的次生灾害海啸，而且是１０
米高的海啸，这两个作用对核电厂，特别是福
岛第一核电厂带来了非常严重的问题。这次发
生的爆炸。是由于燃料组件产生强烈的锆水反
应，放出氢气，然后氢气聚集到一定程度以后
就会发生爆炸。有的同志也问了为什么发生二
次爆炸，因为当时锆水反应还在继续，所以氢
气聚集到一定程度就又会爆炸。

日本核泄漏暂不会对我国产生影响
主持人：您说的“微希沃”这个单位，，我

们特别想知道，达到多少微希沃之后，才会对
人体产生伤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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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成昆： 辐射对人的伤害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是临时性的伤害，可以恢复；还有一种是
确定的伤害。我们的环境在正常情况下，没有
任何事故，辐射应该是每小时０．１到０．２个微希
沃，全年的剂量可能不会超过１毫希沃。在１毫
希沃里面，电厂设计使得一个核电厂的辐射造
成贡献，只占０．２５毫希沃，剩下的给电厂厂区
环境，而核电厂周围的环境只占很少一部分。
要对人体构成确定性的伤害效应，在港湾等等
地区要引起不良影响，剂量就比较高了。例
如对港湾是０．１５个希沃，那已经高得多了。达
到这个剂量，就要进行干预，要采取一些措施
了。致死的剂量大概是２—４个希沃，从福岛边
界看，目前是２０个微希沃。这个情况还在变，
我今天看到２号反应堆旁边高了。２０个微希沃
到了天间，再经过空间的扩散，我个人觉得，
考虑日本到我们这儿的距离，眼下还不会对我
们造成什么影响。我们国家对此非常重视，国
家环保部面临沿海所有监测设施开动起来，进
行严格监测。

我国核电厂为压水堆装置 安全性较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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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刚才赵老师把事件的前因后果在

宏观上给我们做了具体详实的分析，但还是有
很多网友不知道核泄露是怎么一个过程，比如
咱们刚才提到了，其实这个核燃料有很多层的
安全装置，尤其在我国，是非常先进的，包括
沸水堆和压水堆，很多人不知道现在的氢爆
炸，就是这个化学爆炸是发生在哪一层和哪一
层装置之间？

核电论坛

核电厂建立有讲究多靠海并远离城镇
主持人： 我们看到报道说这次日本海啸地

震当中，不仅包括福岛第一、第二核电厂，还
有女川核电厂、东海核电厂也出现了核安全危
机。为什么核电厂都建在海边呢，这有什么讲
究？
赵成昆： 我们国家目前核电厂都是建在海

赵成昆：氢爆炸是燃料组件在比较高的温度

得不到冷却的情况下，发生强烈的锆水反应产
生氢气引起的。从这一点上讲，压水堆和沸水
堆一样，大部分压水堆和沸水堆都是用锆合金
作为燃料的包壳，同样用水作为冷却剂。压水
堆和沸水堆差别在于，压水堆有两个回路。反
应堆运行温度很高，进口的水温是２９０度，出
口平均是３１０度，回路表面有一些杂质被活化
了，所以一回路内有很高的放射性。水里面的
氧原子也会被活化，带来放射性。为了避免这
部分带放射性的水泄漏到环境中去，我们在压
水堆中设计了一个蒸汽发生器，里面有很多Ｕ
形弯管。带放射性的一回路水在管子里流，去
汽轮发电机组的二回路的水在管子外面进行热
交换。二回路基本上没有放射性，除了这个管
子破裂，但破裂之后，会马上解决，二回路水
是很干净的。所以我国的压水堆装置还是比较
安全的。

边。美国、法国等国大概是一半建在内陆，一
半建在海边。压水堆和沸水堆核电厂发电的时
候，产生蒸汽来做功。实际上只有１／３左右的能
量可以用来发电，因为蒸汽到一定的程度，压
力不够，热度也不够，就没办法做功发电了。
一台蒸汽发生器要好几个亿，制造非常困难，
要保证蒸汽发生器的安全，水质要求很高，用
来发电的二回路的水质要求也是非常高的。这
样的水蒸汽不能就随便放掉，要冷凝下来，预
热后重复使用。这就要有一个冷凝器将水蒸汽
冷凝下来，把剩下的２／３的热量带走。最便宜的
办法就是把海水引进来，通过冷凝器交换，剩
下２／３的热量就直接带出去了。两台百万级的核
电机组，需要１００吨／秒的海水把热量带走。核
电厂建在海边就有这个好处。

我国核安全应急设施机制完善

做到很准确的预报还是比较难的。一旦核电厂
出了大事以后，我们的国家、省、市三级应急
响应机制是非常完善的。

发展核电关键在于安全与利益的平衡
主持人： 这位网友问，现在很多地方都在

争建核电厂。这次事故让我们看到，很多人的
生命健康会受到威胁，相比人的生命健康来
说，建核电厂是不是那么重要？我们以后会不
会因为这次事故而停止建核电厂的步伐呢？
赵成昆： 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也是现在

普遍关注的问题。这是安全和利益平衡的问
题。人要在世界上生活，一个国家，一个单位
必须要有很多物质条件，包括动力在内。任何
一个人，在一生的过程中都有安全问题，走
路、开汽车、坐火车都有安全问题。特别是煤
炭生产，每年造成的损害还很大。这种安全与
你获得的利益之间有一个平衡。假如说为了安
全，要大量的投入，这样可能就不做了。投入
的东西与安全风险是可以接受的，就可以干。
任何事情都是这样，都是要考虑平衡，只不过
平衡点是多少而已。

主持人： 我们再看最后一个网友的问题，

主持人： 锆水化学反应产生的氢爆炸和之前

预警机制吗？有些网友可能会担心，如果风向
改变话会不会吹到我们内陆地区，我们有哪些
部门在做什么样的监测，有哪些预警呢？

１９８６年的切尔诺贝利事故是完全不一样的，那
次是完全的核爆炸。

赵成昆： 我感到有必要对地震和海啸这种

这位网友叫农科大１２３，他说作为一个普通的
老百姓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这次危机，因为现在
有很多从日本过来的消息不是那么准确，那么
完善，老百姓觉得很慌，会不会哪一天风吹到
我们这个地方，会吹到我们的沿海地区，您觉
得现在作为一个老百姓，他们最应该做的是什
么呢？

赵成昆：这两座核电厂是完全不同的堆

型。这次不可能像切尔诺贝利那样，反应堆功
率猝增，极短时间内产生大量水蒸汽引起爆
炸，冲开反应堆顶盖和厂房，引起石墨燃烧，
大量的放射性物质释放到周围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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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加做一个重新评估。日本也没有想到有这么
大的影响。至于你刚才讲的有没有预警装置，
核电厂周围设有很多监测地震的设施。地震引
起一些信号，假如地震超过一定级别了就会报
警。国家地震局可能有预测地震的设施，但要

（来源：人民网 ，转载时稍作文字校正。）

核电知识的普及需要公众支持

主持人： 不知道我们国家对核安全有什么

此次事故与切尔诺贝利事故完全不同

没有太多的了解，这也可以理解。一般公众要
慢慢增加这方面的知识。还有一种是有一定的
知识，仍有很多疑虑问题。这是一个很好的现
象，都在发展，都在进步。到现在为止，还用
不着太恐慌，还没有报道飘到中国来。还是要
相信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他们对国家、公众
的安全承担着责任。１１日事故发生以后，环保
部在沿海随即开始监测。不然的话再操心也不
行，可以通过这件事学一点知识。核电需要公
众的支持。我们国家要在公众教育或者是公众
参与方面有一个制度。一两个核电厂没问题，
要按照现在的规划建很多核电厂，地域很宽，
公众也很多，必须让公众懂得、了解这么一个
政策，它的风险、问题和好处，这样对核电的
接受，或者是对核电的担心都会非常好。

赵成昆： 核方面的专家对这个问题认识得

比较透彻，问题不大。有些人对这方面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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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的清晰概念，更谈不上设置预防和缓解严重
事故的安全措施了。这种早期沸水堆设计的欠
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１） ４套应急堆芯冷却系统全部失灵

■ 彭士禄

３月１１日，日本东北部海域发生９．０级强烈
地震，并由之引发据说最高达２３米的海啸，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以下简称“东电”）的福
岛第一核电厂受到极大影响，发生了世界核电
史上的第三起严重事故，事故严重程度达到最
高的７级。这次事故不仅再次证明比设计基准
事故更可怕的严重事故是可能发生的，更为重
要的是由于这次事故的新特点，对现在世界核
电界通行的一些和安全设计理念提出了挑战，
将对日本和全世界核电今后的发展产生重大影
响。虽然这次事故的演变细节，还需等待东电
公司的后续披露，但事故的起因和报道的事故
处理对策，已有许多值得讨论与分析之处。本
文试图对导致这次严重事故的原因做一分析，
并讨论应从中获取的一些启示。

１． 事故原因的分析
１．１ 极端外部事件的叠加是造成这次事故
的直接导火索
３月１１日， ９．０级超强地震发生后，福岛核
电厂３台正常运行机组全都自动停堆。失去遭
地震破坏的厂外电源后，电厂自备的应急柴油
发电机随即启动供电，向反应堆补水并进行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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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应急冷却。显然福岛核电厂抗住了破坏强度
超过电厂抗震设计能力５倍的地震袭击。即使
反应堆或主回路因强震引发某种小破口失水事
故，那也属于设计基准事故之一，完全可以依
靠应急柴油机组从容应对，限制后果。但一个
小时后，高达十米以上的海啸接踵袭来，顷刻
间将应急柴油发电机房淹没过顶，所有应急柴
油机组功能尽失，电厂丧失了全部交流电源。
蓄电池又顶了上去，使应急堆芯隔离冷却系统
继续工作。８个小时后蓄电池电量耗尽，出现
全厂断电，连仪表指示和现场照明也都丧失。
情况急剧恶化。事故前十天的进程证明这次事
故可定性为，超强地震与超大海啸的叠加造成
长达七、八天的全厂断电，堆芯长时间得不到
冷却，最终导致了堆芯熔毁、氢气爆炸和大量
放射性物质释放，造成环境与海洋严重污染的
后果。在这样叠加的远远超过设计标准的极端
稀有天灾面前，没有一种设计能保证绝对无问
题。

１．２ 早期沸水堆设计缺少预防和缓解严重
事故的安全措施
福岛第一核电厂的机组设计与建造完成于
美国三里岛事故之前。当时还没有形成严重事

为了在失水事故时直接向堆内注入冷却
水，以防止堆芯熔化，沸水堆设置的应急堆芯
冷却系统分为４个子系统，即自动卸压系统、
高压堆芯喷淋系统、低压堆芯喷淋系统和低压
冷却剂注水系统。后面三种子系统又被排列组
合，设计成三组。在自动卸压系统配合下，任
何一组失效都不影响应急堆芯冷却功能。
上述系统发挥功效的前提是必须具备交流电
源。不幸的是这次事故中，地震加海啸不仅造
成压力容器小破口失水，而且丧失了全部交流
电。由于抑压水池失电，无法使蒸汽冷凝下
来，泄压效果受到影响。失电造成堆芯得不到
有效冷却，反应堆水温与压力居高不下，４种
应急堆芯冷却系统全都失效。泄漏造成堆芯失
水，酿成燃料组件熔化的严重后果。显然，如
果能采用或增加一些非能动的应急堆芯冷却设
施，应能有效缓解事故后果。

（２） 安全壳的设计理念存在缺陷
沸水堆安全壳的设计理念是基于无论是反
应堆超压、还是主回路失水，都能使安全壳中
的蒸汽迅速冷凝而降低使用压力。所以其安全
壳的自由空间比较小。因此能否让蒸汽冷凝下
来就成了设计与事故处理成败的关键。如上所
述，这次事故中抑压水池的冷凝器由于失电而
失效，导致１号机组安全壳干井压力升至设计
压力的两倍，非常危险。
此外，由于认为堆芯极不可能熔化，早期
安全壳设计可能未考虑氢氧复合系统。在这次
事故处理过程中，未见到安全壳内氢氧复合系
统动作的报道。

（３） 缺少堆芯熔融物收集、冷却装置
由于早期设计认为沸水堆堆芯极不可能熔
化，更未考虑堆芯熔融物穿透压力容器壁的严
重后果。直到第三代先进沸水堆（ＡＢＷＲ）设
计时，才在反应堆压力容器与安全壳之间设置
了一个收集与冷却堆芯熔融物的设施，从而杜
绝了堆芯熔融物与安全壳地板作用、破坏安全
壳完整性的可能。

１．３ 营运单位的核安全文化意识淡薄
日本作为亚洲首屈一指的核电先进国家，
在轻水堆核电设计、设备制造、核电厂运行本
土化方面取得过出色的业绩。我国在核电发展
初期，曾从日本核电企业学到许多有用的经
验。但据这次福岛核电厂事故处理过程的媒体
报道，显示东电高层领导的核安全文化意识淡
薄，突出表现在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方面，还
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东电决策层表现出的麻
木、犹豫、慌乱与自私，实在令人扼腕叹息。
仅举数例说明：
（１） 全厂断电事故危及到６台机组的生死存
２１００年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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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以最快的速度恢复现场交流电供应是头等
重要的大事。但是令人费解的是，不知遇到了
什么困难，从地震发生到现场恢复供电耗费了
七、八天时间，大大超出设计能承受的限度。
（２） 从向现场拉电缆的进展速度，东电领导
层早就可判断出堆芯面临着极大的熔化风险，
必须立即用消防水泵向反应堆充灌海水，以避
免堆芯熔化。但是这个决心显然是下晚了，执
行得更不得力。原想保住机组，结果适得其
反，损失更加惨重。
（３） 这次在同一厂址数堆同时出现事故，人
员捉襟见肘，应对顾此失彼，也与外部技术
支持不足有关。。据了解，福岛核电厂运行初
期，东芝与日立两大承包商各有３００人的技术
支持队伍常驻现场，随时提供服务。从这次现
场撤离的人数可看出，外部技术支持力量大
减。而公司内部的检修部门，主要任务是管理
检修计划、合同签约与验收等，自己不动手
干。
（４） 这次事故处理中干得最快的可能要算向
大海里倾倒１万多吨超标５００倍的“低放”废水
了。常人都能想出更好的替代办法，东电领导
为什么偏偏看中往大海里倒呢？原因很简单：
虽然现在挨点骂，可后面就啥事不用管了。实
在是没有一点点大型企业的社会责任心。
联想起媒体披露东电的安全记录不佳，造
假已不止一次被曝光。日本原子能安全保安院
事故前曾要求东电自查，是否已充分检查了核
电厂设施。东电２月２８日上交报告，承认没有
检查６台机组的３３台设备、部件。有一个反应
堆温控系统配电装置，已１１年未接受过检查。
还有一些冷却泵电机、柴油发电机和其它冷却
系统部件缺乏定期检查，因而检查记录涉嫌伪
造等等。基于这样的核安全文化意识，出事故
只是早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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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政府核安全监管机构执法不力

２． 福岛事故的启示

２００７年日本新泻发生大地震，东电的柏
崎－刈羽核电厂（７台机组均为沸水堆）变电站
起火。国际原子能机构（ＩＡＥＡ）组织专家团赴现
场考察。次年，ＩＡＥＡ指出，日本的核电厂不足
以抵御大地震的破坏，存在巨大的安全隐患。
然而，这一问题未能得到日本政府核安全监管
当局的重视。
这次原子能安全保安院接到前述的东电２
月２８日的自查报告后，３月２日给予批复，认
为东电“常规检查方案和维护管理不足，定期
检查不充分”。面对这样一个有前科的电力企
业，原子能安全保安院只是要求东电３个月内
递交改正方案。而没有像２００２年那样，勒令东
电关闭旗下１７座反应堆全面自查。没想到大自
然对人为懈怠的惩罚提前到来，出了这次严重
事故。如果原子能安全保安院当即令东电停产
整顿，到３月１１日发生地震时，反应堆已经正
常冷却了９天，反应堆剩余释热降低很多，事
故处理过程肯定是另一种状况了。
日本和安全监管当局执法不力还表现在：
连ＩＡＥＡ的专家到现场后都是自己动手采集、
检测样品，日本官员却听凭东电自报的测量数
据。发布后又觉得有问题，令其重测。前后相
差百倍，贻笑大方。
执法最不得力的表现就是这次日本政府未
事先向国际社会与周边邻国通报，就批准东京
电力公司向海里倾倒上万吨的超标５００倍的放
射性废水。作为核安全监管机构，执法的依据
只有一个，那就是法定标准。私自排放超标废
水是违法，监管机构批准排放超标废水，则是
知法犯法，更不可原谅。严重事故处理过程中
产生的超标放射性废水的事故外泄与监管机构
批准超标废水有目的地向海洋排放完全是两回
事。日本政府批准排放的理由完全站不住脚。
希望日本政府在今后的福岛核电厂善后处理
时，要切实承担起自己应负的责任，不要再做
危害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全人类的事情。

这次福岛事故的新特点，将在投运核电机
组运营管理与严重事故操作程序编制、现在通
行的一些核安全设计理念、多堆厂址的安全管
理、如何恢复公众对核电的接受心理等方面提
出的新课题，将是核电今后进一步发展必须正
面应对的挑战。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的“国四
条”对今后一段时期我国核电的发展提出了要
求。政府有关部门与核电界正好利用这次调整
或缓冲的机会，对前一段时间我国核电的发
展，进行冷静的反思。

２．１ 必须确保投运核电厂的运行安全
这次福岛严重事故给电厂周边地区的公众
健康、日常生活、生态环境，特别是海洋卫生
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严重后果再次给人们敲响
了警钟：核事故无国界，“一处出事故，大家
受牵连”。核安全是核电厂的生命线。确保投
运核电厂的运行安全，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
分。
本属一家的中核集团与中广核集团的各核
电机组运营单位对此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和
高度的警惕。自我国大陆第一座秦山核电厂和
第一座大亚湾商用百万千瓦核电厂投产以来，
所有投运机组的安全运行业绩良好，从未发生
过２级以上的核事件。能取得这个良好业绩，
主要来自于以下四方面的贡献：
（１） 政府高度重视，核安全标准国际接轨
我国自核电发展伊始，就十分重视核电的安全
性。国务院更明确地提出了“安全第一”的方
针。当安全问题与其他问题发生矛盾时，要求
首先保证服从安全的需要。１９８４年１０月，国家
核安全局正式成立。国家核安全局在上海、深
圳、成都和北京设有４个地区核安全监督站。
在国家核安全局的统一领导下，我国以国
际原子能机构（ＩＡＥＡ）１９８６年版的核安全法规

为蓝本，并参考了美国等核电先进国家的相关
法规和实践经验，编制并基本形成了我国的核
安全法规体系，并在２００４年实现了全面升版。
迄今已建立起包括《环境保护法》，核设施、
核材料和核事故应急三项管理条例，有关核电
厂选址、设计、运行、质量保证和放射性废物
管理等安全规定，以及基本上覆盖了核安全监
管的各个方面的上百个部门规章、核安全导则
的核安全法规体系，实现了与国际接轨。这就
为核电厂从项目策划到核电机组退役的全过程
管理工作奠定了完整的法律依据。
例如，我国的《核电厂选址安全规定》就
是针对陆上固定式热中子反应堆核电厂厂址提
出安全要求的法规。这本法规是参照ＩＡＥＡ的实
施法规编写而成的。该规定为评价核电厂和厂
址互相影响提出了最低的安全要求，以保证核
电厂与厂址的综合影响，不致构成不可接受的
放射性事故的风险。根据该规定，我国核电厂
的选址相当保守、安全。针对抗震条件，首先
采用排除法，厂址不考虑火山、地震多发和高
震级地区，避开地质断裂带和人口稠密区。再
对候选厂址查阅所有的地震历史记录，在该地
区历史上发生过的最高地震烈度等级上再提高
一级作为电厂的设计基准地震等级，发生更高
级别强震的可能极低。例如，广东大亚湾周边
地区历史上最高发生过５级地震。所以，大亚
湾核电厂的设计基准地震等级定为６级。大亚
湾周边２０公里范围内没有能动断层，地壳安全
稳定。此外，要求核岛座落于完整的基岩上，
对提高抗震能力十分有利。
至于这次核事故中万众瞩目的海啸，我国
核电厂设计中也已经予以充分考虑。标准要求
核电厂址要按照“干厂址”设计，即场地平面
不会积水。在考虑该厂址所在地历史上发生过
的千年一遇最大洪水、天文潮、台风、龙卷
风、海啸等分别引起的水位增高的叠加后，再
加上一定的余量（１ｍ左右），作为该厂址的零
标高超过当地海平面的高程。这种考虑也是合
理、保守的。由于我国沿海核电厂所在地区不
２１００年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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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地壳板块的边缘，也不在断裂带上，大陆架
延伸较远，近海的海水不深，厂址所在地历史
上未发生过浅表强震，不具备出现大海啸的前
提条件。例如，秦山地区历史最大海啸仅有半
米高。
所以在我国沿海核电厂址附近同时出现福
岛那样的强震加超高海啸的可能性极其低微，
由此引发所有安全级应急柴油发电机组同时失
效几乎不可能。尽管如此，中核集团在安全自
查中，仍然决定采取在秦山地区考虑适当加高
厂址防波堤，在厂内高处再设置一台总备用的
应急柴油机组等多种超保险安全措施。

（２） 我国核电技术起点高
我国大陆的核电发展，最初就确定并一直
坚持着压水堆技术路线。因为我们起步较晚，
因而就避免了一些在设备与系统设计、材料选
择等方面国外曾出现过并已有定论的问题，各
种改进均已被充分吸纳，少走了不少弯路。我
国不仅在已有的军用动力堆技术基础上，自行
设计、建造了３０万千瓦机组，而且通过对当时
引进的法国Ｍ３１０机型的消化吸收，国内核电
设计能力取得了显著进步。在上世纪８０年代
专门组建的核动力运行研究所，已成长为核电
厂运行技术支持的中坚力量，在核电厂在役检
查、质量保证、人员培训、运行经验反馈等方
面起到重要作用。从服役年限上看，我国投运
的核电机组正处于寿命最佳期。

（３） 核电技术持续改进
我国核电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发展起
来的。通过国际交流、对国外先进技术的消化
吸收，我国核电界持续进行着对投运核电机组
的技术改进。在先进堆芯核设计与堆芯燃料管
理新技术的采用、先进燃料组件的使用、概率
安全评价（ＰＳＡ）方法的推广运用、电厂仪表
和控制系统从模拟量向数字化的改造、机组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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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布置设计等重大技术改进或升级换代方面取
得了很好的效果，机组面貌大为改观。一些预
防和缓解严重事故后果的安全措施，如自动泄
压系统、非能动堆芯应急冷却系统、可以有效
防止氢气爆炸的氢复合系统，以及安全壳泄压
过滤系统等，在投运与在建的二代改进型机组
的设计框架内都尽可能地得到应用，使得我国
在建的二代改进型机组成为当今世界二代机组
中最安全、最经济的机型。
我国引进的ＡＰ１０００和ＥＰＲ三代机组正在建
设，三代压水堆技术被揭开了神秘的面纱。国
核技在ＡＰ１０００技术基础上研发的ＣＡＰ１４００正
在开展初步设计。除上文所述的技术改进外，
另外一些预防和缓解严重事故后果的技术，如
安全壳内置换料水箱、堆芯熔融物压力容器内
滞留（ＩＶＲ）技术或堆芯捕集器、双层安全壳
等，在中核集团和中广核集团自主创新的三代
设计中都得到了相应的应用。我国还开展了第
四代核能系统的基础研究，并取得了可喜的成
果。

（４） 核安全文化建设得到高度重视
一座核电厂能否安全、可靠、经济地运
行，不仅取决于设计，而且与设备制造质量、
土建安装、建成后的运行管理、操作人员的运
行素质与水平密切相关。因此，我国核电营运
单位都高度重视全体员工的核安全文化建设，
牢固树立“安全第一”、“质量第一”的意
识，确保核电厂的安全稳定运行。
以核电厂关键岗位——反应堆操纵员和高
级操纵员的培训与取证为例。在我国，反应堆
操纵员必须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或同等学
历；经过课堂理论、全范围模拟机运行操作培
训，达到所要求的学时数后，再经考核合格方
可获得国家核安全局颁发的操纵员执照。而高
级操纵员还必须在此基础上再增加担任操纵员
二年以上且成绩优秀的要求。为了满足这些要
求，秦山核电厂和大亚湾核电厂的首批操纵员

都曾送到国外核电厂接受长期培训。各座核电
厂均设置了包括全范围模拟机在内的完整的一
套操纵员培训设施。在工作中还不断有复训的
要求。

２．２ 福岛事故后的安全设计技术面临新挑
战
笔者认为，日本福岛核电厂严重事故打破
了业内人士过去的两大思维定式：一是认为地
震与全厂断电事故不可能同时发生，二是同一
厂址上的数台机组不可能同时发生类似事故而
酿成大祸。从而引出一址多堆厂址的辐射安全
管理新课题。早期沸水堆设计也暴露出相当严
重的安全问题，特别是在发生全厂断电与小坡
口失水情况下，事故处理操作规程以及发展成
为严重事故的处理程序的制定、如何确保安全
壳这到最后的安全屏障的完整性等。所有这些
新挑战将对世界核电安全设计理念和安全设计
标准，以及核安全技术研发等产生重大影响。
国家有关部门正根据国务院常务会议的指示精
神，加紧编制我国的核安全规划。ＩＡＥＡ也将
在近期召开专题会议研究这些问题。如何理性
地制定新的核安全标准，世界各国政府、业界
和公众都将对此十分关注。笔者认为，现在对
各国领导人和广大公众，不仅要让他们了解反
应堆堆芯熔化的可能性小到“万年一遇”、
“十万年一遇”甚至更小，，更重要的是让他
们相信：无论什么原因造成堆芯熔化，都可以
确保安全壳的完整性，确保事故对公众和环境
不会造成危害。核电界应当理直气壮地宣传：
如今的核电技术确实能够做到这一点。

２．３ 对核电在我国能源供应与环境保护中
作用的认识不应动摇
这次福岛核事故发生后，美、俄、法等核
电先进国家的政府领导人纷纷发表讲话，表示
坚持发展核电政策的态度。就连日本首相也表

示，发展核电的国策不变，只是要更严格执行
“安全第一”的政策。核电在我国能源供应中
的作用可以从需要和可能两个方面来分析。
对积极发展我国核电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已经在政府、企业内外形成了上下一致的共
识。与其它非化石能源相比，核电技术成熟、
可大规模提供稳定的电力供应，是调整电力结
构、保障电力供应最为有效的替代能源。从我
国社会和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来看，要实现到２０２０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
源１５％的目标，发展核电是唯一现实、可行的
选择。但目前核电装机只占全国电力总装机的
１．１％，规模实在太小，应当有一个较大的发
展，不存在发展规模超过需求的问题。
再从可能性来看，我国核电设计、制造、
土建安装、研发能力大大加强；近年来我国核
电国产化水平大幅提升。二代改进机型的关键
设备国产化率已达８０％以上。三代核电机组
所需的超大锻件等关键部件的制造也取得了突
破。核燃料供应、人才队伍建设等问题，已从
政府部门、核安全监管机构和核电企业三个层
面上得到持续的高度重视，并已采取了切实有
力的措施，不太可能成为不可解决的制约因
素。
上文已分析了我国投运和在建的二代改进
型核电机组的安全性是有充分保证的，福岛核
事故推进的核电技术今后升级换代的技术发展
方向也是明确的。因此，笔者坚信，我国积极
发展核电的方针，不应该因为日本福岛核电厂
严重事故的发生而动摇。一段适度的缓冲期将
会是我国核电今后更健康地发展。

２．４ 切实加强国家对核电行业的监管与领
导
日本福岛事故再一次让人们认识到核电这
个行业的特殊性：正常运行时万事大吉，人们
常戏称核电厂为“印钞机”。可一旦出了事
故，则震动全国、全球关注，还得由政府主导
２１００年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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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处理。
回顾我国核事业的整个发展历程，从当年
举国齐心，以超常速度迅速完成“两弹一艇”
从无到有的研制，对比核电从“一统天下”到
“双雄分治”，又到“三足鼎立”发展到“群
雄逐鹿”的体制变化以及“九龙治水”的行政
管理方式，真是感触良多！追溯这种变化的原
因，人们可以举出许许多多，笔者在此只想从
法制角度出发，呼吁尽快出台“原子能法”。
原子能法是原子能领域的基本大法。在核
立法体系中，原子能法公认为处于最高层次，
据此指导制定行政法规、条例、规定、导则和
标准。目前世界上主要的核电国家，如美、
英、日、俄、德等十多个国家均已制定了原子
能法。
为了进一步促进我国原子能的研究、开发
和利用，推动原子能事业的发展，保护资源、
环境和公众健康，理顺政府各部门之间的职责
分工，加速本国现代化和法制化建设，必须制
定原子能法。

２．５ 加强核能科普宣传是提高核电公众接
受性的关键
二十世纪的物理学对人类社会产生最重要
影响的发明莫过于核能的利用。“二战”中两
颗原子弹的毁伤、战后核潜艇、核航母的核威
慑，以及核电对人类文明做出的巨大贡献和三
次严重事故的惨痛教训，使得人们对“核能”
这柄双刃剑产生一种神秘和恐惧感。我国核电
发展三十多年来，各核电厂都开展了大量的科
普宣传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总体而言
尚有很大的改进空间。从这次波及全国的抢盐
风潮就可见，要使人们从一知半解、似懂非懂
提高到理性地对待核电的利益与风险，还要做
相当多的工作，应当讲究科普宣传的人性化与
多样性。当然，归根到底还是要确保运行核电
厂的安全可靠，让事实说服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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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加强国际核能合作，共渡难关
这次福岛核事故的善后处理将是一件十分
艰难的工作。尤其是由于难以实现这几台失事
机组燃料组件的冷却循环，将不可避免地继续
产生大量的放射性废水，也存在泄漏到海洋环
境的风险。日本政府与东京电力公司应当做好
放射性废液的收集与水泥固化后处置，切记不
可再往海洋超标倾倒。
建议中核集团利用参加世界核电营运者协
会东京中心（ＷＡＮＯ－ＴＣ）年会的机会，更加
详细、准确地了解事故全貌，便于进行事故分
析与经验反馈。我国核电界也应做好参加ＩＡＥＡ
国际专题研讨会的准备，与各国同行共同分享
从福岛核事故中吸取的经验教训，研究制订有
共识的核电安全设计标准，进一步提高核电的
运行安全，携手合作，共克时艰，继续推进核
电的复苏。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一九研究所成立于１９６５年，隶属于中国船舶重
工集团公司，是承担国家重点工程的多学科多专业的大型总体设计研究所。
全所及所属公司现有职工约１２００余人，各类专业技术人员１０００余人，其中
院士２名，国家级专家１３名、省部级专家２０多名。拥有１个博士后工作站，２个
博士点和２个硕士点。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３项，其它省部级以上奖３００余
项。
我所专业配置和试验能力齐全，设有核动力装置、热能动力、核动力控
制、核仪器仪表、核辐射监测与防护、机械工程、电气工程、计算机应用及自
动控制等十几个学科共四十多个专业。建有高温高压性能实验、热力性能试
验、阻尼器试验、阀门试验、辅助（油、气、水）回路性能试验、核辐射防
护、电气及自动控制等十几个大型实验室。建有覆盖全所的局域网（ＬＡＮ）系
统、计算机辅助设计（ＣＡＤ）系统、产品数据管理系统、信息管理系统（ＭＩＳ）
等现代化计算机辅助设计系统，并应用了ＡＮＳＹＳ、ＰＲＯ／Ｅ、ＦＬＵＥＮＴ、ＣＡＤＤＳ５
等多种先进设计分析软件。
４０年来，我所在民用核电领域，最早参加了秦山、大亚湾核电站的建设。
目前核电领域主要业务为：
◆ 核电工程设计。包括核岛主设备及核安全二、三级压力容器、热交换器
等非标设备设计和核电站系统设计。承担了红沿河、宁德、阳江、防城港等核电工程ＣＰＲ１０００非标设备设计与技术服务；搭建
ＰＤＭＳ异地联网系统设计平台，与中广核设计公司开展核电站核岛系统异地协同施工设计。
◆ 核电系统集成及成套供应。包括：核去污系统设备、核取样系统设备、气体贮存与分配系统、电气控制设备等。承担了大亚
湾、岭澳二期、阳江、红沿河、防城港等多个核电项目的成套设备供货任务。
◆ 核电站核辐射监测系统及设备。包括核电站辐射监测系统、压水堆蒸汽发生器泄露监测仪、就地处理显示单元、γ辐射探测
器等。承担了红沿河、宁德、阳江等核电站的核辐射防护及监测系统及设备供货。
◆ 核级阀门、支撑件及阻尼器。包括各种型号的核２、３级波纹管截止阀、不锈钢仪表阀、止回阀、电动闸阀、电磁阀，核１、
２、３级支撑件等，并已成功应用于核电站。正研制ＡＰ１０００爆破阀、主蒸汽隔离阀等。
◆ 核电工程改造和技术服务。我所是中国广东核电运营公司的长期技术支持单位之一。在广东大亚湾核电基地，长期从事维修
改造、物项替换等技术支持，完成各类维修改造和技术服务几百项。
随着我所多年来参加核电开发也取得了各类资质证书。拥有民用核安全机械设备设计资质；民用核安全电气设备设计资质和
制造资质；超高压和高压压力容器设计资质；第一类、第二类压力容器制造资质；电力行业（火力发电）工程设计乙级资质；电
离辐射计量站实验室认可证书等。
我所及所属公司建立了完整的质量管理体系，先后通过了ＩＳＯ９００１、ＧＪＢ／Ｚ９００１、ＧＪＢ／９００１Ａ和ＧＢ／Ｔ１９００１标准的质量管理
体系认证。

屏蔽运输容器

ＫＲＴ数据采集系统机柜

γ辐射探测器

ＡＰ１０００爆破阀

Ｄｎ１００核１级电动闸阀

不锈钢波纹管截止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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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ＰＲ１０００核电站环吊轨道梁地
面组装与长圆孔位置偏差测量
■ 邹望明 （深圳中核二三南方核电工程有限公司，深圳，５１８１２４）

摘要：本文通过总结岭澳一期和岭澳二期环吊轨道梁的施工经验，提出了ＣＰＲ１０００核电站
环吊轨道梁一次吊装的施工方案，并详细介绍了轨道梁地面组装和长圆孔位置偏差测量的方
法，此外还分析了影响测量精度的主要原因。通过红沿河、宁德和阳江三个核电项目５台环
吊的施工实践证明这种施工工艺是切实可行的。
关键词：ＣＰＲ１０００ 环吊 轨道梁 测量

１、概述
ＣＰＲ１０００核电站反应堆厂房内环吊是核
电站最重要的起重设备之一，它的安装标志着
核岛安装工程的全面展开。环吊安装于反应堆
厂房＋４０．０３米标高处。轨道梁是环吊安装的
基础，其安装精度直接影响到整个环吊的安装
质量和环吊的稳定运行。环吊的轨道梁是由六
段成６０度的弧形箱梁组成一个整体（如图１所
示）。轨道梁安装时需在３６个牛腿上分别钻５
个φ５５±１ｍｍ的通孔，与轨道梁下盖板的５个
φ５０预制长圆孔匹配，并用Ｍ４８Ｘ３２０的高强螺

栓将轨道梁和牛腿连接固定。这轨道梁上１８０
长圆孔的实际位置决定了在牛腿上钻孔的位
置，为了避免在牛腿上按理论位置钻孔导致螺
孔错位，需预先测量各长圆孔的位置偏差。此
偏差数据的测量是环吊轨道梁安装的关键。

图２ 环吊轨道梁

２、既往核电站环吊轨道梁施工情况
介绍
２．１

岭澳一期

岭澳一期的环吊是由国外厂家供货的，厂
家提供了轨道梁预制长圆孔位置偏差的数据。
１＃核岛环吊安装过程中，安装单位根据厂家提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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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的偏差数据在牛腿上钻孔。但在安装过程中
发现牛腿上的部分螺栓孔与预制长圆孔错位严
重，其中有一部分孔的方向与厂家提供的偏差
方向相反，且数值基本上为给定偏差的２倍。
经分析认定是厂家标示偏差数据时将偏差方向
弄反所致。
针对以上问题，最终决定由安装单位对偏
差较小的长圆孔打磨扩孔。而对于偏差较大的
孔，除打磨扩孔外，还加工了加厚垫片以保证
联接强度。

２．２

岭澳二期

２．３

红沿河一期

针对红沿河一期核电站环吊轨道梁的施
工，我们提出了“一次吊装”的施工方案，即
“在地面将轨道梁组装后调整标高半径圆度等
参数，再测量预制长圆孔的位置偏差，然后根
据测量成果在反应堆厂房的牛腿上钻孔，最后
一次吊装就位轨道梁”。

３、轨道梁地面组装调整与长圆孔位
置偏差测量
３．１工艺流程图

岭澳二期核电站的环吊是由大连重工·起
重集团制造。由于制造厂家没有提供轨道梁预
制长圆孔位置偏差的数据，为避免牛腿钻孔后
与预制的孔出现较大偏差，安装单位采用了
“先核岛内预组装轨道梁并测量预制孔的位置
偏差，吊下轨道梁后在牛腿上钻孔然后回装轨
道梁”的“二次吊装”施工方案。

图３

工艺流程图

２．２．１ 利弊分析

３．２ 操作要点

优点：此方案采用核岛内预组装的方式，
将环吊轨道梁各个参数调整到设计公差范围之
内并做好标记，拆除轨道梁后对牛腿钻孔，加
工调整垫板，回装轨道梁后再次调整标高半径
圆度等参数。这种根据预组装时的孔位置划线
钻孔的施工方法，既保证了轨道梁与牛腿螺栓
孔的良好对中，又降低轨道梁回装后调整的难
度，确保了环吊轨道梁的安装质量。

３．２．１ 组装场地准备

缺点：安装成本较大，相对一次吊装方案
增加了２次轨道梁的大件吊装作业（拆除和回
装），共计６Ｘ２＝１２钩次；高空作业多，安全风
险大；作业量增多，存在不确定性因素（特别
是在大风及雨雪等环境因素）的影响下将严重
影响工程进度，这是对核岛安装关键路径影响
较大的因素之一。

预先在大件堆场准备一块面积在
５０ｍ×５０ｍ左右的平整土地，在此场地内放
出Ｒ＝１７１９０ｍｍ的参考圆和６０度的参考角向线
（如图４）。在参考圆圆周上预埋好均布的１８
个混凝土方墩，方墩内可预埋普通螺栓，或混
凝土完全固化后，安装膨胀螺栓（用于固定轨
道梁支撑的工装）。

３．２．２ 组装工装的制作及安装
为了便于在地面进行轨道梁的组装和调
整，制作了１８组用于支撑轨道梁的工装。工装
的外形尺寸及材料的规格选择，主要考虑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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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三个因素：
· 轨道梁的总重量对工装的载荷要求
· 轨道梁的外形尺寸在工装上调整的便利性
· 全站仪架设后便于测量轨道梁下盖板长圆孔
位置
按照图５组装并焊接支架；然后将支架固
定混凝土方墩上。标高是采用在支架与轨道梁
底部之间加减斜垫铁组的方法来调整的。圆度
是用千斤顶通过方钢两端部件１进行调整。

新工艺和新概念

详见图６轨道梁的标识。
由钳工通过轨道梁下盖板长圆孔偏差测量
模板划出３＃牛腿标识处螺栓群孔的实际角向中
心线，并将３＃牛腿位置的螺栓群孔的角向中心
线定义为 ０°，如图７所示，在环吊轨道梁下盖
板３６组长圆孔中心线上（半径方向上），从内
边沿向外量出５ｍｍ作出标识点，编号为６测量
标记点。

行下一步测量。

３．２．６ 轨道上表面径向中心点标高测量
按照３．２．５所述方法，以每个牛腿位置轨道
的径向中点作为测量点，在轨道梁圆心位置架
设水准仪测量３６个点的标高数据。此数据作为
牛腿楔块粗加工计算的依据。

３．２．３ 轨道梁地面组装
轨道梁卸车时按参考圆和角向线位置将轨
道梁摆成一圈。通过千斤顶和其它工具初步调
整轨道梁使其组成一个较规则的圆形，并使用
４组φ３５的圆锥定位销调整相邻的轨道梁对接
面，然后安装正式的定位键，每个结合面用８
组Ｍ３３×１６０的临时螺栓联接并紧固，使其结
合面之间无间隙。将轨道按顺序安装到轨道梁
上，紧固轨道压板螺栓。

３．２．４ 轨道梁牛腿号和螺栓孔号标识
轨道梁到货后根据出厂时的钢印连接号对
轨道梁进行标识。规则是从ＬＪ６３－１起第一个螺
栓群孔组为３＃，按逆时针方向往ＬＪ６４－２标示，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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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５ 轨道梁标高、水平度、半径和圆度
调整到设计要求

３．２．７ 轨道梁内缘半径和圆度测量

按照３．２．５所述方法测量３６个牛腿的６＃点
的半径值，将所得半径减去５ｍｍ后就是轨道梁
内缘的半径。轨道梁内缘圆度可以利用轨道梁
内缘的最大直径和最小直径在电脑中分别模拟
出两同心圆的差值，此差值为此处轨道梁的圆
度。

３．２．８ 牛腿连接螺栓孔实际位置测量
采用极坐标法进行测量，由测量人员在轨
道梁牛腿连接面每隔１０°放出角向基准线和轨

将仪器架设于轨道梁近似圆心位置上，测
量１＃－６、１０＃－６、１９＃－６、２８＃－６标识点，以
此四点的数据检验轨道梁圆心点的准确度，并
对圆心点位置进行相应调整。待圆心点位置确
定后，即可采集１＃至３６＃牛腿长圆孔中心线上６
号点的角度和距离，记录数据以便调整轨道梁
的半径和圆度 （详见图８）。
取每个牛腿位置轨道上表面径向中点作为
测量点，在轨道梁圆心架设水准仪测量３６个点
数据。调整轨道标高至Ｈｍａｘ－Ｈｍｉｎ＝１０ｍｍ，如
果标高不能满足上述要求时，根据测量数据计
算结果重新调整轨道梁，每调整一次都需要重
新测量，直到上述参数完全满足要求，方可进
２０１１年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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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标高是由经过精确加工的楔块厚度来保证
的。
环吊安装的精度主要体现在轨道梁及轨道
的标高、半径和圆度的调整过程中。为防止轨
道梁在日照下过大的温度变化对测量精度的影
响，每次测量尽量安排在同一温度下进行。在
南方夏季温度较高的环境下建议在早上１０点前
或下午４点后再进行测量调整工作。

（
位置的偏差数据。）

５、误差分析
５．１

３．２．９ 在核岛牛腿上按测量成果钻孔
根据轨道梁地面测量成果，在牛腿上放
样，确定钻孔位置，使用磁力电钻进行３６个牛
腿上１８０个φ５５ｍｍ圆孔的钻孔。

３．２．１０ 按标示顺序吊装轨道梁
根据土建牛腿布置图和环吊轨道梁的就位
图以及核岛设备闸门，人员闸门位置，确定出
六段轨道梁的吊装顺序及环吊主梁的就位位
置。为了确保轨道梁就位后，轨道顶部标高达
到设计值４０．９４６ｍ，在轨道梁吊装前需要根据
测量的牛腿标高和轨道梁的高度，计算出临时
斜垫铁的厚度。

３．２．１１ 调整轨道标高、水平度、半径和圆
度直到满足设计要求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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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牛腿实际中心线确定轨道梁径向千斤
顶基板的位置，在轨道梁吊装前焊接千斤顶基
板，以便使用千斤顶调节轨道梁的半径和圆
度。
轨道梁吊装到位后，将六段轨道梁连接成
一个Ｒ１７７００ｍｍ的圆形，利用牛腿前端半径
或牛腿上的轨道梁基准线，对轨道梁圆度和半
径进行粗调。测量人员利用水准仪和全站仪对
３６个牛腿处轨道梁标高和半径进行一次精确测
量，若发现标高差值较大，需先对标高进行调
整，若已接近设计标高，则先调整轨道梁的半
径和圆度，然后精确调整标高。当轨道梁半径
和圆度调整合格后，通过锁定１２个千斤顶将轨
道梁在半径方向固定。
圆度是利用最大直径和最小直径在电脑中
分别模拟出两同心圆的差值，而测量用的全站
仪不能一次直接测出轨道梁的直径，需通过测
量两个对应点的半径再计算出直径。为加快
调节进度，可先只测一个点的半径，若超出
１７１９０±４ｍｍ，立即调整千斤顶，直到该点半
径满足要求，且再返回重测之前的两个牛腿半
径，因调整半径时对相邻点影响较大。当所有
牛腿位置的半径调节合格完毕后，整体测量一
次，用最新的数据进行圆度的综合分析。经反
复测量调节直到将半径和圆度调整合格为止。
轨道梁标高调节到４０９４６±５ｍｍ以内，且两牛
腿支撑点间的标高差未超过３ｍｍ；轨道梁的

测量记录数据分为Ｘ、Ｙ坐标和极坐标两个
，
坐标体系数据，其关系为
。（ 为Ｙ轴线与圆心至测量
点连线的夹角，单位为度，详见图１１。）
角向偏差为：
径向偏差为：
（其中 为测量角度与设计角度的差
值，单位为度。）
角向偏差调整：为了避免初始基准
点位置以及１０度角向中心基准线的误差
对角向偏差的影响，对１８０个孔的角向

５．２ 起始定向误差和测
角误差

，再将每个
偏差值求算术平均值
偏差值
减去算术平均值得到实际钻孔的偏

序
点号
号

２

实测坐标

偏差值（实际值
与理论值之差）

设计值

Ｒ（平距）

角向偏
差

角度（°）

Ｘ

Ｙ

Ｘ

Ｙ

Ｘ

Ｙ

０．０００２

１７．４５１５

０．００００

１７．４５００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５

１７．４５１５

１７．４５０

３－１ －０．１３５０ １７．４５１７ －０．１３５０ １７．４４９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７

１７．４５２２

１７．４５０

０．００１０

３－２

１

由测量方案可知当温度保持恒定的情况下
被测点的位置误差与角度误差和起始方向的定

。数据处理详见表１。

差

仪器造成的误差：

为保证测量精度，在环吊测量工作开始
前，对测量仪器和辅助配件进行检核和校正。
在测量过程中，使用盘左盘右取平均值的方法
可以消除全站仪照准偏心误差、视准误差、
横轴误差和纵轴误差的影
响；采用在一个测站前
视、后视距离相等的方法
可以消除水准仪ｉ角误差及
水准面曲率对测量结果的
影响；多次观测求平均值
以减小随机误差的影响。

４、数据分析与处理
道中心Ｒ＝１７７００ｍｍ的圆周线。仪器在此次测
量过程中，不必搬动测站，一直架设于调整好
后的圆心位置即可测量，详见图９。
把钢制定位块（见图１０）依次安放在轨道
梁内侧５个长圆孔内，将对中棱镜杆插入定位
块中，此时采集的数据即为在牛腿上钻孔的中
心点位置。

为最终钻孔时角向

测量值 设计值 测量值 设计值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０００

偏差
０．０００７

－０．４４３４ －０．４４３３ －０．０００１

０．２
０．０

３－３

０．１３４７

１７．４５００

０．１３５０

１７．４４９０ －０．０００３

１７．４５０５

１７．４５０

０．４４２２

０．４４３３

－０．００１１

－０．３

４－１

２．８９６２

１７．２０７３

２．８９７１

１７．２０７８ －０．０００９ －０．０００５ １７．４４９３

１７．４５０

９．５５４０

９．５５６７

－０．００２７

－０．８

４－２

３．０２９９

１７．１８３０

３．０３０２

１７．１８４９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９ １７．４４８１

１７．４５０

１０．０００４ １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４

０．１

４－３

３．１６２５

１７．１５９２

３．１６３０

１７．１６０９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１７ １７．４４８２

１７．４５０

１０．４４２５ １０．４４３３ －０．０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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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误差有关。选用徕卡ＴＣ２００３进行测角时，理
论上测角中误差（包括仪器本身误差和照准误

５．５

计算的误差：

，起始
差）
定向中误差
。
在同时考虑测角误差和起始定
向 误 差 时 根 据 误 差 传 播 定 律 ， 有

使用计算软件和计算机处理数据来避免计
算错误，计算错误可以通过已知点的点位数据
校准来发现，计算结果要在多人之间进行互
查，保证计算结果的正确性。

被测目标采用强制对中，对中误差为０．５ｍｍ 。

６、成本与效益分析

５．３

６．１ 节约的大件吊装和人员费用成本分
析：

温度的变化对被测点的影响

假设环吊轨道梁是一个整体圆环型钢构
体，并且此钢材（Ｑ３４５Ｃ）的线膨胀系数为
／℃。环吊轨道梁下盖板内沿的
半径是此钢构体的内径（１７．１９ｍ）。由内径
，可知测量工作
变化量公式
前、后温度变化值ΔＴ＝５℃时ΔＲ≈１ｍｍ；温
度变化值ΔＴ＝１０℃时，ΔＲ≈２．１ｍｍ；温度
变化值ΔＴ＝２０℃时，轨道梁内缘半径变化量
ΔＲ≈４．１ｍｍ。因此在测量时，尽量选择环境
温度比较稳定的阶段，以减小温度变化对测量
结果真实性的影响。
温度变化对钢本体影响很大，所以测量工
作开始前要先测定环吊轨道梁的温度，测量中
尽可能的保证温度无变化或变化很小的时间
段，并快速准确的完成测量任务。以后在安装
时应进行温度修正。在测量过程中要每隔一小
时测一次环吊轨道梁本体的温度并记录。在测
量过程中发现温度变化超过１０℃时应停止测
量。在测量报告中需记录测量时的环境温度以
及轨道梁单体的温度。

５．４

人为因素导致的测量误差：

由于测量人员操作的熟练程度不一致，以
及对中棱镜杆的垂直度等原因导致的误差，可
以通过使用熟练测量人员，并多次测量取平均
值以减小其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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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红沿河一号环吊轨道梁一次吊装与岭澳
二期三号机组的二次吊装方案进行比较，大件
吊装减少２次，共计１２钩２２８吨。如果按保守估
计每台机组节约大件吊装费用２５万元计算，以
及配合吊装共计２４人／日。在牛腿上调整标高圆
度等参数一次需要３４人／日，共需调整两次共
６８人／日。扣除一次吊装地面组装测量与牛腿
上调整耗费的５２人／日，如果每工日按３００元计
算，可以节约人工费用成本１２０００元。按近期
公司担负的红沿河四台机组、宁德四台机组、
阳江四台、台山两台、防城港两台机组计算，
总计可以节约成本４１９．２万元。成本节约效果
显著。

６．２

工期分析：

大件吊装及改变工况时间：以红沿河一号
环吊轨道梁一次吊装与岭澳二期三号机组的二
次吊装方案进行比较，减少６段轨道梁吊装和
拆除各一次，每次需要２天时间。再加上吊装
中途改变吊车工况一次需要２天，吊装时间可
以节约８天。
测量调整时间：二次吊装时第一次在牛腿
上调整轨道梁需要５天，第二次调整需要３
天。一次吊装仅需要在牛腿上调整轨道梁一
次，共５天。可以节约３天调整时间。（地面
组装测量需要７天时间，但可以安排在牛腿移
交之前完成，不在核岛安装的关键路径上，对

总工期不会造成影响。）
所以采用环吊轨道梁地面组装测量调整和
一次吊装可以节约关键路径上１１天的工期。

６．３

质量分析：

红沿河一号机组环吊安装时一共在牛腿上
钻孔１８０个，每个孔均与轨道梁长圆孔对中良
好，无一扩孔。安装质量完全达到了岭澳二期
采用二次吊装的水平，这一指标已经成功超越
岭澳一期的环吊安装水平。

６．４

参考文献：
【１】《ＥＭ１安装规格书重型设备安装》 深圳中广
核工程设计有限公司，２００７．１２．１４
【２】《环吊设备安装程序》 大连重工·起重集团
有限公司，２００９．０３．１０
【３】《宁德核电站环梁预组装螺栓孔的测量
方案》中国核工业二三建设有限公司宁德项目
部，２００９．０６．２６
【４】《ＥＭ１环吊轨道梁及环形轨道安装》中国核工
业二三建设有限公司红沿河项目部，２００９．０６．０１
【５】《ＥＭ１环吊的安装》 中国核工业二三建设有
限公司红沿河项目部，２００９．０３．１３

安全风险分析：

采用一次吊装方案可以减少大件吊装配合
人员的工作约２４人／日，轨道梁在牛腿上的测量
调整约６８人／日，总计可以减少９２人／ 日的高空
作业安全风险。

７、结论
环吊轨道梁一次吊装施工工艺已经在红沿
河、宁德及阳江项目成功实施，相对于岭澳二
期项目环吊二次吊装施工工艺优势明显。因为
减少吊装和调整次数，从而减少了高空作业风
险（红沿河项目因此大大减小了常年大风气候
对环吊施工周期的影响），降低成本投入，提
高了安装质量。
轨道梁地面组装与测量是轨道梁安装的核
心工作，是在供应商没有提供准确的预制长圆
孔位置偏差数据的情况下，我公司被动应对而
作出的技术创新。轨道梁在制造厂内安装调整
是不可缺少的步骤，建议通过合理渠道，必要
时可以由施工单位进行技术指导，推动供应商
在其厂内准确测量出预制孔的偏差数据，作为
技术文件正式提供，可进一步减少施工单位的
施工风险和资源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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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真，并根据现场试验的结果证明这种试验方案的可行性。

超长距离GIL耐压试验方法研究与应用岭澳核电站二期550 kVGEW系统耐压试验
Ｌｏｎｇ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ＧＩＬ Ｈｉｇｈ Ｖｏｌｔａｇｅ Ｔｅｓ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Ｌｉｎｇ－Ａｏ ＮＰＳ ＩＩ ５５０ｋＶ ＧＥＷ Ｓｙｓｔｅｍ ＨＶ Ｔｅｓｔ
■ 国家高电压计量站 孙浩良 雷民

中国－武汉（４３００７４）

摘要： 针对广东岭澳核电厂二期主变高压侧与开关站之间超长距离的５５０ｋＶ ＧＩＬ耐压试验，提出一
种双电源励磁谐振的试验方法。通过理论分析和ＡＴＰ－ＥＭＴＰ仿真得出，它可以有效地解决谐振状态
下大容量，高电压耐压试验时励磁变压器输出容量不足、试验电压提升不到规定值的难题，而不需
要新购置高参数试验设备。该方法已在现场试验中得到成功验证，具有在类似情况中推广应用的价
值。
关键词：双电源励磁 串联谐振 有功 无功 ＧＩＬ 现场试验

前言
目前我国以“三大一特”为核心的电力发
展对可靠性高的大功率输电方式产生了相应的
需求。在核电厂的主变与开关站之间，在大型
水电站的地下厂房与地面出线场之间，在大容
量超高压线路走廊经过城市用地的情况下，气
体绝缘金属封闭输电线路（ＧＩＬ）都是一种可供
选择的方案，而且逐渐在一些电力项目上得到
了应用。
ＧＩＬ是一种采用ＳＦ６气体或ＳＦ６和Ｎ２混合
气体绝缘、外壳与导体同轴布置的高电压、大
电流电力传输设备。导体和外壳采用铝合金管
材，并采取全连式多点接地方式。由于采用了
压缩气体作为绝缘介质，设备尺寸和布置间距
大大缩小，能在最大程度上减少设备布置所需
的占地面积和空间，以及相应的土建工程量。
但是ＧＩＬ单位电容量大，距离长，在工程交接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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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试验中就会遇到试验设备容量不足的问题。
例如青海的黄河拉西瓦８００ｋＶ水电站的 ＧＩＬ单
相最长５０４ｍ，单位电容量为４２．３４ｐＦ／ｍ，最
高试验电压需９６０ｋＶ。青海电力科学研究院为
此专门定制了一套１０００ｋＶ／６０００ｋＶＡ串联谐振
（调频式）实验设备。而笔者此次试验的岭澳
核电厂二期３号机组输出回路的５５０ｋＶ ＧＩＬ，单
相最长６００ｍ，单位电容量为５４．２３ｐＦ／ｍ，最
高试验电压５９２ｋＶ，并且还要进行ＰＴ的校准试
验。为提高设备利用率，决定耐压选用工频耐
压。据笔者了解，目前在国内能满足这么大容
量的谐振设备不多，如果也重新购制一套串联
谐振设备，不但投资不菲，而且设备体积大、
重量重，不便于现场试验。因此笔者针对此次
试验的具体条件，设计出一种双电源励磁试验
方案，利用几套现有的较小容量串联谐振设
备，顺利完成了试验。本文通过对双励磁谐振
回路原理的理论分析及ＡＴＰ－ＥＭＴＰ对其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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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单台串谐的励磁变压器最高输出电压为
２５ｋＶ￣３０ｋＶ左右，而在大负载情况下，有功损
耗也比较大，是有功出力不足，致使回路整个
Ｑ值较低，而升不到试验所需电压。
利用２套串联谐振装置就能很好的解决上述问
题，两台励磁变压器共用一台大容量的调压
器，方便控制。２台励磁变压器同时励磁，均
提供有功容量。在励磁输出电压不高的情况下
也能提供所需的有功容量。

４． 结论
通过理论分析、仿真试验和现场试验实践
证明，对于大容量试品的耐压试验，由于回路
损耗过大，致使在励磁输出电压一定的情况
下，有功输出不足，从而用一般的设备难以达
到所需试验的电压。本文提出的双电源励磁谐
振方法，利用两套较小容量的串联谐振设备，
有效地提高了系统供应的有功功率，在回路品
质因数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可使谐振电压达到
所需的试验电压。
目前我国已投运和在建的核电厂的设计普
遍采用机组出口端与电网端接点背靠背方式，
因此长距离输送核电机组电能到电网端接点都
会采用ＧＩＬ或ＧＩＳ管道输电系统，本文提出的试
验方法对交接试验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经济
实用性强，值得在核电项目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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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电站采用新型旁排阀时需关注的技术验证项目
■ 刘超

楼安平

三门核电有限公司，浙江三门 ３１７１１２

摘要：旁排阀作为核电厂的重要设备，在选型、设计和制造过程中应严格要求。对于阀门厂商新
开发的阀门，应进行多项验证试验，确保阀门功能的可实现性且满足用户需求。而核电厂作为用户
不仅要关注阀门的各项技术指标，如密封性、流通量、压力等级等指标，还应关注其各项验证活动
的试验报告，如全尺寸模型试验、ＣＦＤ分析、ＦＥＭ分析等。

关键词：旁排阀；设计验证；模型试验；阀门通用特性；ＣＦＤ；ＦＥＭ

核电站中的汽轮机旁排阀可以将主蒸汽管
道中的蒸汽直接排放至凝汽器，在电厂启动、
关闭、电力负荷波动、或者停堆状况下起到反
应堆余热排放或者蒸汽压力控制的作用，对电
厂的正常运行有重要意义。核电厂在采购旁排
阀时，如果所选阀门类型在运行电厂有成熟运
行经验，则通常只需考虑阀门的压力等级、流
通量、密封性、阀门开关特性等技术指标即
可。如果核电厂采用阀门厂家新开发的阀门，
则除了要考虑以上技术因素外，还应关注新型
阀门的开发过程中的验证项目，以确保阀门各
方面指标满足设计要求。
根据设计变更需求，三门核电一号机组的
旁排阀设计需变更，变更后的阀门公称直径将
变大，通流量变大，于此同时由于蒸汽流通引
起的振动也会增大，所以阀门采用双阀笼形
式，以减小振动。供货商此前未生产过如此大
口径的阀门，需重新开发，新阀门的开发经历
了设计、设计验证、模型制作、以及各项模型
验证试验等步骤。以此为例，我们可以总结出
新阀门开发过程中需关注的设计验证和各项模
型验证试验。
阀门的验证工作可以大体分为两部分，设
计验证和全尺寸模型验证。设计验证包括ＣＦＤ

分析、ＦＥＭ分析、缩比例模型空气试验；全尺
寸模型验证包括通用特性试验、无汽动态操作
性试验、带汽状态的特性试验、解体与组装试
验等。

１． 设计验证
设计验证是在全尺寸模型试验之前进行的
理论分析，验证阀门在理论上的功能可实现
性，如有必要，可以据此对阀门设计进行优
化。

１．１

ＣＦＤ分析

ＣＦＤ，全称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ｌｕｉｄ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计算流体力学，是使用数值方法在
计算机中对流体力学的控制方程进行求解，从
而可预测流场的流动。其基本原理是把连续流
体在计算机上用离散的方式处理。
阀门验证中要使用ＣＦＤ方法分析阀门内部的流
速分布、压力分布、温度分布、以及紊流状
况，并以此评估流体施加在阀瓣上的作用力，
从而验证阀门设计功能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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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缩比例模型空气试验

设计验证中重要的一项试验是在临界流体
状况下，用空气作为介质进行缩比例模型试
验，以此测量阀门内部的压力波动和由流体振
动造成的下阀笼振动。下阀笼被认为是阀门内
部承受流体振动最严重的地方，很容易因为振
动过大而造成损害。此项试验中测得振动值将
用于评估阀门内部的动态流体应力。试验所采
用的尺寸（即模型比例）、空气压力、温度等
条件根据阀门厂商设计条件而定。通常该试验
的工艺流程如图１所示。

新工艺和新概念

注意的是分析条件应是阀门全开时的流体状
况。

２．全尺寸模型试验
全尺寸模型试验是设计验证结束之后，验
证了阀门功能可实现性之后，进行试验以测试
阀门的运行特性以及各项技术指标，如流体
量、开关特性等。该试验包括无汽条件下的动
态操作性试验、通用特性试验、带汽条件下的
特性试验、以及阀门解体和组装试验。

２．１ 无汽状况下动态操作性试验
阀门的动态操作特性
试验是用于验证阀门定位
器的特性，阀门的开关
和行程时间应满足设计
要求，行程中没有摆动现
象。该试验先在无汽条件
下完成，然后在带汽试验
中重做一次，将两者进行
对比可以得出运行蒸汽对
图１ 缩比例模型试验的通用工艺流程

阀门操作的影响。

１．３

２．２ 阀门通用特性试验

ＦＥＭ分析

ＦＥＭ，全称Ｆｉｎｉｔ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有
限元分析法，是一种用于求解微分方程组或积
分方程组数值解的数值技术，可以用来求解用
ＣＦＤ分析得出的方程。
在阀门设计验证中，ＦＥＭ方法用来分析下阀笼
因流体振动而产生的疲劳应力。缩比例模型空
气试验中测得的振动值将作为ＦＥＭ的输入值，
用于评估阀门内部的动态流体应力。
因为在实际尺寸和实际蒸汽条件下阀门的动态
流体应力与缩比例模型试验中的不同，所以缩
比例模型试验之后要进行实际尺寸的模型试
验，届时要重新评估下阀笼的最大应力。需要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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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阀门进行蒸汽试验之前要进行通用特性
试验，以验证阀门的阀体密封性能试验和阀体
内漏试验。阀体密封性能试验以ＡＮＳＩ／ＦＣＩ为标
准，以空气或氮气为介质，验证阀门在设计压
力下不会有气体通过调料密封或者其它部位泄
漏到阀体之外，通常试验要持续至少３分钟。
阀体内漏试验同样以ＡＮＳＩ／ＦＣＩ为标准，以空气
或氮气为介质，验证阀门在大于设计压力的情
况下不会有气体通过阀芯与阀座之间从上游泄
漏到下游，通常试验要持续至少３分钟。

２．３

带汽状况下的特性试验

带汽状况下的特性试验是模型试验的最后
一步，也是验证阀门性能的最关键一步。该试
验要在真实的蒸汽状况下进行，用于验证阀门
的流量特性（即Ｃｖ值）、行程时间、压空作用
力、阀体内部流体压力、振动及噪音。
阀门的流量特性通常以Ｃｖ值来表示，Ｃｖ值
表征元件对液体的流通能力，即流量系数，是
阀门选型时考虑的关键性因素。Ｃｖ值不能直接
测得，需利用上、下游的压力值和蒸汽温度及
比重，通过公式计算得出。需注意的是在阀门
开启和阀门关闭两种操作状态下算出的Ｃｖ值会
有所不同，所以通常需要将两个结果整合之后
才能得出准确值。
在设计蒸汽压力条件下试验阀门动作行程
时间，需分别测量阀门的快开、快关时间，阶
跃开度行程时间，以及线性动作行程时间。该
试验同时验证阀门定位器特性，确保阀门的输
入信号、输出信号与阀门开度相匹配。
试验过程中，阀门驱动机构上压空的力应
作记录，同时应测量阀门入口压力、出口压
力、阀体底部压力、以及阀笼内部压力，验证
实际状况符合设计要求。
试验中阀门的振动和噪音情况应加以检测，这
也是衡量阀门设计符合电站需求的一个因素。

３． 结论
核电站在采购新型旁排阀时，不仅要考察
阀门的通用特性，如流通量、压力等级、阀门
密封性等技术指标，而且需考察新阀门的各种
验证试验。这些验证试验包括设计验证和模型
试验，其中设计验证包括ＣＦＤ分析、ＦＥＭ分
析和缩尺寸模型空气试验；模型试验包括无汽
条件下的动态操作性试验、通用特性试验、带
汽条件下的特性试验、以及阀门解体和组装试
验。

参考书目：
［１］ 阮国萍， 付援非． 重水堆核电站主蒸汽旁排阀故障
分析和应对策略［Ｊ］． 核科学与工程， ２００６， （０２）
［２］ 康日新． 秦山三期重水堆核电站的管理经验［Ｊ］． 中
国核电， ２００８， （０１） ．
［３］ 王幼民． 溢流阀动态刚度最优控制［Ｊ］安徽工程科
技学院学报， ２００２，（０１） ．
［４］ 蒲小勤． 秦山核电站蒸汽旁排阀的比较研究［Ｊ］． 云
南电力技术， ２００５， （０２）

２．４ 阀门解体和组装
阀门特性试验结束之后要进行解体检查，
确保阀门各部件没有损坏，检查可以包括目视
检查和渗透检查。如有必要，可以在解体之后
将阀门再次组装，验证阀门的可组装性。
以上试验全部完成并经检查合格之后，可以批
量生产该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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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４号机组正在换料大修，５、６号机组也正
处定期停堆检修之中。

沸水堆核电厂
基本概念

２． 沸水堆工作原理

１． 发展简史
沸水堆与压水堆一样，是从上世纪５０年代
开始逐步发展起来的轻水堆堆型，先后开发了
ＢＷＲ－１至ＢＷＲ－６六种原型堆到二代商用沸水
堆机型，以及第三代先进沸水堆（ＡＢＷＲ）。
各个阶段沸水堆的典型参数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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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电力公司的福岛第一核电厂共有６台
投运机组，全是沸水堆。１号机组电功率４３９兆
瓦，为ＢＷＲ－３型机组， １９７１年３月２６日投入
商业运行；２号至５号机组电功率７８４兆瓦，为
ＢＷＲ－４型机组，１９７４－１９７８年间投产；６号机
组电功率１０６７兆瓦，为ＢＷＲ－５型机组，１９７９
年投产。地震发生时， １、２、３号机组正在运

顾名思义，沸水堆以沸腾轻水为慢化剂和
冷却剂，并在反应堆压力容器内直接产生饱和
蒸汽。沸水堆来自汽轮机系统的给水进入反应
堆压力容器后，沿堆芯围筒与容器内壁间的环
形空间下降，在喷射泵的作用下进入堆下腔
室，再折而向上流过堆芯，受热并部分汽化。
汽水混合物经汽水分离器分离后，水分沿环形
空间下降，与给水混合；蒸汽则经干燥器后出
堆，通往汽轮发电机做功发电。蒸汽压力约为
７ＭＰａ，干度不小于９９．７５％。汽轮机乏汽冷凝
后经净化、加热，再由给水泵送入反应堆压力
容器，形成闭合循环。再循环泵的作用是使堆
内形成强迫循环，其进水取自环形空间底部，
升压后再送入反应堆容器内，成为喷射泵的驱
动流。改进型沸水堆取消了主系统管路和喷射
泵，而在堆内装有数台内装式再循环泵。自汽
水分离器和汽轮机凝汽器流回的给水由这些泵
唧送回到堆芯去再循环，从而增加了堆芯循环
倍率。由于水在堆芯中被汽话，对于同样的热
功率，通过沸水堆堆芯的冷却剂流量小于压水
堆。然而，沸水堆的蒸汽带有放射性，需将蒸
汽－给水系统的设备加以屏蔽和把汽轮机大厅
划入放射性控制区，增加了检查和维修的困
难，并需采取措施减少放射性气体的逸出和防

止凝汽器渗漏。
目前在全世界１０多个国家与地区共有投
运沸水堆机组９２台，占世界核电装机总量的
２１％。在这次福岛核电事故前，一直有着良好
的运行记录。沸水堆核电厂工作原理见上图。

３． 沸水堆核电厂系统、设备
３．１ 压力容器
沸水堆压力容器虽与压水堆的类似，但设
计压力为压水堆的一半。由于堆功率密度低，
堆芯大，容器内还有再循环泵、汽水分离器和
干燥器，故体积较后者大得多。

３．２ 燃料组件
堆芯主要由核燃料组件、控制棒及中子注
量率探测器等组成。沸水堆燃料组件为正方形
有盒组件，其内燃料棒按７×７或８×８排列。
燃料芯块为不同富集度的二氧化铀，平均富集
度为２．０％￣３％。并在某些棒中掺入可燃毒物
钆，以消除局部功率峰和展平功率密度。福岛
３号机组还部分采用了混合铀钚氧化物燃料。
与压水堆一样，沸水堆停堆后，堆芯还有很大
的剩余释热必须导出，否则可能使燃料棒包壳
熔化，甚至燃料芯块也会熔化，导致严重事
故。

３．３ 反应堆控制和功率调节系统
沸水堆的控制棒呈十字形，插在四个方盒
组件之间，它含有若干充填了Ｂ４Ｃ粉末的密封
不锈钢细管，用来改变反应堆功率水平，也是
停堆的主要手段（因冷却剂不含中子毒物），
因此控制棒的数目很多（１００～２００根）。鉴于
堆芯上半部含有大量汽泡，慢化剂密度很小，
为提高控制棒效率，把控制棒从压力容器底部
往上插入堆芯，这也有利于抑制出现于堆芯下
半部的功率尖峰和展平轴向功率分布，同时留
出容器上部空间作为安置汽水分离器和蒸汽干
燥器之用，并有停堆后控制棒位置不影响换料
２０１１年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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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的好处。控制棒驱动机构都装在压力容器
底部，先进沸水堆的控制棒驱动机构采用电力
和液压两种方式驱动，正常运行时使用电力驱
动使控制棒缓慢插入和抽出，发生事故时使用
高液压将所有控制棒同时快速插入堆芯以实现
紧急停堆。由于沸水堆压力容器底部设有为数
众多的控制棒和中子探测器贯穿孔，增加了小
失水事故的可能性。控制棒驱动机构较复杂，
可靠性要求高，维修困难。
沸水堆由于汽泡的负反应性效应能自动限
制功率猝增，具有很大的内在安全性。二代沸
水堆采用部分内部循环系统，把通过堆芯的１／３
流量抽出压力容器，用２台外部循环泵将其压
力提高后，重新注入压力容器内，驱动１８～２４
台内部喷射泵以抽吸其余２／３的流量，两股水
流合并通过扩散器增压而达到所需的压头，其
总效率较低，约为３５％。利用功率对堆芯流
量的敏感性，可借助于流量控制来调节反应堆
功率。例如加大外部循环回路的流量调节阀开
度，使内部喷射泵流量增加，堆芯汽泡减少，
反应性增大，功率上升，这导致汽泡增多又使
得功率回落，直至达到新的平衡，反之亦然。
这样仅靠循环流量的改变便可以实现额定功率
的６５％～１００％之间的功率调节，而且功率变
化速率很快（约１％／ ｓ，靠移动控制棒的功率
变化速率为１０％／ ｍｉｎ），十分方便灵活。沸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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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的正常负荷变化就是尽量不用控制棒，全靠
流量控制来进行跟随的。１９９６ ／ ９７年建成的日
本柏崎６／７号１３５０ＭＷｅ先进沸水堆已将上述部
分内部循环系统改为全内部循环，用１０台可变
转速的电动内置叶轮泵（图５－１８）代替喷射
泵，取消了外部循环回路，这使得安全壳体积
更加减小而内部检查维修空间更加宽畅。

３．４ 沸水堆安全壳与反应堆厂房
沸水堆的安全壳靠蒸汽凝结来降低事故压
力，一次安全壳的容积比压水堆的小得多。它
由两个互相隔开的空间组成：压力空间（干
井）和凝汽空间（湿井）。压力空间包容反应
堆压力容器，控制棒驱动机构，外部循环泵
（如果有的话）和连接管道与阀门；凝汽空间
除了消压水池（容积３０００～６０００ ｍ３）外全是
空的。压力空间与凝汽空间靠浸没在水中的大
口径凝汽管相连通。当发生失水事故（压力空
间中一根管道破裂）时，压力空间内压力升高
而形成与凝汽空间的压差，驱使空气蒸汽混合
物经由凝汽管涌流入消压水池，使蒸汽完全凝
结成水，在此过程中安全壳内的最大压力应不
超过设计限值（约０．３ Ｍｐａ）。消压水池也是
应急堆芯冷却系统的一个水源和凝汽器失效时
的后备热阱。一次安全壳可采用承压钢结构或
预压力混凝土结构。
包容一次安全壳的密封厂房形成二次安全
壳，它是防止放射性气体外逸的另一道屏障和
对反应堆放出辐射的另一道屏蔽。同压水堆一
样，沸水堆为失水等事故设置有应急堆芯冷却
系统，它包含高压堆芯喷淋系统，自动卸压系
统，低压堆芯喷淋系统和低压冷却剂注入系
统。应急堆芯冷却系统和快速停堆系统，余热
排出系统，应急控制站，反应堆循环泵的密封
水系统（先进沸水堆的内置泵采用湿电机型则
没有轴密封部），新燃料组件贮存间，乏燃料
池冷却净化系统，加硼与氢气复合系统，通风
装置，装卸料机等重要辅助设施，均布置在一
次安全壳与反应堆厂房之间的环廊区域内。反

应堆厂房须为抗御地震、飞机坠落冲击等外来
事件设防。由于承受的压力较低，厂房结构可
采用钢筋混凝土，而不是预应力混凝土，这有
利于缩短建造周期。

３．５ 早期沸水堆的设计缺陷
福岛第一核电厂的机组设计与建造完成于
美国三里岛事故之前，当时还没有形成严重事
故的清晰概念，更谈不上预防和缓解严重事故
的安全措施了。从事故处理过程可见，这种设
计欠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１）４套应急堆芯冷却系统全部失灵
沸水堆的第一道安全屏障是燃料组件包
壳。为了保证其完整性，必须保证燃料组件始
终被水浸没并被持续冷却。沸水堆的应急堆芯
冷却系统就是设计用于发生堆芯失水时直接向
堆内注入冷却水，以防止堆芯熔化。它又分为
４个子系统：①自动卸压系统，在主系统发生
破损时使汽水混合物直接经排汽管进入抑压水
池被冷凝，可使反应堆迅速卸压，以利于其他
子系统的注水。②高压堆芯喷淋系统。在发生
失水事故时，该系统通过喷淋环管直接向堆芯
喷淋注水。除正常电源外，此系统还设置了独
立的柴油发电机供电。③低压堆芯喷淋系统。
该系统通过环管向堆芯直接喷淋注水，防止堆
芯裸露。④低压冷却剂注水系统。这是余热导
出系统的一种运行方式，用于在失水事故时向
反应堆容器注水，使堆芯浸没而不裸露。上述
三个喷淋和注水系统又排列组合成三组。设计
者认为，在自动卸压系统配合下，任何一组失
效都不影响应急堆芯冷却功能。
从上述系统的工作原理不难看出，其发挥
功效的前提是必须具备交流电源。不幸的是这
次事故中，地震加海啸不仅造成压力容器小破
口失水，而且丧失了全部交流电。由于抑压水
池失电，无法使蒸汽冷凝下来，泄压效果受到
影响。由于失电，堆芯得不到有效冷却，反应
堆水温与压力居高不下，３套应急堆芯冷却系
统全都失效。泄漏造成堆芯失水，燃料组件而

熔化，酿成严重后果。显然，如果能采用或增
加一些现在普遍采用的非能动的应急堆芯冷却
设施，应能有效缓解事故后果。
（２）由于认为堆芯极不可能熔化，安全壳设
计中未考虑氢氧复合系统。在这次事故处理过
程中，也未见到安全壳内氢氧复合系统动作，
以避免氢爆的报道。
（３）安全壳的设计理念存在缺陷
沸水堆安全壳的设计理念是基于，无论是
反应堆超压，还是主回路失水，都能使安全壳
中的蒸汽迅速冷凝而降低使用压力。所以其安
全壳的自由空间比较小。图必须能否让蒸汽冷
凝下来就成了设计与事故处理成败的关键。如
上所述，这次事故中抑压水池的冷凝器由于失
电而失效，导致１号机组安全壳干井压力升至
设计压力的两倍，非常危险。
（４）由于早期设计认为沸水堆堆芯极不可能
熔化，更未考虑堆芯熔融物穿透压力容器壁的
严重后果。直到第三代先进沸水堆（ＡＢＷＲ）
设计时，才在反应堆压力容器与安全壳之间设
置了一个收集与冷却堆芯熔融物的设施，从而
杜绝了堆芯熔融物与安全壳地板作用、破坏安
全壳完整性的可能。

４．第三代先进沸水堆ＡＢＷＲ
先进型沸水堆（ＡＢＷＲ）是在多年来沸水
堆设计和运行经验的基础上改进发展起来并满
足ＵＲＤ要求的第三代反应堆，也是目前唯一经
过运行考验的第三代先进型核电机组。ＡＢＷＲ
的研发工作始于１９７８年，其后，ＧＥ公司与瑞
典Ａｓｅａ原子能公司、意大利Ａｎｓａｌｄｏ公司以及
日本的日立、东芝公司共同完成了概念设计。
１９８５年，ＧＥ、日立、东芝三家公司共同完成
了基本设计。１９９４年７月１３日，ＡＢＷＲ获得最
终设计批准（ＦＤＡ），这是美国核管会批准的
２０１１年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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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先进核电反应堆，１９９７年５月，ＡＢＷＲ
获得ＮＲＣ标准设计证书。世界上头两台先进废
水对（ＡＢＷＲ）机组为日本柏崎·刈羽核电厂的６
号、７号机组。机组由东芝公司、日立公司和
通用电气公司（ＧＥ）联合承包。柏崎·刈羽核电
厂７号机组于１９９１年１月开始订货，主体工程
于１９９２年２月开始浇灌第一罐混凝土。于１９９６
年１２月开始并网发电，１９９７年７月正式投入商
业运行。此外，近期还在ＡＢＷＲ基础上开发
了简化沸水堆（ＳＢＷＲ）、增强型简化沸水堆
（ＥＳＢＷＲ）和欧洲开发的ＳＷＲ１０００沸水堆。
ＡＢＷＲ参数以日本东电的柏崎－刈羽７号机组
为例。该机组额定发电功率为１３５６ＭＷ，机组
热效率为３４．５％。。堆芯活性段高度３．７１ｍ，
直径５．１６ｍ，内装有８７２个８×８燃料组件，燃
料装量为１５０ｔ重金属。堆芯最大热功率密度为
１１８．４ｋＷ／Ｌ，平均为５０．６ｋＷ／Ｌ。燃料材料采
用ＵＯ２，首炉装料时燃料富集度为２．６％，换
料时为３．５％。燃料棒高度为４０６６ｍｍ，外径
１２．３ｍｍ，芯块高度１０．３ｍｍ，直径１０．４ｍｍ。
包壳采用Ｚｒ－２，厚度０．８６ｍｍ，包壳外部最高
温度３１０℃，燃料棒中心最高温度１７９０℃。
每年换料量为２９ｔ重金属。卸料平均燃耗为
３９５００ＭＷｄ／ｔＵ，最高为５００００ＭＷｄ／ｔＵ。
共有２０６束控制棒。反应堆压力容器器壁厚
１７０ｍｍ，高２１．０ｍ，内径７．１ｍ。冷却剂堆芯
入口温度２１６℃，出口温度２８６℃。核岛产生的
蒸汽流量为５２２００ｔ／ｈ，蒸汽压力７．２ＭＰａ。汽
轮发电机额定转速为１５００ｒ／ｍｉｎ，连续出力为
１３５６ＭＷ。
第三代沸水堆ＡＢＷＲ与ＢＷＲ－６相比，在
堆芯及燃料、主冷却回路、堆内结构、控制棒
驱动系统、安全壳、材料与化学、安全系统、
辐射防护与废物处理、先进的Ｉ＆Ｃ系统与中央
控制室设计等方面做了大量改进，尤其是用１０
台可变频调节转速的电动内置叶轮泵代替喷射
泵，取消了外部循环回路，使得安全壳体积更
加减小而内部检查维修空间更加宽畅。与ＢＷＲ
相比，ＡＢＷＲ的安全性和经济性提高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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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幅度的下降。下表将ＡＢＥＲ和第二代ＢＷＲ６
型机组的主要参数进行了比较。

５．简化沸水堆（ＳＢＷＲ）
简化型先进沸水堆（ＳＢＷＲ）是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后期，以美国、日本、意大利为主，并在
其他几个欧亚国家参加下，以ＡＢＷＲ为基础研
发的。它与ＡＢＷＲ相比，主要做了两方面的改
进：
（１） 将能动式安全系统改为非能动式安全系
统，即充分利用自然规律来保证安全，使安全
系统大大简化，并更为可靠。
（２）充分利用沸水堆容易实现自然循环的
优点，一回路采用自然循环，取消了昂贵的主
泵。因此，反应堆的安全性、可靠性和经济性
都有所提高。

道，不设安全级电源，简化了供电系统，提高
了经济性。采用非能动的注水、冷却、注硼系
统，改善了安全性。因而，ＳＢＷＲ具有简单、
可靠、安全、经济等优点，在１０００ＭＷ级以下
的核电站中具有一定的技术经济优势。ＳＢＷＲ
于１９９６年完成最终设计审查，但目前尚未实际
建造。

６．增强型简化沸水堆（ＥＳＢＷＲ）
另一种改进型简化沸水堆（ＥＳＢＷＲ）是ＧＥ
公司和几个国际电力公司、设计机构和研究
组织在ＳＢＷＲ的基础上共同开发的。该设计以
６７０ＭＷ的ＳＢＷＲ为基础并大量采用ＡＢＷＲ的
设计特性和设备，以及常规的成熟的核燃料，
具有非能动安全系统，先进的简化设计和更高
的功率，其电功率为１３８０ＭＷｅ。据ＧＥ公司设
计的经济目标和初步测算，ＥＳＢＷＲ与ＡＢＷＲ
以及ＳＢＷＲ相比，可显著降低成本，在经济上
具有竞争力。

ＳＢＷＲ一回路采用自然循环，运行人为简
化，取消了大量的注水系统，减少了设备和管

防止失去电源、防止失水事故和防止“非预期
的不能停堆的瞬态事故（ＡＴＷＳ）”的能力大
大提高。建造费用比ＢＷＲ节省２０％，建造周期
从６０个月以上减少为４８个月，电厂寿命延长至
６０年，运行费也有所减少，比投资和电价都有
２０１１年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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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气获得
ＡＰ１０００三代核电技术转让分许可权

※ 日本发生里氏８．８级地震并在日本东北太
平洋沿岸引发巨大海啸。高达数米的海浪将车
辆等卷入海中，并冲毁沿岸建筑。近年来，全
球地震频发并引发重大海啸，造成严重人员伤
亡。其中主要包括：
※ ２００１年６月，秘鲁南部发生里氏８．４级地
震并引发海啸，造成至少７８人死亡，经济损失
约３亿美元。
※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２６日，印度尼西亚苏门答
腊岛附近海域发生里氏８．９级强烈地震，并引发
海啸，海啸激起的海潮最高超过３０米，波及印
度洋沿岸十几个国家，造成约２３万人死亡或失
踪，经济损失超过１００亿美元。
※ ２００６年７月１７日，印尼爪哇岛西南海域
发生里氏６．８级强烈地震，并引发沿岸部分地区
海啸，造成６６８人死亡，１４３８人受伤，２８７人
失踪，约７．４万人无家可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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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上海电气、东方电气、中国一重等
１０家装备制造集团在北京与国家核电技术公
司签订了ＡＰ１０００三代核电技术转让分许可协
议。ＡＰ１０００三代核电代表了当今世界最先进
最安全的核电水平。此次签约标志着我国引进
的ＡＰ１０００核电技术的分许可工作全面展开，
也体现上海电气作为国内骨干装备制造企业正
式获得了ＡＰ１０００反应堆主泵、反应堆压力容
器、蒸发器、爆破阀等核岛１５项关键设备的设
计和制造等相关技术的使用权。

据悉，目前，ＡＰ１０００技术引进工作总体
进展顺利，３４个技转任务全部打开，技术文件
和软件交付已完成约８０％，技转培训和技术服
务完成约５０％，对外支付完成约５０％。合同执
行进度基本满足了三代核电技术依托项目建设
及关键设备国产化的要求。

在引进、消化、吸收ＡＰ１０００先进核电技
术的过程中，国家核电技术公司着力解决我国
核电发展中关键设备长期受制于人的突出问
题，与一重、二重、哈电、上电、沈鼓、太
重、宝钢、鞍钢和太钢等装备制造企业合作，
共同推进我国核电关键设备国产化。
目前，ＡＰ１０００核岛关键设备大型锻件、
反应堆压力容器、蒸汽发生器、主泵、主管
道、钢制安全壳等设备的国产化工作相继取得
实质性进展。国家核电技术公司建立了设备合
格供应商评定体系，颁发了首批１０家ＡＰ１０００

设备合格供应商证书。

※ ２００７年１月１３日，千岛群岛附近太平洋
西北海域发生里氏８．３级地震并引发海啸，造成
至少５０多人死亡，数千人失去家园。
※ ２００７年４月２日，南太平洋岛国所罗门群
岛发生里氏８级强烈地震，并引发海啸，形成５
米高的巨浪。地震和海啸造成至少两个村落严
重受灾，近２０人死亡，多人失踪。
※ 全球地震海啸发生区的分布基本上是与
地震带一致。据１７００多年的资料统计表明，全
球有记载的破坏性较大的地震海啸约发生２６０
次，平均六七年发生一次，其中在环太平洋地
震带上的地震海啸约占８０％，而在日本列岛及
其邻近海域发生的地震则占太平洋地震海啸的
６０％左右，因此，日本是世界上发生地震海啸
最频繁和危害最重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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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项目第４台机组核岛主设备基本实现国产化
设备名称

三门１号

海阳１号

三门２号

海阳２号

屏蔽电机主泵

西屋

西屋

西屋

西屋

爆破阀

西屋

西屋

西屋

西屋

反应堆压力容器

西屋

西屋

中方

中方

蒸汽发生器

西屋

西屋

中方

中方

堆内构件

西屋

西屋

中方

中方

控制棒驱动机构

西屋

西屋

中方

中方

装卸料机

西屋

中方

中方

中方

钢制安全壳

西屋

中方

中方

中方

主管道

中方

中方

中方

中方

稳压器

中方

中方

中方

中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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