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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军工科研院所专利运营能力的探讨

曹继芬ꎬ王同胜ꎬ伍险峰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ꎬ北京 １０２４１３)

　 　 　 　 　 　 　 　 　 　 　 　 　 　 　 　 　 　 　 　 　 　 　 　 　 　 　 　 　 　 　 　 　 　 　 　 　 　 　 　 　 　 　 　 　 　　
　

　
　 　　　　　　　　　　　　　　　　　　　　　　　　　　　　　　　　　　　　　　　　　　　　　　

　
　

　
　

作者简介:曹继芬(１９８５—)ꎬ女ꎬ现主要从事知识产权管理工作ꎮ

摘要:专利运营的动力是企业实现市场垄断和超额利润ꎬ军工科研院所是军民融合的主力ꎬ专利运营是其走向市场的

必然选择ꎮ 本文较详细分析了军工科研院所专利运营的现状、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ꎬ并据此讨论了提供军工科研

院所专利运营能力的具体措施ꎮ
关键词:军工科研院所ꎻ专利运营ꎻ知识产权

在知识产权大家族中ꎬ专利是最具有技术含量、商业价值和核心竞争力的知识产权[ １ ]ꎮ 专利制度

已经存在了 ３００ 多年ꎬ随着创新要素配置全球化和知识产权竞争全球化的深入ꎬ国外发达国家不断加

强专利运营ꎬ一方面加强研发ꎬ不断创造和积累专利ꎬ保持技术优势ꎬ另一方面加强专利布局和运营ꎬ
已基本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产业链ꎬ并实现盈利[２]ꎮ

我国专利制度起步较晚ꎬ但也已经走过了 ３０ 年的历程ꎬ尤其是 ２００８ 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以

来ꎬ我国知识产权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ꎬ专利申请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首位并保持稳定增长ꎬ对经济

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ꎬ基本完成了专利数量的初步积累ꎮ 与美、日、德等知识产权强国相比ꎬ我国

知识产权实务虽存在一些差距ꎬ但近些年在专利运营管理方面的差距更是日益突出ꎮ 为此ꎬ近期国家

层面出台一系列政策鼓励创新、鼓励知识产权运营及成果转化ꎬ知识产权运营是大势所趋ꎮ
军工科研院所作为研发创新的聚集地ꎬ是技术创新的国家队ꎬ关系着我国国防科技工业的发展和

国防建设ꎮ 早期的军工科研院所虽然主要服务于国防科技的应用研究和武器装备研发ꎬ但也有部分

技术涉及民用领域ꎬ从专利申请量来看ꎬ军工科研院所申请的公开专利远多于国防专利ꎮ 目前ꎬ国家

正在实施军民融合战略ꎬ鼓励军转民ꎬ加速军用技术民用化ꎬ将会产生更多的公开专利ꎮ 因此ꎬ如何将

军工科研院所的公开专利加以运营ꎬ加速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ꎬ是未来一段时间要解决的重要问题ꎮ

１　 军工科研院所专利运营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军工科研院所涉及核、航天、航空、兵器、船舶等领域ꎬ国家在这些领域投入了大量资金和人才支

持ꎬ在科研过程中产生了大量先进的技术和研究成果ꎮ 为保护这些先进技术ꎬ其所申请的专利分为两

类:一类是涉及国防安全系统的技术ꎬ属于不宜公开的国防专利ꎻ另一类是民用或不含军用背景的军

民通用技术ꎬ属于公开专利ꎮ
国防专利的运营非常复杂ꎬ本文重点探讨军工科研院所拥有的公开专利运营问题ꎮ

１.１　 专利运营现状

近年来ꎬ军工科研院所的相关专利申请增长迅速ꎬ管理层及科研人员的知识产权意识逐步提高ꎬ
为院所科研生产、民品经营、对外合作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ꎮ 以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为例(以下

简称“原子能院”)ꎬ专利存量持续增大ꎬ截至 ２０１６ 年年底ꎬ专利申请量已达到 １ ６００ 多件ꎮ 特别是自

２００８ 年至今ꎬ原子能院陆续重点策划布局了快堆、后处理和加速器等重点领域专利集群ꎬ布局了近

６００ 余件专利ꎬ为原子能院在这些重点领域的竞争合作提供了重要的谈判筹码和有利保障ꎮ
即便如此ꎬ军工科研院所还是普遍存在重专利保护、轻专利运营的现象ꎬ即专利申请量持续增大ꎬ

１



但是专利许可、转让、质押、实施等情况较少ꎮ
笔者认为ꎬ虽然专利数量累积不可或缺ꎬ但这只是知识产权经营的第一步ꎬ知识产权占有数量的

增加并不能保证军工科研院所收益上涨、成长提速ꎬ有时还会成为羁绊其发展的绊脚石ꎮ 例如ꎬ原子

能院目前拥有专利 １ ６００ 多件ꎬ其中大部分专利主要是在单位内部实施ꎬ成功转让 /许可给其他单位的

较少ꎬ只有 １５ 件ꎬ并且受让 /受许可单位多为核领域的兄弟单位ꎮ 为管理这些专利ꎬ每年需支出近百

万元的专利费用ꎮ

１.２　 产生主要问题的原因

军工科研院所专利运营能力不强ꎬ究其原因ꎬ无非存在以下主要制约因素ꎮ
(１)专利申请动机多样化ꎬ运营动力明显不足

经营性企业申请专利的动机主要是占领市场、获取经济利益ꎮ 与经营性企业不同ꎬ军工科研院所

申请专利的动机还在于提高其战略地位、完成项目考核任务要求等ꎬ随着专利需求的不同ꎬ专利申请

的动机模式也发生了重大演变ꎬ呈现出战略化、复杂化和多样化的趋势ꎮ 不同的专利申请动机导致不

同的专利申请行为ꎬ可将军工科研院所的专利申请动机概括为市场化动机和非市场化动机两类ꎮ
据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６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实施情况报告中公

开的数据显示ꎬ我国科研院所、高校科技成果运营实施数量仍然偏少ꎬ“重研发、轻专利” “重论文、轻
转化”等现象依旧存在ꎬ１２％的发明人申请专利的目的是为了成果转化ꎬ３２％是为了完成科研课题的

结题任务ꎬ４５％是为了职称评定或晋升ꎮ
经过多年的努力ꎬ尤其是两期军工知识产权推进工程的实施ꎬ军工科研单位“重申请、轻运营”的

现象有些改观ꎮ 如图 １ 所示ꎬ以原子能院专利申请的动机为例ꎬ经过统计分析发现:市场化动机占

３４％ꎬ如保护技术、占领市场(２６％)ꎬ后续课题申请的基础(８％)ꎻ非市场化动机高达 ６６％ꎬ如通过成果

鉴定、报奖(２８％)ꎬ完成项目 /课题任务书考核指标(１６％)ꎬ完成单位专利考核指标(９％)ꎬ个人职务职

称晋升(８％)ꎬ获得专利奖励(４％)等ꎮ

图 １　 原子能院专利申请动机统计图

(２)配套政策迟迟未落地ꎬ运营积极性不高

从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实施至今ꎬ政策“红包”一个接一个ꎬ几乎每

个月都有与科技成果转化相关的文件出台ꎬ但作为科技成果产出重镇的军工科研单位ꎬ配套政策没有

很好跟上ꎬ从而极大影响专利运营的积极性ꎬ具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ꎮ
①专利转让许可机制过于严格且单一

军工科研院所科技成果是一类特殊的国有资产ꎬ在相关权利转移转化时ꎬ科研院所负有国有资产

监管、保值增值的职责ꎬ为此制定出台一系列具体的流程和管理细则加以落实ꎮ

２



以原子能院为例ꎬ原子能院在专利转化运营过程中ꎬ既要遵循其上级管理部门———中核集团公司

资产管理流程ꎬ按照«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资产评估管理办法» «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资产评估机构

库»等相关管理制度进行无形资产评估及资产处置ꎬ同时又要按照原子能院内部的资产管理规定进行

操作ꎬ致使转化运营程序相对较复杂ꎬ运营周期较长ꎬ成本较高ꎬ无形中增加了专利运营的难度ꎮ
②专利申请前端激励措施到位ꎬ后端激励措施欠缺

目前ꎬ军工科研院所关于专利相关激励措施主要是针对专利申请与授权阶段ꎮ 以原子能院为例ꎬ
发明专利授权后ꎬ会有两部分奖励:一是中核集团兑现 １０ ０００ 元奖励ꎻ二是原子能院配套 ４ ０００ 元奖

励ꎮ 这些激励措施极大促进了各单位和科研人员申请专利的积极性ꎮ
在专利转化运营激励方面ꎬ虽然国务院 ２０１５ 年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中关于科研人员收益不低于 ５０％的政策ꎬ但是军工科研院所

目前大都未出台具体落地政策ꎮ 因此ꎬ后端激励政策尚未真正到位ꎮ
③相应的国家税收激励政策缺失

根据新的国家科技成果转化相关法律法规ꎬ军工科研院所将对专利运营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人

员给予高额奖金激励ꎮ 但是ꎬ国家对于运营收益奖金激励没有明确的税收政策ꎮ 在实际执行中ꎬ这部

分奖励会按照“工资、薪金”所得进行纳税ꎬ根据«税法»相关规定ꎬ最高纳税率为 ４５％ꎮ
笔者认为ꎬ科技成果从诞生到实现转化充满了“偶然性”ꎬ对多数科技人员来讲ꎬ一生仅能成功运

营一件或几件专利ꎬ其所获得的奖金属于“偶然所得”ꎬ根据相关法律ꎬ税率可以降至 ２０％ꎮ
(３)未建立专业运营团队ꎬ技术与市场间缺少桥梁

随着国家制定和完善知识产权相关法律、法规ꎬ国内知识产权法制体系不断完善ꎬ给知识产权运

营提供了便利的市场环境和转化运用氛围ꎬ国内相关企业事业单位相继成立专利运营办公室ꎮ 例如ꎬ
华为、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清华大学成立知识产权管理办公室ꎬ中国地质大学、华东理工大学

成立了知识产权技术转移中心ꎮ
相对来讲ꎬ军工科研院所在这方面的改革比较滞后ꎮ 截至目前ꎬ绝大多数军工科研院所还是沿用

以前的技术运营模式ꎬ未真正实现技术转移与专利保护相融合ꎬ缺乏集市场、法律、技术专业于一体的

专业管理团队ꎮ

２　 加强军工科研院所专利运营能力建设的对策

同其他各项管理一样ꎬ提高军工科研院所专利运营能力离不开国家、上级管理部门的政策支持ꎬ
这是外因ꎬ是市场主体需要积极呼吁的ꎬ也是比较难以改变的ꎮ 相对于外因ꎬ科研院所自身的主动性

也非常重要ꎬ尤其是面对民参军的激烈环境ꎬ主动提高自身的专利运营能力就显得尤为必要ꎮ 借鉴一

些高校、跨国集团的成功做法ꎬ军工科研单位可以考虑从如下方面进行努力ꎬ以提高专利运营能力ꎮ

２.１　 成立专业的专利运营团队

参考华为、清华大学、中科院生命科学研究院等单位的技术转移部门设置ꎬ尽快在军工科研院所

内部成立承担专利日常管理和专利运营任务的技术转移中心ꎮ 其中专利运营部门负责专利许可、转
让、评估、融资、质押、产业化推广及谈判等业务ꎬ专利日常管理部门则负责专利申请、维护、专利信息

检索、数据管理及专利纠纷处理的事务ꎮ

２.２　 继续增加专利存量ꎬ尤其是高质量的专利存量

有效的专利存量是专利经营得以进行的前提[３]ꎬ专利数量的增加可以增加运营者商业谈判的筹

码、增加运营者的市场运营资本ꎬ同时也可以凭借积累的专利数量构建专利联盟、专利群等ꎮ

２.３　 建立多元化的专利资产评估机制

由于军工科研院所技术领域的特殊性ꎬ成员单位间进行专利经营的比例较大ꎬ因此应简化评估机

制ꎮ 例如ꎬ成立评估小组ꎬ评估小组中应包含军工科研院所相关领域技术专家ꎮ
３



２.４　 外部积极配合、内部加强引导

专利运营作为成果转化的一种重要形式ꎬ在目前国家政策的大力推广下发展迅速ꎬ目前国家知识

产权局已经成立了两批专利运营试点企业ꎮ 因此要积极争取成为知识产权运营试点单位ꎬ同时对内

部科研人员和管理人员要加强专利运营的宣传和引导ꎮ

２.５　 加强专利保护后端的激励措施

一项专利经营的成功离不开专利的技术人员(发明人)和经营人员ꎬ技术人员最了解技术ꎬ经营人

员最了解如何寻求市场需求和经营策略ꎮ 因此ꎬ要出台相应激励措施ꎬ鼓励技术人员持续技术创新ꎬ
鼓励经营人员发挥自身优势实现专利转化ꎮ

３　 结论

正如房子是用来住的一样ꎬ专利制度是市场经济的产物ꎬ专利挖掘、保护、管理只是过程中的几个

环节ꎬ而专利运营才是以技术公开换取市场垄断的终极目标ꎬ军工科研院所的专利运营也是如此ꎮ 军

工科研单位应一方面积极呼吁有利于专利运营的政策尽快落地ꎬ另一方面积极修炼内功ꎬ提升专利质

量和运营质量ꎬ聘请或组建专业运营团队作操盘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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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渊(１９８２—)ꎬ男ꎬ高级工程师ꎬ硕士ꎬ现主要从事核情报研究ꎮ

摘要:核聚变是在极端高温高密度条件下两个较轻原子核结合成较重原子核并释放巨大能量的过程ꎮ 目前人类已初

步掌握聚变能ꎬ在成功研制出有史以来威力最强的武器———氢弹之后ꎬ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开展受控核聚变能源的应用

研究ꎮ 迄今已形成了磁约束核聚变和惯性约束核聚变两条主要技术路线ꎬ并均已完成科学可行性研究ꎬ进入到实验验

证阶段ꎮ 目前国际社会已在建和建成以国际热核实验堆(ＩＴＥＲ)和美国国家点火装置(ＮＩＦ)为代表的典型大型验证装

置ꎮ 近年来ꎬ受益于科学理解深化、工程技术进步ꎬ国际上涌现出多种受控核聚变新方案ꎬ尤其是美国、加拿大等国提

出的小型化核聚变装置发展异军突起ꎬ有望缩短核聚变应用预期ꎬ同时在空天、海洋各种平台得到多种应用ꎬ大幅提升

人类能源利用和科技水平ꎮ 我国在核聚变研究领域已具有国际先进水准ꎬ应统筹规划ꎬ从点火科学理论基础、关键技

术实验验证和聚变反应堆工程化研究三个层面同步攻关小型核聚变装置技术路线ꎬ开创核聚变自主开发新局面ꎮ
关键词:核能ꎻ核聚变ꎻ小型装置

能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ꎬ也是世界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最基本驱动力ꎮ 自“钻木取火”以来ꎬ人
类对能源利用主要经历了“从生物燃料到化石燃料”和“从化石燃料到核裂变能”的能源方式变革ꎮ
近年来ꎬ随着基础科学技术的进步ꎬ核聚变能有望于未来二三十年间取得关键性突破ꎬ永久解决人类

能源问题ꎮ
核聚变是在极端高温高密度条件下两个较轻原子核结合成较重原子核并释放巨大能量的过程ꎬ

是宇宙最基本的能源来源(恒星)ꎮ 事实上ꎬ人类已初步掌握核聚变能ꎬ并由此制造出氢弹ꎬ但这种掌

握是不可控的ꎬ巨大的核聚变能在极短时间内释放ꎬ仅能用于制造核武器ꎮ 人类对受控核聚变的研究

始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ꎬ迄今形成了磁约束核聚变和惯性约束核聚变两条主要技术路线ꎬ并均已完成科

学可行性研究ꎬ进入到实验验证阶段ꎮ
近年来ꎬ受益于长期研究的积累及相关科学技术的进步ꎬ国际上涌现出多种受控核聚变新方案ꎬ

尤其是小型实用化核聚变装置研究异军突起ꎬ有望缩短核聚变能应用预期ꎮ

１　 以 ＩＴＥＲ 和 ＮＩＦ 为代表的核聚变技术持续推进

磁约束核聚变研究始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ꎬ该技术利用磁场与高热等离子体来引发核聚变反应ꎮ
现阶段应用最多的“托卡马克”聚变系统呈圆环状ꎬ通过圆环外缠绕的线圈产生环形磁场ꎬ实现等离子

体的约束和控制ꎮ 国际热核实验堆(ＩＴＥＲ)是“托卡马克”磁约束核聚变装置的典型代表ꎮ 该装置电

功率 ５００ ＭＷꎬ占地两个足球场ꎬ耗资超过 ４００ 亿美元ꎬ目标是全面验证核聚变能源开发利用的工程可

行性ꎮ ２００６ 年ꎬ欧盟、中国、俄罗斯、日本、印度、韩国、美国 ７ 方在法国启动了 ＩＴＥＲ 工程建造ꎬ预计

２０２５ 年完成装置安装和调试ꎬ２０３５ 年后才能进行全功率聚变[１]ꎮ ＩＴＥＲ 是人类发展聚变能源、实现商

业核聚变电站的关键一步ꎮ 项目计划建成能与未来实用聚变堆规模相比拟的受控热核聚变实验堆ꎬ
解决通向核聚变电站的关键问题ꎮ 项目原计划历时 ３５ 年ꎬ建造阶段 １０ 年、运行和开发利用 ２０ 年、退
役阶段 ５ 年ꎮ 目前ꎬＩＴＥＲ 项目处于场址土建工程阶段ꎬ目前正安装地面支撑结构和抗震系统ꎻ项目参

与方正生产并交付 ＩＴＥＲ 装置环形磁场线圈和变压器等部件ꎮ ＩＴＥＲ 装置原计划应于 ２０１５ 年完成建

造ꎬ但因经费预算不断增加、组织管理经验不足、参与国政治等原因造成建造不断拖期[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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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性约束核聚变技术可在实验室采用类似引爆氢弹的方式点燃并引爆热河聚变材料氘氚ꎬ因而

被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等国作为模拟核爆炸的重要手段之一ꎮ 美国国家点火装置(ＮＩＦ)是惯性约

束核聚变研究装置的典型代表ꎮ 该装置激光能量 １.８ ＭＪ、造价 ３５ 亿美元ꎬ主要由钕玻璃激光器系统、
靶室、探测与诊断设备组成ꎬ原理是利用 １９２ 束紫外激光(功率 ５００ ＴＷ)加热黑腔内壁产生等离子体

放出 Ｘ 射线ꎬＸ 射线加热并压缩氘氚靶丸ꎬ使其快速达到超高密度和热核反应温度ꎬ从而点燃并高效

释放能量ꎬ发生微型热核爆炸ꎬ这一过程被称为“点火”ꎮ 该装置已于 ２００９ 年建成ꎬ２０１４ 年实现局部

燃料区能量增益[３]ꎬ但至今未能实现之前既定的点火目标ꎮ 这是因为该装置实验数据与程序、模型间

存在差异ꎬ表明对点火的关键物理问题理解不足:一是大量 Ｘ 射线从装有氘氚材料的靶丸上散射回

来ꎻ二是氘氚靶丸受到非对称压缩ꎬ降低反应中心压力ꎮ 这种不对称压缩造成氘氚材料混合不均匀ꎬ
导致靶丸无法达到所需的点火温度ꎮ 目前ꎬ美国正利用该装置开展核武器爆炸模拟研究ꎬ支持其核武

器现代化计划ꎮ

２　 小型聚变装置研发成为新动向

在传统技术路线持续推进的形势下ꎬ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在磁约束核聚变与惯性约束核聚变技术

发展的基础上ꎬ提出多种小型化聚变装置的创新性路线ꎮ 其中主要有两条发展路线:一是磁约束核聚

变装置的小型化ꎻ二是磁惯性约束核聚变(也称为磁化靶核聚变)ꎮ

２.１　 新设计、新材料助推磁约束核聚变装置小型化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ꎬ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宣布在紧凑型聚变反应堆研究中取得了技术突破ꎬ完成近 ２００
次原理实验ꎬ并宣称 ５ 年内开发出原型装置ꎬ有望在十年内运行[４]ꎮ 该方案采用新型的磁场设计ꎬ等
离子体具有较好的稳定性ꎬ在相同功率输出的条件下其尺寸可做到磁约束聚变装置的十分之一ꎬ反应

堆结构更为紧凑ꎮ 目前该公司的第四代研究装置尺寸为 ２ ｍ×２ ｍ×４ ｍꎬ电功率 １００ ＭＷꎬ可通过大型

卡车运输ꎬ未来很有可能首先用于航母和潜艇推进ꎮ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ꎬ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发布一款小型磁约束聚变反应堆设计ꎬ计划 １０ 年内建成原型装

置并发电ꎮ 该聚变堆与 ＩＴＥＲ 装置结构类似ꎬ体积是 ＩＴＥＲ 八分之一ꎮ 采用新型稀土超导材料(钡铜氧

化物)制成的磁场线圈ꎬ可产生更强的磁场、更好地约束等离子体ꎮ 该装置可将核聚变产生的能量密

度提高 １０ 倍ꎬ电功率 ２７０ ＭＷꎬ能量增益为 ３(产生的能量是维持它运行所需能量的三倍)ꎬ经过改进

可达到 ５~６ꎮ 这种新型超导体的磁场设计使反应堆体积更小、造价更低、建造更容易ꎬ还具有模块化、
磁体可拆卸等特点ꎬ更便于维护和更换[５]ꎮ

２.２　 新原理助推新型磁惯性约束核聚变装置

磁惯性约束核聚变是通过蒸汽锤或电磁脉冲ꎬ将紧凑环形或反场构型等离子体压缩ꎬ从而引发核

聚变的一种技术路线ꎮ
加拿大通用聚变公司设计出一种小型聚变堆ꎬ把两个等离子体团注入到一个液态铅的自旋涡流

中融合成一个紧凑环形等离子体ꎬ然后用一组活塞向内快速挤压ꎬ使液态铅形成很强的声波ꎬ声波在

中心汇聚使等离子体向心聚爆ꎬ达到核聚变点火ꎮ ２０１２ 年该公司已建成实验装置ꎬ球形腔体直径 １ｍꎬ
实现液态铅自旋并内爆ꎮ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ꎬ通用聚变公司宣布ꎬ将在 ２０１７ 年开始建造全尺寸原型装置[６]ꎮ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ꎬ美国三阿尔法公司宣称ꎬ该公司的紧凑型聚变装置ꎬ让高温等离子体在 １ ０００ 万℃
的条件下ꎬ稳定维持了 ５ ｍｓꎬ将数十年来可以达到的约束时间(０.３ ｍｓ)提高了一个量级以上ꎻ２０１６ 年

５ 月又创造高温磁化等离子体靶约束时间 １１.５ ｍｓ 的世界纪录ꎮ 该装置为长十几米的圆柱形结构ꎬ通
过将两端产生的高温等离子体传输到中央靶室进行碰撞融合实现聚变点火ꎮ 该公司最终目标是使用

质子和１１Ｂ 进行聚变反应ꎬ产物为 α 带电粒子[７]ꎬ电荷可直接转化为电能ꎻ该反应不产生中子ꎬ因此辐

射防护相对简单ꎬ容易实现装置小型化ꎮ
上述小型化核聚变装置方案建立在传统路线的研究基础和一些关键技术的突破之上ꎬ通过采用

一些新设计、新材料和新原理ꎬ达到减小装置体积、削减建造成本、缩短建造周期的目的ꎬ从而可能加

６



快实现核聚变能的利用ꎮ ２０１５ 年ꎬ美国能源部先进研究项目局设立“加快低成本等离子体加热与封

装”计划ꎬ资助 ９ 个与小型化、低成本的核聚变研究相关的项目[８]ꎮ 这是继 ＩＴＥＲ 和 ＮＩＦ 之后ꎬ第三个

由美国政府直接资助的聚变项目ꎬ表明美国政府已开始重视小型化核聚变研究ꎮ

３　 结论

历史上ꎬ能源方式的变革均引发了人类社会的巨大变革ꎮ 核聚变能若能实用化ꎬ将可永久性解决

能源问题ꎬ必将对人类社会产生极大影响ꎬ率先掌握该技术的国家必将在未来世界格局中占据重要

地位ꎮ
此外ꎬ核聚变领域的自主创新发展还能带动多领域军民深度融化、装备技术及相关产业群跨越发

展ꎬ可能在超导材料、等离子体等领域催生出一系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颠覆性、前沿性高新军民

技术ꎮ
正处于发展关键期的聚变能技术是实现“中国梦”、向强国跨越的一次重大历史契机ꎬ我们有如下

建议ꎮ
(１)小型化技术研究动向值得重视

目前世界处于议论核聚变研发的民间热潮ꎬ高盛、量子基金等著名风投公司、全球军火巨头纷纷

资助小型装置研发ꎬ美国等国家行为也渐渐显现ꎮ 虽然出现的小型核聚变装置方案鱼龙混杂ꎬ部分设

计不具有可行性ꎬ但无可否认小型核聚变装置未来具有巨大的军事应用潜力ꎬ可为空天、海洋各种武

器装备平台提供源源不绝的动力ꎬ大幅提升武器装置的技战性能ꎬ进而改变未来战争规则ꎮ 小型核聚

变装置还可作为未来深空探测器的主要推进装置ꎬ大幅提升空间探索能力和范围ꎬ推动人类航天事业

发展ꎮ
(２)抓住机遇ꎬ与国际并进开展小型化研究

国外已掀起小型核聚变装置研发热潮ꎬ美国的国家行为也已逐渐显现ꎬ但相关方案基本上都处于

预研阶段ꎬ离真正实用化尚有距离ꎮ 我国在此方向上与国外差距较小ꎬ完全有能力赶超国外先进水

平ꎮ 我国正在参与 ＩＴＥＲ 项目ꎬ是国际受控核聚变研究中心之一ꎬ已建和在建数个受控核聚变研究装

置ꎬ在低温超导磁体、等离子体加热、核聚变材料、核聚变堆设计等关键技术领域已有研究基础ꎬ部分

领域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ꎮ 我国应统筹规划ꎬ从点火科学基础、关键技术试验验证和聚变反应堆工程

化研究三个层面同步攻关小型核聚变技术路线ꎬ开创核聚变能自主开发全面蓬勃开展的新局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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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知识库的发展对我国科研院所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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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郭慧芳(１９８２—)ꎬ女ꎬ硕士ꎬ副研究馆员ꎬ现主要从事核情报工作ꎮ

摘要:近年来ꎬ随着互联网技术以及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ꎬ数字化学术资源日趋繁多ꎬ基于知识管理理念建设的机构知

识库日益成为高校和科研院所长期保存、管理数字化文献资料和科研成果的平台ꎬ其发展有助于促进学术交流ꎬ提高

学术资源的利用率ꎮ 本文介绍了机构知识库的概念、功能特点ꎬ发展历史和发展现状ꎬ从软件使用情况、资源类型、建
设主体、建设模式、管理策略的角度ꎬ对比分析了国内外机构知识库ꎬ最后为我国科研院所机构知识库的发展提出了启

示性意见ꎮ
关键词:机构知识库ꎻ数字化资源ꎻ国内外现状ꎻ科研院所ꎻ启示

随着信息技术的高度发展ꎬ数字资源的长期保存与有效利用成为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ꎮ
从严格意义上讲ꎬ人们尚未完全脱离传统载体(如纸质文献)而全部采用数字化信息传播模式ꎮ

但是ꎬ数字资源的产生速度之快、使用频率之高ꎬ已经对传统信息存储、传播与利用造成很大的影响ꎮ
这种现象在科学研究中的体现尤为明显ꎮ

对于科研团体而言ꎬ科研成果与学术信息的交流和共享是促进科学发展、技术创新的要素之一ꎮ
所谓的数字化学术资源长期储存并不是随意堆放在计算机内ꎬ而是需要一套完整的策略体系作为保

障ꎬ依托计算机、网络以及其他信息技术实现高效的管理ꎬ最终做到资源共享和有效利用ꎮ
在这种需求的背景下ꎬ科研和学术团体对如何保存数字化学术资源、实现数字资源的有效利用ꎬ

开展了机构知识库的研究和实践ꎮ 机构知识库是基于知识管理理念而设计的数字化学术资源收藏、
储存、共享的知识管理平台ꎮ

本文将简要介绍机构知识库的发展历史及现状ꎬ对机构知识库的应用实践展开分析研究ꎬ从而对

我国科研院所机构知识库的发展提出一些建议ꎮ

１　 机构知识库简介

１.１　 概念

机构知识库[１](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ｙꎬＩＲ)是利用计算机、网络及其他信息技术建立的一种用于数

字化资源长期保存和有效利用的管理与应用系统ꎮ 该系统的设计理念基于知识管理ꎬ以某个或某些

研究机构或学术团体为服务对象ꎬ收集该机构或团体内个体研究者和研究团队在科研过程中产生的

各类文献(包括文字及音视频资料)ꎬ并将这些文献按照一定的模式或标准处理后ꎬ进行长期保存并开

放使用[２]ꎮ

１.２　 功能特点

机构知识库作为一种新型的资源组织和服务工具ꎬ已经日益成为研究机构内重要的信息基础设

施ꎮ 机构知识库的主要功能特点包括[３]:
(１)学术资源集中管理ꎻ
(２)学术资源长期保存ꎬ提高资源利用率ꎻ
(３)机构内部开放使用、资源共享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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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国内外机构知识库的发展历史与现状

２.１　 发展历史

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开始ꎬ国外一些科研机构和公司已经开始机构知识库的研究和开发工作ꎬ如麻

省理工、ＩＢＭ、微软ꎮ 微软公司以 ＭＳＤＮ(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ｒ Ｎｅｔｗｏｒｋ)为基础建立了技术文档管理系

统ꎬＩＢＭ 公司也建立了相应的技术知识库ꎮ 这些系统为员工培训、客户技术支持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

的作用ꎮ
２００２ 年ꎬ美国麻省理工学院(ＭＩＴ)推出了 ＤＳｐａｃｅ 机构知识库软件后ꎬ高校、研究院所等学术团体

开始积极推动机构知识库的发展ꎮ 而我国的一些学者也从 ２００４ 年开始研究机构知识库ꎮ

２.２　 发展现状

国内外大学及科研机构都非常关注机构知识库的建设ꎮ 根据 ＯｐｅｎＤＯＡＲ 网站统计ꎬ 在

ＯｐｅｎＤＯＡＲ 注册登记的全球机构知识库为 ３ ２９０ 个ꎮ 数量排名前列的是美国、英国、日本、德国、西班

牙、法国、巴西等ꎬ而中国(不含台湾地区)仅有 ３９ 个ꎬ详见表 １ꎮ 目前ꎬ我国机构知识库建设处于发展

初期阶段ꎮ 中国科学院系统建有 ２６ 个机构知识库ꎬ是我国机构知识库建设的主力ꎮ

表 １　 机构知识库统计表[４]

(截止到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国家 数量 /个

美国 ４９３

英国 ２５０

日本 ２１１

德国 １９３

西班牙 １２４

法国 １１９

巴西 ９１

 

中国 ３９

另外ꎬ政府、基金和国家科研项目是支持机构知识库建设的主要资金来源ꎮ
总之ꎬ国外机构知识库的发展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ꎬ而我国的机构知识库建设还处于初期阶段ꎬ

数量较少ꎮ 因此ꎬ我国应从国家层面进行适当的政策支持与财政投入ꎬ加强各参建单位技术能力建设

和基础设施建设ꎬ大力开展机构知识库建设ꎮ

３　 国内外机构知识库分析比较

３.１　 软件平台

目前ꎬ较为知名的机构知识库管理软件包括 ＤＳｐａｃｅ、Ｅｐｒｉｎｔｓ、Ｆｅｄｏｒａ、ＣＤＳｗａｒｅ、ＡＲＮＯ 等ꎮ 根据

ＯｐｅｎＤＯＡＲ 的统计ꎬＤＳｐａｃｅ 和 Ｅｐｒｉｎｔｓ 软件使用最为广泛ꎬ分别占据世界机构知识库总量的 ４４％和

１４％(图 １) [４]ꎮ 而在中国ꎬ９０％的机构知识库都使用 ＤＳｐａｃｅ 软件(图 ２) [４]ꎮ
ＤＳｐａｃｅ 和 Ｅｐｒｉｎｔｓ 是开放源代码的机构知识库管理软件ꎮ 这两款软件的设计目的是为研究机构

开展开放获取(Ｏｐｅｎ Ａｃｃｅｓｓ)提供便利帮助ꎮ 除商业活动ꎬ任何机构或个人都可免费使用ꎮ 同时ꎬ有
可靠、稳定的技术团队持续对这两款软件进行维护和功能改进ꎮ 因此ꎬ这两款软件拥有数量众多的用

户群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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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国外机构知识库软件应用分布图

图 ２　 中国机构知识库软件应用分布图

３.２　 资源建设

以 ＤＳｐａｃｅ 软件为例ꎮ 该软件可接收数字化资源包括过程文稿、技术报告、期刊会议论文、数据集

(统计数据、实验数据等)、图像(可视化图像、科学图表等)、音视频文件等ꎮ 因此ꎬ机构知识库在理论

上可以收集任何数字化资源ꎮ
而 ＯｐｅｎＤＯＡＲ 将机构知识库收集的资源分为 １２ 类ꎬ包括期刊论文、学位论文、图书与图书章节、

过程草稿、会议文献、多媒体和音视频、特殊文档、学习资料、书目参考文献、数据集、软件包、专利文

件等ꎮ
通过 ＯｐｅｎＤＯＡＲ 提供的资料可以发现ꎬ现有的机构知识库以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为主要收集对

象ꎮ 国外 ２ ０００ 多家机构知识库所收藏的文献中期刊论文占到 ６９％(图 ３) [４]ꎻ国内绝大多数机构知识

库中期刊论文占到 ９４％(图 ４) [４]ꎮ

３.３　 建设主体

机构知识库的建设主体主要有两类:高校和科研院所ꎮ 但实际上ꎬ国内外的图书馆在机构知识库

的建设过程中起到了主导性的作用ꎬ直接领导或参与了国内外大多数机构知识库的建设ꎬ如:康奈尔

大学机构知识库由康奈尔大学图书馆建设ꎻ美国加州大学学术成果全文仓储由加州大学和加州数字

图书馆联合主办ꎻ厦门大学典藏库由厦门大学图书馆建设ꎻ中科院机构知识库由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

图书馆启动推广建设的机构知识库ꎮ
众所周知ꎬ图书馆是集文献资源搜集、整理、加工、收藏、建库、服务等为一体的机构ꎬ在数字化文

献资源的存储、管理和知识服务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ꎮ 具体来讲ꎬ图书馆的日常业务工作对于机构

知识库的建设能够发挥积极作用ꎬ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ꎮ 首先ꎬ随着数字化技术的不断发展ꎬ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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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国外机构知识库资源类型分布图

图 ４　 中国机构知识库资源类型分布图

书馆管理的资源载体已从传统的纸质文献扩展为电子图书、电子期刊、各类数据库等资源ꎬ在数字资

源建设、运行维护及服务方面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的数字体系ꎬ因此可以说图书馆具备建设机构知识库

的硬件设施及专业的技术水平ꎮ 其次ꎬ图书馆专业人员具备机构知识库建设所需要的专业技术能力ꎬ
如文献资源分类、标引、著录、元数据的创建、服务器及系统升级和维护等优势ꎮ

３.４　 建设模式[５]

建设模式包括自主建设和合作建设ꎮ 自主建设是由高校或科研机构独立筹备完成机构知识库的

建设ꎬ而合作建设则是由多个机构ꎬ如高校、图书馆和科研院所在合作的基础上ꎬ共同开发创建的机构

知识库联盟ꎮ
合作建设可以分摊成本ꎬ降低单个机构承担的成本ꎬ实现规模效益ꎻ合作建设的成员单位可以在

建设、运行、维护、管理等方面分享经验ꎬ一旦出现技术和服务等问题ꎬ可以共同研究制订解决方案ꎻ通
过整合各个机构的资源ꎬ可以实现资源扩充的目的ꎮ

目前ꎬ国内外机构知识库建设的共同之处是既有自主建设也有合作建设的模式ꎬ其中自主模式较

为普遍ꎮ
国外合作建设的机构知识库数量较多ꎬ而我国的机构知识库基本都是自主建设ꎬ合作建设的机构

知识库只有一个ꎬ即中科院机构知识网格[６]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ｉｅｓ
ＧｒｉｄꎬＣＡＳ ＩＲ Ｇｒｉｄ)ꎮ 这是由中科院在其所属的各个研究所进行推广宣传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机构知

识库联盟ꎬ目前共有 １０２ 个成员单位ꎬ是我国国内规模最大的机构知识库联盟ꎮ 我国应积极推进机构

知识库联盟的建设ꎬ从而在消耗最低成本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地实现资源共享的目标ꎮ

３.５　 管理策略

管理策略是保障机构知识库长期稳定运行的基础ꎮ 因此ꎬ制定规范性的管理策略ꎬ如内容收集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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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提交策略、存储策略等ꎬ是建设机构知识库必不可少的环节ꎮ 下面具体以国内外两个著名的机构

知识库－康奈尔大学机构知识库和中科院机构知识网格为例进行对比分析ꎮ
３.５.１　 康奈尔大学机构知识库(ｅＣｏｍｍｏｎｓ) [７]

(１)内容收集策略

① 类型:预印本和后印本、技术报告、学位论文、专著、演讲稿ꎮ
②格式:电子文件格式ꎬ建议提交的格式为纯文本、ＸＭＬ 和 ＰＤＦ / Ａꎮ
③文件大小:单个文件通常应小于 ２ ＧＢꎮ
④知识产权:作者或内容所有者愿意通过 ｅＣｏｍｍｏｎｓ 保存和传播其成果ꎮ
(２)存储策略

①成果必须是教育或研究型的ꎬ或者满足内容收集策略的成果ꎮ
②成果必须是数字格式ꎮ
③成果必须是完整的ꎮ
④提交的成果不含涉密信息ꎮ
⑤成果的内容描述(元数据)信息必须是正确的ꎮ
(３)修改策略

成果上传并存储到机构知识库后ꎬ内容一般不能修改ꎮ 如果元数据信息不正确ꎬ存储者必须向管

理员发送错误纠正信息ꎬ由机构知识库的工作人员负责修改ꎮ
(４)撤销策略

机构知识库旨在永久保存科研成果ꎬ但在某些情况下ꎬ如果存储者需要撤销其成果时ꎬ应该向管

理员发出申请并说明撤销原因ꎬ管理员根据情况予以撤销ꎮ
总体来说ꎬ康奈尔大学制定的策略较为具体ꎬ较为全面ꎬ但是并未制定提交策略、存缴策略等

内容ꎮ
３.５.２　 中科院机构知识网格[８]

中科院机构知识网格只制定了提交策略ꎬ包括提交人、提交内容、提交文献的类型和提交步骤ꎬ但
并未制定其他相关策略ꎮ

(１)提交人:本所全体员工ꎬ包括本所全体职工、学生、直接合作者以及其他合作者ꎮ
(２)提交内容:本所全体员工、学生及直接合作者在本所工作、学习期间所创造的知识内容和知识

产品ꎮ
(３)提交文献的类型

①正式发表的研究论文ꎮ
②本所出版物指:本所主编、主办的正式或非正式出版的学术期刊、专著、会议录或其他出版物ꎬ

以及本所发布的正式文件、工作报告、年度报告、工作规范等ꎮ
③课题作品(已经完成的课题研究报告等)ꎮ
④专著(专著因涉及的版权问题较为复杂ꎬ可只提交和发布专著的题名信息、前言、后记等内容ꎬ

如得到出版商的授权ꎬ可上传专著全文ꎮ 　 　
⑤其他学术作品:如未经同行评议的论文预印本、会议发言 ＰＰＴ、工作文档、多媒体文档等ꎮ
(４)提交步骤

①在中国科学院机构知识库网格(ＣＡＳ ＩＲ ＧＲＩＤ)中注册ꎮ
②获得提交授权ꎮ
③开始提交ꎮ
通过上述对比分析可以看到ꎬ中科院需要进一步根据自身的发展制定全面的管理策略ꎬ从而促进

机构知识库有序、稳定发展ꎮ 我国其他科研院所和高校应借鉴国外的经验ꎬ逐步制定并完善各项

策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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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对我国科研院所机构知识库发展的启示

４.１　 改造软件系统ꎬ提升技术保障能力

目前ꎬ我国的机构知识库 ９０％采用的是国外的 Ｄｓｐａｃｅ 软件系统ꎬ这款开源软件的特点就是可以

根据需要任意修改ꎬ软件系统功能可以不断的得到完善ꎮ
因此ꎬ科研院所应组织计算机专业技术人员ꎬ认真分析并检测该系统存在的缺陷ꎬ对系统功能进

行升级改造ꎬ使其适用于我国科研单位ꎬ为机构知识库的顺利运行提供技术保障ꎮ

４.２　 严格控制学术资源质量ꎬ保证运行效果

机构知识库学术资源的质量是机构知识库能否成功运行的决定性因素ꎮ 由于机构知识库具有开

放性的特点ꎬ授权的用户可以将其产生的所有学术成果上传到机构知识库ꎬ但是某些尚未正式出版的

论文或者科研过程中自行撰写的交流性文章等资源ꎬ并未经过同行评审ꎬ所以质量无法保证ꎮ 因此ꎬ
在机构知识库的建设过程中ꎬ学术资源的质量控制是重中之重ꎬ直接关系到机构知识库的运行成效和

声誉问题ꎮ
科研院所应定期组织专家对科研过程中产生的这些学术资源进行考核评估ꎬ对于质量不高、存在

学术争议的文章应予以撤销处理ꎬ从而保证机构知识库的质量ꎮ

４.３　 充分利用图书馆的资源建库和管理优势ꎬ推动机构知识库的建设

目前ꎬ我国国内的许多科研机构都有自建图书馆ꎬ比如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中国林业科

学研究院图书馆、中国原子能科学院图书馆、核科技图书馆等ꎮ
图书馆是负责信息资源存储、建库和管理的部门ꎬ近年来ꎬ在数字图书馆的建设、运行和维护等方

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ꎮ 在机构知识库的发展过程中ꎬ我国的科研院所应及时研究和借鉴国外机

构知识库的相关经验ꎬ充分利用图书馆在资源收集、加工、服务等方面的优势ꎬ使其积极地参与机构知

识库的建设ꎮ 在整合馆藏中外文图书资料、期刊、网络文献等资源的基础上ꎬ将本单位的各类数字学

术资源集中统一建库管理ꎬ把机构知识库作为图书馆资源建设一个重要组成部分ꎮ

４.４　 推广合作建设ꎬ实现资源共建共享

机构知识库从开始筹备建设到建成后系统的运行、维护、管理和服务都需要充足的人力、物力和

财力作为坚实的后盾ꎬ因此ꎬ如果单纯地依靠某个机构ꎬ将面临经济、技术、管理等各方面的压力ꎬ如果

采取合作建设ꎬ既能节省总的经济成本ꎬ又能减轻单个机构知识库的负担ꎬ还能实现联盟机构资源的

共建共享ꎮ
科研院所应该借鉴国内外机构知识库联盟(如中科院机构知识库网格)的成功经验ꎬ在行业内推

广机构知识库联盟的发展ꎮ 举例来说ꎬ到目前为止ꎬ我国的核领域内尚未建设机构知识库ꎬ可以由其

中一家机构作为牵头单位ꎬ通过试点→示范→分批推广→逐步建立的方式ꎬ建成核工业的机构知识库

联盟ꎬ将核行业的所有科研成果统一到一个平台发布ꎬ便于整合资源ꎬ促进资源共享ꎮ

４.５　 完善相关管理策略ꎬ保障机构知识库的稳定运行

机构知识库持久、稳定的运行与管理策略的制定密不可分ꎮ 我国科研单位在管理策略制定过程

中可以参考前文提到的康奈尔大学和中科院的相关策略ꎬ并逐步完善相关管理策略ꎮ
但是ꎬ上述这两个机构并未提及存缴策略ꎮ 事实上ꎬ存缴策略也是保障机构知识库成功运行的关

键要素ꎮ 我国机构知识库的发展正处于起步阶段ꎬ机构人员对于学术资源开放使用的理念认识还不

够ꎬ应制定一些激励机制ꎬ如与年度考核相挂钩等ꎬ鼓励科研人员自愿提交学术成果ꎬ从而提高科研成

果的存缴率ꎮ

５　 结论

机构知识库是一种新型的学术成果管理手段ꎬ有助于促进机构内部以及机构之间的资源共享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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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ꎮ 我国科研院所在机构知识库发展过程中应及时借鉴先进经验ꎬ不断完善系统功能ꎬ使之成

为支撑科研机构成果管理和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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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情报分卷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５)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规范科研项目档案整理
提高科研档案质量

胡惠萍
(核工业北京化工冶金研究院ꎬ北京 １０１１４９)

摘要:科学技术研究项目档案(以下简称科研项目档案)管理工作是由科研项目档案的收集、整理和开发利用三个部分

构成的一个管理过程ꎮ 科研项目档案是科学技术研究档案的主体也是主要来源ꎬ科研项目档案整理工作存在的问题ꎬ
是影响科研档案质量及后期利用的重要因素ꎮ 本文根据科研档案利用现状ꎬ针对科研项目档案工作中存在的问题ꎬ提
出了相应措施ꎬ强化监督和指导ꎬ规范档案整理ꎬ提高科研项目档案的整理质量ꎬ满足开发利用需求ꎬ进一步提高科研

档案质量ꎮ
关键字:规范ꎻ档案整理ꎻ提高ꎻ档案质量

档案整理是档案工作中专业性较强的一个环节ꎬ对于目前科研项目档案整理存在的具有普遍性

问题ꎬ我们研究其解决对策ꎬ不断探索、不断改变方式方法解决问题ꎬ为了进一步提高科研项目档案管

理水平ꎬ更好地发挥科研档案作用ꎬ科学规划档案管理过程控制ꎬ发展创新、不断进行自我完善ꎬ通过

规范科研项目档案整理工作ꎬ进一步提高科研档案质量ꎮ

１　 科研项目档案整理存在的问题

科研项目档案涉及的专业种类较多ꎬ涉及内容复杂ꎬ而且科研项目档案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ꎬ从
项目档案的形成、积累、整理、归档、自检、验收ꎬ需要各级项目管理部门、承研单位、项目组、协作单位

等多方密切配合ꎬ所以档案管理难度大ꎮ 所谓档案整理ꎬ主要是将零散的和需要进一步条理化的文件

材料ꎬ进行基本的分类、组合、排列、编目ꎬ组成有序的档案整体的工作过程ꎮ 本文所讲的科研项目档

案整理是指在科研项目档案归档前ꎬ由文件材料形成的部门和单位ꎬ在档案部门的指导下所进行的整

理工作ꎮ 主要内容是对归档文件材料进行鉴别分类、将文件材料组成案卷以及文件材料的系统排列

和案卷的编目工作ꎮ 在科研项目档案工作中发现许多的具体问题ꎬ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有以下几点ꎮ

１.１　 科研项目档案分类不科学

科学技术研究项目活动内容广泛ꎬ形成的科研档案比较复杂ꎮ 有的科研项目包含基本建设和设

备仪器购置内容ꎬ在档案分类工作中出现了交叉重合界限不清ꎻ有的项目分类方案混乱、过于繁琐、层
级不分明ꎬ破坏了档案的系统性和内在的有机联系ꎻ有的在整理过程中对科研项目每个阶段产生的文

件材料含糊不清ꎬ所做的分类不符合档案归档要求ꎬ整理过程中系统性和有机联系体现不明显ꎬ导致

的结果是在项目验收阶段就已经出现调卷困难的情况ꎬ更无从谈起档案的开发和利用ꎮ

１.２　 文件材料组卷不合理

科研项目的文件材料形成部门和单位ꎬ倾向于文件材料应该由形成部门和单位进行管理ꎬ档案部

门并不了解科研业务与文件材料的实际情况ꎬ归档的文件材料无需组卷或者没必要严格按照规范要

求组卷ꎮ 课题组人员少ꎬ都忙于完成科研任务ꎬ认为现在都用计算机录入目录了ꎬ无需组卷和排列ꎬ所
以项目档案没有必要进行组卷、排列或者那么严格地按标准去组卷、排列ꎬ结果是形成的科研项目档

案没有达到固定科研档案分类排列的要求ꎬ组卷、卷内文件排列混乱ꎬ不能揭示档案的内容特征和形

式特征ꎬ满足不了保管和提供利用的需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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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编目不规范

在科研项目档案工作中经常出现如下问题:只有案卷目录没有卷内目录或有卷内目录没有案卷

目录ꎻ案卷题名不能准确揭示卷内文件的内容ꎻ卷内文件题名著录不完整ꎬ责任者的概念模糊ꎻ档号和

项目档案分类编号方案不一致ꎻ卷内目录格式不统一ꎻ有些项目的卷内备考表只填写了立卷人和检查

人ꎬ卷内文件的总件数、总页数ꎬ而在组卷和案卷提供使用过程中需要说明的问题不填写ꎬ没有真正发

挥备考表的作用ꎮ 如此种种ꎬ没有固定案卷内系统整理成果ꎬ不能揭示案卷内文件的内容和成分ꎬ不
利于保管和利用ꎮ

科研项目档案整理存在以上问题ꎬ其根本原因是科研项目档案整理阶段管控不到位造成的ꎮ 整

理工作薄弱ꎬ整理的文件材料不符合归档要求ꎬ整理不够规范ꎬ影响了科研档案质量ꎮ 因此ꎬ对科研项

目档案整理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建议ꎮ

２　 文件材料整理存在问题的对策建议

科研项目档案整理是揭示科研项目档案本质特征和有机联系过程ꎬ是改善科研项目档案原始状

况ꎬ提高科研项目档案质量的重要手段ꎬ是提供利用工作的先决条件ꎬ也是科研档案业务建设的重要

环节ꎮ

２.１　 建立科学分类体系ꎬ深入细致地指导分类

科研项目档案分类ꎬ是科研项目档案从分散到集中、零乱到系统的转化过程ꎮ 首先ꎬ应有一个相

对稳定的具有可包容性、层次性的科技档案分类方案ꎬ确定科技档案的第一层类别和顺序ꎬ确定类目

体系的关系层次ꎮ 作者工作单位科研档案属于科技档案的第一层类别ꎬ下一位类为专业ꎬ即采矿、水
冶、地浸等ꎬ第三位类是时间顺序排列项目等ꎬ构成一个科学的科研档案分类体系ꎮ 其次ꎬ根据研究内

容及其性质的不同ꎬ应对每个项目所形成的文件材料按阶段、按时间ꎬ结合其形成过程中的有机联系

进行分类ꎮ 在科研项目档案工作中档案人员要熟悉了解科研项目的研究内容ꎬ重点指导承研单位将

文件材料严格按院档案分类方案及分类要求进行分类ꎬ按其形成规律和内在联系层级分明、界限清

晰、不重叠、有次序的排列组合ꎬ达到便于保管和利用的目的ꎮ
科研项目档案的整理分类是对每一份档案文件材料或案卷进行分类ꎬ使科研项目的文件材料从

无序到有序ꎬ实现档案系统化、固定档案排放位置ꎬ便于保管和查找的过程ꎮ 档案部门可依据«中国核

工业集团公司科学技术研究档案管理办法»(制度通告﹝ ２０１２ ﹞ ５８ 号)ꎬ确定科研档案类目中具体专

业ꎬ然后按阶段结合时间和项目实施内容ꎬ指导项目组对案卷及每一份文件划分类别ꎬ档案人员直接

参与对文件材料的分类ꎬ进行规范性指导ꎮ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有些科研项目比较复杂ꎬ除科学技术研

究外还包含基本建设和设备仪器购置等内容ꎬ所以在分类时既要符合单位的总体分类方案ꎬ还应兼顾

科研项目档案的完整性ꎮ

２.２　 抓住关键环节合理组卷ꎬ凸显有机联系和系统性

合理的组卷有利于档案人员熟悉所保管的科研档案ꎬ有利于科研档案的保管和提供利用ꎬ是档案

人员必须跟踪指导的一个环节ꎮ 首先应将文件材料按照项目的研究准备、研究实验、总结鉴定验收、
成果奖励申报、推广应用等 ５ 个阶段进行划分ꎬ然后在每个研究阶段将一组有机联系以及价值基本相

同的文件材料有次序地排列起来ꎬ组成一个或若干个保管单位ꎮ 这一环节重点在科研文件材料的划

分、有机联系和卷内文件的排列这几个关键节点ꎮ 组卷时应严格按照«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科学技术

研究档案管理办法»(制度通告﹝ ２０１２ ﹞ ５８ 号)、«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基本建设项目档案管理办

法»(制度通告﹝ ２０１２ ﹞ ３ 号)、«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设备仪器档案管理办法»(制度通告﹝ ２０１２ ﹞

５６ 号)等制度要求合理组卷ꎮ 档案人员必须全面了解科研项目的研究内容ꎬ掌握科研项目档案形成

情况ꎮ 科研项目档案的立卷方法必须服从于科研项目档案立卷的目的和要求ꎬ档案人员要善于运用

立卷方法的规律性ꎬ既要保持项目档案的完整性ꎬ又要体现案卷内文件材料的有机联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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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规范科研项目档案编目工作

科研项目档案的编目工作ꎬ是项目档案整理工作必不可少的内容ꎮ 项目档案经过科学分类、系统

排列ꎬ组成保管单位之后ꎬ还必须进行项目档案的编目工作ꎬ达到固定档案分类排列的顺序ꎬ满足保管

和利用的需要ꎮ
在科研项目档案工作中首先要严格按照«科学技术档案案卷构成的一般要求» (ＧＢ / Ｔ１１８２２－

２００８)的规定ꎬ认真编写页号、案卷封面、案卷脊背、卷内目录、卷内备考表及案卷目录ꎮ 一个完整的科

研项目档案要有相应的案卷目录和卷内目录ꎬ才能满足后期保管和利用的需要ꎮ 档案人员应指导页

号、案卷封面、案卷脊背、卷内目录、卷内备考表的编制工作ꎬ编制页号需要注意的是一定要在卷内文

件顺序确定的基础上编制页号ꎬ不得任意在归档的文件材料上涂改页号ꎮ 编写案卷题名应力求简明、
准确、完整地揭示卷内文件材料的内容ꎻ编制卷内目录时应特别注意文件题名要与卷内文件材料的题

名完全一致ꎬ协议合同类的责任者应填写合同双方或三方ꎬ档号编写必须与本单位项目档案分类编号

方案一致ꎬ卷内目录的格式要统一ꎻ卷内备考表应标明卷内文件的总件数、总页数以及在组卷和案卷

提供使用过程中需要说明的问题ꎮ

２.４　 档案部门全程介入ꎬ一次做对、一次做好

在项目研究准备阶段ꎬ档案人员应当对这一阶段形成的文件材料ꎬ提出具体的要求并写入合同条

款中ꎮ 在项目研究实验阶段ꎬ档案人员指导文件材料形成单位ꎬ将各自职责范围内收集来的文件材

料ꎬ先分门别类装入档案盒内ꎬ做初级的档案分类、组卷ꎮ 这一阶段的文件材料可以编制临时卷内目

录和档号ꎬ用铅笔对文件材料的临时档号和卷盒标识ꎬ便于项目研究过程中文件材料的收集、保管和

利用ꎮ
在项目总结鉴定验收阶段ꎬ由项目组负责将各部门收集的文件材料按阶段组合ꎬ检查科研项目文

件材料的完整性ꎬ然后进行项目文件材料的整理ꎬ在项目研究准备、研究实验阶段所做的初级分类、组
卷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分类、组卷、排序等工作ꎮ 整理时ꎬ应遵循文件形成规律ꎬ区分期限ꎬ保持有机

联系的原则进行组合、排列、装订ꎬ确保档案齐全系统ꎮ 根据档案内容、形成部门、业务项目等因素ꎬ合
理组卷ꎬ并注重每一处细节的核对ꎮ 核对文件的完整性、核对卷内文件的排列和案卷之间的排列ꎬ整
理过程中的细节控制要到位ꎮ 档案部门对这一阶段的整理工作要深入细致、要全程监督指导ꎬ帮助科

研人员一次做对、一次做好ꎬ避免科研人员在文件资料整理过程中的盲目性和不必要的返工等重复劳

动ꎬ充分体现档案为科学技术研究服务ꎮ

３　 结语

科研项目档案是科学技术研究的直接记录ꎬ全面记载了科研活动的全部过程和成果ꎬ是科研资源

的有效积累和储备ꎮ 科研档案工作就是要开发利用科研档案信息资源ꎬ实现科研档案的功能价值ꎮ
而这种功能价值取决于科研档案质量的高低、取决于科研档案收集与整理阶段的管控是否到位ꎬ提高

科研项目档案整理质量ꎬ是科研项目档案工作亟待解决的问题ꎮ
科研项目档案整理过程是项目档案工作的基础业务环节ꎬ是档案能否提供准确、高效利用的基

础ꎬ需要严谨细致的过程管理ꎬ要做到有时间限制和质量要求ꎮ 必须强化监督和指导ꎬ确保科研项目

档案整理的规范ꎬ提高科研项目档案管理水平ꎮ 坚持严格过程控制ꎬ注重阶段性的程序要求和监督指

导ꎬ达到规范科研项目档案整理ꎬ实现档案安全保管和高效利用ꎬ进一步提高科研档案的质量ꎮ

参考文献:
[１]　 向阳ꎬ吴广平.档案工作实务[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３.
[２]　 邓绍兴ꎬ陈智为.新编档案管理学[Ｍ].北京:档案出版社ꎬ１９８６.
[３]　 孙宁.企业档案管理应严格过程控制[Ｊ].中国档案ꎬ２０１３ꎬ７.

８１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 ｔｈｅ ｓｏｒ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ｆｉｌｅ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ｆｉｌｅｓ

ＨＵ Ｈｕｉ￣ｐｉｎｇ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Ｒｅｓｅ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ｌｌｕｒｇｙꎬ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１１４９)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ｆｉｌ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ꎬ
ｓｏｒ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ｆｉｌｅｓ.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ｆｉｌｅｓ ａｒｅ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ａｎｄ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ｒｔ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ｆｉｌｅｓ ａｒｅ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ｗｈｉｃｈ ａ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ｏｓｔ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ｉｌｅ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ｉｌｅｓ ａｎｄ ａｉｍｉｎｇ ａｔ ａ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ꎬ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ｐｕｔｓ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ｔ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ꎬ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 ｔｈｅ ｆｉｌ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ꎬ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ｆｉｌｅｓꎬ ｓａｔｉｓｆｙ ｔｈｅ ｎｅｅｄｓ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ａ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ｆｉｌ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ꎻ Ｆｉｌ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ꎻ 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ꎻ Ｆｉｌ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９１



中国核科学技术进展报告(第五卷)
核情报分卷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５)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大数据时代下的企业档案工作分析

杨　 茹
(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ꎬ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２１３)

　 　 　 　 　 　 　 　 　 　 　 　 　 　 　 　 　 　 　 　 　 　 　 　 　 　 　 　 　 　 　 　 　 　 　 　 　 　 　 　 　 　 　 　 　 　　
　

　
　 　　　　　　　　　　　　　　　　　　　　　　　　　　　　　　　　　　　　　　　　　　　　　　

　
　

　
　

作者简介:杨茹(１９８２—)ꎬ女ꎬ２００５ 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ꎬ管理学硕士ꎮ 现就职于中国核动力研究

设计院ꎬ副研究馆员ꎮ

摘要:大数据具有大量性、多样性、价值性、高速性的特点ꎬ给企业档案工作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ꎮ 数据量的激增使

得企业在面临纸质库房紧张的情况下又遭遇电子文件数量的激增ꎬ及由此带来的存储和价值鉴定问题ꎮ 数据类型的

多样性为企业的管理和技术带来了新的问题ꎮ 大数据时代企业档案工作的核心是知识管理ꎬ本质是数据挖掘ꎮ 大数

据时代企业档案工作者要博采众长ꎬ学习吸收业界及相关的新知识、新思维并应用到档案管理实践中ꎻ拓展多种类型

档案的管理ꎬ如照片档案、多媒体档案、实物档案、网页等ꎻ构建知识管理平台实现企业内部知识的集中管理ꎻ从大数据

中挖掘知识提供给用户ꎬ从档案管理向知识管理转变ꎮ
关键词:大数据ꎻ企业档案ꎻ知识管理ꎻ知识库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ꎬ信息产生的形式多样数量激增ꎬ人类已进入大数据时代ꎮ 学者专家纷纷开

展大数据的研究ꎬ计算机专家孟小峰、慈祥教授剖析大数据的概念ꎬ阐述大数据的处理框架ꎬ分析大数

据的关键技术ꎬ总结大数据时代面临的挑战[１]ꎮ 档案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大数据背景

下企业档案工作的机遇和挑战ꎬ档案管理的价值提升与创新ꎬ知识管理与知识库建设ꎮ
关于大数据的概念众说纷纭ꎬ比较有代表性的是 ３Ｖ[２]的定义:规模性(ｖｏｌｕｍｅ)、多样性(ｖａｒｉｅｔｙ)、

高速性(ｖｅｌｏｃｉｔｙ)ꎮ 档案具有数据量激增、形式多样等大数据特征之外ꎬ还具有与大数据不同的特点ꎬ
主要如下ꎮ

(１)价值密度不同

档案的价值密度大ꎬ数据提取应该比较容易ꎬ但是这块宝藏却未曾真正深入开发ꎮ 原因有几点:
一是没有充分了解用户的需求以致辛辛苦苦完成的档案编研成果无人问津ꎮ 大数据中数据的价值密

度小ꎬ数据处理的技术与难度更大ꎬ但在市场营销、公共需求等方面的数据处理的却是比较成功ꎮ
(２)是否制订详细的策划

档案有明确的归档范围和保管期限ꎬ产生者和各个阶段的管理者都是明确的ꎮ 企业档案更是在

项目或产品启动之前都制订了详细的策划ꎮ 而大数据中的数据往往都是随机大量产生ꎬ各个处理环

节相互交织不好区分ꎮ

１　 大数据给企业档案工作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大数据时代给档案工作带来了机遇ꎬ也带来了挑战ꎬ使档案工作者在欣喜工作内容增多、地位上

升的同时也深感工作难度加大ꎬ必须求变ꎬ不能墨守陈规ꎮ
(１)数据量激增带来的数据存储、分析问题

数据量的几何级增长使传统的存储设备、存储方案、存储模式不堪负重ꎬ云计算技术应运而生ꎮ
同时ꎬ如何从海量的数据中提取有用的知识也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重点和难点ꎮ

(２)数据类型多样化

随着技术的发展ꎬ网页、照片、音频、视频等多媒体数据涌现而且能直观、多方面反映实物的原貌ꎬ
具有文档无法比拟的优越性ꎮ 但是由于观念、人力、技术等多方面滞后ꎬ大多企业没有真正建立多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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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档案的管理体系ꎬ使得这些数据散存在各部门或个人电脑中ꎬ更没有进行整理、编目和著录ꎮ
(３)信息技术更新带来的文档管理模式变化

新技术新系统的应用使得文档管理流程必须重新设计ꎬ减少重复的、不必不要的工作环节以提高

工作效率ꎮ 档案工作者也要革新观念以开放的心态接纳新事物ꎮ

２　 大数据时代如何做好企业档案工作

对于某一个企业而言其档案可能不是大数据ꎬ因为传统的技术还是可以满足企业档案的处理能

力ꎬ其数据数量、质量、价值密度都是可以鉴定和选择的ꎬ前端控制已经对归档数据进行了筛选ꎬ归档

策划清单又对归档文件的题目、编号、责任者、归档时间等必须要素进行了科学、合理的计划ꎮ 相对于

结构化文档的掌控ꎬ只是缺乏对多媒体档案的管理ꎮ 虽然单一企业档案不是大数据ꎬ但是一个企业集

团的数据可以算得上是大数据ꎮ 比如ꎬ四大国有银行、中国电子集团等企业ꎬ其下属所有部门的数据

则毫无疑问是大数据ꎮ 因此ꎬ企业档案工作不能固步自封ꎬ大数据要求档案工作者跳出传统的思维方

式ꎬ探索新理念新技术新方法并应用到档案工作实践中实现档案价值的提升ꎮ

２.１　 大数据观、大档案观

广义的大数据不仅包括数据巨大的过程性记录、各种载体形式的数据、结构多样ꎬ还包括大数据

处理技术ꎮ 企业内部充斥着大量的过程性数据、记录ꎬ如何科学地、有选择地管理这些数据是档案部

门应该思考的问题ꎮ 这些过程性数据与企业的管理、技术、销售或市场业务密切相关ꎬ应纳入信息系

统并与相应的技术或管理文件相关联ꎮ

２.２　 构建多媒体档案管理体系

大数据时代照片、视频、音频、网页、微博等多种形式的文档涌现ꎬ拓展了档案管理的范畴和外延ꎮ
企业应编制多媒体档案管理制度ꎬ加强对多媒体档案的收集策划、分类、编目、鉴定ꎬ因地制宜地将分

散的多媒体档案集中统一管理ꎮ

２.３　 重新审视、规划文档工作流程

档案数据量的增加、载体形式的多样带来了文档工作流程的变化ꎬ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ꎮ
(１)详尽的收集策划表忽视了有价值的过程性数据

目前ꎬ企业在项目或产品实施之前都会制定文件策划ꎬ详细列举文件的题目、编号、责任单位、编
校审责任人、归档时间等各种需要的信息ꎮ 但在企业内部还存在很多过程性文件ꎬ比如数据索取单、
传递单、会议纪要、备忘录等ꎬ这些数据虽然蕴含很大的技术、管理信息但却以电子或者纸质形式存在

信息系统或者部门、个人手中ꎬ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价值ꎮ 如何行之有效地管理这类数据值得档案工作

者思考调研ꎮ 根据笔者对中国核电工程公司、中国广东核电工程公司、三门核电公司、江苏核电公司、
中国核动力研究院的调研以下两种方式可供参考:一是过程性文件按份在信息系统中生成、流转、存
档并与相关的技术文件相关联ꎬ纸质版本也是按份存档ꎻ二是过程性文件在系统中流转但存档时按照

类别、年度、主题、编号编目成册归档ꎮ 企业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管理方式ꎮ
(２)照片、音视频等多媒体档案管理模式与传统文档不同

多媒体文档与传统文档管理模式不同点有几个方面:一是形成者、管理者需要有一定的摄影技术

或音视频制作技术ꎻ二是著录的要素与传统载体文档不同ꎬ需要对主题进行重点内容摘录ꎻ三是存储

与利用不同ꎬ传统文档的单份存储所占空间较小ꎬ常见的软件即可打开利用ꎬ但是多媒体档案存储空

间大ꎬ需要特殊的软件才能打开ꎬ如果归档为光盘等载体则需要更严格的温度、湿度环境和防磁柜且

需定期转录以保证数据的长期保存ꎬ这不仅需要耗费更大的财力且工作量也较大ꎮ
(３)大数据的存储与表示

大数据时代数据量的巨大使得传统的存储方式需要改进ꎮ 以往将档案集中存储在某台服务器的

方法难以应对海量、异构的大数据ꎮ 文件系统是支撑上层应用的基础ꎬＧｏｏｇｌｅ 公司设计开发的 Ｇｏｏｇ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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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系统 Ｃｌｏｓｕｓｓ、微软开发的 Ｃｏｓｍｏｓ 等都是针对大数据时代海量存储而设计的高效率存储[３]ꎮ
２.４　 大数据时代做档案的开发利用工作

维多克在«大数据»中认为传统的数据分析观念应做三大转变:一是转变抽样思想ꎬ在大数据时

代ꎬ样本就是总体ꎬ要分析与某事物相关的所有数据ꎬ而不是依靠少量的数据样本ꎻ二是转变数据测量

的思想ꎬ要乐于接受数据的纷繁芜杂ꎬ不再追求精确的数据ꎻ三是不再探求难以捉摸的因果关系ꎬ转而

关注事物的相关关系[４]ꎮ 大数据时代企业档案管理的本质仍然是知识管理ꎬ即从档案中挖掘知识并

实现其在内部共享、利用ꎬ从而提高技术能力和管理能力实现创新的目的ꎮ 而知识管理的关键则是加

强对库藏档案的深入分析ꎬ进行档案的开发利用工作ꎬ充分实现档案的价值ꎮ 笔者建议从以下几个方

面入手该项工作ꎮ
(１)梳理企业内部知识类别ꎬ建立科学、合理的专业知识体系

分类科学、合理、清晰的知识体系不仅有利于档案工作者管理和维护ꎬ而且方便企业员工查询和

检索ꎮ 企业应该根据业务、产品、项目、部门、时间或者专业等原则并结合自身情况因地制宜对知识进

行分类ꎬ该分类方案一定要和最终的用户充分沟通ꎬ了解用户需求ꎬ避免仅仅从档案工作者的角度设

计分类体系ꎮ 同时要慎重制订分类体系ꎬ不能随意变更ꎬ因为分类体系一旦确定ꎬ接下来的工作则是

对企业大量数据进行逐条分类标识ꎬ数据量越大则工作量越繁重ꎮ
(２)构建机构知识库

知识管理的内容之一则是构建机构知识库ꎬ将相同主题或者类型的知识聚集在一起提供给用户ꎬ
减少用户检索的时间ꎬ避免误检漏检的情况ꎮ 机构知识的类型很多ꎬ比如专题库、产品库、专家库等ꎬ
企业应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构建ꎮ 同时ꎬ档案管理者可对知识库内容进行统计分析撰写综述ꎬ或者进行

编研工作ꎬ对档案中的数据进行总结与分析并构建参数库和模型ꎮ
(３)分析用户的需求实现信息推送

大数据时代ꎬ档案工作者不仅要关注数据本身ꎬ更应该对利用者的数据进行收集分析ꎬ比如登录

时间、次数、检索策略与倾向等信息ꎮ 定期对用户的信息进行分析ꎬ结合实际的信息需求调研调整工

作的重点ꎬ改善信息系统的功能ꎬ引进用户急需的和重点关注的信息并主动推送给用户ꎮ

２.５　 大数据时代企业应做好云计算工作

大数据时代实现数据存储和分析利用的关键技术之一就是云计算ꎮ 百度百科对云计算( ｃｌｏｕｄ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的定义是基于互联网的相关服务的增加、使用和交付模式ꎬ通常涉及通过互联网来提供动

态易扩展而且经常是虚拟化的资源ꎮ 云计算对于企业有积极的意义:实现资源集中存储和共享利用ꎬ
保障数据的备份安全ꎬ提高利用效率ꎬ减少成本等ꎮ 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ꎬ云计算具有众多优点

的同时也存在潜在的风险即数据内容的隐私安全ꎮ 企业在慎重选择选择云计算服务机构的同时ꎬ应
加大对云计算技术的研发及应用投入ꎬ保证数据的安全性ꎮ

３　 结论

大数据时代档案工作者不能被纷繁复杂的数据迷惑ꎬ要以大数据的视角大档案的观念思考档案

工作的新举措新模式新流程ꎬ重视知识库的建设ꎬ重点对知识进行分析和挖掘ꎬ实现档案管理从实体

管理向知识管理的转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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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ｌｅｓꎬ ｏｔｈｅｒ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ａｒｅ ａｌｓｏ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ｔｏ ｐｏｏｌ ｔｈ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ｍｉｎ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ｓ
ｔｏｗａｒ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Ｂｉｇ ｄａｔａꎻ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ꎻ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ꎻ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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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郭慧芳(１９８２—)ꎬ女ꎬ硕士ꎬ副研究馆员ꎬ现主要从事核情报工作ꎮ

摘要: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中期以来ꎬ德国核电站运营商开始研究核电站的退役ꎮ 在过去的 ３０ 多年里ꎬ德国在核电站退

役和拆除方面积累了大量经验ꎬ采取的退役策略有两种:一是延缓拆除(安全封存)ꎬ二是立即拆除ꎮ 目前ꎬ德国已完成

３ 座核电站的退役ꎬ永久关闭 ９ 座核电站ꎬ１６ 座核电站正处于退役的不同阶段ꎮ 本文通过介绍德国核电站的退役情

况ꎬ旨在了解德国的退役现状及其采用的退役技术ꎮ
关键词:德国ꎻ退役ꎻ核电站ꎻ策略ꎻ现状

自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末发现核裂变以来ꎬ核技术得到了迅速而广泛的应用ꎬ世界上有核国家由此建

造了大量核设施ꎮ 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ＩＡＥＡ)的定义ꎬ核设施是生产、加工、使用、处理、贮存或处置

核材料的设施ꎬ包括相关建筑物和设备ꎮ “退役”是允许取消对一个核设施的部分或全部监管控制而

采取的管理和技术行动ꎮ 核设施接近或达到其设计寿期或者由于技术进步、政治、经济、事故等原因

而终止运行ꎬ采取适当技术措施或行政手段使这些终止运行的核设施退出服役状态ꎬ使场(厂)址获得

有限制或无限制开放和使用ꎬ即核设施退役ꎮ
核设施退役的主要活动包括:退役前活动ꎬ设施关闭活动ꎬ安全封存和埋葬的其他活动ꎬ控制区域

内的拆除活动ꎬ废物处理、贮存和处置活动ꎬ场址基础设施和运行ꎬ常规拆除、拆毁和场址恢复ꎬ项目管

理、工程和支持ꎬ研究与开发等ꎮ 核设施退役工程涉及技术、经济、环境、社会、公众等诸多因素ꎬ尤其

是大型核设施(如大型核电站)的退役ꎬ延续时间可能要几十年到上百年的时间ꎮ 核设施和辐射设施

的安全和经济退役ꎬ不仅关系着核工业和核技术的持续发展与建设ꎬ还关系着生态环境和子孙后代的

健康ꎮ
早先ꎬ核设施退役分为:一级退役(封存监护)、二级退役(有限制开放)和三级退役(无限制开放)

３ 个等级ꎮ 实践证明这种分类缺乏科学性和普遍适用性ꎬ这个 ３ 级退役概念已逐渐弃之不用ꎮ 现在ꎬ
ＩＡＥＡ 把核设施退役分为 ３ 种策略[１]:①立即拆除 (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 ｄｉｓｍａｎｔｌｉｎｇ)ꎻ②延缓拆除 ( ｄｅｆｅｒｒｅｄ
ｄｉｓｍａｎｔｌｉｎｇ)ꎻ③封固埋葬(ｅｎｔｏｍｂｍｅｎｔ)ꎮ

１　 概述

作为一个老牌的工业国家ꎬ德国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便开始从事核电的研究ꎬ并建造了多座用于实

验的核反应堆ꎮ １９６９ 年ꎬ德国建成了第一座商用核电站ꎬ１９７４ 年ꎬ中东石油危机爆发ꎬ德国政府大力

支持发展核电ꎬ德国核工业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ꎮ １９８６ 年ꎬ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ꎬ德国民众反

核声音强烈ꎬ德国政府停止了对核工业的支持ꎮ 德国最后一座并网的反应堆是在 １９８９ 年ꎬ之后就再

未新建反应堆ꎮ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ꎬ德国共建造了 ３６ 座核反应堆(含实验堆)(详见图 １)ꎬ其中正在运

行的有 １７ 座ꎬ核能发电比例占全国总发电量的 ２２.４％ꎮ 　
２０１１ 年日本福岛核事故后ꎬ德国政府就“弃核”问题达成了共识ꎬ宣布于 ２０２２ 年前关闭德国境内

的全部 １７ 座核电站ꎮ 首先ꎬ德国政府责令 ８ 座核电站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６ 日停止运行(表 １) [２]ꎬ其余

９ 座核电站逐步关闭ꎮ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７ 日ꎬＧｒａｆｅｎｒｈｅｉｎｆｅｌｄ 核电站提前半年停止运行ꎮ 截至目前ꎬ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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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有 ８ 座在役核电站ꎬ其中 ６ 座压水堆和 ２ 座沸水堆ꎬ燃料组件是低浓铀氧化物燃料或者铀钚氧化物

燃料(表 ２) [３]ꎮ
表 １　 福岛核事故后ꎬ德国责令停运的 ８ 座核电站

名称 堆型 装机容量 / ＭＷ 运营商

Ｂｉｂｌｉｓ Ａ ＰＷＲ １ ２２５ ＲＷＥ

Ｂｉｂｌｉｓ Ｂ ＰＷＲ １ ３００ ＲＷＥ

ＫＫＢꎬ Ｂｒｕｎｓｂüｔｔｅｌ ＢＷＲ ８０６ ＶａｔｔｅｎｆａｌｌꎬＥ.ＯＮ

ＫＫＩ－１ Ｉｓａｒ ＢＷＲ ９１２ Ｅ.ＯＮ

ＫＫＫꎬ Ｋｒüｍｍｅｌ ＢＷＲ １ ４０２ ＶａｔｔｅｎｆａｌｌꎬＥ.ＯＮ

ＧＫＮ－１ꎬ Ｎｅｃｋａｒｗｅｓｔｈｅｉｍ ＰＷＲ ８４０ ＥｎＢＷ

ＫＫＰ－１ꎬ Ｐｈｉｌｉｐｐｓｂｕｒｇ ＢＷＲ ９２６ ＥｎＢＷ－ＫＫＰ－１

ＫＫＵꎬ Ｕｎｔｅｒｗｅｓｅｒꎬ Ｓｔａｄｌａｎｄ ＰＷＲ １ ４１０ Ｅ.ＯＮ

表 ２　 德国在役的 ８ 座核电站

在役核电站名称 堆型 装机容量 / ＭＷ 运营商 计划关闭时间(年)

ＫＲＢ Ｂ Ｇｕｎｄｒｅｍｍｉｎｇｅｎ ＢＷＲ １ ３４４ ＲＷＥ ２０１７

ＫＲＢ Ｃ Ｇｕｎｄｒｅｍｍｉｎｇｅｎ ＢＷＲ １ ３４４ ＲＷＥ ２０２１

ＫＫＰ－２ Ｐｈｉｌｉｐｐｓｂｕｒｇ ＰＷＲ １ ４６８ ＥｎＢＷ ２０１９

ＫＢＲ Ｂｒｏｋｄｏｒｆ ＰＷＲ １ ４８０ Ｅ.ＯＮ ２０２１

ＫＷＧ Ｇｒｏｈｎｄｅ ＰＷＲ １ ４３０ Ｅ.ＯＮ ２０２１

ＫＫＩ Ｉｓａｒ ２ ＰＷＲ １ ４８５ Ｅ.ＯＮ ２０２２

ＧＫＮ－２ Ｎｅｃｋａｒ ｗｅｓｔｈｅｉｍ ２ ＰＷＲ １ ４００ ＥｎＢＷ ２０２２

ＫＫＥ Ｅｍｓｌａｎｄ ＰＷＲ １ ４００ ＲＷＥ ２０２２

图 １ 通过不同的图标以区分德国所有核电站的现状及其具体分布情况ꎮ 由图 １ 可知ꎬ截止到目

前ꎬ德国境内共有 ３６ 座核电站ꎬ其中 ９ 座核电站永久关闭ꎬ３ 座核电站已经完成退役ꎬ８ 座核电站在

役ꎬ１６ 座核电站(动力堆和原型堆)正处于退役的不同阶段ꎮ 下面主要从两个方面(退役中和退役完)
大体介绍一下德国核电站的退役情况ꎮ

２　 德国核电站的退役

２.１　 退役中的核电站

２.１.１　 Ｇｒｅｉｆｓｗａｌｄ(ＫＧＲ)和 Ｒｈｅｉｎｓｂｅｒｇ(ＫＫＲ)核电站 [５]

ＫＧＲ 核电站共有 ８ 台苏联设计的核电机组(每台机组输出功率为 ４４０ ＭＷ)ꎮ １~４ 号机组(ＶＶＥＲ
－４４０ / Ｗ－２３０)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开始投入商业运行(１ 号机组 １９７４ 年开始运行)ꎬ１９８９ 年最终关闭ꎮ
５ 号机组(ＷＷＥＲ－４４０ / Ｗ－２１３)试运了几个月之后于 １９８９ 年关闭ꎮ ６ 号机组建成后并未运行ꎬ７~８ 号

机组取消建设ꎮ 德国基于财政因素的考虑ꎬ关闭了现有的所有机组并停止其余机组的调试工作ꎮ
ＫＫＲ 是东德的第一座核电站ꎬ功率为 ７０ ＭＷꎬＶＶＥＲ 型压水堆ꎬ１９６６—１９９０ 年运行ꎮ １９９５ 年

４ 月ꎬ联邦政府的权威机构———位于勃兰登堡的前环境部、自然保护与区域规划部颁发了一份关于

ＫＫＲ 退役和部分拆除的许可证ꎮ 退役分几步完成ꎮ ＫＫＲ 的退役与 ＫＧＲ 密切联系ꎬ因为放射性废物、
反应堆压力容器和部分适合清洁解控的材料是在 ＫＧＲ 场址的设施内处理或存放的ꎮ 材料较少时ꎬ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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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德国核电站的现状[４]

用卡车运输到 ＫＧＲꎬ如果数量较多ꎬ则使用货运列车进行运输ꎮ
在整体的退役概念中ꎬ至关重要的是在 ＫＧＲ 场址建造临时贮存设施———ＺＬＮꎮ 从反应堆厂房的

冷却池和中央燃料贮存设施(ＺＡＢ)ꎬ以及位于 ＫＫＲ 的核电站中卸出的乏燃料一直贮存在 ＺＬＮꎮ 此

外ꎬ在将放射性废物置于处置库之前ꎬＺＬＮ 作为临时贮存设施ꎬ用于贮存来自 ＫＧＲ 和 ＫＫＲ 的放射性

废物ꎬ也用于贮存来自 ＫＧＲ １~５ 号机组和 ＫＫＲ 的未经切割的反应堆压力容器(ＲＰＶ)ꎬ以及用于隔离

反应堆构件ꎬ使放射性衰变几十年ꎬ但衰变期不能超过康拉德(Ｋｏｎｒａｄ)处置库的运行期限ꎮ ＺＬＮ 还用

于接收卡尔斯鲁厄玻璃固化厂(ＶＥＫ)盛放玻璃固化裂变产物溶液的容器ꎮ ＺＬＮ 安装了整备和切割设

施ꎬ在很大程度上也有助于管理 ＫＧＲ 大量的退役材料ꎬ因为切割大型部件(如蒸汽发生器)可与核电

厂剩余的拆除工作分开进行ꎮ
ＫＧＲ 和 ＫＫＲ 的退役进展如下所述:
①乏燃料中间贮存设施(ＺＡＢ)已经完全拆除ꎬ所在区域已做清污处理ꎻ
②场址内不再需要的部件已做清污处理ꎬ以做工业或商业使用ꎬ该工作仍在进行ꎻ
③ＫＫＲ 场址内贮存设施的拆除工作已基本完成ꎬＫＫＲ 专用水处理厂的拆除工作也已完成ꎬ反应

堆厂房内的拆除工作按照计划继续进行ꎻ
④放置在 ＺＬＮ 内的大型部件ꎬ尤其是蒸汽发生器ꎬ已切割成段ꎮ
目前ꎬ正在准备制定 ＫＧＲ 场址清污的策略ꎮ ＥＷＮ 公司的建议包括以下正在讨论的问题:
①对厂房进行详细的放射性表征分析ꎬ以确保其符合所谓的“恢复值”ꎻ
②使厂房充分地进行放射性衰变ꎻ
③一段时间后ꎬ根据放射性表征的结果ꎬ拆毁厂房ꎮ
这种方法的优势在于随后作常规使用的涡轮大厅与反应堆厂房紧密相连ꎬ使用其余区域可免受

干扰ꎬ并且有效利用放射性衰变符合辐射防护的目标ꎬ从而有利于日后完成厂房的清污工作ꎮ
２.１.２　 Ｓｔａｄｅ 核电站(ＫＫＳ)

ＫＫＳ 是一座输出功率为 ６７０ ＭＷ 的压水堆核电站ꎬ１９７２ 年开始运行ꎬ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最终关

闭ꎮ 退役策略是立即拆除ꎬ拆除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拆除机器和部件ꎻ第二阶段拆除安全壳厂房

内的大宗部件ꎻ第三阶段拆除安全壳厂房和生物屏障ꎻ第四阶段拆除残留污染部件ꎻ第五阶段是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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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厂房的常规拆除ꎮ
第一阶段的退役许可证签发于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７ 日ꎬ２００７ 年 ９ 月将 ４ 台总重量为 ６６０ ｔ 的蒸汽发生

器运往瑞典处理ꎮ 经过 ６ 个月的处理ꎬ对受污染的蒸汽发生器管束内衬成功地完成去污工作ꎮ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按时完成了反应堆压力容器的拆除工作ꎮ ２０１５ 年年底完成了整体拆除工作ꎮ ＫＫＳ 运行和退

役期间产生的放射性废物就地贮存在两个贮存厂房内ꎬ之后这些废物将被运往康拉德处置库ꎮ 届时ꎬ
除中间贮存设施之外ꎬ场址将实现清洁解控ꎮ
２.１.３　 Ｌｉｎｇｅｎ 核电站(ＫＷＬ)

ＫＷＬ 是一座电功率为 ２５２ ＭＷ 的沸水堆核电站ꎬ１９６８ 年开始运行ꎬ１９７７ 年由于蒸汽转换器反复

出现故障ꎬ核电站最终关闭ꎮ １９７７—１９７８ 年期间ꎬ开展了蒸汽转化器和堆芯安全系统的修复工作ꎬ为
了重启核电站ꎬ对工程安全性能也进行了改善ꎮ 然而ꎬ１９７９ 年 ３ 月ꎬ运营商决定对核电站实施部分退

役ꎮ １９８１ 年ꎬ取消原定退役策略ꎬ改为全部退役ꎮ １９８５ 年 ８ 月开始申请退役许可证ꎮ １９８５ 年 １１ 月获

批将核电站安全封存ꎮ 在移出乏燃料之后ꎬＫＷＬ 有限公司申请拆除涡轮机厂房和其他冗余的常规辅

助系统ꎬ安全关闭 ＫＷＬ 的剩余部件ꎬ并申请监管 ２５ 年左右ꎮ 自 １９８８ 年 ３ 月起安全封存ꎮ ２００４ 年

ＫＷＬ 申请延长安全关闭期ꎬ但遭到拒绝ꎮ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ꎬ根据原子能法案ꎬＫＷＬ 提交了两个拆除许可

证的申请ꎮ 第一个许可证申请拆除受污和未受污的部件ꎮ 第二个许可证申请拆除活化部件ꎬ对剩余

部件进行拆除和去污ꎬ以及对场址的其余建筑物进行常规拆除之后拆除构筑物ꎬ系统切割受污部件ꎬ
然后将从废物整备设施中返回的废物运往康拉德处置库或者存放在阿豪斯临时贮存设施内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获得拆除许可证ꎮ 目前ꎬ正处于拆除阶段[６]ꎮ
２.１.４　 Ｗüｒｇａｓｓｅｎ 核电站(ＫＷＷ)

ＫＷＷ 是一座输出电功率为 ６７０ＭＷ 的沸水堆核电站ꎬ１９７１ 年开始运行ꎬ１９９４ 年关闭ꎬ１９９５ 年５ 月

底决定退役ꎬ退役策略是直接退役ꎬ１９９７ 年 ４ 月正式开始退役ꎮ 退役预计需要 １０ ~ １２ 年ꎬ分六个阶段

完成ꎮ 第一阶段ꎬ拆除涡轮厂房ꎬ包括涡轮机、冷凝器、凝水系统、预热器、给水系统、排气系统、应急系

统以及辅助系统ꎻ第二阶段ꎬ拆除反应堆厂房内污染水平较高的系统以及安全壳外辐射剂量较高的系

统ꎬ主要包括高—低压应急冷却系统、低压余热排热系统、主蒸汽系统、反应堆水清洁系统以及拆除反

应堆压力容器和贮存池内的装置ꎻ第四阶段ꎬ拆除反应堆压力容器和生物屏障系统ꎻ第五阶段ꎬ移出辐

射控制区域内的基础设施ꎻ第六阶段ꎬ在无辐射条件下拆除厂房ꎬ场区再利用ꎮ 然后ꎬ对主厂房内的剩

余装置和系统进行最终拆除ꎬ并对厂房去污和清洁解控ꎮ 对金属碎屑、厂房碎石等残余物大体去污处

理后ꎬ需要根据剂量测量结果决定是否解控ꎮ 根据辐射防护条例ꎬ厂房和厂房区域也必须按照解控程

序予以解控ꎮ 目前ꎬＫＷＷ 运行和退役期间产生的放射性废物就地贮存在两个贮存厂房内ꎬ之后这些

废物将被运往康拉德处置库[７]ꎮ
２.１.５　 Ｈａｍｍ－Ｕｅｎｔｒｏｐ 高温钍反应堆核电站(ＴＨＴＲ－３００)

ＴＨＴＲ－３００ 是一座电功率为 ３０８ ＭＷ 的氦冷球床高温堆核电站ꎬ１９８３ 年开始运行ꎬ１９８９ 年 ９ 月决

定退役ꎮ １９８９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ꎬ联邦政府与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运营公司 ＨＫＧ 及其所有者之间签署

了一份关于 ＴＨＴＲ－３００ 退役的框架合同ꎮ １９９３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ꎬ关于退役、移出堆芯燃料组件、拆除部

件的许可证签发ꎮ 目前ꎬ已经移出球形燃料组件并运往阿豪斯的中央临时贮存设施ꎮ 反应堆堆芯卸

料工作于 １９９５ 年结束ꎮ １９９７ 年 ５ 月 ２１ 日安全封存的许可证签发ꎮ １９９７ 年 １０ 月ꎬ核电站完成安全封

存ꎬ２０ 年之后(２０１７ 年)还要继续封存多久需要监管机构根据原子能法案进行论证ꎮ
２.１.６　 Ｊüｌｉｃｈ(ＡＶＲ)核电站

Ｊüｌｉｃｈ 实验堆(ＡＶＲ)是一座氮气冷却球床高温反应堆ꎬ１９６０ 年开始建造ꎬ１９６７ 年并网发电ꎬ１９８８
年关闭ꎮ 电功率为 １５ ＭＷꎬ反应堆热功率 ４６ ＭＷꎮ 由于反应堆运行温度非常不稳定ꎬ局部温度远高于

运行温度ꎬ整个反应堆容被１３７Ｃｓ 和９０Ｓｒ 严重污染ꎬ该反应堆于 １９８８ 年关闭ꎮ 同时由于 ＡＶＲ 中 β 污染

严重ꎬ在 ＡＶＲ 地下土壤和水中也发现了污染ꎮ ＡＶＲ 最初采取的退役策略是在关闭反应堆、移出核燃

料之后ꎬ将反应堆“安全封闭”一段时间ꎮ 但是由于该电站空间狭小ꎬ致使工作进度严重滞后ꎮ １９９８
７２



年 ６ 月才将球形燃料组件移入 Ｊüｌｉｃｈ 研究中心的中央临时贮存设施ꎮ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ꎬＥＷＮ 有限公司接

管 ＡＶＲ 有限公司ꎬ开始负责 ＡＶＲ 的退役工作ꎮ ＥＷＮ 改变了退役策略ꎬ将“安全封存”改为“拆除变绿

地”ꎮ 在完整地移出反应堆容器之后ꎬ将其存放在 Ｊüｌｉｃｈ 研究中心的大厅进行放射性衰变ꎮ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ꎬ在反应堆压力容器中填充了低分子量的加气混凝土之后ꎬ将其运到了反应堆场址附近一个新的

贮存设施进行中间贮存ꎮ ２００９ 年开始ꎬ临时贮存的 １５２ 罐乏燃料备受争议ꎮ 由于需要较高的处置费

用ꎬ２０１２ 年起计划将其运往美国ꎮ ＡＶＲ 退役将会异常艰难ꎬ而且耗时长ꎬ费用高ꎮ 目前还没有拆除

ＡＶＲ 容器的方法ꎬ在未来的 ６０ 年时间里将研究拆除方案并将于本世纪末开始容器拆除工作ꎮ
２.１.７　 Ｍüｌｈｅｉｍ－Ｋäｒｌｉｃｈ 核电站(ＫＭＫ)

ＫＭＫ 是一座电功率为 １ ３０２ ＭＷ 的压水堆核电站ꎬ运行 １３ 个月后于 １９８８ 年 ９ 月最终关闭ꎮ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提交了退役拆除申请ꎮ ２００２ 年随着最后一批乏燃料被运走后ꎬ核电站内的核燃料被彻底移出ꎮ
第一阶段的退役和拆除许可证于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 １６ 日签发ꎮ 目前ꎬ控制区和环形区已进行清污ꎬ反应堆

辅助厂房的主要区域也被清空ꎮ 目前正在拆除增压器ꎮ 二级控制区内的大部分厂房已作清污处理ꎬ
目前正在清空涡轮大厅ꎮ ＫＭＫ 核电站的退役废物贮存在康拉德中间贮存设施内ꎬ除反应堆压力容器

和生物屏障系统之外ꎬ该中间贮存设施足以贮存核电站拆除的设施ꎮ
２.１.８　 Ｏｂｒｉｇｈｅｉｍ 核电站(ＫＷＯ)退役

ＫＷＯ 是德国第一座压水堆核电站ꎬ功率为 ３５７ ＭＷꎬ１９６８ 年开始运行ꎬ运行 ３７ 年后于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１１ 日停止运行ꎬ目前正在拆除ꎮ ＫＷＯ 的退役方案是立即拆除ꎮ 采取这种退役策略是由多种因素

共同决定的ꎬ其中ꎬ在退役的初始阶段贮存乏燃料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ꎮ 目前ꎬ乏燃料贮存在场址内

一个湿法燃料贮存设施中ꎬ在干法贮存设施建成之后将这些乏燃料转移到干法贮存设施中ꎮ 第一个

退役和拆除许可证签发于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２８ 日ꎬ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申请了第二个退役和拆除许可证ꎬ拆
除控制区的组件ꎬ包括两台蒸汽发生器、加压系统的加压器、反应堆冷却泵、反应堆冷却管道和安全注

入系统ꎮ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ꎬ反应堆压力容器的上部和下部构件在湿法切割区域拆除后装

桶ꎬ２０１５ 年 ３ 月底完成了外部部件的拆除工作ꎮ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使用千斤顶取出反应堆压力容器ꎬ并置

于干法切割区域ꎮ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底ꎬ通过远程操控的方式取出了反应堆压力容器绝缘体ꎬ并完成打包

工作ꎮ
２.１.９　 ＫＮＫ－ＩＩ 核电站

德国卡尔斯鲁厄研究中心钠冷快堆(ＫＮＫ)ꎬ１９７１—１９７４ 年间热中子运行(ＫＮＫ－Ｉ)ꎬ１９７７—１９９１
年间快中子运行 (ＫＮＫ － ＩＩ)ꎮ 热功率为 ５８ ＭＷꎬ电功率为 ２０ ＭＷꎮ 燃料为 １６８ ｋｇ ( ＵꎬＰｕ) Ｏ２ 和

５６０ ｋｇＵＯ２ꎮ １９９１ 年 ８ 月关闭ꎬ１９９３ 年开始退役ꎬ采取立即拆除变绿地的退役策略ꎮ 退役工作的主要

问题是金属钠问题ꎮ 一回路中卸出的 １００ ｔ 钠运往英国ꎮ 钠污染设备在 Ｎ２气氛下清洗ꎬ严格控制 Ｏ２

和 Ｈ２的浓度ꎮ 退役时考虑废物在现场处理还是运到卡尔斯鲁厄研究中心的废物处理中心(ＨＤＢ)处
理的问题ꎮ 由于场内空间很小ꎬ如果场内处理ꎬ需要在 ＫＮＫ 旁边建造一座小型设施ꎬ而且需要有通风

系统和能用于处理钠的化学室和遥控设备ꎮ 这不仅需要大量经费ꎬ还要延误 ＫＮＫ 的退役计划ꎬ所以

决定把废物运到 ＨＤＢ 去处理ꎮ
２.１.１０　 德国卡尔斯鲁厄研究中心多用途研究堆(ＭＺＦＲ)

ＭＺＦＲ 是一个压水堆ꎬ加压水冷却ꎬ重水慢化ꎬ１９６１ 年建造ꎬ１９６５ 年 ９ 月首次达到临界ꎬ热功率为

２００ ＭＷꎮ １９９６ 年开始并网发电ꎬ电功率为 ５０ ＭＷꎮ 成功运行近 ２０ 年之后于 １９８４ 年关闭ꎮ 初期的计

划是安全封存反应堆ꎬ但 １９８９ 年德国改变计划ꎬ决定拆除反应堆ꎮ 由于反应堆嵌入生物屏障系统中ꎬ
因此ꎬ拆除工作是逐步完成的ꎬ具体顺序是由上到下ꎬ由内到外进行ꎮ 为了顺利完成拆除工作ꎬ在拆除

区域内安装了远程操控系统ꎮ 对于高放射性内部部件的拆除ꎬ如慢化剂槽必须在水下的反应堆压力

容器中完成ꎮ 远程操控切割热屏障系统ꎬ使用了水下等离子切割和水下接触式引弧金属切割技术ꎮ
２.１.１１　 Ｇｕｎｄｒｅｍｍｉｎｇｅｎ－Ａ 核电站(ＫＲＢ－Ａ)

ＫＲＢ－Ａ 核电站是德国第一座商用沸水堆核电站ꎬ电功率为 ２５０ ＭＷꎬ１９６６—１９７７ 年运行ꎮ １９７７
８２



年 １ 月ꎬ该核电站发生一起事故后停止运行ꎮ １９７９ 年以前ꎬ一直努力开展事故修复工作试图重启核电

站ꎬ但是 １９７７—１９７８ 年间修复工作引起的辐射剂量大幅增加ꎬ即使投入大量经费也难以确保核电站

的安全性ꎮ １９８０ 年运行商提出对核电站实施退役ꎬ同年 ６ 月开始申请退役许可证ꎬ１９８３ 年 ５ 月 ２６ 日

获批退役许可证ꎬ１９８４ 年开始拆除工作ꎮ 拆除工作分阶段进行ꎬ每个阶段需要不同的许可证ꎮ 第一阶

段拆除涡轮大厅ꎬ第二阶段拆除反应堆厂房内的安全壳系统ꎬ第三阶段拆除反应堆厂房内的活化部

件ꎬ如反应堆压力容器和生物屏障ꎬ第四阶段对厂房进行去污和拆毁ꎮ 退役工作进展很快ꎮ 在拆除涡

轮大厅和反应堆厂房内无用的组件和系统后ꎬ完成了反应堆压力容器和生物屏障的切割工作ꎬ随之产

生的废物封装之后转移到临时贮存设施－Ｍｉｔｔｅｒｔｅｉｃｈꎮ 之后ꎬ对反应堆厂房进行了去污处理ꎮ 由于

Ｇｕｎｄｒｅｍｍｉｎｇｅｎ 场址内还有另外两个在役的沸水堆核电站(ＫＲＢ－Ｂ / Ｃ)ꎬ因此决定将 ＫＲＢ－Ａ 的厂房

作为一个技术中心ꎬ以满足场址的运营需求ꎮ 该技术中心的运行许可证于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５ 日签发ꎬ并
规定该区域以后将按照 ＫＲＢ－Ｂ / Ｃ 运行许可证进行管理ꎮ

２.２　 完成退役的核电站

２.２.１　 卡尔实验核电站(ＶＡＫ)
卡尔实验核电站(ＶＡＫ)是一座电功率为 １６ ＭＷ 的沸水堆核电站ꎬ１９６０ 年开始运行ꎬ１９６１ 年 ６ 月

１７ 日ꎬ首次并网供电ꎮ １９８５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关闭ꎬ１９８８ 年开始退役ꎮ 该核电站先后共申请了 ４ 个退役

许可证以完成核电站各部分的退役工作ꎮ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ꎬ５３ ｍ 高的烟囱被拆除ꎬ至此ꎬ整个拆除工作结

束ꎮ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ꎬ完成了控制区内的其余厂房建筑物尤其是多功能厅和放射性废物厂房的清洁解控

测量工作ꎮ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７ 日宣布整个场区无限制解控ꎬ并开始对厂房进行常规拆除ꎮ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４ 日ꎬ厂房建筑物的常规拆除工作结束ꎬ整个场区变为“绿地”ꎬ可以无限制使用ꎮ
２.２.２　 Ｋａｒｌｓｔｅｉｎ 超高温蒸汽反应堆核电站(ＨＤＲ)

Ｋａｒｌｓｔｅｉｎ 超高温蒸汽反应堆是一座热功率为 １００ ＭＷ 的沸水堆ꎬ１９６９ 年 １０ 月开始运行ꎬ由于特殊

燃料元件概念的失败ꎬＨＤＲ 于 １９７１ 年关闭ꎮ １９７１—１９９１ 年间作为一个试验设施ꎬ用于反应堆安全的

实验ꎮ １９９４ 年开始退役和拆除工作ꎬ１９９８ 年完全拆除成为“绿地”ꎮ 由于反应堆运行时间短ꎬ剂量率

较低ꎬ所以不需要远程操控工具ꎮ 退役拆除分三步完成ꎮ 第一步移出所有用于安全研究项目的实验

设备ꎬ第二步拆除并移出反应堆的堆芯设备包括反应堆压力容器ꎬ第三步移出反应堆屏障内的混凝土

构件ꎮ 然后ꎬ对控制区和外部设施进行清洁测量ꎮ 最后ꎬ对整个反应堆厂房进行常规拆除ꎮ
２.２.３　 Ｎｉｄｅｒａｉｃｈｂａｃｈ 重水堆核电站(ＫＫＮ)

ＫＫＮ 是一座电功率为 １００ ＭＷ 的重水慢化压力管式反应堆核电站ꎬＣＯ２作为冷却剂ꎬ１９７２—１９７４
年运行ꎮ 关闭的原因是这种反应堆前景不好ꎬ而且德国已经建造了 ＢＷＲ 和 ＰＷＲ 两种堆型的核电站ꎮ
ＫＫＮ 在安全贮存了一些年后ꎬ１９８７ 年开始退役ꎬ１９９０—１９９３ 年间完成了活化部件的远程操控退役工

作ꎬ１９９５ 年年末完成退役ꎬ场址实现无限制开放ꎬ供农业使用ꎮ 该工程是第一个实现“反应堆场址”变
“绿地”的退役项目ꎮ

３　 总结

从本文的介绍中可以看出ꎬ德国核设施退役与拆除工作取得了重要成果ꎬ虽然退役工作仍在进

行ꎬ但是在整个退役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ꎬ已经成功地将 ３ 座核电站变为“绿地”ꎬ无限制开放ꎬ德
国的退役策略和退役技术是值得借鉴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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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宋岳(１９８９—)ꎬ男ꎬ辽宁人ꎬ工程师ꎬ理学硕士ꎬ现在主要从事核科技情报工作ꎮ

摘要:铀是一种重要的核材料ꎬ对核能发展至关重要ꎮ 陆地铀资源储量有限ꎬ难以满足未来核能发展需求ꎻ而海水中天

然铀储量丰富ꎬ开发潜力巨大ꎮ 但海水中天然铀浓度极低ꎬ杂质很多ꎬ因而经济性一直是海水提铀实用化的重大挑战ꎮ
美国开发了多种吸附材料ꎬ其中偕胺肟基空心聚乙烯纤维吸附性能最佳ꎬ每千克该材料 ５６ 天内可在海水环境下吸附

超过 ６ｇ 铀ꎬ将海水提铀成本降至每千克铀 ３００~４００ 美元ꎬ经济性大幅提升ꎬ显示出工业应用前景ꎬ可以为未来核能可

持续发展提供充足的燃料保障ꎮ 我国应着力于核电长远发展ꎬ探索海水提铀技术ꎬ从根本上解决铀资源短缺问题ꎮ
关键词:海水提铀ꎻ经济性ꎻ偕胺肟ꎻ吸附

目前地球上陆地铀资源储量约 １ ０００ 万 ｔꎬ按热堆“一次通过”循环计算ꎬ可使用 ８０ 年ꎻ而海水约

含 ４５ 亿 ｔ 铀ꎬ可供 １ ０００ 座 １ ０００ ＭＷ 核电站使用 １０ 万年[ １ ]ꎮ 此外ꎬ随着铀的提取ꎬ海水中也会不断

有新的铀补充进来ꎬ海水和岩石之间的化学反应ꎬ使海水中铀含量一直处于稳定状态ꎬ海水提铀将使

核能成为可再生能源ꎮ 但海水中铀浓度极低ꎬ约为 ３ μｇ / Ｌꎬ且含有大量高浓度干扰元素(表 １)ꎬ提取

困难ꎮ

表 １　 海水中主要金属元素的浓度[２]

元素 浓度 / (ｍｇＬ－１) 元素 浓度 / (ｍｇＬ－１)

钠

钾

镁

钙

锶

铁

１０ ８００
３９２
１ ２９０
４１１
８.１

０.０３４

铝

锌

镍

钒

钼

铀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６ ６
０.００１ ９
０.０１

０.００３ ３

１　 海水提铀技术发展历程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ꎬ日本、美国、法国等国开始研究海水提铀技术ꎬ尝试了吸附法、共沉淀法、溶剂萃

取法、离子交换法、浮选法、生物富集法、液膜法和超导磁分离法等多种方法ꎬ以吸附法效果最佳ꎮ 吸

附法提铀是利用多孔性的固体材料将海水中的铀固定在材料表面ꎬ使用酸处理等方法解吸附ꎬ实现铀

的提取ꎬ其难点是研制经济性好、稳定耐用的吸附材料ꎮ
早期吸附材料主要为水合二氧化钛ꎬ日本以此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座海水提铀中试工厂ꎮ 但水合

二氧化钛优异的吸附性能依赖于新鲜的表面氧化层ꎬ此外水合二氧化钛在使用中会大量流失、机械强

度差ꎬ易受到海水温度的影响ꎬ提铀经济性较差ꎬ当时的提铀成本为每千克铀 １ ７００ 美元以上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日本率先合成含偕胺肟基团的吸附材料ꎮ 此后为解决吸附材料在海水中的机械

强度问题ꎬ日本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开始利用接枝聚合技术向商业化的聚合物中引入偕胺肟基团[３]ꎮ
２００１ 年ꎬ日本原子能机构进行的海试结果表明ꎬ堆积型(由浮动框架和吸附床组成ꎬ结构如图 １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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偕胺肟基聚丙烯纤维 ３０ 天的平均回收率为 ０.５ ｇ / ｋｇꎬ提铀成本降低至当时每千克铀 １２００ 美元的世界

最低价格ꎮ
为降低海水提铀总成本ꎬ日本高崎研究所将偕胺肟基纤维吸附剂制成束编型吸附装置(图 ２)ꎮ

将加工好的束编型吸附剂放入大海ꎬ其底部固定在置于海底的可由无线电波控制的锚上ꎬ整个束编自

动竖立于海水中ꎮ 吸附铀以后ꎬ使用无线操作使吸附剂束编与锚分离ꎬ对浮到海面上的束编进行收

集ꎮ 在冲绳地区进行的 ３０ 天海洋试验结果表明ꎬ铀回收率为 １.５ ｇ / ｋｇ 吸附剂ꎬ估算的提铀成本约为

１ ０００美元 / ｋｇ 铀ꎮ 但仍远高于陆地铀资源价格(过去 ２５ 年间陆地铀资源的价格在 １６ ~ ３００ 美元 / ｋｇ
范围内变化)ꎮ

图 １　 使用堆积型吸附剂的海水提铀试验

图 ２　 束编型吸附剂的制备

２ 美国海水提铀技术经济性取得突破

因经济性问题无法解决ꎬ美国曾一度放弃海水提铀计划ꎮ 进入 ２１ 世纪ꎬ为保障未来核燃料供应ꎬ
美国能源部于 ２０１１ 年启动“燃料资源项目”ꎬ重点是借鉴日本偕胺肟基聚丙烯纤维吸附材料ꎬ开发和

测试吸附能力强的新型材料ꎬ解决海水提铀的经济性问题ꎮ 项目联合多家国家实验室、大学和科研机

构ꎬ其中橡树岭国家实验室(ＯＲＮＬ)负责新型海水提铀吸附材料的开发ꎬ西北太平洋国家实验室

(ＰＮＮＬ)负责吸附材料的海试及回收实验ꎮ
ＯＲＮＬ 在高比表面积的聚乙烯纤维表面键接偕胺肟基团ꎬ合成了 ＡＦ 系列材料[４]ꎮ ＡＦ 采用佛罗

２３



里达希尔公司制备的空心齿轮状聚乙烯纤维ꎮ 纤维直径 ３０ μｍꎬ比表面积高达 １.３５ ｍ２ / ｇꎬ而传统球状

实心聚乙烯纤维的直径和比表面积仅为 ２０ μｍ 和 ０.１８ ｍ２ / ｇꎮ ＡＦ 制备流程分三步:一是经６０Ｃｏ 辐照ꎬ
丙烯腈、亚甲基丁二酸与聚乙烯纤维发生聚合反应ꎬ丙烯腈和亚甲基丁二酸分别接枝于聚乙烯纤维表

面ꎻ二是丙烯腈与盐酸羟胺反应ꎬ生成偕胺肟基团ꎻ三是将新生成的材料浸泡在 ８０ ℃的氢氧化钾溶液

中 １~３ 小时ꎬ去除偕胺肟基团上的氢离子ꎬ生成 ＡＦꎮ ＡＦ 中的偕胺肟基团用于吸附海水中的铀ꎬ亚甲

基丁二酸用于改善纤维亲水性ꎬ利于铀的接触ꎮ ＯＲＮＬ 通过改变反应物中丙烯腈与亚甲基丁二酸的摩

尔比ꎬ得到了 ９ 种吸附材料(ＡＦ１~ＡＦ９)ꎮ ９ 种吸附材料中丙烯腈与亚甲基丁二酸的摩尔比介于 ３.７６
~ ２３.３６ꎬ其中 ＡＦ１ 为 ７.５７ꎬ吸附效果最佳ꎮ 使用时ꎬ将 ＡＦ１ 制成宽 １０~１５ ｃｍ、长数米的束编型纤维带ꎬ
浸泡在海水中一段时期后ꎬ利用无线电信号回收ꎬ再浸泡于 ０.５ ｍｏｌ / Ｌ 盐酸中ꎬ将吸附的铀洗脱ꎮ ＡＦ１
制成的纤维带可重复利用数十次ꎮ

图 ３　 ＡＦ 系列吸附剂的化学结构

美国已开发并测试了多种吸附能力更强的偕胺肟基材料[５]ꎬ其中 ＡＦ１ 性能最佳ꎮ 聚乙烯纤维抗

拉强度优于聚丙烯纤维ꎬ利于制成束编型结构ꎬ省去堆积型所需的吸附框架和吸附床等大型装置ꎬ降
低吸附材料的回收成本ꎮ 此外ꎬ纤维状吸附剂具有较好的机械性能与较强的可塑性ꎬ方便固定在海水

中并利用海流和波浪实现与海水的有效接触进行铀的富集ꎮ 项目开展 ５ 年来ꎬ材料吸附量取得突破ꎬ
提铀成本不断降低ꎮ ２０１６ 年进行的最新海试结果表明[ ６ꎬ７ ]ꎬ每千克 ＡＦ１ 最高可在 ５６ 天内吸附超过

６ ｇ铀ꎬ是日本开发的聚丙烯纤维材料吸附量的 ２ 倍ꎮ
美国采用辐照法制备 ＡＦ１ 吸附材料的工艺简单ꎬ易于大规模生产ꎮ 随着成本大幅降低ꎬ海水提铀

已具备工业化应用基本条件ꎬ成为天然铀生产的另一种可行途径ꎮ

３　 小结

海水中铀资源储量丰富ꎬ美国和日本都非常重视发展海水提铀技术ꎮ 美国“燃料资源项目”已开

发并测试了多种吸附材料ꎬ经济性实现倍增ꎬ但成本仍高于陆地铀资源价格ꎮ 如果海水提铀成本能够

进一步降低ꎬ将成为天然铀的重要来源ꎬ为未来核能持续发展提供充足燃料保障ꎮ
我们建议:将海水提铀纳入国家级研究计划ꎻ整合国内海水提铀研究力量ꎬ明确分工ꎻ借鉴美国经

验ꎬ采用材料研制和提取试验结合的方法ꎬ着力自主发展低成本提铀技术ꎬ保障未来能源供应安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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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专利分析的核燃料领域 ＭＡＸ 相材料发展态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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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雅丁(１９８６—)ꎬ男ꎬ硕士生ꎬ工程师ꎬ现主要从事核行业知识产权研究与咨询等科研工作ꎮ

摘要:ＭＡＸ 相材料是一种新型的三元陶瓷材料ꎬ其微观结构具有典型的层状特征ꎬ宏观特性兼具结构陶瓷和金属材料

的性能优势ꎮ 因此ꎬ世界各国正在围绕 ＭＡＸ 相材料作为核燃料包壳管涂层材料的应用开展一系列研究ꎬ相关专利的

申请数量增长迅速ꎮ 通过在各国专利数据库内对涉及 ＭＡＸ 相材料技术在核燃料领域内应用相关的专利进行检索ꎬ本
文从技术和竞争两个角度对该技术发展态势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ꎬ为我国 ＭＡＸ 相材料技术的自主创新和路线决策提

供参考和决策支撑ꎮ 从目前的调研分析发现ꎬ国内外单位在进入本世纪以来ꎬ研发投入持续加大ꎬ并在全球范围内开

展了专利布局工作ꎮ 值得关注的专利申请人既有法国原子能委员会等传统的核电优势单位ꎬ也有美国 Ｄｒｅｘｅｌ 大学等

在特定领域内具有较强研究实力的单位ꎬ还有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等国内的科研院所ꎬ这些单位都已经形成了

一些具有工程应用前景的科研成果ꎬ但在中国获得授权的专利数量仍较少ꎮ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预期ꎬ在未来几年内ꎬ
核燃料涉及的 ＭＡＸ 相材料技术领域将形成很强的知识产权壁垒ꎬ若不及时采取应对策略ꎬ很有可能会影响到我国在

相关的新型核反应堆技术方面的整体竞争力ꎮ 因此建议国内相关单位一方面通过深入的专利分析了解行业发展态势

及技术发展方向ꎬ另一方面尽快梳理自身研究成果、开展知识产权布局工作ꎬ以期在未来市场竞争中占据重要地位ꎮ
关键词:核燃料ꎻＭＸＡ 相材料ꎻ专利ꎻ态势

２０００ 年ꎬＢａｒｓｏｕｍ 公开了一种三元过渡族金属碳化物或者氮化物材料ꎬ并将这类材料统称为

“Ｍｎ＋１ＡＸｎ”相材料ꎬ简称 ＭＡＸ 相材料ꎬ其中 Ｍ 为过渡族金属元素ꎬＡ 为主族元素ꎬＸ 为 Ｃ 或者 Ｎꎮ 这

类陶瓷材料综合了陶瓷材料和金属材料的许多优点ꎬ包括低密度、高模量、良好的导电 /导热性能、抗
热震性、抗损伤容限性以及优良的抗高温氧化性能等ꎮ

在锆合金基体层表面的抗氧化涂层[１] 技术的一个主要方向是通过在锆合金外表面涂上一层

ＭＡＸ 相材料以增强包壳耐磨和耐高温氧化的能力ꎬ从而增强正常工况和事故下包壳的性能ꎮ 美国能

源部在最近的轻水堆包壳结构材料研究建议书中重点提到 ＭＡＸ 相材料的应用优势和研究建议[２]ꎬ法
国、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国家的研究机构也相继发表了一系列 ＭＡＸ 相材料的离子辐照损伤行为研究

成果ꎬ显示出该类材料具有优越的耐辐照损伤特性和高温自修复能力ꎮ 尽管我国在该领域研究还处

于起步阶段ꎬ复旦大学、中科院沈阳金属所、宁波材料所、上海应用物理所、兰州近代物理所、北京大学

相关学者也取得了一系列研究进展ꎮ
尽管 ＭＡＸ 相材料作为包壳材料的耐事故燃料还处在概念设计阶段ꎬ离真正在工程上使用还有很

远一段距离ꎬ但是随着各国对相关技术的重视和投入的不断加大ꎬ很多单位已经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进

行专利布局ꎮ 专利信息是重要的科技情报信息源[３]ꎬ通过对专利文献的深入分析ꎬ可以对特定技术领

域发展做出趋势预测、对竞争对手做跟踪研究等ꎬ从而产生指导国家、行业、企业生产、经营决策的重

要情报[４]ꎮ
本文旨在通过对国内外专利进行研究ꎬ一方面了解各国的最新研究发展动态、技术方向和技术方

案ꎬ及时掌握研究方向ꎬ为技术攻关提供参考借鉴ꎬ引导科技创新工作ꎻ另一方面进一步了解掌握国外

ＭＡＸ 相材料技术在中国的专利布局和专利壁垒等情况ꎬ支撑我国相关单位制定出该领域内的专利侵

权风险防范策略、专利布局策略和专利运营策略ꎬ从而提高我国在更安全、更高效的新一代核电技术

上的技术优势和市场竞争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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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检索策略及结果

本文涉及的专利分析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数据库、欧洲专利数据库、美国专利数

据库ꎬ数据收录时间从 １９７５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 日ꎮ 为确保专利检索的全面性和准确性ꎬ在
ＭＡＸ 相材料的制备和加工 /组成成分、在核燃料领域内的应用、离子镀 /喷涂工艺实现 ＭＡＸ 相材料涂

层工艺等方面对专利进行了检索ꎬ分别以上述几个技术方向中的中英文关键词为基本检索途径检索

专利申请文件的权利要求书、说明书和摘要的同时ꎬ辅助结合对重点申请人和 Ｇ２１Ｃ３“反应堆燃料元

件及其组装ꎻ用作反应堆燃料元件的材料的选择”等 ＩＰＣ 国际专利分类号的扩展检索进行ꎬ并剔除无

关专利和弱相关专利ꎬ最终得到 ＭＡＸ 相材料相关专利 １９９ 件ꎬ其中ꎬ中国专利 ３７ 件ꎬ外国专利

１６２ 件ꎮ

２　 总体专利态势分析

２.１　 国内外专利申请趋势分析

为了解 ＭＡＸ 相材料在全球范围内的专利申请量变化趋势ꎬ将国外专利申请数量和中国专利申请

数量按申请年份进行统计ꎬ结果如图 １ 所示ꎮ

图 １　 ＭＡＸ 相材料国内外专利申请量随年代变化示意图

从图 １ 中可以看出:在全球范围内ꎬ就 ＭＡＸ 相材料方面的专利申请量随年代的发展而愈来愈快

地增长ꎮ 其中ꎬ在 ２０ 世纪基本没有相关的中国专利ꎬ主要是在国外申请的专利ꎬ而且主要集中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ꎮ 进入 ２０００ 年之后国内外专利申请量都开始出现了明显的增长ꎬ特别是在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间在中国共申请了专利 ２９ 件ꎬ超过了之前所有年代的中国专利申请量之和ꎬ达到了高峰ꎮ 通过专

利申请量的快速增长可以推断ꎬ国内外单位在 ＭＡＸ 相材料领域内的资金投入和技术投入正在持续加

大ꎬ而且都已经开始通过专利先行的策略抢占市场先机ꎮ
ＭＡＸ 相材料专利申请量的变化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ＭＡＸ 相材料技术的发展状况ꎮ ２０００

年ꎬＢａｒｓｏｕｍ 提出 ＭＡＸ 相材料的概念前后属于该技术的孕育突破期ꎬ出现了专利申请的第一个高峰ꎻ
２０１２ 年在美国能源部和欧洲经合组织核能机构组织的一系列学会会议推动下ꎬ带动了与之相关的

ＭＡＸ 相材料专利申请的第二个高峰ꎮ 中国政府也在«能源技术革命创新行动计划 ２０１６—２０３０»«能源

技术革命重点创新行动路线图»中明确了耐事故燃料的研发任务ꎬ并通过能源局重大科技专项的形式

推动国内各单位对 ＭＡＸ 相材料的投入与专利快速增长ꎮ

２.２　 不同技术领域专利申请态势分析

ＭＡＸ 相材料的专利主要包括其在压水堆核燃料组件领域内的应用(１１％ꎬ２１ 件)、组成和制备技

术(３１％ꎬ６２ 件)、涂层技术(９％ꎬ１８ 件)、离子溅射技术(１６％ꎬ３２ 件)和喷镀技术(３３％ꎬ６６ 件)等 ５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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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ꎮ 其中ꎬ在喷镀、离子溅射和组成制备技术领域内的专利申请量较多ꎬ这主要是由于 ＭＡＸ 相材料

具备的优良的抗高温氧化性能而在各领域的工业中有着较为快速并且成熟的发展ꎮ 同样是基于上述

的优良性能ꎬ这种技术在核燃料组件结构材料和涂层材料技术领域内也在逐渐发展ꎮ
通过对重点申请人的专利数量分析ꎬ可以了解申请人竞争的总体状况ꎬ即该技术领域内的主要竞

争者、各竞争者的技术研发实力和重视专利申请的程度ꎮ 通过揭示重点申请人在目标技术领域内关

键技术的专利申请分布情况ꎬ不同申请人技术研发的重点方向和各自之间技术的差异性ꎬ找出技术发

展的重点和热点ꎮ 图 ２ 是上述 ５ 个技术领域内的重点专利申请人及其专利申请数量情况的示意图ꎮ

图 ２　 ＭＡＸ 相材料专利所属技术领域专利申请人情况示意图

从图 ２ 可以看出:(１)在核燃料领域ꎬ法国原子能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

所(图中简写为中科院宁波材料所)分别有 ３ 件专利申请ꎬ其中需要注意的是法国原子能委员会于

２０１３ 年申请的专利名称为“在核环境中抗氧化的多层材料”的专利中ꎬ披露了一种用于改善核反应堆

在事故条件下的抗氧化性的多层材料ꎻ中科院宁波材料所于 ２０１３ 年申请的专利名称为“一种核燃料

包壳元件的制备方法”的专利中ꎬ披露了一种选用 ＭＡＸ 相材料的核燃料包壳元件的制备方法ꎮ
(２)在离子溅射技术领域ꎬＯｅｒｌｉｋｏｎ 公司和西铁城分别有 ６ 件专利申请ꎮ Ｏｅｒｌｉｋｏｎ 公司是致力于

机器设备和系统工程、纺织生产、薄膜涂层、传动系统、精密和真空技术的高科技公司ꎬ其关于离子溅

射镀膜技术的专利大部分都是最近 ５ 年申请的ꎬ具有一定的参考性ꎮ 西铁城的专利主要是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申请的ꎬ集中于手表表面处理技术领域ꎬ包括高品质的镀合金以及不锈钢材料、彩色镀技术等方

面ꎬ参考意义不大ꎮ 另外ꎬ英国原子能机构于 １９９１ 年申请的专利申请号为 ＪＰ１９９１００９９９８５、名称为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Ｅ ＦＩＢＥＲ ＣＯＡＴ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ＮＤ ＡＰＰＡＲＡＴＵＳ ＢＹ ＳＰＵＴＴＥＲ ＩＯＮ ＰＬＡＴＩＮＧ”的专利

中ꎬ披露了一种用于用于通过离子溅射镀覆的装置备和方法ꎮ
(３)在喷镀技术领域ꎬ日本的新日铁公司申请了 ２６ 件专利ꎬ主要是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申请的一系列

关于喷镀技术的设备和工艺方法ꎮ 由于其在工业领域应用较广ꎬ因此相关专利较多ꎬ可以适当参考ꎮ
(４)在涂层技术领域ꎬ中科院金属研究所于最近 ５ 年申请了一批用于电弧离子镀沉积磁性材料涂

层的复合靶材及应用相关的专利ꎬ可以对包壳材料上的涂层技术提供参考借鉴ꎮ
(５)在组成和制备技术领域ꎬ美国的 Ｄｒｅｘｅｌ 大学在美国能源部的项目支持下围绕 ＭＡＸ 相核材料

开发开展了一系列研究ꎬ并在 ２００４—２０１０ 年申请了 ５ 件专利ꎬ不过还未发现其在中国进行专利布局ꎬ
仍需要持续重点关注ꎮ 科特布斯勃兰登堡工业大学于近年申请的 ３ 件专利主要集中在金属工件表面

防刮保护涂层的制备方法上ꎬ对热处理工艺有着较为详细的介绍ꎬ并且其还和美国 Ｄｒｅｘｅｌ 大学保持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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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领域内的合作ꎬ可以加以参考ꎮ 美国联合技术公司于最近 ５ 年申请的关于 ＭＡＸ 相材料的专利主

要关注在航空航天领域内的应用ꎬ也可以作为跨领域借鉴的技术加以关注ꎮ 我国的中科院宁波材料

所长期致力于重大核电设备的陶瓷材料以及元件设计与制备ꎬ在 ＭＡＸ 相材料领域有两件专利申请ꎬ
这两件专利申请的内容与其正在开展 ＭＡＸ 相材料包壳管和使用 ＭＡＸ 相材料连接、密封 ＳｉＣ 材料等

方向的研究密切相关ꎮ
图 ２ 对 ＭＡＸ 相材料的专利在压水堆核燃料组件领域内的应用、组成和制备技术、涂层技术、离子

溅射技术和喷镀技术等 ５ 个领域内的重点申请人进行了梳理ꎬ一方面分析发现在核燃料组件领域内

ＭＡＸ 相材料的研究前期优势较为明显的专利申请人有法国原子能委员会、美国 Ｄｒｅｘｅｌ 大学和宁波材

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等单位ꎬ通过对专利申请文件的分析可以了解其技术特点和专利布局情况ꎻ另一

方面分析发现在非核行业的专利申请人中ꎬ还有以新日铁公司和 Ｏｅｒｌｉｋｏｎ 公司等不同类型的单位ꎬ通
过对这些单位专利申请文件的分析即可以借鉴 ＭＡＸ 相材料在航空航天领域内的应用ꎬ又可以参考其

在冶金、机械、化工等领域内的技术方案ꎬ从而将相关技术与核燃料组件领域内的技术需求和发展相

互印证ꎬ支撑研究人员的科研创新ꎬ扩展研究的广度和深度ꎮ

２.３　 中国专利中的法律状态分析

从对专利的法律状态的统计ꎬ可以对专利信息应用、专利许可等方面提供法律信息依据ꎬ规避侵

权风险ꎬ维护自身利益ꎮ 在我国ꎬ专利按照法律状态可以划分为授权专利、无效专利(包括保护期限届

满、撤回、驳回等)、公开专利(包括公开阶段和实质审查阶段)ꎮ 图 ３ 表示的是 ＭＡＸ 相材料国内专利

的法律状态情况ꎮ

图 ３　 ＭＡＸ 相材料国内专利法律状态示意图

从图 ３ 可以看出ꎬ在 ＭＡＸ 相材料领域内的 ３７ 件中国专利中:
(１)１０ 件专利处于无效状态ꎬ占总量的 ２７％ꎬ由于无效专利在中国已经不受法律保护ꎬ可以充分

利用其技术方案中的有用信息ꎬ大胆参考借鉴ꎻ
(２)１６ 件专利处于公开状态ꎬ占总量的 ４２％ꎬ其中主要是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和法国原子能委员会等单位于近年申请的专利ꎬ这表明上述单位正在加紧进行专利申请布局ꎬ应该重

点予以关注ꎻ
(３)１１ 件专利处于授权状态ꎬ占总量的 ３１％ꎬ主要是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和部分国外申请人所

拥有ꎬ在设计技术方案时需要对这些专利涉及的技术加以注意ꎬ避免侵权ꎮ

３　 结论

综上所述ꎬ本文通过对全球范围内 ＭＡＸ 相材料相关专利的态势分析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ꎮ
(１)从申请趋势来看ꎬ鉴于未来核电市场对于新一代核燃料的巨大需求ꎬ国内外申请人在进入本

世纪以来ꎬ研发投入持续加大ꎬ并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开展了相关知识产权布局工作ꎬ而且美国能源部

委托爱德华国家实验室成立的耐事故燃料建议委员会认为 ＭＡＸ 相材料是未来最有希望的核燃料研

究方向之一ꎬ因此可以预见后续专利申请还会出现快速增长ꎻ
(２)从专利申请人来看ꎬ值得关注的研究机构既有法国原子能委员会等传统的核电优势单位ꎬ也

有美国 Ｄｒｅｘｅｌ 大学等在该领域内具有较强研究实力的单位ꎬ还有中科院宁波材料所等国内的科研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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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ꎬ这些单位都已经形成了一些具有工程应用前景的科研成果ꎬ并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了专利布局

工作ꎻ
(３)从技术领域来看ꎬＭＡＸ 相材料在航空航天 /冶金 /机械 /化工等领域内的专利披露的技术方案

可以与核燃料组件领域内的技术需求和发展相互印证ꎬ支撑研究人员的科研创新ꎬ扩展研究的广度和

深度ꎻ
(４)从中国专利的法律状态来看ꎬ在未来几年内ꎬ耐事故燃料涉及的包壳材料技术领域将形成很

强的知识产权壁垒ꎬ若不及时采取应对策略ꎬ很有可能会影响到我国的需求ꎮ 因此ꎬ研究单位应该尽

快确定在耐事故燃料涉及的包壳材料领域内的技术方向并及时进行跟进ꎬ同时进行技术储备并积极

开展知识产权布局工作ꎬ以期在未来市场竞争中占据重要地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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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放射性废物处置设施选址情况研究
及对我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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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雪(１９８２—)ꎬ女ꎬ河北正定人ꎬ副研究馆员ꎬ硕士ꎬ现主要从事核科技信息情报研究工作ꎮ

摘要:我国目前不仅面临着核电快速发展而相应配套处置能力滞后的压力ꎬ而且近两年相继发生了核燃料产业园和商

用后处理厂的选址因地方公众强烈反对而中止的事件ꎬ也反映了我国在核设施选址的管理工作上面临的困境ꎮ 为了

促进我国放射性废物处置场选址的顺利开展ꎬ本文对国外放射性废物处置设施选址情况进行了研究ꎬ对国外近 ４０ 年

来处置设施的选址活动进行了统计ꎬ总结了 ３ 个特点并进行了详细阐述ꎬ分别是:制订了明确的法律条款ꎬ让选址工作

有法可依ꎬ有章可循ꎻ设置专门的放射性废物管理机构ꎬ统一规划、协调和实施选址活动ꎻ公众沟通日渐重要ꎬ韩国做法

值得借鉴ꎮ 最后ꎬ本文结合我国具体情况ꎬ对我国放射性废物处置场选址工作提出了一些启示和建议ꎮ
关键词:核设施ꎻ放射性废物ꎻ处置ꎻ选址

自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９ 日“南方周末”报的“绿色栏”发表了«何处安放核废料?»一文后ꎬ放射性废物

处置场的选址问题进入了公共的视野ꎬ引起了从上到下的广泛注意和讨论ꎮ 我国目前不仅面临着核

电快速发展而相应配套处置能力滞后的压力ꎬ而且近两年相继发生了核燃料产业园和商用后处理厂

的选址因地方公众强烈反对而中止的事件ꎬ也反映了我国在核设施选址的管理工作上面临的困境ꎮ
为了促进放射性废物处置场选址的顺利开展ꎬ本文对国外处置设施选址情况进行了研究ꎬ并结合我国

具体情况ꎬ提出了一些启示和建议ꎮ

１　 国外放射性废物处置设施选址活动概览

在各国的核工业早期ꎬ处置库选址活动多为国家行为ꎬ几乎没有遇到阻力ꎻ随着体制改革和选址

责任主体的改变ꎬ法规制度的完善ꎬ以及民众恐核心理和邻避效应等因素的影响ꎬ处置库选址面临的

困难越来越多ꎮ 近 ４０ 年来ꎬ国外进行的 ３１ 次重要的放射性废物处置库选址活动中ꎬ仅有 ７ 次成功ꎬ
有 １６ 次失败ꎬ还有 ８ 个选址活动在进行中(表 １)ꎮ

表 １　 国外放射性废物处置设施选址活动概览[ １~ ２ ]

分类 国家 设施 说明

选
址
成
功

美国

德国

韩国

瑞典

芬兰

新墨西哥州 ＷＩＰＰ 废物隔离示范厂 军用设施ꎬ国家主导ꎬ地方支持

犹他州 Ｅｎｖｉｒｏｃａｒｅ 低放废物处置库 １９９０ 年运行

德克萨斯州 ＷＣＳ 低放废物处置库 ２００９ 年获许可ꎬ２０１２ 年运行

康拉德低放废物处置库 １９７５ 年定址ꎬ２００７ 年获得许可ꎬ等待运行

月城低、中放废物处置库 多次选址失败ꎬ政府改变选址策略后成功

福斯马克低、中放废物处置库 １９８８ 年运行

乏燃料 /高放废物处置库 正在建造ꎬ预计 ２０２０ 年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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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国家 设施 说明

选
址
失
败

美国

澳大

利亚

韩国

英国

内布拉斯加州博伊德县低放废物处置库 政治反对而终止

德克萨斯州汉考克堡低放废物处置库 政治反对而终止

德克萨斯州谢拉布兰卡低放废物处置库 政治反对而终止

德克萨斯州斯波福德低放废物处置库 政治反对而终止

加利福尼亚州沃德硅谷低放废物处置库 政治反对而终止

德克萨斯州戴夫史密斯县乏燃料处置库 政治反对而终止

华盛顿州汉福特乏燃料处置库 政治反对而终止

犹他州 Ｐａｒａｄｏｘ Ｂａｓｉｎ 乏燃料处置库 政治反对而终止

南澳大利亚低放废物处置库 政治反对而终止

Ｍｕｃｋａｔｙ Ｓｔａｔｉｏｎ 低放废物处置库 政治反对而终止

庆尚北道省低、中放废物处置库 １９８６—１９８９ 年政府选定ꎬ公众反对而终止

安眠岛低、中放废物处置库 １９９０ 年政府选定ꎬ公众反对而终止

庆尚省低、中放废物处置库 １９９３ 年地方申请ꎬ公众反对而终止

昌安和文宋候选处置库场址 １９９４ 年支持方和反对方冲突ꎬ政府取消

加卢波岛低、中放废物处置库 １９９４ 年政府选定ꎬ环保组织反对而终止

ＮＩＲＥＸ 国家中放废物处置库 因技术和政治原因多个选址活动被终止

正
在
进
行

美国 内华达州尤卡山乏燃料处置库 奥巴马政府停止国会拨款ꎬ陷入僵局

德国 戈莱本乏燃料处置库 尚处在勘查和研发中ꎬ争议大

英国 乏燃料 /高放废物国家处置库 广泛选址

法国 高放废物国家处置库 进入公众质询ꎬ预计 ２０１７ 年提交许可申请

加拿大 乏燃料 /高放废物国家处置库 广泛选址

日本 高放废物处置库 １９７６ 年开始调查ꎬ目前正在广泛选址

瑞典 乏燃料国家处置库 ２００９ 年定址ꎬ正在审查建造许可

瑞士 乏燃料国家处置库 正在广泛选址ꎬ２０２７ 年定址

２　 国外对放射性废物处置设施的选址有明确的法律条款

美、俄、法等国均出台了专门的放射性废物管理法律(表 ２)ꎬ从国家层面构建了法律框架ꎬ为放射

性废物管理工作的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ꎮ 让选址工作有法可依ꎬ有章可循ꎬ有保障条件ꎮ

表 ２　 国外放射性废物处置设施选址相关法律规定[３~ ４]

国家 法律 相关内容

美国

«放射性废物政策法»(１９８２)
规定政府负责所有乏燃料与高放废物、国防低放废物和超铀废物的

处理处置

«低放废物政策法»(１９８０) 规定核电厂所在的州政府必须负责为民用低放废物的处置提供条件

«低 放 废 物 政 策 法 修 订 案 »
(１９８５)

规定各州自建或通过协议联合起来开发共有的商业低放废物处置

库ꎻ规定了各州的处置目标和没有达到目标时的财政惩罚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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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法律 相关内容

俄罗斯
«关于放射性废物管理和修改某些俄罗

斯联邦立法性法规»(２０１１)

建立放射性废物管理统一国家体系ꎬ设立放射性废物管理国

家运营机构(ＮＯ ＲＡＯ)来执行放射性废物处置活动的规则、管
理和实施

法国

«１９９１ 年废物法»
规定成立了法国放射性废物管理局(Ａｎｄｒａ)ꎬ负责处置设施的

选址、建设和运行

«２００６ 年废物法»
(后并入«环境法典»)

规定了所有放射性废物的管理蓝图ꎬ需通过出版«国家放射性

材料和废物管理计划»(ＰＮＧＭＤＲ)来每三年对该蓝图进行一

次更新

韩国 «放射性废物管理法»(２００８)
规定成立韩国放射性废物机构(ＫＯＲＡＤ)ꎬ负责处置设施的选

址、建设和运行

３　 国外设置了专门的放射性废物管理机构ꎬ统一规划、协调和实施选址活动

法、俄、英、瑞典、瑞士、韩等国都建立了统一的放射性废物管理机构(表 ３)ꎬ虽然机构性质不同ꎬ
但作用都是统一管理国内放射性废物处置库的规划、选址、建造、运行和关闭后监护ꎬ有利于放射性废

物的安全管理ꎮ

表 ３　 国外放射性废物管理机构[３~ ４]

国家 放废管理机构 机构性质 职责

法国
国家放射性废物管理局

(ＡＮＤＲＡ)
具有工商性质的公共机构

负责废物处置库的选址、建造、营运、封闭以及

封闭后的监护活动

俄罗斯
国家放射性废物管理运

营机构(ＮＯ ＲＡＯ)
具有政府职能的国企

实施放射性废物处置以及其他放射性废物管

理活动的法人ꎬ主要任务之一是建立不同类型

放射性废物处置设施的体系

英国 英国核退役局(ＮＤＡ) 非政府部门公共机构 统一管理和执行全国的放射性废物处置工作

瑞典
瑞典乏燃料和放射性废

物管理公司(ＳＫＢ)
商业公司———各核电公司联

合成立

负责管理和处置各合作方营运核设施所产生

的放射性废物

瑞士
国家放射性废物处置公

司(Ｎａｇｒａ)
商业公司———各核电公司和

政府联合成立

负责准备和执行所有放射性废物处置的解决

办法

韩国
放射性废物机构

(ＫＯＲＡＤ)
国家机构

负责放射性废物和乏燃料的运输、储存和处

置ꎬ以及处置设施的选址、建设和运行ꎬ统一管

理废物管理基金和处理公共关系

４　 公众沟通日渐重要ꎬ韩国做法值得借鉴

我国相继发生了核燃料产业园和商用后处理厂的选址因地方公众强烈反对而中止的事件ꎬ反映

了我国在核设施选址的管理工作上面临的困境ꎬ也说明公众沟通工作越来越重要ꎮ
２０１５ 年正式运行的韩国月城低、中放废物处置库是近年来世界上选址成功的典范ꎬ但其选址也是

经过了 ２０ 年的 ９ 次失败和一系列改革才获得成功的ꎬ其经验和教训值得借鉴ꎮ

２４



４.１　 曾经 ２０ 年的选址失败

韩国在 １９８６ 年修订了«原子能法»ꎬ设立了放射性废物管理基金ꎬ创建了处置项目实施的法律依

据ꎮ 自此ꎬ韩国政府开始进行放射性废物处置库的选址工作ꎮ 从 １９８６—２００４ 年ꎬ韩国政府努力试图

获得一个处置库场址ꎬ但 ９ 次均以失败而告终(表 ４)ꎮ

表 ４　 韩国处置库选址失败经历[５~ ６]

次序 时间范围 选址活动 结果

１ １９８６—１９８９
韩国原子力研究院通过文献研究选了 ３ 个候选场址ꎬ尝试进行场址调查ꎬ
遭到当地居民和环保组织反对

１９８９ 年 ３ 月取

消了所有场址

调查活动

２ １９９０—１９９１
韩国原子力研究院在没有对当地居民官方通告情况下ꎬ暗中在安眠岛进行

场址调查ꎬ当地居民和环保组织感觉受骗

１９９１ 年 ６ 月取

消了该计划

３ １９９１—１９９３

韩国原子力研究院通过对地址条件的文献研究ꎬ选出了 ６ 个地区ꎬ公开征

询意见ꎬ并组建了公共关系团队ꎬ宣传放射性废物处置的安全性ꎮ 但在当

地居民中流传辐射性的谣言ꎬ出于对政府的不信任ꎬ当地居民和环保组织

进行了示威游行

１９９３ 年取消了

所有候选场址

４ １９９３—１９９４

国家基本政策改变ꎬ出台法律对处置库场址区域有财政支持ꎬ古里核电厂

附近的昌安和蔚珍核电厂附近的文宋提出申请ꎮ 两地社团进行了激烈的

讨论ꎬ甚至扩大影响到国家级环保组织ꎬ在其支持下ꎬ持反对意见的地方民

众进行了示威活动ꎬ地方政府缺乏有效指导ꎬ正反双方发生激烈冲突失去

控制

１９９４ 年取消了

两地申请

５ １９９４—１９９５

在初步场址调查后ꎬ专家组经国家授权选取了加卢波岛(无人居住)为候

选场址ꎬ这次进行了官方公告并成立了当地社团支持项目ꎬ开启了公众质

询程序ꎬ但是没有在指定候选场址前与利益相关方沟通ꎮ 附近的社区居民

和环保组织聚集ꎬ质问场址附近活动断裂层情况ꎬ后经过详细调查确认附

近有活动断裂层

１９９５ 年 １２ 月

取消了该候选

场址

６ ２０００—２００１
１９９７ 年选址主体从韩国原子力研究院转交到韩国水电与核电有限公司ꎻ
选址由当地居民反对转变为地方政府不支持

未得到地方政

府支持

７ ２００２—２００３ 对地方政府提出第二次预选
未得到地方政

府支持

８ ２００３—２００４
组建了选址委员会(１４ 个成员ꎬ没有来自环保组织的成员)ꎬ在场址调查初

选后ꎬ布安市市长有强烈意愿提出申请ꎮ 环保组织和反核组织举办了大型

示威活动ꎬ最终当地议会没有批准申请

未得到地方政

府支持

９ ２００４ 尝试向其他地区发起邀请
未得到地方政

府支持

从这 ９ 次选址活动中可以看出:前四次选址均因公众反对而失败ꎻ第五次选址不仅公众反对ꎬ场
址本身地质条件也不符合要求ꎻ１９９７ 年选址主体由韩国原子力研究院转交到韩国水电与核电有限公

司ꎬ选址由当地居民反对转变为地方政府不支持ꎻ之后的四次选址活动均因未得到地方政府支持而

失败ꎮ

４.２　 改革策略选址成功

２００４ 年年底开始ꎬ韩国政府改变了选址策略ꎬ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使选址活动走出了困境ꎮ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ꎬ韩国原子能委员会对国家政策和原则进行了修正ꎬ宣布将低、中放废物的处置和高放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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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处置分开进行ꎮ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１１ 日ꎬ韩国知识经济部组建了选址委员会ꎬ由来自不同领域的 １７ 个

专家组成(其中 ９ 人来自环保组织)ꎬ负责管理和监督整个选址过程ꎮ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ꎬ韩国颁布了

«关于支持低、中放废物处置库建库区域的特别法令»ꎮ 该法令规定了专项财政的支持ꎬ包括:①向建

库地区一次性支付 ３ 千亿韩元(２.７２ 亿美元)ꎻ②每桶废物对当地补贴 ６３.７５ 万韩元(５８０ 美元)ꎻ③选

址负责单位韩国水电与核电有限公司总部搬迁至选中城市ꎮ 该法令还规定了民主性和透明度的支

持ꎬ包括:①居民按照«公投法»投票选出建库区域ꎻ②选址计划、现场调查结果以及遴选过程都要公开

透明实施ꎻ③由当地居民举行公开评议和讨论ꎮ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ꎬ知识经济部公布了“候选场址选择方法及程序”(图 １)ꎬ以及要提供给建库区域的支

持政策和措施ꎬ正式启动了选址活动ꎮ

图 １　 选址程序[７]

这些政策增加了选址的公开性和透明度ꎬ减少了公众对放射性的疑虑ꎬ特别是使献地建造处置库

的居民得到了实际好处ꎬ使选址形势发生了根本改变ꎮ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ꎬ地方自愿献出了 ７ 个场址ꎬ知识经济部从中选择出 ４ 个进行了投票表决ꎮ 按照公民

投票结果ꎬ庆州市以其高达 ８９.５％的居民支持率而被选定为最终候选场址ꎮ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ꎬ知识经济部

批准了庆州市的候选场址为月城低、中放废物处置库ꎮ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ꎬ韩国水电与核电有限公司向核监

管机构教育与科学技术部提交了第一阶段建造和运行许可申请ꎬ并于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获得批准ꎮ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ꎬ根据韩国«放射性废物管理法案(２００８)»ꎬ韩国成立了放射性废物管理公司ꎬ负责统

一管理放射性废物和乏燃料的运输、储存和处置ꎻ处置库的选址、建设和运行ꎻ管理放射性废物基金和

处理公共关系ꎮ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ꎬ放射性废物管理公司更名为放射性废物管理机构ꎮ 该机构目前正在进

行乏燃料 /高放废物处置库的选址活动ꎮ

４.３　 韩国经验小结

(１)韩国 ２０ 年中 ９ 次处置库选址的失败ꎬ主要是由于:①地方和公众对处置库安全的担忧ꎻ②缺

乏透明度和利益相关者参与决策ꎻ③对由政府提出的激励政策缺乏信心ꎮ
(２)韩国处置库选址经历了从公众反对和地方政府不支持到有 ７ 个地区自愿提出申请ꎬ最终选址

成功的原因可归结为:①将低、中放废物和高放废物的处置分开进行ꎻ②国家组建选址委员会ꎬ由来自

不同领域的 １７ 个专家组成ꎬ管理和监督整个选址过程ꎻ③居民自由投票选出建库区域ꎬ让当地居民进

行公开评议和讨论ꎻ④选址计划、现场调查结果以及遴选过程都公开透明实施ꎻ⑤国家颁布«关于支持

低、中放废物处置库建库区域的特别法令»ꎬ给予建库地区财政支持等实惠政策(包括一次性补贴 ２.７２
亿美元和每桶废物对当地补贴 ５８０ 美元)ꎮ

(３)根据国家法律ꎬ新成立了专门的放射性废物管理单位———放射性废物管理机构(放射性废物

管理公司)ꎬ统一管理处置库的选址、建设和运行ꎬ统一负责管理经费和处理公众关系ꎮ

５　 对我国的启示与建议

５.１　 由国家出台专门的放射性废物管理法规体系

我国颁布的有关放射性废物管理的法律法规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
(２００３)、«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核设施安全监督管理条例» (１９８６)和«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条例»
(２０１２)ꎮ 其中ꎬ«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条例»规定“国务院核工业行业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环境保护

主管部门根据地质、环境、社会经济条件和放射性固体废物处置的需要ꎬ在征求国务院有关部门意见

并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基础上编制放射性固体废物处置场所选址规划ꎬ报国务院批准后实施ꎮ 有关

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放射性固体废物处置场所选址规划ꎬ提供放射性固体废物处置场所的建设用

地ꎬ并采取有效措施支持放射性固体废物的处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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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建议对«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条例»进行细化和完善ꎬ形成法规体系ꎬ明确低、中放废物处置

设施选址责任主体ꎬ对地方政府的责任落实情况出台配套考核和奖惩措施ꎻ核行业主管部门科工局加

快出台区域处置规划ꎮ

５.２　 成立专门的放射性废物管理机构ꎬ统筹规划管理

我国没有专门的放射性废物管理机构ꎬ由核工业主管部门科工局统管处置库相关工作ꎬ环保部监

督环境安全ꎮ 科工局正在制定新的“低、中放废物区域处置规划”ꎮ
本文建议我国成立专门的放射性废物管理机构ꎬ统一管理放射性废物处置设施的规划、选址、建

造、运行和关闭后监护活动ꎮ

５.３　 增强公众沟通ꎬ增加透明度

我国近期相继发生了核燃料产业园和商用后处理厂的选址活动因地方公众强烈反对而中止ꎮ 事

件期间出现了公众误信谣言、谈核色变等现象ꎬ反映了选址活动宣传不到位、透明度不够、前期公众参

与不足等问题ꎮ
本文建议在今后的选址活动中ꎬ除了常规宣传外ꎬ还应采取措施增强公众沟通ꎬ增加透明度ꎬ包

括:①为当地居民举行论坛、辩论会等交流活动ꎻ②注意互联网络平台舆论动向ꎬ选取当地著名、活跃

度高的网站、论坛等重点监控ꎬ及时发布正确的报道、观点ꎬ引导舆论导向ꎻ③选举民间专家和当地代

表成立选址活动观察团ꎬ可以参与选址过程ꎬ负责对选址活动提出意见ꎬ以及对外宣传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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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 ＲＥＭＩＸ 燃料循环技术发展简析

孙晓飞
(中国核科技信息与经济研究院ꎬ北京 １０００４８)

摘要:俄罗斯近年来一直在开发名为 ＲＥＭＩＸ 的热堆燃料循环体系ꎬ已经开始燃料组件的入堆测试ꎮ 与 ＭＯＸ 燃料热堆

循环技术相比较ꎬＲＥＭＩＸ 燃料能够在热堆中多次循环利用ꎬ进一步提高铀的利用率ꎮ 与 ＭＯＸ 燃料使用贫铀不同ꎬ
ＲＥＭＩＸ 燃料直接使用乏燃料中回收的铀和钚ꎬ再补充 ２０％的低浓铀( ２３５Ｕ 的浓缩度为 １７％)制成ꎮ 制造这种燃料不需

要将乏燃料中的钚单独分离出来ꎬ而是用共同分离出来的铀钚混合物ꎮ 据俄罗斯的研究ꎬ与使用铀燃料的核能系统相

比ꎬ使用 ＲＥＭＩＸ 燃料的核能系统能够节约 ３０％铀资源ꎬ而根据法国阿海珐集团的经验ꎬ再循环利用 ＭＯＸ 燃料可以节

约 １２％的天然铀需求ꎮ 本文对俄罗斯 ＲＥＭＩＸ 燃料循环发展情况进行了调研和简析ꎮ
关键词:核燃料循环ꎻ俄罗斯ꎻ热堆ꎻ铀ꎻ钚

ＲＥＭＩＸ 燃料循环是俄罗斯正在开发的一种新的热堆核燃料循环技术ꎮ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ꎬ俄罗斯宣布

已经将首批 ３ 个 ＲＥＭＩＸ 燃料组件装入巴拉科沃核电厂 ３ 号机组进行测试ꎮ 俄罗斯原子能公司表示ꎬ
ＲＥＭＩＸ 燃料能够在热堆中多次循环利用ꎬ并进一步提高铀的利用率ꎮ

１　 热堆闭合燃料循环

由于快堆大规模商业部署还需要数十年ꎬ通过热堆进行核燃料再循环是一个提高资源利用率ꎬ减
少高放废物体积的重要过渡方案ꎮ 热堆乏燃料中长寿命裂变产物和次锕系元素通常只占 ３％ꎬ通过后

处理分离出来后作为高放废物进行玻璃固化后处置ꎮ 而其余的 ９６％为铀ꎬ１％为钚ꎬ通过后处理ꎬ回收

这些钚和铀可以再利用ꎮ
目前具有工业运行经验的热堆闭合循环被称为“ＭＯＸ 燃料循环”ꎮ 该方案主要回收利用乏燃料

中的钚ꎬ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开始工业化应用(最初在比利时的热堆中使用)ꎮ 时至今日ꎬ已经有大约

２ ０００ ｔ ＭＯＸ 燃料被装入反应堆ꎬ主要是欧洲和日本ꎮ ＭＯＸ 燃料通常是由氧化钚与氧化铀混合制成ꎬ
其中的铀绝大部分都是来自铀浓缩尾料的贫铀ꎬ而不是回收乏燃料中的铀ꎮ 根据法国阿海珐集团的

经验ꎬ再循环利用 ＭＯＸ 燃料可以节约 １２％的天然铀需求ꎮ
俄罗斯目前正在开发一种新的热堆闭合燃料循环概念———ＲＥＭＩＸ 燃料循环[ １ ]ꎮ 该方案与 ＭＯＸ

燃料使用贫铀不同ꎬ而是直接使用乏燃料中回收的铀和钚ꎬ再补充 ２０％的低浓铀( ２３５Ｕ 的浓缩度为

１７％)制成ꎮ 制造这种燃料不需要将乏燃料中的钚单独分离出来ꎬ而是用共同分离出来的铀钚混

合物ꎮ

２　 ＲＥＭＩＸ 燃料循环的特点

ＲＥＭＩＸ 燃料中２３９Ｐｕ 含量为 １％ꎬ２３５Ｕ 为 ４％ꎬ卸料周期为 ４ 年ꎬ燃耗为 ５０ ＧＷ∙ｄ / ｔꎮ 卸出的乏

ＲＥＭＩＸ 燃料中２３９Ｐｕ 为 ２％ꎬ２３５Ｕ 为 １％ꎬ随后经过 ５ 年冷却和后处理以后ꎬ将回收的铀、钚混合物与新

的低浓铀混合ꎬ再次制成燃料循环利用ꎮ 后处理产生的高放废物(裂变产物与次锕系元素)进行玻璃

固化ꎬ在地质处置库中处置ꎮ
俄罗斯开发的 ＲＥＭＩＸ 燃料目前主要针对该国的 ＶＶＥＲ－１０００ 反应堆体系设计ꎮ 该反应堆是俄罗

斯设计开发的一种压水堆堆型ꎬ目前共有 １３ 座ꎬ约占俄罗斯所有核电反应堆的 ３５％ꎮ 图 １ 是采用了

ＲＥＭＩＸ 燃料的 ＶＶＥＲ－１０００ 反应堆核燃料循环体系示意图ꎮ ＲＥＭＩＸ 燃料不仅可以使用浓缩的天然

铀ꎬ也可以利用再浓缩的后处理回收铀ꎮ
俄罗斯当前的 ＶＶＥＲ－１０００ 反应堆的堆芯中可以 １００％装填 ＲＥＭＩＸ 燃料ꎬ并能够进行至少 ５ 次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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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ＲＥＭＩＸ 燃料循环示意图

循环ꎬ因此ꎬ采用这种燃料ꎬ仅用 ３ 批装料ꎬ在不断补充低浓铀的情况下ꎬ就可以维持反应堆运行

６０ 年ꎮ

３　 ＲＥＭＩＸ 燃料循环的优势及挑战

据俄罗斯的研究[２]ꎬ使用 ＲＥＭＩＸ 燃料的核能系统与使用铀燃料的核能系统相比ꎬ能够节约 ３０％
铀资源ꎬ减少 ８％的分离功需求ꎮ 采用 ＲＥＭＩＸ 燃料循环能够降低乏燃料贮存和处置的成本ꎮ 与 ＭＯＸ
燃料循环相比ꎬ它可以减少后处理铀(ＲｅｐＵ)的累积ꎬ以及避免分离纯钚ꎮ

此外ꎬＲＥＭＩＸ 燃料具有优势还有以下几点ꎮ
(１)ＲＥＭＩＸ 循环产生的放射性废物主要是裂变产物的玻璃固化体ꎬ不需要建造大量乏燃料贮存

设施ꎮ
(２)ＲＥＭＩＸ 燃料后处理不分离纯钚ꎬ因此不需要建造分离钚的贮存和运输设施ꎮ
(３)热堆堆芯可以全部装载 ＲＥＭＩＸ 燃料ꎮ
(４)ＲＥＭＩＸ 燃料有多种类型ꎬ可以满足各个国家的不同燃料循环策略ꎬ如后处理铀再浓缩、使用

其他来源的钚ꎬ等等ꎮ 因此ꎬＲＥＭＩＸ 燃料循环可以根据每个国家的燃料循环策略进行调整ꎮ
(５)随着铀价上涨ꎬ以及乏燃料处置成本不断提高ꎬＲＥＭＩＸ 循环的经济性将不断提高ꎮ
但是 ＲＥＭＩＸ 同样也存在一些不足ꎬ例如:相比 ＵＯＸ 燃料ꎬＲＥＭＩＸ 燃料在反应堆中稳定状态下镎

和镅产生量提高 ３ 倍ꎬ而锔产生量则是 １０ 倍ꎮ 随着铀的多次循环ꎬ铀同位素将不断变化ꎬ２３６Ｕ 和２３２Ｕ
将越来越多ꎬ因此铀的回收处理将变得越来越复杂ꎮ 这些次锕系元素的增加随着燃料的多次循环而

累加ꎬ燃料的制造技术难度很大ꎬ同时燃料的管理需要特殊的辐射保护措施ꎮ 除了要克服这些技术上

的挑战ꎬ经济性是 ＲＥＭＩＸ 燃料循环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ꎮ 根据有关研究ꎬ使用 ＲＥＭＩＸ 燃料代替目前

的 ＵＯＸ 燃料ꎬ成本会增加 ２５％~３０％ꎮ

４　 目前的开发情况

ＲＥＭＩＸ 燃料开发被列入了俄罗斯联邦目标计划———“新一代核电技术”中ꎮ 根据该计划ꎬ俄罗斯

将在 ２０２０ 年完成开发并建成 ＶＶＥＲ－１０００ 反应堆的 ＲＥＭＩＸ 燃料制造线ꎮ 目前 ＲＥＭＩＸ 开发项目由俄

罗斯 Ｒｏｓａｔｏｍ 公司下属的核燃料贸易企业 ＴＥＮＥＸ 公司主持ꎬ研发工作主要由俄罗斯 Ｖ.Ｇ. Ｋｈｌｏｐｉｎ 镭

研究所负责ꎬ其他参与开发的单位还包括核燃料企业 ＴＶＥＬ 公司、西伯利亚化学联合体、国家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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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库尔恰托夫研究院、核能企业 Ｒｏｓｅｎｅｒｇｏａｔｏｍ 公司、Ｇｉｄｒｏｐｒｅｓｓ 公司等ꎮ
在 ２０１６ 年装入巴拉科沃核电厂 ３ 号机组开始测试的 ３ 个实验型 ＲＥＭＩＸ 燃料组件由西伯利亚化

学联合体的化学冶金厂制造ꎬ该厂负责试验和开发 ＲＥＭＩＸ 燃料制造线ꎮ 这批燃料计划在堆内测试 ３
年ꎬ之后对卸出燃料进行辐照后分析[３]ꎮ

虽然俄罗斯目前的 ＲＥＭＩＸ 燃料循环是基于本国的 ＶＶＥＲ 反应堆系统开发的ꎬ但是它也可以应用

于其他国家的轻水堆系统ꎮ Ｔｅｎｅｘ 公司总经理表示有许多国家对俄罗斯的 ＲＥＭＩＸ 燃料循环感兴趣ꎮ
俄罗斯与日本在 ２０１５ 年年底召开的核燃料循环后端研讨会上ꎬ Ｔｅｎｅｘ 公司表示ꎬ可以向日本提供基

于轻水堆的 ＲＥＭＩＸ 燃料循环技术支持ꎮ
Ｔｅｎｅｘ 公司建议ꎬＲＥＭＩＸ 燃料应该以租赁的形式由燃料供应商提供给核电企业ꎬ并在他们之间进

行多次再循环利用ꎬ最终的废物仍然由燃料供应商负责处理处置ꎬ而核电企业仅需要向燃料供应商支

付费用即可[４]ꎮ

参考文献:
[１]　 “Ｒｕｓｓｉａ’ｓ ＲＥＭＩＸ ｆｕｅｌ ｗｉｌｌ ｅｎａｂｌｅ ｃｌｏｓｅｄ ｆｕｅｌ ｃｙｃｌｅ”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ｎｅｉｍａｇａｚｉｎｅ.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ｎｅｗｓｒｕｓｓｉａｓ－ｒｅｍｉｘ－ｆｕｅｌ－

ｗｉｌｌ－ｅｎａｂｌｅ－ｃｌｏｓｅｄ－ｆｕｅｌ－ｃｙｃｌｅ－４９１５８２６ꎬ ７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６.
[２]　 Ｐａｖｅｌ Ｓ. Ｔｅｐｌｏｖꎬ Ｐａｖｅｌ Ｎ. Ａｌｅｋｓｅｅｖꎬ Ｅｖｇｅｎｉｙ Ａ. Ｂｏｂｒｏｖꎬ ａｎｄ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Ｖ. Ｃｈｉｂｉｎｙａｅｖꎬ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ｌ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ｕ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ｒｅｃｙｃｌ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ＲＥＭＩＸ ｒ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ｒｅａｃｔｏｒｓ.ＥＤＰ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２０１６.
[３]　 “Ｍｏｄｅｒｎ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Ｆｕｅｌ Ｃｙｃ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ＶＶＥＲ ２０１６”ꎬ ３１ｓｔ

Ｏｃｔｏｂｅｒ – ０２ｎｄ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６ꎬ Ｐｒａｇｕｅꎬ Ｃｚｅｃｈ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４]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ｆｏｒ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ｆｕｅｌ ｌｅａ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ｃｙｃｌｉｎｇ”ꎬ ２６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６.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ＲＥＭＩＸ ｆｕｅｌ ｃｙｃｌ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ＵＮ Ｘｉａｏ￣ｆｅｉ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ꎬ Ｂｅｉｊｉｎｇꎬ １０００４８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ꎬ Ｒｕｓｓｉａ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ａ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ｒｅａｃｔｏｒ ｆｕｅｌ ｃｙｃｌ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ａｌｌｅｄ ＲＥＭＩＸꎬ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ａｌｒｅａｄｙ ｂｅｇｕｎ ｔｈｅ ｆｕｅｌ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ｔｅｓｔ.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ＭＯＸ ｆｕｅｌ ｃｙｃｌ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 ＲＥＭＩＸ ｆｕｅｌ
ｃａｎ ｂｅ ｕｓｅｄ ｒｅｐｅａｔｅｄ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ｒｅａｃｔｏｒ ｔｏ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ｒａｎｉｕｍ. Ｕｎｌｉｋｅ ｔｈｅ ＭＯＸ
ｆｕｅｌ ｕｓｅｄ ｉｎ ｄｅｐｌｅｔｅｄ ｕｒａｎｉｕｍꎬ ｔｈｅ ＲＥＭＩＸ ｆｕｅｌ ｉｓ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ｏｆ ｕｒａｎｉｕｍ ａｎｄ ｐｌｕｔｏｎｉｕｍ
ｆｒｏｍ ｓｐｅｎｔ ｆｕｅｌꎬ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ｂｙ ２０％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ｗ ｅｎｒｉｃｈｅｄ ｕｒａｎｉｕｍ ( ２３５Ｕ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１７％). Ｉｔ ｉｓ ｎｏｔ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ｐｌｕｔｏｎｉｕｍ ｆｒｏｍ ｓｐｅｎｔ ｆｕｅｌ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ｕｅｌꎬ ｂｕｔ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ｏ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ｍｉｘｔｕｒｅ ｏｆ ｕｒａｎｉｕｍ ａｎｄ ｐｌｕｔｏｎｉｕｍ.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ｕｒａｎｉｕｍ ｆｕｅｌꎬ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ｕｓｉｎｇ ＲＥＭＩＸ ｆｕｅｌ ｃａｎ ｓａｖｅ ３０％ ｕｒａｎｉｕｍ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ꎬ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Ｆｒｅｎｃｈ Ａｒｅｖａ ｇｒｏｕｐꎬ ＭＯＸ ｆｕｅｌ ｒｅｃｙｃｌｉｎｇ ｃａｎ ｓａｖｅ １２％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ｕｒａｎｉｕｍ ｄｅｍａｎ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ꎬ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ＥＭＩＸ ｆｕｅｌ ｃｙｃｌｅ ｉｎ Ｒｕｓｓｉａ ｉｓ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ｆｕｅｌ ｃｙｃｌｅꎻＲｕｓｓｉａꎻＴｈｅｒｍａｌ ｒｅａｃｔｏｒꎻＵｒａｎｉｕｍꎻＰｌｕｔｏｎｉｕｍ

９４



中国核科学技术进展报告(第五卷)
核情报分卷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５)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美国空间核动力技术与装备发展动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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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许春阳(１９８０—)ꎬ男ꎬ高级工程师ꎬ现主要从事舰船核动力、空间核动力、核工业等核领域情报研究工作ꎮ

摘要:空间核动力系统利用核能为太空活动提供电力和推进动力ꎬ与常规能源相比具有能量密度高、环境适应性强等

的优势ꎮ 美国曾在 ２７ 次航天任务中使用了 ７ 种型号的放射性同位素电源ꎬ用于导航、气象、探月、太阳系深空探测等

空间任务ꎮ 该技术已成为美国保持深空探测世界领导地位的核心能力之一ꎮ 美国近年来依靠新能量转换技术发展新

的放射性同位素电源ꎬ同时随着载人火星计划不断推进ꎬ着手开发空间反应堆系统ꎬ预期用于载人航天器及火星表面

电源ꎮ (１)美国利用近年来取得进展的方钴矿热电偶转换材料ꎬ研制增强型多任务放射性同位素电源ꎬ输出电功率提

高 ２５％ꎻ斯特林动态能量转换技术也将带动新型放射性同位素电源发展ꎮ (２)美国将在 ２０１７ 年开展 Ｋｉｌｏｗｐｏｗｅｒ 反应

堆电源样机测试ꎮ 该电源采用非能动钠热管、铀钼合金整块燃料、斯特林能量转换装置ꎬ设计简化、可靠性高、安全性

好、开发成本低ꎬ输出功率为 ０.５ ~ １０ ｋＷꎬ可提高深空探测任务能力ꎬ或作为火星载人前哨基地电源ꎮ (３)美国还从

２０１１ 年加大投资开发核热推进技术ꎬ２０１５ 年完成燃料选型ꎬ目前继续开展燃料研发、反应堆设计、发展战略编制等ꎬ将
在 １０ 年内完成地面测试和飞行测试ꎮ 反应堆初步设计推力 １１１ ｋＮꎬ燃料元件长度 １.３２ ｍꎬ排气温度 ２ ７９０ Ｋꎬ额定功

率５６３ ＭＷꎮ发动机总体长度 ８.６９ ｍꎬ比冲 ９４０ ｓꎮ 美国空间核动力技术近期发展以深空探测和载人探火计划为背景ꎬ但
发展前景仍受到投资情况、战略需求、竞争技术发展情况等不确定因素影响ꎮ
关键词:空间核动力、放射性同位素电源、空间反应堆

半个多世纪以来ꎬ美国积极开展太空探索ꎬ不断拓展人类知识边界ꎬ取得举世瞩目成就ꎮ 其中许

多前往遥远未知世界的壮举得益于空间放射性同位素的成功研制和应用ꎮ ２０１５ 年ꎬ“新地平线”号探

测器飞掠冥王星ꎬ前所未有地获得冥王星及其卫星的大量科学数据ꎬ引起世界关注ꎬ其下一个探索目

的地是冥王星外的柯依伯带天体ꎻ“好奇”号火星漫游车 ２０１２ 年登陆火星表面ꎬ目前仍在火星表面开

展科学任务ꎮ 除了继续保持深空无人探测ꎬ美国下一阶段还将迈出载人火星探索的步伐ꎮ 早在 ２００４
年ꎬ布什政府就宣布«太空探索愿景»ꎬ提出载人探测火星的打算ꎻ２０１０ 年ꎬ奥巴马政府在«国家太空政

策»中进一步明确“到 ２０３０ 年代中期ꎬ把宇航员送到火星轨道上并使之安全返回地球”的发展规划ꎮ
空间核动力主要采用放射性同位素衰变能或核反应堆裂变能ꎬ为空间活动提供热能、电能和推进

动力等ꎬ与太阳能、化学能等常规空间能源相比ꎬ具有能量密度高、不需要太阳光照、寿命长、可靠性高

等优势ꎬ在许多太空任务中具有不可替代性ꎮ 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 ２００９ 年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ꎬ空
间放射性同位素电源已成为美国保持着太空探索世界领先地位一项核心能力[１]ꎮ 在 ２０１０ 年«太空政

策»的顶层设计牵引下ꎬ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ＮＡＳＡ)开展科研规划ꎬ发展相关技术ꎬ明确技术方案ꎬ部
署美国载人航天发展路线ꎮ ２０１５ 年公布的指导性文件«ＮＡＳＡ 的火星之旅:后续太空探索的开拓步

伐»进一步详细阐述了美国火星探索以及未来人类在深空持续存在的步伐ꎮ 目前来看ꎬ空间放射性同

位素电源和空间核反应堆都有望在未来更大规模的太空活动中发挥作用ꎮ

１　 恢复２３８Ｐｕ 同位素生产

美国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开始采用２３８Ｐｕ 作为空间放射性同位素电源的热源材料[２]ꎮ２３８Ｐｕ 具有半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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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长、辐射低、功率密度高、氧化物稳定性好等优势ꎬ是目前发现的最理想的空间热源材料ꎮ 但由于
２３８Ｐｕ是军用核材料生产的副产品ꎬ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ꎬ美国停止军用后处理ꎬ２３８Ｐｕ 生产也宣告中断ꎮ
从此至今ꎬ美国只能利用原有库存以及从俄罗斯进口的２３８Ｐｕ 满足太空任务需要ꎮ 截至 ２０１７ 年年初ꎬ
美国剩余可用于太空探索任务的２３８Ｐｕ 热源材料 ３５ ｋｇꎬ但仅有 １７ ｋｇ 满足技术指标ꎬ在满足 ２０２０ 年计

划发射的“火星 ２０２０”任务需求后ꎬ只够制造 ３ 个 ＭＭＲＴＧ 放射性同位素电源ꎬ预计在 ２０２６ 年以前将

用完[ ３ꎬ４ ]ꎮ
２１ 世纪初以来ꎬ美国着手开展研究规划ꎬ重建国内２３８ Ｐｕ 生产能力ꎮ 生产项目 ２０１２ 财年启动ꎮ

２０１５ 年以来ꎬ２３８Ｐｕ 生产能力初步运转ꎬ到 ２０１６ 年秋季生产约 １００ ｇꎬ预计 ２０１８ 年达到 ４００ ｇ / ａ 生产能

力ꎬ２０２１ 年开始利用爱达荷国家实验室的先进试验反应堆(ＡＴＲ)进一步提高辐照能力ꎬ到 ２０２５ 年达

到 １.５ ｋｇ / ａ 的辐照能力ꎬ２３８Ｐｕ 纯度大于 ８５％[５]ꎮ
新的生产能力由美国能源部下属爱达荷国家实验室、橡树岭国家实验室、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

室、桑迪亚国家实验室的相关科研生产能力组成ꎮ 生产过程是利用爱达荷国家实验室目前库存的
２３７Ｎｐ制造辐照靶ꎬ在美国高通量同位素反应堆和先进试验堆进行辐照ꎮ 辐照后的靶在橡树岭国家实

验室放射化学工程开发中心的热室和手套箱进行处理ꎮ 二氧化钚产品送到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

组装成热源部件ꎮ 辐照后靶中剩余的镎回收再利用ꎮ ２０１６ 年ꎬ橡树岭国家实验室对公斤级 ＮｐＯ２进行

辐照得到测试材料[６]ꎬ完成两次化学工艺示范测试ꎬ以确定各工艺步骤的效率ꎬ验证产品纯度ꎮ

２　 研制先进热电转换材料放射性同位素电源

美国当前技术发展重点之一ꎬ就提高放射性同位素电源比功率等关键技术指标ꎬ提高空间任务能

力并相应降低２３８Ｐｕ 热源材料使用量ꎬ这方面的主要途径就是采用转换效率更高的热电转换技术ꎮ
美国目前使用的最新一代放射性同位素电源系统“多任务放射性同位素电源”(ＭＭＲＴＧ)装备于

２０１１ 年发射的“好奇”号火星漫游车ꎮ ＭＭＲＴＧ 有 ８ 个装填二氧化钚的通用热源模块ꎬ采用 ＰｂＴｅ /
ＴＡＧＳ 热电偶转换ꎬ剩余热量通过 ８ 个外部辐射片释放到太空环境中ꎬ产生大约 １２０ Ｗ 电力ꎬ电压 ２８~
３２ Ｖꎬ由美国能源部以及 Ａｅｒｏｊｅｔ Ｒｏｃｋｅｔｄｙｎｅ 公司、Ｔｅｌｅｄｙｎｅ 能源系统公司共同开发ꎮ “好奇”号着陆后

的功率输出约为 １１４ Ｗꎬ运行 ３４ 个月以后下降到 １０２ Ｗꎮ
近年来ꎬ美国喷气推进实验室(ＪＰＬ)利用方钴矿(ＳＫＤ)材料开发的新型热电偶具备了更高的运行

温度指标ꎬ能量转换效率也因此提高ꎮ ２０１２ 年ꎬＮＡＳＡ 进行评估后ꎬ认为可以利用新技术对 ＭＭＲＴＧ 做

适度的改进ꎬ提高输出功率高ꎬ新装置称为增强型多任务放射性同位素电源(ｅＭＭＲＴＧ)ꎮ ｅＭＭＲＴＧ 估

计输出功率 １４５ Ｗꎬ比 ＭＭＲＴＧ 提高 ２５％ꎮ 并且由于新材料在寿期运行过程中性能下降幅度小ꎬ
ｅＭＭＲＴＧ 的设计寿期末(１７ 年后)功率可比 ＭＭＲＴＧ 提高 ５０％ꎮ ｅＭＭＲＴＧ 仍采用 ８ 个２３８Ｐｕ 通用热源

和 ７６８ 个热电偶ꎬ相比 ＭＭＲＴＧ 的主要技术改进是:(１)采用方钴矿热电偶ꎬ从而允许提高运行温度同

时提高转换效率ꎻ(２)热电偶的平均热接点温度从 ５１２ ℃提高到 ６００ ℃ꎻ(３)热衬里内表面做高发射率

处理ꎬ利于热接点温度提升[７]ꎮ
ｅＭＭＲＴＧ 项目将在 ２０１８ 财年末完成飞行装置开发ꎮ 目前ꎬ方钴矿热电偶材料在热接点温度

６００ ℃、冷接点温度 ２００ ℃条件下已验证转换效率 ９％ꎬ比 ＭＭＲＴＧ 所采用的 ＰｂＴｅ / ＴＡＧＳ 提高 ２５％ꎮ
２０１４ 财年到 ２０１５ 财年ꎬ美国喷气推进实验室和 Ｔｅｌｅｄｙｎｅ 能源系统公司合作完成了初步技术转让ꎮ
Ｔｅｌｅｄｙｎｅ 公司建立了热电偶材料制造能力ꎬ以及热电偶和热绝缘制造能力ꎬ并制造测试了首批方钴矿

热电偶ꎮ ２０１６ 财年以来ꎬ重点工作是吸取经验开发第二批热电偶和热绝缘ꎬ并对制造的首批热电偶进

行测试ꎮ

３　 斯特林能量转换形成基础能力

动态能量转换技术包括斯特林循环、布雷顿循环等技术方案ꎬ转换效率可大幅高于传统静态能量

转换技术ꎬ在相同功率水平下可减少２３８Ｐｕ 材料使用量ꎬ降低电源质量ꎬ提高电源关键技术指标ꎮ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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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就启动用于空间电源的斯特林能量转换技术开发ꎬ经过多次技术突破ꎬ开展了

多个型号项目研制ꎬ能满足较大范围功率需求ꎬ地面连续测试取得成功ꎬ技术成熟度、制造能力已经相

当成熟ꎬ有望成为首个在太空中使用的核电源动态能量转换装置ꎬ给未来空间核电源带来跨越式

进步ꎮ
目前ꎬ斯特林能量转换技术形成型谱化技术储备ꎬ开发成功可用于空间电源的各型斯特林转换器

输出功率范围从 ３５ Ｗ~７.５ ｋＷꎬ拥有批量制造经验ꎮ 其中成熟度最高的 ＴＤＣ 型装置ꎬ测试时间最长

的单个转换器到 ２０１６ 年年底已在设计温度和功率下完成了长达 １１.５ ａ 的连续测试ꎬ也即达１０.１ 万 ｈꎬ
尚未发生任何性能衰减[８]ꎮ 另一个主要技术成果是本世纪初以来研制的 ＡＳＣ 型斯特林转换器ꎮ 美

国共制造 ２９ 个 ＡＳＣꎬ测试时间超过 ４０ 万 ｈꎮ
近期发展计划是ꎬ利用这一成熟技术发展下一代放射性同位素电源ꎬ电源设计强调高可靠性和耐

用性ꎬ装置性能可重复、可预期ꎬ而不强调效率最大化ꎮ 目前转换效率目标设置为 ２５％ꎬ转换器比功率

目标 ２０ Ｗ / ｋｇꎬ形成 １００~５００ Ｗ 放射性同位素电源设计ꎬ电源重量不超过 ５０ ｋｇꎬ期望从 ２０１７ 年起开

始开展装置设计、原型装置制造、原型装置性能核实ꎬ在 ２０２８ 年以前用于发射任务[ ９ꎬ１０ ]ꎮ

４　 筹备测试热管型小功率反应堆电源

反应堆电源可在合理体积质量范围内提供比放射性同位素电源更高功率输出ꎬ满足星体表面考

察基地、大比冲航天器推进等载人任务要求ꎮ 美国在火星探索计划牵引下已把反应堆电源作为火星

表面后备能源ꎬ目前正重点开发的 Ｋｉｌｏｐｏｗｅｒ 热管型反应堆电源已于 ２０１６ 年完成低浓铀电加热堆芯

样机的非核测试ꎬ截至 ２０１７ 年年初ꎬ正在完成反应堆样机热运行安全分析和审批ꎬ计划在 ２０１７ 年在

内华达试验场的临界装置上完成地面样机热测试[ １１ ]ꎮ
Ｋｉｌｏｐｏｗｅｒ 是电功率输出 ０.５~１０ ｋＷ 的小功率反应堆电源ꎬ主要特征是采用铀钼合金燃料体、非

能动钠热管、斯特林能量转换ꎮ 这三项技术均有较为成熟的科研开发基础ꎬ电源热功率极小ꎬ设计余

量较大ꎬ因此具有结构紧凑、成本低、可缩放的特点ꎬ设计寿命 １０ ａ 以上ꎬ潜在应用方向包括轨道飞行

器、着陆器、多目标探测ꎮ
针对未来火星探索ꎬ美国将从 ２０１８ 年启动 Ｋｉｌｏｐｏｗｅｒ 的火星应用研发ꎬ以模块化方式部署多个

１０ ｋＷ的 Ｋｉｌｏｐｏｗｅｒ 电源ꎬ满足火星表面载人探索的几十千瓦电功率需要ꎬ代替单一的较大功率电源ꎬ
优势是模块体积小易于部署ꎬ冗余性和容错能力强ꎬ可根据需要灵活增加等ꎮ

５　 核热推进完成燃料选型

核热推进利用反应堆堆芯直接将氢气推进剂加热到近 ３ ０００ Ｋ 的高温ꎬ直接产生大推力的推进ꎮ
核热推进比冲可达约 ９００ ｓꎬ为化学火箭的两倍ꎬ极有利于缩短遥远距离载人航行的时间ꎬ可将去往火

星的飞行时间缩短一半ꎬ将宇航员在太空中的辐照剂量保持在合理范围以内并降低供给需要ꎬ成为美

国载人火星任务的主要候选方案[ １２ ]ꎮ
在 ２０ 世纪大量技术研发工作基础上ꎬ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ＮＡＳＡ)在 ２０１１ 年启动了核热推进技

术论证开发项目ꎬ重点开展燃料选型、概念设计、方案编制等ꎮ ２０１５ 财年ꎬ核热推进项目进入到第二阶

段ꎬ并选择技术上更成熟的石墨复合材料的燃料形式ꎬ继续开展反应堆建模、概念设计、运行要求定

义、规划制定、进度制定等ꎮ 目前发展重点放在小推力发动机上ꎬ计划在 ２１ 世纪 ２０ 年代完成地面测

试和一次性飞掠月球的飞行测试ꎬ满足 ３０ 年代开展载人火星任务的需要ꎮ 飞行测试装置推力仅为

３３ ｋＮꎬ比冲 ８９４ ｓꎬ氢气流速 ３.８２ ｋｇ / ｓꎬ发动机燃烧时间总计 １２.９６ ｍｉｎꎬ２３５Ｕ 携带量 ２７.５ ｋｇꎬ燃耗极低ꎬ
仅消耗大约 １.７０ ｇ[ １３ꎬ１４ ]ꎮ

６　 发展分析

６.１　 政治意愿

国际上一直以来认为ꎬ空间核动力长远来看是通往深空的必然选择ꎮ 美国一直把发展空间核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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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卸载«国家太空政策»这一最高层次的发展战略文件中ꎮ 近年来ꎬ美国载人火星探索计划不断落

实ꎬＮＡＳＡ 连续公布一系列纲领性文件ꎬ如«探索之路:美国载人探索计划的原理和方法»、«开辟太空:
ＮＡＳＡ 去往火星的下一步举措»«太空技术路线图»等ꎬ强调核反应堆电源对载人探索活动将发挥不可

缺少的作用ꎬ阐述空间核动力用于火星探索的具体方式ꎬ明确空间核动力技术开发的优先次序、发展

思路等ꎬ为技术研发和装备应用提供了政策和发展战略支持ꎮ 随着相关工作的推进ꎬ美国载人火星计

划已经逐渐步入正轨ꎬ稳步推进ꎮ

６.２　 技术方案

美国吸取过去发展经验ꎬ当前技术研发项目均采取低风险、低成本开发方案ꎬ最大限度使用现有

成熟技术ꎬ瞄准潜在任务需求ꎬ尽可能突破反应堆技术、动态能量转换技术等的太空应用ꎮ ｅＭＭＲＴＧ
是对已经应用的 ＭＭＲＴＧ 做能量转换材料的更替ꎻＫｉｌｏｐｏｗｅｒ 反应堆电源采取大余量的设计方案和拥

有大量研究开发基础的铀钼合金、钠热管、斯特林能量转换等关键技术ꎻ核热推进也打算采取小功率

反应堆、成熟的燃料技术方案、经过大量测试的设计方案ꎮ 这些技术与装备可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地面

验证ꎬ接下来将很有希望在接下来的太空任务中取得应用ꎮ

６.３　 不确定因素

当前美国空间核动力研制项目均有望在近期达到地面样机水平(６ 级技术成熟度)ꎬ但近期发展

也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确定因素ꎮ 除了政策战略发生变化、替代技术发展均有潜在影响外ꎬ经济因素是

美国空间核动力技术与装备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ꎮ 例如ꎬ当前经费额度已经限制了美国装备放射性

同位素电源的航天器研制和发射ꎮ ＮＡＳＡ 深空探测任务划分为“发现”“旗舰”“新边疆”等不同级别ꎬ
对应不同预算封顶ꎬ只有“新边疆”级别的任务经费较为宽裕(可达 ７.５ 亿美元)ꎬ有利于支持放射性同

位素电源应用ꎮ 而美国 ２００６ 年以来仅发射 ２ 次放射性同位素电源ꎬ下一次发射也在 ２０２０ 年ꎮ ＮＡＳＡ
还在 ２０１４ 年因经费紧张取消了先进斯特林放射性同位素电源(ＡＳＲＧ)研制ꎬ以便为２３８Ｐｕ 材料生产安

排经费[ １５ ]ꎮ 目前正在开展多个空间核动力装备研发项目的下一步科技攻关、样机测试将带来更多经

费上的挑战ꎬ而 ＮＡＳＡ 近年来得到的预算仍然紧张ꎬ２０１７ 财年预算甚至比 ２０１６ 财年又削减 ２.６ 亿美

元ꎬ致使载人火星探测计划受到影响ꎮ

７　 结论

空间核动力能为太空任务提供不可替代的支持作用ꎮ 美国几十年来依靠空间放射性同位素电源

完成了许多举世瞩目的深空探测成就ꎬ本世纪初ꎬ布什和奥巴马两届政府确立载人火星探索的远景计

划以来ꎬ美国不断推进计划落实和科技支持ꎬ推动空间反应堆电源、核热推进、空间动态能量等技术与

装备的不断发展ꎮ 近期重点发展的多项技术和装备均已取得阶段性科研成果ꎬ完成地面样机测试后ꎬ
有望在下一个十年用于太空任务并支持 ２１ 世纪 ３０ 年代载人火星探索的开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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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朱荣旭(１９８６—)ꎬ男ꎬ河南开封人ꎬ工程师ꎬ硕士ꎬ现主要从事核电厂社会稳定风险分析和公众沟通ꎮ

摘要:本文针对核电厂特点建立稳定风险分析指标评价体系ꎮ 该指标评价体系包括三个维度、五个一级指标、２６ 个二

级指标ꎮ 三个维度分别是 Ａ１ 选址、Ａ２ 建造、Ａ３ 运营ꎻ五个一级指标分别是 Ｂ１ 政治方面、Ｂ２ 经济方面、Ｂ３ 文化方面、
Ｂ４ 生态环境方面、Ｂ５ 社会环境方面ꎻ２６ 个二级指标分别是 Ｃ１ 审批流程、Ｃ２ 公众宣传制度 ~ Ｃ２６ 媒体舆论等ꎮ 同时ꎬ
针对社会稳定风险因子权重确定方法进行研究ꎮ 本文将专家评估法和统计分析法相结合ꎬ通过专家评估法定性的找

出重大风险点并进行初步权重确定ꎬ然后通过统计分析法定量的计算重大风险点的权重因子ꎮ 由于定量是建立在定

性的基础上ꎬ且具有比较高的科学性ꎬ所以具有较高的可信性ꎬ对核电厂社会稳定风险分析具有可操作性和可实施性ꎮ
最后ꎬ以某新建核电厂址为例进行说明ꎬ同时针对核电厂应着重关注的风险点提出风险防范化解措施和建议ꎮ 通过本

项研究ꎬ可以为核电厂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提供理论支撑和技术支持ꎬ为核电厂建设提供决策支持ꎬ并对后续核电厂社

会稳定风险评估研究重点给出建议ꎮ
关键词:核电厂ꎻ社会稳定ꎻ风险分析

为促进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ꎬ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ꎬ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１６ 日印发了«国家发展改革委重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暂行办法» (发改投资

[２０１２]２４９２ 号文)ꎮ 根据要求ꎬ核电厂建设单位需要针对建设和运行期间可能引发的社会稳定风险

进行调查分析ꎬ征询利益相关者意见ꎬ查找并列出风险点、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及影响程度ꎬ提出防范和

化解风险的方案措施ꎬ给出采取相关措施后的社会稳定风险等级ꎮ 通过社会稳定风险分析工作ꎬ以从

源头上预防、减少和消除项目建设和运行对社会稳定的产生的影响[１]ꎮ
本文针对核电厂开展社会稳定风险分析研究ꎬ建立核电厂社会稳定风险分析工作流程和社会稳

定风险评价指标体系ꎮ 并以某新建核电厂址为例进行说明ꎬ同时针对目前核电厂应着重关注的风险

点提出风险防范化解措施和建议ꎮ

图 １　 社会稳定风险分析工作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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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社会稳定风险分析工作流程

社会稳定风险分析工作重点是围绕建设项目实施的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和可控性等方面开

展ꎬ关键点是社会稳定风险调查ꎬ应关注调查范围覆盖本项目所涉及的利益相关者ꎬ充分听取、全面收

集群众和各利益相关者的意见ꎮ
在风险识别过程中ꎬ要能够全面、动态、全程查找并分析各种风险因素ꎬ如判断无法进行风险识别

或判断风险识别不充分ꎬ应进行补充风险调查ꎻ风险估计环节针对风险因素利用社会稳定风险分析评

价方法进行评估ꎬ识别出“较大”级别及以上的风险点并进行风险等级确认ꎻ针对各风险点进行风险防

范和化解措施建议ꎮ

２　 社会稳定风险分析指标评价体系

风险因素辨识的方法有公告征集意见法、对照表法、问卷调查法、座谈会法、访谈法、现场踏勘法

等ꎮ 通过上述方法确定所有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ꎬ再根据实际社会环境进行分析和详细筛选ꎬ确定主

要风险因素ꎮ 风险因素指标的选取要遵循典型性和广泛性的原则ꎬ充分考虑其与社会稳定风险发生

的关联性和可能性[２]ꎮ
核电厂属于典型的“邻避项目”ꎬ具有较高的风险预期ꎬ且其风险持续在选址、建造、运营、退役整

个过程ꎬ具有社会民众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容易导致较大社会冲突的不确定性ꎮ 由于核电厂运

营周期长达 ６０ 年ꎬ本文中暂不考虑核电厂退役时期的社会稳定风险点ꎬ针对核电厂特点建立稳定风

险分析指标评价体系ꎮ 该指标评价体系包括三个维度、五个一级指标、２６ 个二级指标ꎮ 三个维度分别

是 Ａ１ 选址、Ａ２ 建造、Ａ３ 运营ꎻ五个一级指标分别是 Ｂ１ 政治制度方面、Ｂ２ 经济方面、Ｂ３ 文化方面、Ｂ４
生态环境方面、Ｂ５ 社会环境方面ꎻ２６ 个二级指标分别是 Ｃ１~Ｃ２６ꎮ

表 １　 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Ｂ１ 政治 Ｃ１ 审批流程 Ｃ２公众宣传制度
Ｃ３ 信息公开透

明度
Ｃ４公众参与程度

Ｃ５ 地方政府社会风险

应急制度

Ｂ２ 经济
Ｃ６ 征地征海拆

迁补偿的满意率

Ｃ７ 对居民就业

率的影响

Ｃ８ 对居民收入

的影响

Ｃ９ 对相关农副

产品销售的影响
Ｃ１０ 对渔业养殖的影响

Ｂ３ 文化 Ｃ１１ 人口素质 Ｃ１２ 教育水平 — — —

Ｂ４ 生态 Ｃ１３ 核安全 Ｃ１４ 核辐射
Ｃ１５ 核 燃 料 的

运输

Ｃ１６ 乏 燃 料 的

处置

Ｃ１７ 当地环境质量现状

的满意率

Ｂ５ 社会

Ｃ１８ 核安保
Ｃ１９ 安置居民的

满意率
Ｃ２０ 治安情况

Ｃ２１ 当地社会稳

定情况

Ｃ２２ 市政配套设施完

善度

Ｃ２３ 施工质量 Ｃ２４ 施工安全
Ｃ２５ 宗教信仰和

风俗习惯
Ｃ２６ 媒体舆论 —

３　 社会稳定风险因子权重的确定方法

社会稳定风险指标体系是一个多项评价指标的系统ꎬ各项评价指标在系统中的权重如何确定是

一个关键问题ꎮ 权重代表了该项因素在整个评价指标系统中的比重ꎬ其具体值由该指标的影响程度

和所起的作用所决定ꎮ
目前业内确定权重的方法主要有层次分析法、专家评估法和统计分析法ꎮ 层次分析法具有一定

的科学性ꎬ但是准确性不足ꎻ专家评估法主观性较强、可靠性不足ꎬ对专家的要求较高ꎻ统计分析法具

有较强的科学性ꎬ能够定量的说明问题ꎬ但是结果不够突出ꎮ 本文将专家评估法和统计分析法相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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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ꎬ通过专家评估法定性地找出重大风险点并进行初步权重确定ꎬ然后通过统计分析法定量的计算重

大风险点的权重因子ꎮ 由于定量是建立在定性的基础上ꎬ且具有比较高的科学性ꎬ所以具有较高的可

信性ꎬ对核电厂社会稳定风险分析具有可操作性和可实施性ꎮ
(１)统计分析法

ｐ ＝ ∑
ｆ

∑ ｆ
ｎ (１)

式中　 ｆ ———频次ꎻ
ｎ ———调查样本途径总数ꎻ
ｐ ———单个风险因子权重ꎻ

∑ ｆ ———频次加总ꎮ

(２)专家评估法

在项目社会稳定风险分析过程中ꎬ分析单位邀请核电厂社会稳定风险分析领域相关专家对该项

目的风险因素进行讨论交流ꎬ专家根据自身专业经验ꎬ独立地对各个风险因素的权重进行判断ꎬ然后

计算各个专家权重判定的平均值作为各个风险因素的权重ꎮ

４　 社会稳定风险估计

风险估计是在对 ２６ 个二级指标进行风险识别的基础上筛选出主要的风险要素ꎬ并对各主要风险

要素初始风险程度进行判别ꎬ通常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式进行ꎮ 本文中采用专家评估法ꎬ对社

会稳定风险因子权重计算得到的排名前 １ / ３ 的二级指标进行风险程度进行计算ꎮ

ｋｉ ＝ ｘｉ × ｙｉ (２)
式中　 ｋｉ ———二级指标“ｉ”的风险程度ꎻ

ｘｉ ———所有专家对二级指标“ｉ”风险概率打分的均值ꎻ

ｙｉ ———所有专家对二级指标“ｉ”影响程度打分的均值ꎮ
风险概率和影响程度均划分为 ５ 级:很高或严重(８１％ ~ １００％)、较高或较大(６１％ ~ ８０％)、中等

或一般(４１％~６０％)、较低或较小(２１％~４０％)、很低或微小(０％~２０％)ꎮ
“很大”(定量判断标准为:Ｋ>０.６４)、“较大”(定量判断标准为:０.６４≥Ｋ>０.３６)、“一般”(定量判断标准

为:０.３６≥Ｋ>０.１６)、“较小”(定量判断标准为:０.１６≥Ｋ>０.０４)、“微小”(定量判断标准为:Ｋ≤０.０４)五个等级ꎮ

５　 实例分析

某新建核电厂ꎬ规划建设 ６ 台百万千瓦级压水堆核电机组ꎬ采用“一次规划ꎬ分期建设”的模式ꎬ一
期工程建设两台 ＡＰ１０００ 核电机组ꎮ 总用地面积为约 ８８ｈｍ２ꎬ其中填海面积约 ３０ ｈｍ２ꎬ搬迁人口约 ５００
人ꎮ 建设单位在厂址所在地周围张贴公告 １０ 个工作日ꎬ通过电话、电子邮箱、传真等方式接收利益相

关者意见与诉求ꎻ在厂址半径 ３０ ｋｍ 范围内发放调查问卷 ６０２ 份ꎻ召开由政府代表、搬迁居民代表、养
殖户代表、环境保护组织、当地知名人士等共计 ７０ 余人的座谈会ꎻ现场实地走访厂址半径 ５ ｋｍ 村庄ꎬ
访谈 ３０ 余人ꎮ 最终该核电厂社会稳定风险指数计算结果见下表ꎮ

表 ２　 核电厂社会稳定风险指数计算

序号

风险因素 风险权重 风险程度 风险指数

Ｃ Ｐ
微小 较小 一般 较大 很大

Ｋ１ Ｋ２ Ｋ３ Ｋ４ Ｋ５

ｐ × ｋ

１ 核安全 ０.１８ ０.３９０ ０ ０.０７０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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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风险因素 风险权重 风险程度 风险指数

Ｃ Ｐ
微小 较小 一般 较大 很大

Ｋ１ Ｋ２ Ｋ３ Ｋ４ Ｋ５

ｐ × ｋ

２ 核辐射 ０.１６ ０.３６０ ０ ０.０５７ ６

３ 征地征海拆迁补偿的满意率 ０.１５ ０.５９５ ０ ０.０８９ ３

４ 信息公开透明度 ０.１４ ０.２２７ ５ ０.０３１ ９

５ 对渔业养殖的影响 ０.１３ ０.１０５ ０ ０.０１３ ７

６ 媒体舆论 ０.１１ ０.３５０ ０ ０.０３８ ５

７ 安置居民的满意率 ０.０７ ０.２１０ ０ ０.０１４ ７

８ 施工安全 ０.０３ ０.１３７ ５ ０.００４ １

９ 治安情况 ０.０３ ０.０４５ ０ ０.００１ ４

∑ｐ × ｋ ０.３２１ ４

从上表可以看出ꎬ该核电厂有 ３ 个较大风险因素ꎬ３ 个一般风险因素和 ３ 个较小风险因素ꎬ整体风

险指数为 ０.３２１４ꎮ 建设单位和地方政府针对利益相关者关注的核安全、核辐射等问题需要加大公众

科普宣传ꎬ倾听公众声音、强化服务意识ꎬ更好的取得公众认可和支持ꎮ 同时要加大信息公开力度ꎬ保
证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ꎬ争取社会公众的理解和信任ꎮ

６　 结论

鉴于该核电厂尚处于前期准备阶段ꎬ项目仍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ꎮ 在项目实施及运行过程中ꎬ建
设单位需对社会稳定风险全程跟踪ꎬ及时发现新的社会稳定风险隐患ꎬ调整完善相应的防范、化解措

施和应急预案ꎬ更好地维护社会稳定ꎮ
通过本项研究ꎬ可以为核电厂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提供理论支撑和技术支持ꎬ为核电厂建设提供决

策支持ꎬ并对后续核电厂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研究重点给出建议ꎮ

参考文献:
[１]　 沈元钦ꎬ蒯琳萍ꎬ尹向勇. 核电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研究 [Ｊ]. 贵州电力技术ꎬ Ｖｏｌꎬ１８ꎬＮｏ.７ꎬ ｐｐ. ４－７.
[２]　 卢川. 公路建设项目社会稳定风险分析关键技术研究 [Ｊ]. 现代交通技术ꎬＶｏｌ. １１ ꎬ Ｎｏ.１ꎬ ｐｐ.８５－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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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冷战时期核军工生产“遗留”的多个严重污染核场址ꎬ如美国汉福特场址和萨凡纳河场址、法国马库尔场址等ꎬ目
前都在开展环境治理工作ꎮ 这些场址都是为生产军用钚而建立的ꎬ因此在地理位置、设施、污染源等方面具有一定共

同点ꎬ其综合治理工作总体上也都遵循一些共同的原则ꎬ如:将“保护地下水和临近河流”作为场址综合治理的最重要

原则ꎻ对高放废液管理等重大项目实行相对独立管理ꎻ拥有全面、系统的核材料、放射性废物管理路线ꎮ
关键词:核场址ꎻ治理ꎻ保护地下水和河流ꎻ废物管理体系

冷战时期的核军工科研生产ꎬ尤其是生产军用钚ꎬ遗留了众多占地面积广、设施众多、累积大量放

射性废物的严重污染核场址ꎬ如美国汉福特场址、萨凡纳河场址、爱达荷场址和英国塞拉菲尔德场址

等ꎮ 这些场址内集中建设了生产堆、后处理厂等核设施ꎬ多年的生产运行累积了大量放射性废物ꎬ尤
其是后处理过程产生了大量高放废液ꎬ具有重大的环境风险ꎮ 由于核军工生产初期对环境重视不够ꎬ
多个场址还存在严重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ꎬ这些因素使场址的综合治理极具复杂性和挑战性ꎮ

１　 国外几个大型核场址主要特征

美国汉福特场址和萨凡纳河场址、英国塞拉菲尔德场址等大型核场址都是为生产军用钚而建立

的ꎬ因此在地理位置、设施、污染源等方面具有很多共同点ꎮ
(１)地理位置:均临近河流ꎮ 如汉福特场址临近哥伦比亚河ꎬ萨凡纳河场址临近萨凡纳河ꎬ爱达荷

场址临近蛇河ꎬ这些场址都被“亲切地”称为“河畔的垃圾”ꎮ 选择临近河流的场址ꎬ主要考虑是为场

址核军工生产运行供水更为方便ꎬ但这使得各场址的治理工作更具紧迫性和复杂性ꎬ也使得保护地下

水成为各场址最重要的工作之一ꎮ
(２)设施:这些场址的最主要设施均为生产堆和后处理厂ꎬ其他相关设施包括废物管理设施、燃料

元件厂等ꎮ
(３)污染源:生产军用钚产生的高放废液都是各场址最重要的污染源ꎬ部分场址(如汉福特场址)

还遗留有尚未进行后处理的乏燃料ꎮ 同时ꎬ各场址生产运行中ꎬ都累积了大量低、中放固体废物ꎮ
一些场址ꎬ如汉福特场址ꎬ将在治理工作完成后关闭ꎬ今后不再执行核相关作业ꎮ 但爱达荷、塞拉

菲尔德等场址还有设施继续运行ꎬ这种一个场址内设施处于不同寿期(运行 /运行后清洗 /退役)的情

况ꎬ加大了这些场址治理规划工作的复杂性ꎮ

２　 国外大型核场址综合治理工作原则

总体上ꎬ几个大型核场址综合治理工作都遵循了以下原则ꎮ
(１)将“保护地下水和临近河流”作为场址综合治理的一条最重要原则

放射性核素在水中的扩散和迁移速度快ꎬ进入地下水后会汇入临近河流ꎬ对场址周边环境造成破

坏性影响ꎬ甚至影响饮用水源安全ꎮ 汉福特场址、萨凡纳河场址、爱达荷场址都把“保护地下水和临近

河流”作为场址综合治理的一条最重要原则[１ꎬ２]ꎬ优先安排与保护地下水和临近河流相关的工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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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ꎬ保护地下水和临近河流的工作可以分为两个方面ꎮ 一是尽快移除或封闭临近河流的污

染源ꎮ 汉福特场址将“保护地下水和哥伦比亚河”作为重要工作原则ꎬ优先移除其河流走廊内的乏燃

料、放射性废物等污染源ꎬ２００４ 年从距哥伦比亚河只有 ４００ ｍ 的 Ｋ 区东、西两个室内水池移出 ２ １００
多吨乏燃料ꎬ包装后运往中央高地贮存ꎬ并继续移出两个水池内的淤泥ꎬ极大降低了污染哥伦比亚河

的风险ꎮ 爱达荷场址将清污工作集中于保护蛇河平原ꎬ超过 ３ 万 ｍ３ 高放废液通过煅烧工艺转化成 ４
４００ ｍ３ 煅烧灰ꎬ将已清空贮槽灌浆封闭ꎬ还准备将所有乏燃料和放射性废物运出场址ꎮ 二是积极对已

有的放射性泄漏进行补救ꎬ汉福特场址、萨凡纳河场址和爱达荷场址都部署了土壤和地下水补救系

统ꎬ使用的技术包括:安装抽水处理系统ꎬ抽出污染的地下水进行处理并向地下注入清洁的水ꎻ向井中

注入固化放射性核素或化学污染物的化学试剂ꎬ在土壤中建立屏障ꎬ阻止污染迁移等ꎮ
(２)对高放废液处理处置等重大项目实行相对独立管理

军工高放废液是主要核军工遗留问题之一ꎬ由于高放废液情况复杂、放射性强、数量大、耗资巨

大ꎬ处理和处置又有很大的科研工程挑战ꎬ汉福特场址、萨凡纳河场址都把高放废液的处理处置列为

一个独立项目进行管理[３ꎬ４]ꎮ 汉福特场址高放废液由美国能源部场地办公室河流保护办公室专门负

责ꎬ包括槽贮高放废液的贮存、回取、处理、固化和处置ꎬ以及 ２００ 区贮槽场的运行、维护、工程设计和

建设活动ꎮ 萨凡纳河场址将高放废液处理处置相关工作设为一个独立的合同ꎬ由承包商萨凡纳河补

救公司负责处理、贮存和处置萨凡纳河场址的放射性废液ꎮ
爱达荷场址放射性废物管理综合体内贮存有约 ６.５ 万 ｍ３ 超铀废物ꎬ场址内设立先进混合废物处

理项目ꎬ处理和处置贮存在爱达荷场址超铀废物贮存区的超铀废物和混合低放废物ꎮ 该项目同样由

一份独立的合同管理ꎬ承包商为爱达荷处理集团公司ꎮ
(３)拥有全面、系统的核材料、放射性废物管理路线

核材料和放射性废物的有效管理ꎬ是核场址综合治理的重要保障ꎮ 几个大型核场址的治理中ꎬ都
对场址内核材料、放射性废物进行了系统的盘点ꎬ根据国家、场址的总体战略ꎬ制定了系统的核材料、
放射性废物管理路线ꎮ

汉福特场址采纳了公众提出的“精明地利用中央高地进行废物管理”的建议[５]ꎬ将中央高地的内

部区域初步定为场址的最终区域ꎬ专门用于长期废物管理和残留污染的密封ꎬ有效支持整个汉福特场

址的清污工作ꎮ
萨凡纳河场址为场址内乏燃料、核材料、低放废物、混合低放废物和超铀废物设计了系统的废物

处置途径ꎬ对场址治理工作的完成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ꎮ
此外ꎬ美国能源部多个废物处理处置设施以及废物隔离示范设施的运行ꎬ让其各场址得以将低放

废物、混合低放废物和超铀废物运到场址外处置或在场址内适当贮存、处置ꎬ为场址综合治理的完成

提供了坚实保障ꎮ
英国塞拉菲尔德场址制定了全面的放射性废物综合管理系统图ꎬ并针对各重点清污项目ꎬ制定了

系统的放射性废物管理流向图ꎬ对于场址综合治理规划制定和具体实施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６]ꎮ
法国马库尔场址由于玻璃固化设施长期运行ꎬ放射性废物处置流向明确(即法国放射性废物管理

局的处置设施)ꎬ因此场址治理工作进展顺利ꎬ成效显著[７]ꎮ

３　 小结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ꎬ我国也建设了八二一、四○四等以生产堆、核燃料化工后处理为主体的大型

核军工生产场址ꎬ为我国的核武器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ꎮ 目前ꎬ这些场址都已经进入退役治理阶段ꎮ
我国军工核设施具有分布广、种类多、老化严重等特点ꎮ 在军工生产期间产生了相当数量的放射性废

物ꎬ这些废物多数存放在原场址ꎬ构成安全隐患ꎬ尤其是“５∙１２”汶川地震对核设施退役治理提出了更

迫切的要求ꎮ 为最大程度稳定 /消除放射性危害ꎬ确保国土安全和公众安全ꎬ有必要综合、系统分析这

些核场址退役治理工作的具体情况ꎬ借鉴国外核场址治理经验ꎬ明确下一步场址治理工作的总体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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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ꎬ制定最大程度快速降低风险的战略方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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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专利信息　 开展专利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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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莫丹(１９７８—)ꎬ女ꎬ黑龙江哈尔滨ꎬ副研究员ꎬ硕士ꎬ毕业于北京化工大学ꎬ现主要从事知识产权研究、专利代

理等工作ꎮ

摘要:现今ꎬ核行业面临着市场竞争加剧、对外合作、海外布局等问题ꎬ相关企事业单位亟需进一步提升专利的运用与

保护能力ꎮ 本文着重研究专利信息利用ꎬ给出了利用专利信息的方法ꎬ同时结合核技术特点ꎬ提出利用专利信息需要

注意的几个事项ꎮ 本文还研究了核行业专利布局策略ꎬ分析了核行业国内专利布局与核行业海外专利布局ꎬ根本目的

在于提升专利价值ꎬ增强自主创新能力ꎬ保证企事业单位可持续发展ꎮ
关键词:专利信息ꎻ专利布局ꎻ专利研究

专利文献是集技术、经济、法律为一体的信息资源ꎮ 专利文献可以提供很多新技术的关键信息及

背景信息ꎬ利用专利文献可以发现供改进现有产品、工艺和设计的可能性和方法ꎬ以及在先技术或可

替代新技术和新研究方向ꎮ 同时ꎬ专利文献可以显现出哪些机构、哪些人员、哪些国家正在从事哪些

研究ꎬ这些研究处于什么阶段ꎬ又有哪些成果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在国外公司未正式进军我国核电市场之前ꎬ国外公司就在我国实施专利战略ꎬ在

核技术领域内进行了专利布局ꎮ 进入 ２０００ 年以来ꎬ我国核行业的很多企事业单位也意识到专利的重

要性ꎬ将自身科研成果积极申报专利ꎮ
现今ꎬ核行业面临着市场竞争加剧、对外合作、海外布局等问题ꎬ相关企事业单位亟需进一步提升

专利的运用与保护能力ꎮ 本文着重研究利用专利信息ꎬ加强企事业单位自身专利布局ꎬ根本目的在于

提升专利价值ꎬ增强自主创新能力ꎬ保证企事业单位可持续发展ꎮ

１　 利用专利信息

专利文献不仅能够全面反映技术内容ꎬ更是集技术、法律、经济情报于一身ꎮ 作为核行业的科研

人员ꎬ利用专利文献时ꎬ要结合自身技术特点ꎬ制订适于核技术特点的专利信息利用方法ꎮ
通常利用专利信息的方法包括如下ꎮ
(１)了解掌握技术现状ꎬ进行专利检索

从科研单位、设计单位、生产单位等了解掌握我国核技术现状、技术发展规划、亟待解决的技术问

题等ꎬ以此为基础明确专利检索用的中英文关键词、重点专利申请人、国际专利分类号等ꎬ构建全面的

专利检索策略ꎬ然后进行专利文献检索[ １ ]ꎮ
(２)整理检索结果ꎬ筛选技术接近的专利

在专利文献检索完成的工作基础上ꎬ进一步整理筛选出与核技术相接近的专利ꎬ并按照技术接近

程度进行专利排序ꎬ重点关注外国公司或竞争对手技术等同或相似的专利ꎮ 在核技术领域内ꎬ美国、
法国、日本、俄罗斯、英国等国家从事核技术方面的公司均很关注我国专利申请ꎬ并在我国进行了一定

数量的专利布局ꎬ意在设置专利壁垒ꎬ阻碍我国技术发展ꎬ抢占我国技术市场ꎮ
(３)进行专利比对分析ꎬ给出研究结论

研究分析专利的技术内容ꎬ关注可以参考或借鉴的技术方案ꎮ 针对外国公司或竞争对手等同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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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的专利ꎬ还需要逐篇解读ꎬ即将每一项专利保护的每一个技术特征与我们自身的技术方案进行逐

一比对ꎬ并判断自身的技术方案是否落在外国公司或竞争对手的专利保护范围之内ꎬ如果落在了专利

保护范围之内ꎬ则存在专利侵权问题ꎬ尽快进行专利预警ꎬ同时进一步采取措施ꎬ研究技术规避或技术

引进等方案ꎮ
这里结合核技术特点ꎬ提出利用专利信息需要注意的几个方面ꎮ
第一ꎬ核技术涉及的范围较大ꎬ不同技术领域的专利文献数量差异很大ꎮ 例如ꎬ铀浓缩技术涉及

的国内外专利文献数量不超过千篇ꎬ而放射性废物处理涉及的国内外专利文献数量则几千篇ꎬ两者差

异明显ꎬ科研人员在利用专利信息时ꎬ投入的时间和精力不可能相同ꎮ 通常ꎬ在时间和精力有限的情

况下ꎬ先充分调研利用国内专利信息ꎬ然后再研究重点国家专利信息ꎬ如美国、法国、日本等国家的专

利信息ꎮ
第二ꎬ核技术具有一定的技术保密性ꎬ很多关键设备及其加工工艺保密性更强ꎬ相关国外专利会

由于保密的原因公开明显滞后ꎮ 因此ꎬ在利用专利信息时ꎬ对于专利检索的时间范围设置要宽泛ꎬ不
能只聚焦于近十年或二十年技术ꎮ

第三ꎬ核技术通常较为先进ꎬ科研攻关国产化难度十分大ꎬ在自主研发过程中ꎬ我们应当借鉴他人

专利申请中解决技术问题的思路ꎬ实施跟随创新策略ꎬ开发出具有独创性的技术ꎮ 由于专利法对专利

保护的内容有明确的规定ꎬ即一项专利涉及的技术内容限于一个发明技术方案ꎬ这样一件专利保护的

内容有限ꎬ在利用专利时应当注意将同一个公司或研究机构申请的多件专利结合起来ꎬ整体进行分析

研究ꎬ看看多个技术方案的结合是否能够对科技创新具有启示作用ꎮ

２　 开展专利布局

２.１　 核行业专利布局策略

专利布局是一种构建专利组合的顶层规划和指导思想ꎬ往往是全局性的战略考虑ꎮ 结合我国核

技术发展特点ꎬ核行业专利布局应当“结合核行业规划ꎬ以重点科研项目为基础进行专利布局”ꎮ 对于

重点科研项目ꎬ如果已经获得成熟的技术方案ꎬ应当尽快全面开展国内专利申请ꎬ重在形成有效的专

利保护网ꎻ如果还处于研究过程中ꎬ技术方案不成熟ꎬ可以逐步推进专利申请ꎬ重在对关键技术方案的

专利保护ꎬ适时形成专利保护网ꎮ

２.２　 核行业国内专利布局

专利的价值不仅在于保护自己创新技术成果ꎬ同时也在于限定他人技术发展空间ꎬ这也开展专利

布局的意义所在ꎮ 通常开展国内专利布局的方法如下ꎮ
首先ꎬ梳理核技术现状ꎬ比对利用检索获得的他人专利信息ꎬ排查自身核技术专利保护是否存在

问题ꎬ是否自身技术还没有专利保护ꎬ存在专利保护缺失等问题ꎮ
然后ꎬ构建核专利保护网络ꎬ尽快对没有专利保护的技术启动专利申请工作ꎬ填补专利保护空

白[２]ꎮ 需要明确:解决同一个技术问题ꎬ可以采用不同的技术手段和技术方案ꎬ如果就某关键技术或

者核心技术进行单一专利申请ꎬ竞争者容易实现技术突破ꎬ采取专利网络策略ꎬ围绕解决技术问题的

思路ꎬ采取不同的技术手段ꎬ针对不同的技术手段分别进行专利申请ꎬ才能有效地保护自主创新ꎬ避免

他人技术突破ꎬ实施有效技术保护ꎮ
最后ꎬ建议布局一些“稻草人”烟雾弹专利ꎬ即围绕真实技术方案设计多个“虚假”申请专利ꎬ从而

迷惑竞争对手ꎬ避免他人无偿使用同时规避他人技术跟踪ꎮ
这里结合核技术特点ꎬ提出国内专利布局需要注意的以下几个方面ꎮ
第一ꎬ核技术的研发周期长ꎬ从试验到生产的周期更长ꎬ在构建专利保护网络时ꎬ需要注意选择专

利申请时机和专利申请地域ꎮ 因为ꎬ依照我国专利法规定ꎬ发明专利自申请之日起保护 ２０ 年、实用新

型专利自申请之日起保护 １０ 年ꎮ 依据国际惯例ꎬ在本国进行专利申请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ꎬ不进行其他

国家专利申请ꎬ则丧失在其他国家专利申请的机会ꎬ这样就需要结合核行业市场来考虑专利申请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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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专利申请地域或国家ꎮ
第二ꎬ核技术的专有性较强ꎬ很多技术的关联度较高ꎬ如果相关技术已经有专利 /专利申请ꎬ这些

专利 /专利申请涉及的技术方案会对再申请专利的技术方案的新颖性和创造性有明显的影响ꎬ后续专

利申请的技术方案保护角度需要深入思考ꎬ合理进行专利布局策划ꎮ
第三ꎬ核技术属于特殊且敏感的技术领域ꎬ企事业单位都十分重视技术保密工作ꎬ在开发、生产、

经营、合作等活动中ꎬ每一环节都落实保密协议或保密条款ꎬ这样某些技术不适合申请公开的普通专

利ꎬ但是可以考虑进行国防专利申请ꎬ在公开文献检索中就不会出现相关专利技术内容ꎮ
第四ꎬ核技术涉及标准较多ꎬ注重专利与标准的结合ꎬ如果实施标准必须使用或很可能使用专利ꎬ

则真正实现了技术市场的保护ꎮ 专利与标准的结合ꎬ既可以围绕已有的行业标准进行专利布局ꎬ也可

以在制定行业标准的过程中将自身专利技术纳入标准内ꎮ

２.３　 核行业海外专利布局

针对一些涉及对外合作技术ꎬ相关重点技术或产品的专利海外布局也应尽早提上日程ꎬ取得海外

专利不仅仅能够提升知识产权附加值ꎬ更能够大幅度提升核行业企事业单位的国际影响力ꎮ
通常开展海外专利布局的方法如下ꎮ
首先ꎬ要合理选择专利布局目标国ꎮ 要进行专利布局的目标国应具有发展核能的意愿或需求ꎬ并

且这个意愿或需求应该是可预期的ꎮ
然后ꎬ考察目标国是否有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环境ꎮ 对有意愿或需求发展核能的目标国ꎬ在进行专

利布局之前应获知目标国知识产权法律法规情况ꎬ以掌握在目标国发生侵权诉讼的可能性ꎮ
最后ꎬ结合市场来考虑专利申请时机ꎮ 核行业国外公司在对我国进行技术出口前ꎬ一般提前 １０

多年就已经开始进行专利布局ꎮ 因此ꎬ我国核技术“走出去”过程中ꎬ势必提前在国内国外同步开展专

利布局ꎬ以期在未来成功完成技术出口打好基础ꎮ
这里结合核技术特点ꎬ提出海外专利布局需要注意的几个方面ꎮ
第一ꎬ我国的部分核技术最初是引进法国、美国或俄罗斯等国的技术ꎬ然后通过消化吸收ꎬ再自主

创新ꎬ形成新一代核技术ꎮ 当这些新一代核技术准备出口到其他国家时ꎬ海外布局专利ꎬ需要关注并

排查是否存在知识产权问题ꎬ例如ꎬ是否存在涉及他人专利技术ꎬ是否存在涉及他人技术秘密等ꎮ
第二ꎬ相对于我国擅长海外专利布局的企业(如华为、中兴等)ꎬ我国核技术领域内的企事业单位

自身资源在海外布局专利时非常有限ꎮ 一方面ꎬ核技术领域内的企事业单位需要通过专业的代理机

构提供协助ꎻ另一方面ꎬ企事业单位需要给予一定的资金保障ꎬ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ꎬ可以充分利用一

些国内海外专利申请资助政策和海外费用优惠政策ꎮ

３　 结语

核技术在自主研发过程中ꎬ充分利用专利文献ꎬ借鉴他人先进技术ꎬ以期获得解决技术问题的思

路ꎬ实施跟随创新ꎬ进而开发出具有独创性的技术ꎬ在世界核技术领域占据一席之地ꎮ 同时ꎬ核行业企

事业单位必须高度重视“专利布局”工作ꎬ有效地保护自主创新成果ꎬ避免他人技术突破ꎬ力争实施技

术保护ꎬ推进企事业单位经济快速增长ꎬ实现企事业单位蓬勃发展ꎮ

参考文献:
[１]　 莫丹ꎬ王朋ꎬ李东斌.企事业单位开展专利跟踪与预警的探讨[Ｊ].科技传播ꎬ２０１４ꎬ(１５).
[２]　 莫丹ꎬ苏然.新形势下推进知识产权强企工作的建议[Ｊ].中国科技信息ꎬ２０１６ꎬ(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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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核电国家乏燃料运输及贮存政策与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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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核科技信息与经济研究院ꎬ北京 １０００４８)

　 　 　 　 　 　 　 　 　 　 　 　 　 　 　 　 　 　 　 　 　 　 　 　 　 　 　 　 　 　 　 　 　 　 　 　 　 　 　 　 　 　 　 　 　 　　
　

　
　 　　　　　　　　　　　　　　　　　　　　　　　　　　　　　　　　　　　　　　　　　　　　　　

　
　

　
　

作者简介:陈思喆(１９９１—)ꎬ女ꎬ硕士学位ꎬ助理工程师ꎬ现主要从事乏燃料管理及后处理相关情报研究ꎮ

摘要:核电的安全高效发展离不开铀资源供应保障与乏燃料和放射性废物长期安全管理ꎮ 随着各国早期核电站逐步

退役和在役核电站的运行ꎬ大量的乏燃料卸出储存在场址的燃料池中ꎬ目前数量已经接近甚至超过在堆贮存水池容

量ꎮ 以我国为例ꎬ２０２０ 年我国大陆运行核电装机容量将达到 ５ ８００ 万 ｋＷꎬ乏燃料累积量将达到 ７ ０００ 余吨ꎬ２０２５ 年其

累积量将增加到 １４ ０００ 余吨ꎮ 为保障在役核电站的持续安全运行ꎬ同时安全进行乏燃料管理ꎬ为后处理及处置提供有

效的时间缓冲ꎬ乏燃料的运输及中间贮存问题已经成为全球关心的焦点ꎮ 世界主要核电国家都出台了相应的政策ꎬ并
制定了明确的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来规范乏燃料的运输及贮存及相关设施ꎬ以确保乏燃料的安全管理ꎮ
关键词:乏燃料ꎬ贮存ꎬ缓冲ꎬ安全管理ꎬ政策

随着核电的飞速发展ꎬ许多国家都加入了发展核电的队伍ꎬ伴随核电站的建设及投运ꎬ产生的乏

燃料的一系列管理问题随之而来ꎮ 目前掌握乏燃料后处理技术的国家仍然是少数ꎬ并且在乏燃料进

行后处理或是决定其最终处置方式之前ꎬ安全的中间贮存及运输环节必不可少ꎮ 我们以美国、法国、
日本和俄罗斯为研究对象ꎬ调研了各国在乏燃料管理方面的政策要求ꎬ以及整个监管体系ꎬ包括负责

乏燃料运输及贮存的实施主体及对运输及贮存安全和相关设施进行监管的机构ꎬ并介绍了各国制定

的法律法规ꎬ其丰富可行的经验值得我国学习和借鉴ꎮ

１　 美国[ １ ]

１.１　 政策

美国的乏燃料自 １９７０ 年起ꎬ暂停后处理操作ꎬ一直采取一次通过的政策ꎮ 目前美国所有运行中

反应堆都将乏燃料贮存在 ＮＲＣ 颁布执照的厂区乏燃料池(ＳＦＰ)内ꎬ其中超过半数的反应堆将乏燃料

贮存在 ＮＲＣ 颁布执照的厂区独立乏燃料贮存设施( ＩＳＦＳＩｓ)内ꎮ 大多数已经退役或正在退役的 ＮＰＰ
也将乏燃料贮存在现场等待处置ꎮ 大部分长期关闭的商业反应堆目前已经或正在进行规划ꎬ未来将

乏燃料贮存在厂区内的 ＩＳＦＳＩ 中ꎮ 军工生产、国内外研究堆产生的乏燃料ꎬ以及商业活动中产生的少

量乏燃料ꎬ在进行处置之前ꎬ将其贮存在 ＤＯＥ 的萨瓦纳河现场(ＳＲＳ)、汉福特现场、爱达荷国家实验室

(ＩＮＬ)以及圣弗兰堡ꎮ

１.２　 管理体系

美国负责放射性物质安全的联邦部门颁布了一系列法律ꎬ形成放射性废物管理监管控制的政策ꎬ
规定了联邦政府机构对放射性原料的责任ꎮ １９５４ 年通过了«原子能法案»ꎻ１９７４ 年国会通过了«能源

重组法案»ꎬ该法案将原子能委员会分为核管会(ＮＲＣ)和能源研究开发组织(能源部的前身)ꎻ关于高

放废物及乏燃料ꎬ在 １９８２ 年的核废物政策条令的能源政策条令中有明确规定ꎬ规定能源部(ＤＯＥ)负
责处置库运营ꎬ核管会(ＮＲＣ)负责废物运输、贮存和地质处置ꎮ

ＮＲＣ 管理生产商、产品、运输、接收、收购、所有权、所有物和商业放射性废物的使用ꎬ包括相关放

射性废物的管理ꎮ ＮＲＣ 还负责为监管建立技术基础ꎬ为发展取照审核的可接受标准而提供信息和技

术基础ꎮ ＮＲＣ 监管程序比较重要的一方面是检查和实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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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Ｅ 负责监管乏燃料和放射性废物管理活动是否符合«原子能条例»ꎬ但是部监管议会已明确给

予 ＮＲＣ 授权和相关监管授权的 ＤＯＥ 行动以及 ＤＯＥ 设施ꎮ 联邦监管、ＤＯＥ 指令 (如 ＤＯＥ 命令

(ＤＯＥ Ｏ))和国防核设施安全局(ＤＮＦＳＢ)为辐射防护和环境保护建立严格的框架ꎮ 国防核设施安全

局(ＤＮＦＳＢ)是 １９８８ 年议会建立的独立联邦机构ꎮ ＤＮＦＳＢ 对国防核设施设计、建设、运行和退役方面

的 ＤＯＥ 健康安全标准进行内容和实施情况的审核和评估ꎮ
除了上述机构外ꎬ美国环保署(ＥＰＡ)也具有数个辐射废物监管功能ꎮ 其中包括限制放射性核素

向大气中排放ꎮ

２　 法国[２]

２.１　 政策

法国«环境法规»中对乏燃料的定义是:核燃料在堆芯受辐照后从堆芯永久拆下时被视作乏燃料ꎮ
法国自 １９８０ 年以来一直实行乏燃料后处理的闭式循环ꎬ２００６ 年递交的放射性材料和废物管理计划

(ＰＮＧＭＤＲ)推动原则的其中一条为:贮存所有放射性材料ꎬ以待处理ꎬ贮存所有放射性废物ꎬ以待后续

储放到具备特殊配置的贮存设施ꎮ 因此乏燃料在进行后处理之前ꎬ除了在核电站水池在堆贮存外ꎬ其
余均在阿格后处理厂的多个乏燃料储存池进行集中暂存ꎮ 阿格后处理厂能够满足离堆乏燃料的后处

理和中间湿法贮存ꎬ无需另建干法贮存设施ꎮ
法国主要涉及乏燃料管理的企业及机构为法国电力公司(ＥＤＦ)、法国原子能委员会(ＣＥＡ)以及

阿海珐(ＡＲＥＶＡ)ꎮ ＥＤＦ 在其生产与工程处的不同部门与单位内部直接负责管理过程废物及乏燃料ꎮ
将负责乏燃料及相关废物的处理及其后续管理ꎬ反应堆卸下的燃料在厂房池中冷却贮存ꎮ ＣＥＡ 的基

准策略在于尽快将所有无法循环利用的燃料送去燃料循环后端设施接受处理ꎬ按特定安全准则的规

定ꎬ在乏燃料运到阿格厂进行处理之前ꎬ将其储放到 Ｃａｄａｒａｃｈｅ 核场的两座设施ꎬ这类设施包括乏燃料

元件干式贮存库以及水下贮存设施(ＣＡＲＥＳ 池)ꎮ ＡＲＥＶＡ 为法国运营者提供了所有必要资源来实施

它们的乏燃料管理政策ꎬ也将向实施同类政策的外国电力公司提供这一系列服务ꎮ 在此情况下ꎬ乏燃

料将被运往阿格厂ꎬ在那里适时进行冷却ꎮ
民用乏燃料由法国基础核设施(ＢＮＩ)产生和贮存ꎮ ＢＮＩ 核安全的整体具体组织和监管体系的基

本原则早在多年前就已并入法律和监管法律文件ꎬ主要由运营者负责ꎮ ＢＮＩ 的乏燃料以及放射性废

物管理的经费由产业运营者全部承担ꎮ

２.２　 体系建设

２.２.１　 立法体系

１９９１ 年法国颁布了«废物法»ꎬ其范围涵盖了所有放射性材料和废物ꎬ针对还未落实管理方案的

放射性废物管理工作ꎬ规定了研发调查的方向和目标ꎮ 法国约束 ＢＮＩ 安全的立法基础为 ＴＳＮ 法案ꎬ该
法案对核活动及其监督适用的法律框架进行了全面修订ꎮ ２０１２ 年将关乎基本核设施的三大法案ꎬ即
１９９１ 年颁布的«废物法»ꎬＴＳＮ 法案以及涉及核能领域民事责任的 １９６８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６８－９４３ 号法案

(也叫 ＲＣＮ 法案)编入«环境法规»ꎮ
２.２.２　 监管体系

法国对核活动的监管涉及两个密切相关的方面:辐射防护和核安全ꎮ 对于辐射防护ꎬ法国仅有一

套法规ꎮ 但是对于核安全ꎬ设施和放射性物质则呈多样化ꎬ由多个监管组织控制ꎬ分别为法国国家放

射性废物管理局(Ａｎｄｒａ)、法国核安全局(ＡＳＮ)以及核安全和辐射防护代表团ꎮ
法国国家放射性废物管理局(Ａｎｄｒａ)作为工商性公共机构ꎬ将负责为法国所有放射性废物寻求和

实施安全管理方案ꎬ以便保护当代人和后代ꎬ使其免于承担放射性废物产生的风险ꎮ Ａｎｄｒａ 独立于放

射性废物产生者ꎬ归能源、研究和环境等方面的负责部门监督ꎬ其行业职责之一是收集并负责管理所

有放射性废物(包括乏燃料)ꎬ不论产生源是什么ꎮ
法国核安全局(ＡＳＮ)是一个独立的行政管理机构ꎮ ＡＳＮ 的任务是代表法国监管所有民用核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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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活动的辐射防护以及基础核设施(ＢＮＩ)的安全ꎬ以便保护工人、病人、公众和环境不受核活动相关

风险的影响ꎮ ＡＳＮ 的重点任务之一是出台各类放射性材料和废物安全管理方案ꎬ不论其放射性、寿命

有多大、产生源是什么ꎬ优选最终管理方案ꎮ 对 ＡＳＮ 而言ꎬ在执行此政策的同时ꎬ也必须对放射性废物

管理涉及的所有活动实施严格监督ꎬ重视放射性废物管理的每一步(生产、处理、包装、贮存、运输和处

置)的安全ꎮ
核安全和辐射防护代表团是生态与可持续发展部管理下的部级服务机构ꎬ旨在代表其处理政府

管辖内的核安全和辐射防护领域的问题ꎮ

３　 日本[３]

３.１　 政策

日本核电厂产生的乏燃料在运输到乏燃料暂存设施或后处理厂之前被临时储存在每个厂址的临

时设施内ꎮ 当乏燃料在暂存设施存储一段之间后ꎬ将被移至后处理设施ꎮ 在此过程中ꎬ乏燃料的操作

和储存依据«反应堆监管法案»之下的标准化综合性的规章管理ꎮ 日本核燃料服务公司(ＪＮＦＳ)ꎬ主要

负责承担乏燃料的运输ꎬ同时回收有用的核材料和暂时贮存放射性废物ꎬ以及后续的乏燃料后处理等

工作ꎮ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ꎬ基于核原料、核燃料材料和反应堆管理法案ꎬ可再生燃料贮存公司(ＲＦＳ)向经济产

业省(ＭＥＴＩ)的部长申请位于陆奥市青森县的可再生燃料贮存中心建设和运行的许可证ꎬ这是日本第

一个厂外乏燃料暂存设施ꎮ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ꎬ基于 ＴＥＰＣＯ 的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ꎬ原子力规制委员会

(ＮＲＡ)对核燃料循环设施ꎬ包括乏燃料贮存设施提出了新管理要求ꎮ 乏燃料暂存设施在开始运行之

前也必须通过 ＮＲＡ 役前检查ꎮ 关于乏燃料临时贮存活动的新监管要求关注采用运输和贮存两者均

采用的金属干贮存桶贮存乏燃料的设施ꎮ
除此之外日本要加强现有乏燃料管理设施的安全ꎬ主要措施是:依照«反应堆监管法案»ꎬＮＲＡ 实

施乏燃料暂存设施能力以及运行安全程序遵守情况定期检查ꎮ 另外ꎬ持证者应该实施年度检查ꎬ以确

认乏燃料暂存设施遵守技术标准ꎮ

３.２　 体系建设

３.２.１　 立法体系

日本原子能监管法律体系中ꎬ原子能基本法案是最重要的法律ꎮ １９５７ 年制定了反应堆监管法ꎬ主
要管理日本核能利用的所有方面ꎬ其中规定了乏燃料暂存和放射性废物管理方面的许可和批准程序

和标准ꎮ 在 １９９９ 版的«反应堆监管法案»中引入的乏燃料储存活动的规定ꎬ并包含了后处理之前的堆

外乏燃料储存设施ꎮ 除了法律外还有«乏燃料临时贮存活动管理条例» «乏燃料暂存设施位置、结构

和设备标准条例»«乏燃料暂存设施设计建造方法的技术标准条例»等条例ꎬ对乏燃料的临时贮存及

其设施等做出了规定ꎮ
３.２.２　 监管体系

日本成立原子力规制委员会(ＮＲＡ)ꎬ作为环境省的外部局ꎮ 之后合并了日本核能安全机构

(ＪＮＥＳ)ꎮ 负责基于国际承诺的安全措施的管理事务ꎬ以及诸如放射性监测和放射性同位素使用的活

动管理ꎮ 依照原子力规制委员会成立法的规定ꎬＮＲＡ 主席和委员由首相任命ꎬ并经国会同意ꎮ 这样做

旨在成立一个独立、公正且中立运作的权力机构ꎮ ＮＲＡ 能够制定管理核规章的章程ꎬ包括确保运行安

全的措施和保护特殊核燃料材料ꎬ安全规章ꎬ和应急措施ꎮ ＮＲＡ 批准设施的设计和建造、检查、批准运

行安全程序和退役计划ꎮ
ＮＲＡ 有 ４ 个研究司ꎬ负责核安全技术研究ꎻ７ 个监管司ꎬ其中之一为放射性废物储存和运输ꎬ监管

司负责依照反应堆监管法负责处理监管实践ꎮ
日本的经济产业省(ＭＥＴＩ)下设资源能源厅(ＮＡＲＥ)负责制定有关电力等能源的综合政策ꎮ 资源

能源厅下设的核能核燃料循环产业课负责有关和能源材料及核燃料相关的事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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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俄罗斯[４]

４.１　 政策

俄罗斯对乏燃料管理的政策基于不认为乏燃料是放射性废物的概念ꎮ 俄罗斯乏燃料管理的主要

原则根据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第 ７２１ 号法令批准的国家原子能公司 Ｒｏｓａｔｏｍ 的乏燃料管理概念确定ꎮ
从 ２００８ 年开始ꎬ国有企业 Ｒｏｓａｔｏｍ 的环境政策就已经实施ꎬ用以确保核能工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环境

的安全ꎮ 该政策用于检查乏燃料管理是否符合国际标准的要求ꎮ
俄罗斯每座核电站配备独立的反应堆乏燃料贮存水池ꎮ 乏燃料通常在该贮存设施中保持 ３ 年ꎮ

如有必要ꎬ为了降低乏燃料的发热ꎬ贮存时间可能增加ꎮ 反应堆排出的 ＡＭＢ 乏燃料ꎬ部分用金属罐包

装后从厂地运走ꎬ放在联邦国营单一制企业 Ｍａｙａｋ 湿式贮存设施中ꎬ部分放在反应堆水池中ꎮ

４.２　 体系建设

４.２.１　 立法体系

乏燃料管理涉及的联邦法律有:«关于原子能应用»«关于环境保护»以及«关于民众的辐射安全

保护»ꎮ 其中«关于原子能应用»是确保使用原子能时保护环境和保护人类健康与生命、调整原子能

应用领域关系的基本文件ꎬ并规定安全规程的法律框架ꎮ «关于环境保护»该法律规定了国家环境保

护政策的法律框架ꎮ 法律确立了环境保护主要原则ꎬ明确了确定容许影响环境的管理极限ꎮ
除了联邦法律外ꎬ俄罗斯联邦总统和俄罗斯联邦政府以俄罗斯联邦总统令和政府决议的形式通

过规范性法规(细则)ꎮ 原子能应用领域内的联邦法规与规范是规定原子能应用要求的细则ꎬ涉及核

燃料安全要求和原子能应用活动的安全要求ꎬ包括制约开展原子能应用活动的人的安全目标、原则和

标准ꎮ 涉及乏燃料贮存及运输的细则有许多ꎬ如«核设施安全总则» «乏燃料干式贮存设施安全要»
«放射性材料运输规则»«放射性材料运输与贮存安全要求»等ꎬ都对乏燃料及贮存设施ꎬ和运输过程

的各方面进行了详细的管理及安全要求ꎮ
４.２.２　 监管体系

联邦法律«关于原子能应用»第 ２４ 条规定国家原子能应用安全管理条例由联邦行政当局–国家

安全监管当局实施ꎮ 根据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３ 日联邦政府第 ４１２ 号决议ꎬ由联邦环境、工业与核监督局

(Ｒｏｓｔｅｃｈｎａｄｚｏｒ)ꎻ俄罗斯联邦民防、应急与自然灾害减灾部(俄罗斯 ＥＭＥＲＣＯＭ)ꎻ俄罗斯联邦自然资

源与环境部(Ｍｉｎｐｒｉｒｏｄｙ)ꎻ联邦自然资源监督局(Ｒｏｓｐｒｉｒｏｄｎａｄｚｏｒ)ꎻ 联邦消费者权益与卫生事业监督

局(Ｒｏｓｐｏｔｒｅｂｎａｄｚｏｒ)ꎻ联邦医疗与生物局(俄罗斯 ＦＭＢＡ )这几个俄罗斯联邦行使国家安全监管ꎮ
上述机构主要对乏燃料相关活动进行监管的是俄罗斯联邦环境、工业与核监督局ꎬ负责实施原子

能应用领域的许可证审批活动ꎬ其中涉及放射性材料、核材料的贮存和运输ꎬ也包括了贮存设施的设

计、建造、运行等ꎮ 联邦环境、工业与核监督局下属三个机构中的国家核监管机构(ＦＡＳＮ)ꎬ负责核相

关法规的制定ꎬ包括有关核及辐射安全、核材料管制与衡算、实物保护、放射性废物管理及工业安全等

管理导则的制定ꎻ核设施核查ꎬ监督核材料、核电及放射性物质的使用安全ꎮ

５　 结论

本文介绍的四个核电国家虽然对乏燃料后处理采用不同的政策ꎬ但都具有完善的法律体系ꎬ同时

也制定相关规范及标准来进一步明确乏燃料运输盒贮存的程序ꎬ以及相关设施的标准ꎮ 美国和法国

以及日本ꎬ在乏燃料运输及贮存的实施和监管方面都建立了相对独立的两个体系ꎬ并且明确了各机构

所分管的领域ꎬ从而更有力地保障乏燃料在运输和贮存过程中的安全ꎮ 俄罗斯虽然在实施和监管上

还没有完全分开ꎬ这样避免了资源浪费ꎬ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俄罗斯的核工业发展ꎮ
相比上述核电国家ꎬ我国涉及乏燃料管理的法规标准体系及制定还不够完善ꎬ缺少具有法律约束

力的关于乏燃料管理重大问题的行政法规ꎬ并且大部分管理标准都是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编制和修订的ꎬ
一些标准的内容已不适用于目前的管理要求ꎮ 现有的标准在满足核安全的需求上ꎬ无论从覆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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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质量上都存在不小的差距ꎬ在乏燃料管理方面的标准缺项更是较多ꎬ有的甚至是空白ꎮ 我国在管

理政策上跟俄罗斯有相似之处ꎬ监管和管理机构未能分离ꎬ也导致监管独立性及透明度不足ꎬ并且缺

少辅助监管机构ꎬ没有充分发挥工业、国防等部门的协同作用ꎬ与国外乏燃料在管理政策上还有着一

定的差距ꎮ 我国需要从核电国家的管理经验中取其长ꎬ根据实际国情制定我国乏燃料运输及贮存相

关参考程序及标准ꎬ使我国在发展核电的同时保障逐年增长的乏燃料的安全管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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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六个所后处理厂建设历程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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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日本六个所后处理厂是日本与法国合作建设的商用后处理厂ꎬ最初计划在 １９９５ 年投运ꎮ 由于在建设和调试过

程中不断出现问题ꎬ２０１６ 年 １ 月日本核燃料有限公司(ＪＮＦＬ)宣布ꎬ该厂的投运日期延至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ꎬ这是六个所后处

理厂第 ２３ 次延期ꎮ 该厂因其多次延期和预算的大幅度增加ꎬ而受到了日本国内和世界有核国家的广泛关注ꎮ 本文将

对六个所后处理厂的建设历程进行梳理ꎬ研究其建设过程中的经验教训ꎮ
关键词:六个所ꎻ后处理ꎻ建设

日本是资源匮乏和能源消耗大国ꎬ出于能源安全方面的考虑ꎬ日本从核能和平利用开始就一直执

行闭式燃料循环政策ꎬ即从核电站的乏燃料中回收铀和钚ꎬ重新制成混合氧化物(ＭＯＸ)燃料ꎬ然后再

把 ＭＯＸ 燃料放入反应堆中燃烧ꎬ从中获得最大的得益ꎮ 日本在坚持闭式循环的同时ꎬ后处理相关技

术也在配套发展ꎬ并逐步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核燃料循环体系ꎮ
１９９１ 年开始ꎬ日本绝大部分乏燃料后处理都是交由国外后处理厂进行处理ꎬ大约出口了 ７１００ｔＨＭ

(吨重金属)的乏燃料ꎬ后处理产生的玻璃固化高放废物都运回日本ꎮ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ꎬ日本停止出口乏

燃料至国外后处理工厂ꎬ乏燃料待由本国后处理厂进行处理ꎮ
六个所后处理厂是日本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商用后处理厂ꎬ在建设和调试过程中不断出现问

题ꎬ因其多次延期和预算的大幅度增加ꎬ而受到了日本国内和世界有核国家的广泛关注ꎮ

１　 六个所后处理厂概况

六个所后处理厂位于日本北部的青森县上北郡六个所村的六个所核燃料循环综合设施中(图
１)ꎬ由日本电力企业出资组建的日本核燃料有限公司(ＪＮＦＬ)出资建设和运行管理ꎮ

图 １　 六个所后处理厂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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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日本核燃料有限公司

１９８０ 年ꎬ按照“«核原料、核燃料材料和反应堆管理法案－１９７９ 年»修订案”的要求ꎬ成立了日本核

燃料服务公司(ＪＮＦＳ)ꎬ主要进行乏燃料后处理ꎬ承担乏燃料的运输ꎬ委托国外进行后处理ꎬ同时回收有

用的核材料和暂时贮存放射性废物ꎮ 由 ＪＮＦＳ 负责六个所后处理厂的相关工作ꎬ进行了该厂的前期准

备、技术引进和许可证申请等ꎮ
１９９２ 年ꎬＪＮＦＳ 和日本核燃料工业公司合并成立日本核燃料有限公司(ＪＮＦＬ)ꎬ股东包括日本原子

力发电有限公司和其他 ９ 家电力公司ꎬ以及其他小股东ꎬ客户是上述日本 １０ 家电力公司ꎬ该公司为股

份制核燃料循环综合企业ꎮ 自此ꎬ日本六个所后处理厂的业主为 ＪＮＦＬꎬ负责六个所后处理厂的一切

工作ꎬ下设后处理处负责设计、建造和运营六个所后处理厂ꎮ

１.２　 工艺技术

六个所后处理厂采取法国 ＵＰ３ 厂的 ＰＵＲＥＸ 流程为主工艺ꎬ产品形式为ＭＯＸ 燃料和 ＵＯ２ꎬ设计处

理能力为 ８００ ｔＵ / ａꎬ乏燃料贮存容量为 ３０００ ｔＵꎬ设计寿命为 ４０ 年ꎮ 六个所后处理厂除法国技术外ꎬ高
放废液浓缩和酸回收工艺采用了英国技术ꎬ溶解废气中除碘采用德国的工艺ꎬ某些辅助性设施和高放

废液的玻璃固化以及一些转换与固化设施则采用了日本自己的技术ꎮ 另外ꎬ主要设施中的各种设备ꎬ
均在日本本国制造ꎮ

图 ２　 六个所后处理厂工艺流程图

２　 六个所后处理厂的建设历程

１９８４ 年 ７ 月ꎬ日本发电公司联盟(ＦＥＰＣ)向当地政府提出建议ꎬ希望在青森县六个所村建立一个

包括铀浓缩厂、低放废物处置场以及后处理厂在内的联合企业ꎮ １９８５ 年 ４ 月ꎬ青森县及六个所市政府

决定同意在六个所地区建立核燃料循环设施ꎬ后处理厂和贮存装置计划于 １９８６ 年开始建造ꎬ分别计

划于 １９９１ 年和 １９９５ 年投入运行ꎬ总投资约为 ７０００ 亿日元ꎮ
１９８７ 年 ４ 月 ３０ 日ꎬＪＮＦＳ 与法国通用新技术公司(ＳＧＮ)签署了技术转让协议ꎬ确定了六个所后处

理厂的主工艺流程ꎮ １９８９ 年ꎬ在法国完成该厂基础设计后ꎬＪＮＦＳ 正式提出建设申请ꎮ
１９９２ 年 １２ 月ꎬ在日本核安全审议委员会(ＮＳＣ)和日本原子能委员会(ＡＥＣ)通过六个所后处理厂

建设计划审议后ꎬ日本科学技术厅(ＳＴＡ)向 ＪＮＦＬ 下达了建设许可证ꎮ
１９９３ 年 ４ 月ꎬＪＮＦＬ 开始建造六个所后处理厂ꎬ１９９４ 年 ４ 月开始建造后处理厂的主体设施ꎬ２００２

年建成ꎮ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ꎬ六个所后处理厂开始了化学试验ꎬ于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完成ꎮ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ꎬ六个所后处理厂进行首次模拟实际燃料的铀燃料模件剪切试验ꎬ开始冷铀试验ꎮ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３１ 日ꎬ六个所后处理厂开始了热试ꎬ于 ２０１４ 年完成调试ꎮ
目前该厂正在根据原子力规制委员会(ＮＲＡ)的新标准进行安全升级ꎬ预计投运时间为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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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六个所后处理厂建设历程

３　 建设过程中的延期情况

根据 １９８５ 年提出建造申请时所发布的建造计划ꎬ六个所后处理厂计划在 １９９５ 年投运ꎬ但由于在

建设和试运行期间遇到的一系列状况(表 １)ꎬ六个所后处理厂的投运时间共经历了 ２３ 次推迟ꎮ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宣布的投运时间预期为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ꎬ并到 ２０２２ 年才能达到额定产能ꎮ 至此ꎬ这一耗资约 ２５０
亿美元项目的投运时间已总计延迟约 ２３ 年(１９９５—２０１８ 年)ꎮ

表 １　 六个所后处理厂建设过程中的延期状况汇总表

序号 阶段
宣布延期

时间
投运日期延至 原由

０ 起点 １９８５ 年 １９９５ 年 发布最初建造计划　

１

２

前期准

备和设

计阶段

１９８６ 年 １９９７ 年
１９８６ 年才获得项目用地ꎬ且还未进行工厂设计和建造申

请等一系列前期工作

１９９３ 年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 获得建设许可证的时间比预期要长

３

４

５

建

造

阶

段

１９９５ 年 ７ 月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 乏燃料贮存设施的有关工作没有如期进行

１９９６ 年 ４ 月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 进行设计变更ꎬ安全性措施提高

１９９９ 年 ４ 月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１９９６ 年设计变更没有确定适当的建造周期

东海村沥青固化车间事故影响

延长拟定的试运营时间

６

７

８

冷

试

阶

段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化学试验不太顺利ꎬ实际进度赶不上计划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受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关西美浜核电厂发生的蒸汽喷发致人伤

亡事故的影响ꎬ核安全问题以及国民对电力业界不信任

感的增强ꎬ因此青森县当局也保持了谨慎的态度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高放废液玻璃固化贮存设施设计有误ꎬ冷却系统不能胜

任ꎬ需要改进

９

１０

１１

热

试

阶

段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热试开始时间推迟 １ 个月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热试第三阶段工作开始时间推迟 ３ 个月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热试第三阶段工作结束当月ꎬ发现了隐藏的设备抗震数

据误差ꎬ问题设备包括剪切设备和乏燃料操作设备ꎬ为
弄清此时致使热试第四阶段工作开始时间推迟 ４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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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阶段
宣布延期

时间
投运日期延至 原由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热

试

阶

段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热试第四阶段工作中发现需要补充玻璃固化熔炉的数

据ꎬ进行熔炉内部结构检查ꎬ去除其中的残余物质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后处理工作组正在就玻璃熔炉的作业计划进行讨论ꎬ玻
璃固化试验重启推迟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熔炉出料嘴处存在问题ꎬ导致熔融的玻璃不能流入玻璃

固化容器中ꎬ需展开相关工作以确认玻璃熔炉的工艺

性能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为等待确认玻璃熔炉能够稳定运行ꎬ还计划进行全后处

理厂放射性释放的确认试验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玻璃熔炉顶部砖出现损伤ꎬ需查明受损原因ꎬ及出料速

度下降的主要原因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玻璃固化生产线存在问题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玻璃固化熔炉问题ꎬ为确保安全和热试的成功需对设备

进行必要的改进、检查测试、数据比对和设备检查等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需要对玻璃固化设备进行试验、详细调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决定

延期ꎬ１２ 月宣布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由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将公布并实行新安全准则ꎬ需根据新

安全准则做出调整ꎬ并通过新安全准则的审查

２１

２２

２３

运

行

准

备

阶

段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由于安全审查的复杂化ꎬ受到种种因素的影响ꎬＮＲＡ 表

示该厂的安全检查工作需要耗费的时间比最初预想的

更长ꎬ检查进度非常缓慢ꎬ安全审查的时间比预期要长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０１８ 年 ３—９ 月 需要完成安全升级并获得监管部门的批准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需要完成安全升级并获得监管部门的批准

六个所后处理厂的延期原因十分复杂ꎬ主要涉及建造计划、政策、安全监管、管理体制和技术更改

等多个方面的问题ꎮ

４　 六个所后处理厂面临的困难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ꎬＪＮＦＬ 表示由于需要完成安全升级及获得监管审批ꎬ六个所后处理厂再次推迟商运ꎬ
将延期至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ꎮ 由于六个所后处理厂经历的设计变更和投运时间一再延迟等问题ꎬ导致建造

费用已大幅超过了最初的设计概算ꎬ随着运行时间的进一步延迟ꎬ该费用势必还要增加ꎮ 考虑到高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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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本负担ꎬＪＮＦＬ 迫切需要加快六个所后处理厂的投运进程ꎬ但该厂还面临以下两个方面的困难ꎮ
(１)安审标准更加严格

根据从 ２０１１ 年日本福岛核事故中吸取的教训ꎬＮＲＡ 为核设施制定了新的安审标准ꎬ针对核燃料

设施的新安审标准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开始执行ꎮ 对于后处理厂ꎬ要求为恐怖袭击、氢气爆炸、溶液泄漏导

致的火灾以及废液蒸发等事故制定专门的应对措施ꎮ
在新的、更为严格的安审标准下ꎬ六个所后处理厂的设施、技术和管理制度能否通过安全审批ꎬ将

是一个不小的挑战ꎮ
(２)电力零售全面自由化政策

日本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开始实施电力零售全面自由化政策ꎬ由大型电力公司垄断的居民家庭用电市

场届时也将开放ꎮ 同时ꎬ现行的电价管理制度也将消失ꎬ电价将由各电力公司自行决定ꎮ 这一政策势

必加剧日本国内的电力市场竞争ꎬ日本核电企业也将大受影响ꎮ
由于核电企业未来可能难以确保必要的稳定资金甚至破产ꎬ这将使得日本主要承担后处理业务

的六所村后处理厂可能出现资金短缺ꎬ从而使燃料后处理工作陷入停滞ꎮ

５　 结束语

核燃料循环对于可持续发展核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ꎬ通过建立核燃料循环系统ꎬ最大限度地利

用核燃料资源ꎬ减少放射性废物ꎬ对于资源缺乏、能源紧张的日本具有重要的意义ꎮ 后处理是实现核

燃料循环利用的关键环节ꎬ日本坚持进行乏燃料后处理ꎬ从长远利益来看ꎬ无论从经济性角度还是环

境角度ꎬ都具有重要优势ꎮ
日本乏燃料贮存能力已近用尽ꎬ新的贮存设施尚未投入使用ꎬ六个所后处理厂的运行将改善日本

的乏燃料贮存和管理状况ꎬ也进一步增强日本核燃料循环基础ꎮ
为应对新环境对乏燃料后处理带来的不利影响ꎬ日本政府对六个所后处理厂项目提供大力支持ꎮ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ꎬ日本政府颁布了«乏燃料后处理基金法案»修订条例ꎬ即«乏燃料后处理执行法案»ꎬ为确

保后处理业务稳定运行设立担保基金ꎮ
因此ꎬ虽然面临多方困难ꎬ日本仍会坚定推动六个所后处理厂项目的顺利实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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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高寒雨(１９９０—)ꎬ女ꎬ河南人ꎬ助理工程师ꎬ硕士ꎬ主要从事军用核材料研究工作ꎮ

摘要:冷战结束前夕ꎬ美国能源部停止使用重水堆产氚ꎬ２１ 世纪初至今一直利用国有商用轻水堆产氚ꎬ目前产氚量不足

未来高峰需求的 １ / ４ꎮ 能源部决定近中期将现有场址的产氚能力翻两番ꎬ远期仍首选商用轻水堆产氚方案ꎬ并将重建

产氚堆低浓铀生产能力ꎮ
关键词:军用氚材料ꎻ商用轻水堆ꎻ产氚可燃吸收剂棒

氚是热核武器的核心装料ꎬ半衰期为 １２.３ 年ꎬ每年衰变减少 ５.５％ꎬ不能无限期贮存和重复利用ꎮ
为保障核武库的长期有效性ꎬ需要确保氚的及时补充ꎬ但是美国现有产氚能力有较大缺口ꎮ 为此ꎬ美
国能源部在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２０１６ 年 ６ 月先后发布«２０６０ 年前美国氚和浓缩铀管理计划»«商用轻水堆

产氚最终环评报告»以及决策记录等文件ꎬ长远谋划军用氚材料生产能力ꎬ提出了保障氚生产及其所

需低浓铀燃料供应的措施ꎮ

１　 美国产氚方案的演变

１９５３ 年ꎬ美国开始利用萨凡纳河场址的重水堆产氚ꎬ但 １９８８ 年该堆停止运行ꎬ美国失去了产氚能

力ꎮ 有关专家称ꎬ１９５４—１９８８ 年萨凡纳河场址共生产了约 １００ ｋｇ 军用氚材料[１]ꎮ 此后ꎬ为弥补衰变

损失的氚ꎬ美国将拆除和退役核武器中卸出的氚重新用于核武器ꎬ但据估算ꎬ氚库存只能满足 ２００５ 年

之前的需要ꎬ难以满足长远需求ꎮ 为此ꎬ美国能源部 １９９５ 年 １２ 月为未来 ４０ 年提出了两套产氚备选方

案ꎬ方案一为利用商用轻水堆辐照靶件产氚ꎬ方案二为加速器产氚ꎮ
商用轻水堆产氚有两个优势:一是经济性较好ꎬ１９９９ 年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ꎬ用商用轻水堆

产氚 ４０ 年内约需 １１ 亿美元ꎬ而建造一台加速器需要数十亿美元[２]ꎻ二是技术较为成熟ꎮ 加速器产氚

有三个优势:一是更加安全ꎻ二是有利于防止核扩散ꎻ三是非军应用前景非常广泛ꎮ
１９９８ 年 １２ 月ꎬ美国能源部宣布商用轻水堆为产氚的首选方案ꎬ并评估了 ５ 座商用轻水堆ꎬ最终指

定在田纳西流域管理局(ＴＶＡ)的瓦茨巴核电站 １ 号机组内产氚ꎬ２００３ 年开始ꎬ一直延续至今ꎮ

２　 未来继续利用商用轻水堆产氚ꎬ并将产氚量翻两番

氚在自然界中的含量极低ꎬ必须人工生产ꎮ 目前世界上氚生产方法主要有三种:一是利用研究堆

和钚生产堆产氚ꎬ即在堆芯辐照铝－锂－６ 合金靶ꎬ６Ｌｉ 吸收中子后生成氚ꎬ之后在较低温度下提取氚ꎻ
二是利用重水产氚ꎬ重水反应堆运行时ꎬ重水吸收中子后生成氚ꎬ再通过化工工艺提取氚ꎻ三是利用商

用轻水堆产氚ꎬ即在堆芯辐照偏铝酸锂－６ 陶瓷靶———“可燃吸收剂棒”(ＴＰＢＡＲꎬ尺寸与反应堆低浓铀

燃料棒相同)ꎬ６Ｌｉ 吸收高能中子生成氚ꎮ 其中ꎬ商用轻水堆产氚技术是美国上世纪末研发的最新产氚

方法ꎮ
商用轻水堆产氚的流程主要包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ꎬ９ 个月ꎬ“可燃吸收剂棒”经西屋公司制造

后ꎬ运至瓦茨巴 １ 号商用轻水堆ꎻ第二阶段ꎬ１８ 个月ꎬ将“可燃吸收剂棒”装入反应堆辐照ꎬ６Ｌｉ 吸收高

能中子生成氚ꎬ氚被棒中的吸收剂捕获ꎻ第三阶段ꎬ６ 个月ꎬ将辐照后的“可燃吸收剂棒”卸出ꎬ冷却后

运至氚提取工厂ꎬ氚在高温加热和真空处理条件下从吸收剂中释放出来ꎬ再经纯化分离ꎬ得到高纯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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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目前美国的产氚流程

目前ꎬ美国能源部利用瓦茨巴 １ 号核电站产氚ꎮ 瓦茨巴 １ 号机组采用的是西屋四回路压水堆ꎬ功
率为 １ １００ ＭＷꎬ１９９６ 年开始运行ꎬ运行许可期限至 ２０３５ 年ꎮ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ꎬ２４０ 根“可燃吸收剂棒”插
入瓦茨巴 １ 号商用轻水堆中ꎬ经过 １８ 个月的辐照期ꎬ２００５ 年 ４ 月卸出ꎮ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ꎬ萨凡纳河场址的

氚提取设施首次成功提取氚ꎮ 目前ꎬ美国能源部一直利用瓦茨巴 １ 号核电站产氚ꎬ每批辐照 ７０４ 根

靶件ꎮ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ꎬ美国能源部会与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对氚存量和需求进行了详细的评估[３ꎬ４]ꎬ包括

氚填充量和核武器库存(规模、弹头、类型和准备状态等)ꎮ 能源部预计ꎬ为补充库存ꎬ今后产氚需求最

高时ꎬ需要在 １８ 个月内生产 ２ ８００ｇ 氚ꎮ 目前 ７０４ 根靶件的产氚量不足高峰需求的 １ / ４ꎮ 为此ꎬ能源部

决定分阶段提高产氚能力ꎮ 第一阶段(２０１７—２０１９ 财年)ꎬ增加瓦茨巴 １ 号反应堆的装载量至 １５０４
根ꎬ氚产量翻一番ꎮ 第二阶段(２０２１—２０２５ 财年)ꎬ启用第二座商用轻水堆ꎬ首批装 ４００ 根ꎬ分步增至

１ ５０４根ꎮ 至 ２０２５ 财年ꎬ两堆共装 ３ ００８ 根ꎬ氚产量是当前的 ４ 倍以上ꎮ ２０６０ 年前ꎬ装载量将增加到最

多 ５ ０００ 根ꎮ

３　 远期仍首选商用轻水堆产氚方案

２０１４ 年ꎬ美国能源部评估了商用轻水堆产氚的可能替代方案ꎬ并调研了未来可能用于产氚的下一

代反应堆技术ꎬ包括小型堆、钠冷快堆、熔盐堆、氟化物盐类冷却的高温堆、重水堆、模块化高温气冷堆

和天然铀燃料的重水堆等[５]ꎮ 其中:商用轻水堆设计公司为西屋ꎬ燃料为浓度小于 ５％的２３５Ｕ 氧化物ꎬ
每千克２３５Ｕ 可产氚 ０.５~１.３ ｇꎬ技术成熟度 ８ 级(技术成熟度最高 ９ 级)ꎻ小型堆设计公司为巴威 Ｂ＆Ｗ、
西屋、豪尔泰克(Ｈｏｌｔｅｃ)和纽斯凯尔(ＮｕＳｃａｃｌｅ)ꎬ燃料为浓度小于 ５％的２３５Ｕ 氧化物ꎬ每千克２３５Ｕ 可产

氚 ０.４~１.４ ｇꎬ技术成熟度 ４~５ 级ꎮ
美国能源部认为ꎬ从长远看ꎬ如果不再使用田纳西流域管理局的核电站产氚ꎬ两种最可行的替代

方案为:寻求另一家国内核电站运营商的支持ꎬ或投资四种用于产氚的小型堆ꎮ 从费用上来看ꎬ运营

商方案优于小型堆方案ꎮ 小型堆的主要优点是可分批建设ꎬ从风险、研制周期和融资角度对电力公司

更加有利ꎮ 但目前许可和建设第一代小型堆的计划仍不确定ꎬ小型堆产氚的可行性仍不明朗ꎮ ２０１５
年美国能源部在向国会提交的«２０６０ 年前美国氚和浓缩铀管理计划»中ꎬ再次肯定了 ２０１４ 年的评估

结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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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建立产氚堆低浓缩铀自主生产能力

美国虽然拥有丰富的铀资源ꎬ但从国家战略考虑ꎬ商用核电站使用的铀燃料 ９３％从国外进口ꎬ仅
有不足 ７％源自美国本土ꎮ 受到«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限制ꎬ进口的核燃料不能用于产氚等军事目

的ꎮ 因此ꎬ美国目前用于产氚的低浓铀存在长期供应不足的风险ꎮ
美国目前产氚使用的低浓铀来源于能源部的自身库存ꎬ以及购买自国内企业的库存ꎮ 按照产氚

计划ꎬ军用低浓铀的数量仅可使用到 ２０２７ 年ꎮ 针对 ２０２７—２０４０ 年前后低浓铀燃料的供应ꎬ能源部制

定了数种方案ꎬ包括从国内其他企业调用低浓铀库存、稀释军用高浓铀库存等ꎮ
为了从根本上保障产氚堆低浓铀燃料的长期供应ꎬ能源部认为美国还将需要新建一座军用铀浓

缩设施ꎬ从而实现具有自主的铀浓缩能力ꎮ 该设施可同时为核电站提供商业铀浓缩服务ꎬ以降低政府

投资ꎮ 经过比较ꎬ能源部选出了三种相对可行的铀浓缩技术方案:ＡＣ１００ 离心机、小型离心机和原子

激光法ꎮ 如果 ２０２０—２０３０ 年需要建造浓缩铀设施ꎬ小型离心机方案和 ＡＣ１００ 方案的技术风险较低ꎻ
如果 ２０３０ 年之后才需建造ꎬ原子激光法或将可行ꎮ 综合比较ꎬ采用 ＡＣ１００ 技术建造铀浓缩设施的技

术风险最低ꎮ 目前ꎬＡＣ１００ 离心机的示范项目设在俄亥俄州派克顿场址ꎬ如果采用这种方案ꎬ需要将

生产能力提升至每年约 ４００ｔ 分离功ꎬ使用约 １ ４４０ 台离心机组成两套级联ꎮ 能源部评估了两种费用

方案:方案一是近期扩建铀浓缩设施设ꎬ第一套铀浓缩级联可在 ２０２２ 年投产ꎬ２０２５ 年可全面运行ꎬ费
用约为 ３１ 亿~４８ 亿美元ꎻ方案二是先使用浓缩铀库存ꎬ稍后建设铀浓缩设施ꎬ２０４０ 年可全面运行ꎬ费
用约为 ６１ 亿~１１３ 亿美元ꎬ且不包括使用铀库存的 １１ 亿美元ꎮ

５　 结论

提高产氚能力是美国国防建设的一项迫切需求ꎮ 美国能源部使用商用轻水堆产氚已近二十年ꎬ
经过对比和评估ꎬ再次肯定了商用轻水堆产氚方案最为经济合算ꎮ 为了保障未来氚的持续供应ꎬ美国

将继续利用商用轻水堆ꎬ使氚产量翻两番ꎮ 从远期看ꎬ美国能源部仍认为利用商用轻水堆产氚最为可

行ꎮ 为了保障产氚堆所需的浓缩铀燃料供应ꎬ美国还将需要新建一座军用铀浓缩设施ꎬ实现本土铀浓

缩能力ꎮ
美国利用商用轻水堆生产军用氚材料ꎬ无需新建反应堆或其他类似大型设施ꎬ不仅大幅降低了产

氚成本ꎬ还能随时扩大生产能力ꎬ提高生产的灵活性ꎮ 氚生产能力提高后ꎬ美国将拥有充足的军用氚

材料供应ꎬ确保每枚核弹头均得到及时更新补充ꎬ保障核力量持续安全、可靠和有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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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渊(１９８２—)ꎬ男ꎬ高级工程师ꎬ硕士ꎬ现主要从事核情报研究

摘要:核安全是核工业发展的生命线ꎮ 核安全监管的目的是确保核设施实现正常运行工况ꎬ防止事故发生或减轻事故

后果ꎬ从而保护工作人员、公众和环境免受不当的辐射危害ꎮ １９７９ 年发生的美国三哩岛核事故、１９８６ 年发生的苏联切

尔诺贝利核事故和 ２０１１ 年发生的日本福岛核事故震惊世界ꎬ对核安全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ꎬ为核安全监管提出了

更高要求ꎮ 美国作为世界上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核工业国家ꎬ高度重视这些核事故的教训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和对

策ꎬ完善监管法律法规体系建设ꎬ健全核设施监管机构与职责ꎬ强化核安全监管的措施核能力ꎮ 我国应尽快颁布«原子

能法»和«核安全法»、修订相关监管条例ꎬ并进一步完善核安全监管机构设置并提升监管能力ꎮ
关键词:核设施ꎻ核安全ꎻ监管

核安全是核军工发展的生命线ꎮ 核安全监管的目的是确保核设施实现正常的运行工况ꎬ防止事

故或减轻事故后果ꎬ从而保护工作人员、公众和环境免受不当的辐射危害ꎮ １９７９ 年发生的美国三哩岛

核事故、１９８６ 年发生的苏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和 ２０１１ 年发生的日本福岛核事故震惊世界ꎬ对核安全

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ꎬ为核安全监管提出了更高要求ꎮ 美国高度重视这些事故的教训ꎬ采取一系列

的行动和对策ꎬ强化军工核安全监管的措施和能力ꎮ

１　 完善军工核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建设

美国政府和国会为确保核军工发展过程中的安全监管有法可依ꎬ确立了法律、联邦法规、能源部

法令三级核安全监管法律框架ꎮ 该法律法规体系明确规定了军工核安全监管组织与职责、监管体系

与范围、监管程序与步骤、补偿赔偿与法规建设等ꎬ是核军工安全发展的前提与保障ꎮ
早在 １９５４ 年美国就颁布了«原子能法»ꎬ该法是核领域的根本大法ꎬ此后根据核事业发展又进行

了多次修订ꎮ «原子能法»对原子能的军事应用、和平利用各个领域相关问题进行了界定ꎬ包括授权、
组织、研究、特种核材料、源材料、许可证管理、专利发明、国际事务、司法行政程序等各个方面ꎮ[１] 此

外ꎬ还颁布了«能源重组法»«能源部组织法»«核废物政策法»和«废物隔离中间实验厂土地征收法»等
法律ꎬ进一步完善了核安全监管的法律体系ꎮ

«１０ ＣＦＲ ＰＡＲＴ ７０７»等 ６ 项联邦法规对核安全监管提出了具体、明确的要求ꎬ内容涉及:能源部核

活动程序准则、核安全管理、公众与环境的辐射防护、职业辐射防护和国家环境政策法执行程序等ꎮ[２]

能源部法令包括一系列条例、规定、标准、导则等规章制度ꎬ规范军用核设施的选址、设计、建造、
运行和退役活动ꎮ 这些法令又分为政策、命令、通知和细则、导则和技术标准等类型ꎮ 其中政策、命
令、通知和细则的内容是强制性的ꎬ必须执行ꎻ而导则和技术标准是非强制性的ꎮ

２　 健全军工核设施安全监管机构与指责

美国核设施安全监管采用军民分开管理的模式ꎮ 民用核设施的安全监管由核管理委员会(ＮＲＣ)
负责ꎮ 军工核设施安全监管由能源部(ＤＯＥ)负责ꎬ[３]但接受国防核设施安全委员会(ＤＮＦＳＢ) [４] 等机

构监督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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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能源部的内部监管

能源部是美国核军工生产及军工核设施的安全监管部门ꎬ该部内设国家核军工管理局(ＮＮＳＡ)和
健康、安全与安保局(ＨＳＳ)具体负责安全监管工作ꎮ[５]

在国家核军工管理局内部ꎬ国防核安全办公室是制定安全项目的主要机构ꎬ通过安全项目保护、
控制、衡算核材料ꎬ确保所有核设施的实体安全ꎻ设施和运行管理办公室为安全和安保制定政策制导ꎬ
同时负责监督军工核设施安全项目执行情况ꎮ

健康、安全与安保局整合健康、安全、环境和安保的管理职能ꎬ负责核材料安全管理与保障监督ꎻ
工作人员安全健康和环境保护ꎮ

出于保密和自身机构设置等原因ꎬ能源部采用部长、主管副部长、责任秘书官员和地区办公室的

四级监管模式ꎮ 部长负责全满制导和管理核安全工作ꎮ 主管副部长是直线安全监管和支持组织的直

接管理者ꎮ 责任秘书官员对能源部总部和地区办公室于安全监管过程和系统相关的直线管理进行监

督和指导ꎮ 地区办公室负责监督军工核设施运行ꎬ并上报监督检查情况ꎮ

２.２　 其他部门的监督

美国还有多个机构也履行核安全监督职责ꎮ 国防核设施安全委员会对军工核设施的设计、建造、
运行和退役进行你给独立监督ꎮ 它不具有管理职能ꎬ而是通过巡视和对标检查后向能源部提出建议

促其改进ꎬ并向国会报告检查情况及能源部相关进展ꎮ 国会将该委员会定位成一个独立的、了解军工

核设施及其运行复杂性的专家机构ꎬ要求成员均为核安全领域专家ꎮ 该委员会下设多个技术支持机

构ꎬ目前还在不断增强ꎮ
环境保护局在核军工方面的职能主要是对核军工生产设施的场外环境进行监督ꎬ防止放射性流

出物超标排放ꎮ
职业安全和健康管理局对工作人员的安全进行监督ꎬ防止并改善不符合要求的工作环境ꎬ以及疏

导工作人员的心理健康问题等ꎮ

３　 结论

历经多年发展ꎬ美国军工核设施监管已处于世界先进水平ꎮ 美国建立的监管法律法规体系ꎬ覆盖

核军工各个领域ꎬ明确相关责权分配ꎬ指引核军工安全发展ꎻ建立了能源部直线监管、多部门独立监督

的监管组织体系ꎬ各部门任务清晰ꎬ既有合作ꎬ又相互监督ꎮ
我国于 １９９９ 年颁布了«国防科技工业军用核设施安全监督管理规定»及细则ꎬ但与美国监管法律

法规体系相比ꎬ我国需尽快颁布«原子能法»«核安全法»等法律ꎬ制定军工核安全监管的国务院条例

并完善相关规定ꎮ
我国核安全监管业绩持续良好ꎬ但日本福岛核事故为核安全监管提出了更高要求ꎬ参照美国的军

工核设施安全监管机构建设ꎬ我国也应进一步完善军工核安全监管机构设置并提升监管能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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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核政策总结

宋　 岳ꎬ赵　 松
(中国核科技信息与经济研究院ꎬ北京 １０００４８)

　 　 　 　 　 　 　 　 　 　 　 　 　 　 　 　 　 　 　 　 　 　 　 　 　 　 　 　 　 　 　 　 　 　 　 　 　 　 　 　 　 　 　 　 　 　　
　

　
　 　　　　　　　　　　　　　　　　　　　　　　　　　　　　　　　　　　　　　　　　　　　　　　

　
　

　
　

作者简介:宋岳(１９８９—)ꎬ男ꎬ辽宁人ꎬ工程师ꎬ理学硕士ꎬ现在主要从事核科技情报工作ꎮ

摘要: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５ 日ꎬ新上任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捷克首都布拉格演讲时倡议建立一个“无核武器的世界”ꎬ主要议

题包括:推动核裁军、降低核武器的作用、加强防扩散、加强核安全ꎮ 奥巴马因此获得 ２００９ 年度诺贝尔和平奖ꎮ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２０ 日ꎬ奥巴马卸任美国总统ꎮ 本文将从核武器、核裁军、核不扩散、核能以及核安全安保五个方面对奥巴马八

年任期内的美国核政策及主要事件进行梳理ꎮ
关键词:奥巴马ꎻ核政策ꎻ核武器ꎻ核能

１　 核武器

(１)“三位一体”核力量现代化建设

２１ 世纪以来ꎬ美国持续推进核力量全面现代化ꎬ升级改进现有装备ꎬ研制新装备[１] 去几年新一代

战略核潜艇和新型战略轰炸机研制稳步推进ꎬ２０１６ 年 ７ 月又提出新一代洲际弹道导弹和核巡航导弹

的研制计划ꎮ 美国“三位一体”核力量正进入全面现代化阶段ꎬ预计 ２０３０ 年前后ꎬ新型核武器装备陆

续投入使用ꎬ核威慑的安全可信水平将大幅提高ꎮ
(２)“３＋２”计划

美国能源部上世纪末开始实施核弹头更新计划ꎬ开发采用新材料新部件ꎬ目的是将核弹头寿命延

长 ２０~３０ 年ꎬ大幅提高安全性、可靠性和有效性ꎮ ２０１２ 年ꎬ美国在核弹头更新计划中引入“３＋２”计划ꎬ
拟将现有 ７ 个型号 １２ 个型别调整为 ５ 型:２ 型陆基和 ２ 型海基升级成 ３ 型陆海通用型(ＩＷ－１、ＩＷ－２、
ＩＷ－３)ꎬ３ 型空基升级成 ２ 型(Ｂ６１－１２ 和 Ｗ８０－４)ꎮ 目的是通过核弹头通用化ꎬ增强核力量部署的灵

活性ꎻ进一步削减核弹头数量ꎬ降低采办成本和库存管理负担ꎮ 其中ꎬＢ６１－１２ 核弹头研制工作进展最

大ꎬ２０１６ 年 ８ 月进入生产准备阶段ꎮ
(３)钚弹芯生产

根据 ２０１４ 财年«美国核武器库存管理计划»ꎬ国防部要求 ２０２１ 年前美国需具备年产 ２０ ~ ３０ 个弹

芯的能力ꎬ２０３０ 年前后需具备年产 ５０~８０ 个弹芯的能力ꎮ 美国现有的钚弹芯生产设施 ＰＦ－４ 由于设

施老化且安全风险大等问题ꎬ无法满足这一要求ꎮ 美国将完成 ＰＦ－４ 现有生产线上制造工艺设备的升

级及设施的升级改造ꎬ将弹芯产量提高到 ８０ 个弹芯 /年ꎮ

２　 核裁军

(１)新 ＳＴＡＲＴ 条约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８ 日ꎬ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捷克首都布拉格签署了新的«削减

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新 ＳＴＡＲＴ 条约) [２]ꎮ 条约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５ 日正式生效ꎬ规定两国需在

７ 年内将各自拥有的战略核弹头数量限制在 １ ５５０ 个ꎻ部署的洲际弹道导弹( ＩＣＢＭ)、潜射弹道导弹

(ＳＬＢＭ)和重型轰炸机数量不超过 ７００ 个ꎻ部署和未部署的 ＩＣＢＭ 发射装置、ＳＬＢＭ 发射装置和重型轰

炸机数量不超过 ８００ 个ꎮ 新 ＳＴＡＲＴ 条约只对部署的战略核弹头数量做出限制ꎬ而并未限制部署的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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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弹头和未部署的战略与非战略弹头的数量ꎮ 此外ꎬ条约未对核武器升级进行限制ꎮ 奥巴马任期

内美国削减的库存核武器数量十分有限(表 １)ꎮ

表 １　 冷战后美国四任总统削减库存核武器数量[ ３ꎬ４ ]

总统 削减库存核武器数量 /个 削减比例 / ％

老布什(１９８９—１９９２) １０ ７０６ ４８

克林顿(１９９３—２０００) ９８５ ９

小布什(２００１—２００８) ５ ４１３ ５１

奥巴马(２００９—２０１６) ６３３ １２

(２)美俄钚处理协定

美俄 ２０００ 年签署«钚管理和处置协定»ꎬ２０１０ 年签署其补充协定ꎮ 协议规定ꎬ各自处置国防冗余

的至少 ３４ ｔ 武器级钚ꎻ采用混合氧化物(ＭＯＸ)处置方案ꎬ将钚制成 ＭＯＸ 燃料ꎬ分别供俄快堆、美商用

轻水堆使用ꎻ２０１８ 年开始ꎬ每年处置 １.３ ｔꎮ 美国 ２００７ 年开始在萨凡纳河场址建造 ＭＯＸ 燃料制造设

施ꎬ因工程和技术问题ꎬ２０１６ 年决定终止 ＭＯＸ 处置方案ꎬ改用掺混后处置方案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ꎬ俄方

认为美方新方案不能达到销毁武器级钚的最终目的ꎬ决定暂停该协定ꎮ

３　 核不扩散

(１)伊核协议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４ 日ꎬ以美国为首的伊朗核问题六国(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中国)和伊朗

就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全面行动计划»达成一致[５]ꎮ «全面行动计划»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生效ꎬ将伊

核计划重新纳入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正常管制ꎬ化解了伊可能生产军用核材料、制造核武器或退出核

不扩散机制的风险ꎬ成功说服伊放弃后处理能力、限制铀浓缩能力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 日ꎬ美国国会通过

决议ꎬ将«对伊朗制裁法案»有效期延长 １０ 年ꎮ 伊核问题前景不明ꎮ
(２)朝核问题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ꎬ朝鲜宣布退出六方会谈ꎬ并在此后进行了 ４ 次核试验ꎮ 近年来ꎬ朝鲜弹道导弹发展

取得重要进展ꎬ已初步形成射程互相衔接、导弹种类较为齐全的弹道导弹系列ꎮ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的最新一

次核试验表明ꎬ朝鲜已基本实现核弹头武器化ꎮ
(３)印核问题

美国将印度视为“拥有先进核技术的负责任国家”ꎬ２０１１ 年 ５ 月ꎬ美国曾提议核供应国集团接收

印度为其成员ꎬ２０１５ 年ꎬ奥巴马与印度总理莫迪的联合声明中ꎬ美国公开表达了支持印度成为 ＮＳＧ 成

员国的态度ꎮ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ꎬＮＳＧ 成员大会就印度加入 ＮＳＧ 问题进行讨论ꎬ但未获通过ꎮ

４　 核能政策

(１)鼓励新建核电站

奥巴马在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国情咨文演说中宣布将提供 ８３.３ 亿美元的政府贷款担保ꎬ在乔治亚州新建

两座 １１０ 万 ｋＷ ＡＰ１０００ 反应堆ꎬ并进一步明确了发展新一代核电站技术ꎮ ２０１３ 年美国在乔治亚州和

南卡莱罗纳州相继启动 ４ 座新反应堆建造工作ꎬ但进展缓慢ꎮ
(２)废止尤卡山核废物处置库项目

１９８７ 年«核废物政策法修订案»指定尤卡山场址为美国唯一的第一座高放废物处置库候选场址ꎬ
遭到内华达州政府和公众强烈反对ꎮ ２００９ 年奥巴马政府宣布中止尤卡山项目ꎬ能源部 ２０１０ 年撤销了

许可证申请ꎬ导致美国乏燃料和高放废物处置工作陷入僵局[６]ꎮ
(３)促进国际核能合作[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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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 年 ５ 月ꎬ美国与越南正式签署核合作协议ꎮ 根据协议ꎬ美国可向越南出口核反应堆、研究信

息、材料和设备ꎮ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ꎬ奥巴马行使行政权ꎬ取消美国对印度采购核材料的监督ꎻ美国不再坚持对印度实施

超过或替代 ＩＡＥＡ 的核查ꎬ使两国民用核合作取得突破性进展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ꎬ美国与韩国签署的«韩美原子能协定»修订版正式生效ꎮ 新协定的内容主要包括:

经美国允许ꎬ韩国可以生产丰度 ２０％以下的浓缩铀ꎻ允许韩国开展干法后处理技术的初级研究ꎻ韩国

的乏燃料在送往欧洲国家处理后ꎬ钚以 ＭＯＸ 燃料形式返还ꎮ 美国此举放松了对韩国发展核燃料循环

技术的限制ꎬ有利于韩国核电的出口ꎮ
(４)美国铀浓缩公司破产重组

美国铀浓缩公司(ＵＳＥＣ)是美国唯一一家从事铀浓缩业务的本土公司ꎮ 但从 ２０１１ 年开始ꎬ由于

国际铀浓缩市场不景气、离心技术研发投入过高等原因ꎬＵＳＥＣ 陷入长期亏损ꎬ并于 ２０１４ 年破产重组

为 Ｃｅｎｔｒｕｓ 能源公司ꎮ Ｃｅｎｔｒｕｓ 能源公司继续运行已有离心机级联ꎮ

５　 核安全安保

(１)核安全峰会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３ 日ꎬ首届核安全峰会在美国华盛顿举行ꎮ 此后核安全峰会每两年举办一次ꎬ至今

已经举办了四届ꎮ 核安全峰会凝聚了国际社会对于加强核安全、防范核恐怖主义的共识ꎬ强化从源头

上防控扩散的措施ꎮ 核安全峰会机制建立以来ꎬ已有至少 １２ 个国家彻底清除了高浓铀ꎻ处理与清除

的高浓铀和钚超过 ３.３ ｔꎻ２４ 个高浓铀研究堆关闭或转换为以低浓缩为燃料ꎻ此外ꎬ还建立专门机构对

核走私网络实施打击ꎮ

６　 总结

奥巴马任期内ꎬ美国核威慑能力取得显著提升ꎬ未来的核威慑安全可信水平也将大幅提高ꎮ 但美

国削减的库存核武器数量十分有限ꎻ国际核裁军进程停滞不前ꎬ核武器作用不降反升ꎻ«２０１０ 版核态

势评估报告»中不研制新型核武器的承诺也未兑现ꎮ 总之ꎬ奥巴马政府执政以来ꎬ试图对美国的核战

略进行根本性的修改ꎬ并采取了一系列举措ꎬ但美国长期奉行的威慑战略、核武器核心作用及追求“绝
对安全”目标并未发生实质变化ꎮ

奥巴马政府在核不扩散领域取得一定成就:伊核协议中多方共同协商的谈判模式为谈判解决其

他重大国际核问题提供了示范ꎮ 然而朝鲜拥核已成事实ꎬ美国借朝鲜核问题强化美日韩联盟ꎬ在韩国

部署萨德ꎬ使得东北亚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ꎻ若印度加入 ＮＳＧꎬ将削弱 ＮＰＴ 在防扩散领域的作用ꎮ
美国作为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主导国家ꎬ在核不扩散问题上执行双重标准ꎬ对不同国家采取不同政

策ꎬ使得国际防扩散形势日益严峻ꎮ
奥巴马任期内ꎬ积极推动核能发展ꎬ启动了美国 ３０ 年来首座新核电站ꎬ并与亚洲各国广泛开展核

能合作ꎮ 但奥巴马暂停核废物处置计划被认为是美国失信和未兑现承诺的污点ꎻ美越合作协议未明

确规定不允许越南开展铀浓缩和后处理ꎬ也被认为是美在核问题上采取的双重标准ꎮ 核安全峰会举

办 ６ 年来ꎬ未达成一份具有约束力的文件ꎬ世界核安全态势也未得到根本改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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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暂停美俄政府间«钚管理和
处置协议»的技术因素分析

高寒雨
(中国核科技信息与经济研究院ꎬ北京 １０００４８)

　 　 　 　 　 　 　 　 　 　 　 　 　 　 　 　 　 　 　 　 　 　 　 　 　 　 　 　 　 　 　 　 　 　 　 　 　 　 　 　 　 　 　 　 　 　　
　

　
　 　　　　　　　　　　　　　　　　　　　　　　　　　　　　　　　　　　　　　　　　　　　　　　

　
　

　
　

作者简介:高寒雨(１９９０—)ꎬ女ꎬ河南人ꎬ助理工程师ꎬ硕士ꎬ主要从事军用核材料研究工作ꎮ

摘要: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ꎬ普京决定暂停美俄 ２０００ 年签署的«钚管理和处置协议»ꎮ 由于美国 ＭＯＸ 设施建造建设出现

严重经费超概、进度拖期等问题ꎬ能源部决定终止设施建设ꎬ被迫改为“掺混后处置”作为替代方案ꎮ 俄已具备 ２０１８ 年

使用武器级钚制造 ＭＯＸ 燃料的条件ꎮ 俄认为美国修改后的方案未达到销毁武器级钚的最终目的ꎬ并从当前美俄关系

考虑ꎬ决定暂停该协议ꎮ
关键词:钚ꎻＭＯＸꎻ钚管理和处置协议

钚是核武器核心装料ꎬ是核武器爆炸的重要裂变物质ꎮ 武器级钚是２３９Ｐｕ 含量达 ９０％以上ꎬ半衰

期长达 ２.４ 万年ꎮ 为了处理从数万枚退役核武器中回收的大量武器级钚ꎬ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１０ 年美国和俄

罗斯签署了«钚管理和处置协议»(ＰＭＤＡ)及其补充协议ꎬ规定两国至少处置 ３４ ｔ 武器级钚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３ 日普京签署命令称ꎬ鉴于美国对俄采取的一系列不友好举动威胁到当前的战略稳定ꎬ以及美国

无法履行销毁冗余武器级钚的责任ꎬ决定暂停美俄签署的«钚管理和处置协议»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ꎬ
普京签署联邦法律ꎬ暂停«钚管理和处置协议»的决议当日生效ꎮ

１　 美俄«钚管理和处置协议»的背景及主要内容

冷战结束后ꎬ迫于国际形势的压力ꎬ美俄在核裁军领域达成了多项共识ꎬ推进削减核弹头和销毁

核材料进程ꎬ签订了«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美购买俄高浓铀

协议»等ꎮ 在此背景下ꎬ为了处理从数万枚退役核武器中回收的大量武器级钚ꎬ２０００ 年美国和俄罗斯

签署了«钚管理和处置协议»ꎬ规定双方各自处置至少 ３４ ｔ 武器级钚ꎬ在美国的轻水堆、俄罗斯的轻水

堆和快堆中使用[ １ ]ꎮ 然而达成协议后ꎬ美俄两国在多个方面纷争不断ꎬ协议未能真正生效ꎮ 多次谈判

后ꎬ２０１０ 年 ４ 月ꎬ美俄两国签署补充协议ꎬ同意俄罗斯全部使用快堆处置钚ꎬ代替轻水堆、快堆组合方

案ꎬ并确定双方均采用混合氧化物(ＭＯＸ)方案———建设 ＭＯＸ 燃料制造设施ꎬ将这些钚制成 ＭＯＸ 燃

料ꎬ并用于美囯的商用轻水堆和俄罗斯的快堆ꎻ２０１８ 年开始处置ꎬ每年处置 １.３ ｔ[２]ꎮ

２　 美国建设 ＭＯＸ 设施是为处置冗余武器级钚

１９９５ 年ꎬ美国宣布有 ３８.２ ｔ 武器级钚不再为国防所需要ꎬ成为冗余并需要处置ꎮ １９９７ 年ꎬ在对 ３７
种处置技术进行评估后ꎬ能源部决定釆取部分固化、部分制成 ＭＯＸ 燃料在轻水堆中使用的组合型钚

处置方案ꎮ ２００７ 年ꎬ美国为执行«钚管理和处置协议»ꎬ决定在萨凡纳河场址建设 ＭＯＸ 设施ꎬ并选定

绍尔－阿海珐 ＭＯＸ 服务公司负责 ＭＯＸ 设施的设计、建设和运行(该公司是美国绍尔集团和法国阿海

珐集团的合资公司ꎬ下文简称“ＭＯＸ 服务公司”)ꎮ 能源部于 ２００７ 年批准并启动了该项目的建设ꎮ
ＭＯＸ 设施设计产能为每年将 ３.５ ｔ 钚制成 ＭＯＸ 燃料ꎬ总经费概算为 ４８ 亿美元ꎬ计划建成时间为 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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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９ 月ꎮ

３　 经费概算大幅上升和进度推迟导致 ＭＯＸ 设施停建

该项目以法囯已运行的 ＭＥＬＯＸ ＭＯＸ 燃料制造厂为设计蓝本ꎬ技术相对成熟ꎮ 但由于美国处理

的是武器级钚ꎬ与法国使用的工业钚有差异ꎬ设计方案需根据美国要求和法律进行适应性修改ꎮ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ꎬ美国能源部核军工管理局(ＮＮＳＡ)进行项目审查ꎬ认为不可能在批准的经费和进度

内完成 ＭＯＸ 设施建设ꎮ 对此ꎬ２０１２ 年 ８ 月ꎬＭＯＸ 服务公司提交了基准变更建议书ꎬ项目总经费调升

至 ７７ 亿美元ꎬ建成时间推后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ꎮ
经费比原概算增加 ２９ 亿美元的主要原因如下ꎮ
①设备的安装工作量被严重低估ꎮ 能源部于 ２００７ 年批准的项目基准计划没有涵盖所有系统、结

构和部件ꎬ特别是管道、阀门、电缆等安装工作量存在漏项ꎮ 且能源部对 ＭＯＸ 设施的设计审查不全

面ꎬ只对设施结构的建设文件进行了审查ꎮ
②工程设备费被严重低估ꎮ 与项目基准计划相比ꎬ工程设备制造费用大幅提高ꎬ如工艺槽、手套

箱和熔炉的实际费用是最初估算的 １.６ 倍ꎬ主要原因是设备供应商的资质和能力不满足要求ꎮ
③增加钚金属氧化工序ꎮ 原计划钚金属氧化由另建的“弹芯转化设施”承担ꎬ由于该设施建设计

划取消ꎬ核军工管理局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要求 ＭＯＸ 设施增建每年 １.５ ｔ 的钚金属氧化能力ꎮ
造成上述经费大幅增加的管理原因是ꎬ核军工管理局未遵照能源部项目管理程序的规定执行ꎮ

规定要求ꎬ在完成工程设计并通过最终设计审查后方能开工建设ꎬ而实际上ꎬ核军工管理局没有对整

个项目进行最终设计审查就批准了项目开工ꎬ而代之以分阶段审查ꎬ客观形成了边设计、边施工的局

面ꎮ 随着项目工程进展ꎬ问题不断暴露ꎬ概算增加在所难免ꎮ

４　 能源部拟采用掺混后处置替代 ＭＯＸ 设施方案

ＭＯＸ 设施建设费用急剧上升ꎬ促使能源部开始寻求替代方案ꎮ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ꎬ由能源部部长组织

的“钚处置工作组”发布«冗余武器级钚处置方案分析»报告ꎬ对五项最可行方案的全寿期经济性、技
术可行性等进行了评估[３]ꎮ 这五项方案是:制成 ＭＯＸ 燃料在轻水堆中辐照、制成钚燃料在快堆中辐

照、与高放废物一起固化、掺混后处置和深钻孔处置ꎮ 其中掺混后处置方案是在 ２０８Ｌ 的双层不锈钢

废物桶中ꎬ装入 ３００ ｇ 氧化钚与抑制剂的混合材料ꎬ然后将废物桶放置在废物分离试验工厂地下 ６６０ｍ
的处置库内永久处置ꎮ 该方案预计 ２０１９ 年开始、２０４６ 年完成ꎬ全寿期总经费共需 ８７.８ 亿美元ꎻＭＯＸ
燃料处置方案预计 ２０２８ 年开始、２０４３ 年完成ꎬ全寿期总费用 ２５１.２ 亿美元(包括 ＭＯＸ 设施建设费、设
施运行费、核电机组改造费用等)ꎮ 两者相比ꎬ前者技术风险低ꎬ全寿期费用也最低ꎬ且已成功在洛基

弗拉茨场址清污等工作中应用ꎬ不用新建设施或使用前调试ꎬ但需扩大废物分离试验工厂的贮存能

力ꎮ 因此“钚处置工作组”建议ꎬ不采用 ＭＯＸ 燃料处置方案ꎬ改用掺混后处置方案ꎮ
受能源部委托ꎬ美国 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 公司以及能源部成立的“钚处置红队”先后对评估报告进行了独立

审查ꎬ认可相关结论ꎬ支持掺混后处置方案[４]ꎮ
能源部于 ２０１４ 财年开始削减 ＭＯＸ 设施建设项目经费ꎬ２０１５ 财年提出将该项目置于“冷待命”状

态ꎬ当时项目已花费超过 ４０ 亿美元ꎬ建成约 ６０％ꎮ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ꎬ能源部正式向国会提交«２０１７ 财年预

算申请»时ꎬ提出拨款 ２.７ 亿美元终止 ＭＯＸ 设施建设项目ꎬ拨款 １ ５００ 万美元开展掺混后处置方案的

概念设计[５]ꎮ

５　 俄罗斯钚处置计划进展顺利ꎬ关键设施按时建成

俄罗斯的 ＭＯＸ 设施建在俄罗斯矿业化学联合体ꎬ为执行美俄协议ꎬ２０１４ 年花费 ２ 亿多美元对原

有设施进行改建ꎬ２０１５ 年 ９ 月投产ꎬ首批制造 ２０ 个 ＭＯＸ 燃料组件(共使用 ３０ｋｇ 武器级钚)ꎬ预计

２０１７ 年达到年产 ４００ 个 ＭＯＸ 燃料组件的能力ꎬ可为 ５ 座 ＢＮ－８００ 快堆供应燃料ꎮ 该设施的落成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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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俄罗斯首次在民用燃料循环中使用钚ꎮ 虽然目前没有官方消息称这座设施将会使用武器级钚ꎬ但
是相关人士表示这座设施是专为加工武器级钚而建ꎬ不太可能在短期内使用反应堆级钚ꎮ

俄罗斯使用 ＢＮ－６００ 快堆(５６０ＭＷ)和 ＢＮ－８００ 快堆(７８９ＭＷ)来燃烧 ＭＯＸ 燃料ꎮ ２０１２ 年一直处

于商业运行状态的 ＢＮ－６００ 快堆完成了从增殖堆到燃烧堆的堆芯改造ꎬ可以燃烧武器级钚制造的

ＭＯＸ 燃料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ＢＮ－８００ 快堆开始商业运行ꎬ目前使用铀燃料和工业钚制成的 ＭＯＸ 燃料ꎬ
计划 ２０１８ 年开始全部使用冗余武器级钚制造的 ＭＯＸ 燃料ꎮ 至此ꎬ俄罗斯钚处置计划涉及的关键设

施均已投入商业运行ꎬ具备 ２０１８ 年开始处置钚的条件ꎮ

６　 结论

«钚管理和处置协议»是后冷战时期军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ꎬ也是销毁武器级裂变材料进程的

重要一步ꎮ 美俄«钚管理和处置协议»采用武器级钚制造 ＭＯＸ 燃料的方案ꎬ由于俄有较好的 ＭＯＸ 技

术基础ꎬ从而在较短时间、较少投资的情况下ꎬ具备实施协议的能力ꎬ在美俄较量中占得主动ꎮ 美国终

止 ＭＯＸ 设施建设的直接原因是经费严重超概和进度拖期ꎬ管理原因是没有严格按照项目管理的程序

办理ꎬ项目审查不全面ꎮ 美国因多种原因被迫终止«钚管理和处置协议»的 ＭＯＸ 处置方案ꎬ改由掺混

后处置方案替代ꎬ因而处于被动地位ꎮ
此外ꎬ美国建设 ＭＯＸ 设施的目的是“处置冗余武器级钚”ꎬ并非用于“闭式”核燃料循环ꎮ 美国釆

用“开式”核燃料循环ꎬ对核电乏燃料不进行后处理(提取铀、钚等有用资源)ꎬ直接作为高放废物处

置ꎮ 与有的国家采取建设后处理厂和 ＭＯＸ 燃料制造设施、实现“闭式”核燃料循环相比ꎬ“开式”核燃

料循环明显不利于铀资源利用ꎮ 俄认为美掺混后处置方案未达到销毁武器级钚的最终目的ꎬ并从当

前俄美关系考虑ꎬ决定暂停该协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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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浮动式核电站因采用成熟技术以及高效、经济性等优点ꎬ被认为是最理想的海洋开发能源保障ꎬ近年已逐步成为

世界核能界关注的热点ꎬ未来 ５ 年将是其步入规模化、商业化的关键时期ꎮ 本文将着重介绍美俄等国浮动式核电站的

设计、发展历史与现状ꎬ全面分析浮动式核电站在经济性等方面的优势、面临的挑战、发展前景展望ꎮ
关键词:浮动式核电站ꎻ反应堆ꎻ经济性ꎻ核安全与核安保ꎻ

浮动式核电站是以海上平台或船体为基础建造的核电站ꎬ具有一定的机动性ꎬ可用在没有电网、
人烟罕至、靠近海洋的地方ꎬ可为不适合建造大型电网系统的边远地区、海岛及海上石油钻井平台提

供电力及海水淡化ꎮ 从目前的民用技术角度来看ꎬ浮动式核电站实际上是核裂变动力堆或者热力堆

技术与海洋工程技术的又一次跨界合作ꎮ
严格意义上来说ꎬ浮动式核电站属于小型堆ꎮ 国际原子能机构( ＩＡＥＡ)定义[１]:“小型”机组是指

电功率 ３００ ＭＷ 以下的机组ꎬ而电功率在 ３００~６００ ＭＷ 范围内的为中型反应堆机组ꎮ 中、小型反应堆

类型有:轻水堆、高温气冷堆、液态金属反应堆和熔盐堆ꎬ轻水堆是小型堆的主要堆型ꎮ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ꎬＩＡＥＡ 宣布重新启动中、小型反应堆的开发计划[２]ꎮ 国际上ꎬ美国、俄罗斯、韩国等核

电强国已着手小堆研发和应用ꎬ更注重谋求多元化应用市场ꎬ包括供热、供电ꎮ 如今ꎬ小型堆已成为各

核电强国研发热点ꎬ其技术大都出自核动力舰船的小型堆ꎬ技术水平和工程实用都已非常成熟ꎬ是国

际核能应用开发的新趋势ꎮ
浮动式核电站因采用成熟小型堆技术以及高效、经济性等优点ꎬ能为一些资源匮乏并有偏远沿海

领土的发展中国家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ꎬ被认为是最理想的海洋开发能源保障ꎬ近年已逐步成为世界

核能界关注的热点ꎮ ２０１６ 年美国能源部与核管会发布了美国核能创新路线图ꎬ其小型模块化反应堆

预计在 ２０２０ 年进行部署ꎬ俄罗斯、法国、韩国等一些核电国家也在加快小型堆的建设与部署ꎬ未来 ５
年将是浮动式核电站步入规模化、商业化的关键时期ꎮ

１　 国外浮动式核电站早已起步ꎬ多种方案共存

１.１　 美国最早提出浮动式核电站设想ꎬ正在论证新方案

美国军方曾建造世界上第一艘浮动式核电站“斯特吉斯”号驳船ꎬ该船搭载了电功率 １０ ＭＷ 的

ＭＨ－１Ａ 反应堆[３]ꎬ于 １９６８—１９７５ 年为巴拿马运河地区的军事基地提供电力ꎮ 美国西屋电气公司于

１９７０ 年提出了浮动式核电站建设方案[４]ꎬ进行了一系列试验ꎬ并计划部署 ４ 座浮动式核电站满足石油

开采需求ꎬ但因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后期的石油危机致使能源需求减少ꎬ导致国家能源政策发生变化而放

弃建造计划ꎮ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ꎬ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团队在美国小型模块化反应堆研讨会上提出了一种新的

浮动式核电站(ＯＦＮＰ)概念[６]:采用现有的勘探开采石油天然气的海上平台技术ꎬ将核电站置于距离

海岸 ８~１１ ｋｍ 的海域ꎬ平台上搭载电功率 ２００ ＭＷ 的小型模块化反应堆ꎬ通过海底电缆实现从核电站

到海岸之间的电力传输ꎮ 研究人员表示ꎬ浮动式核电站四面都是较深的海水ꎬ便于正常运行的冷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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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１ 所示ꎬ结构大部分位于海面以下ꎬ紧急情况下可采取非能动散热ꎮ

　 　 　
图 １　 ＯＦＮＰ 结构示意图(左图为 ３Ｄ 外型图ꎬ右图为 ３Ｄ 剖面图) [５]

１.２　 俄罗斯在浮动式核电站领域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俄罗斯以船体为基础的浮动式核电站已经历长期发展ꎬ这得益于俄罗斯自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至今

在核动力破冰船领域的领先技术ꎬ以及俄罗斯开发北极资源的实际需求ꎮ 俄认为浮动式核电站具有

良好的发展前景ꎬ对其北极高寒地区以及远东偏远地区意义重大ꎮ
俄罗斯设计的浮动式核电站基于大型船体ꎮ 现已建造竣工的第一座浮动式核电站“罗蒙诺索夫”

号[６] 于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在圣彼得堡开工建设ꎬ建造工作曾多次停止ꎬ直至 ２０１２ 年重启ꎬ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完

成配套反应堆安装[７]ꎮ 目前“罗蒙诺索夫”号正在波罗的海造船厂进行测试ꎬ其核电机组定于 ２０１７ 年

上半年启动[８]ꎬ该浮动式核电站将在俄楚科奇自治区投入运行ꎬ为佩韦克提供电力ꎮ
“罗蒙诺索夫”号是一艘非自航船ꎬ需要其他船只将其牵引至目的地ꎮ 该船长 １４０ ｍꎬ宽 ３０ ｍꎬ高

１０ ｍꎬ排水量为 ２１ ５００ ｔꎬ需要约 ７０ 名船员[８]ꎮ 船上装配了两套 ＫＬＴ－４０Ｓ 型核反应堆[９]ꎬ每套电功率

３５ ＭＷ(目前主流陆地核电反应堆电功率为 １ ０００ ＭＷ)ꎬ使用丰度 １８.６％的二氧化铀燃料ꎬ换料周期

３~４年ꎬ具备船上换料能力并设有乏燃料贮存设施ꎬ反应堆设计寿命为 ４０ 年ꎮ ＫＬＴ－４０Ｓ 反应堆的原

型号 ＫＬＴ－４０ 型是一种技术成熟的反应堆ꎬ数十年来一直在核动力破冰船上稳定工作ꎬ相关技术已在

北极的极端气候条件下经过了长期的实践检验ꎮ 该浮动式核电站建成后估计能为近 ２０ 万人供电ꎮ
如图 ２ 所示ꎬ该电站还可用于海水淡化ꎬ日产 ２４ 万吨淡水ꎮ

图 ２　 ＫＬＴ－４０Ｓ 浮动式核电站单个机组示意图(包括了岸上辅助性设施和海水淡化设施) [９]

ＫＬＴ－４０Ｓ 反应堆的安全特性可参考文献[１０ꎬ１１]ꎬ这里不再赘述ꎬ“罗蒙诺索夫”号采用了多重安

全屏障ꎬ与传统核电站四道安全屏障相比ꎬ还增加了第五道屏障———防护围板ꎬ参见图 ３ꎮ 防护围板将

安全壳和其周围的空间包围ꎬ从而在安全壳与周围环境之间建立起严密的密封屏障ꎬ从而将可能泄露

出的易挥发气体经通风管道过滤后及时的排出ꎬ并连续的监测放射性剂量ꎮ
“罗蒙诺索夫”号还有其他的安全设计ꎬ例如反应堆的不沉性设计(即使两个防水密隔舱里被水

灌满ꎬ最大的倾斜角度将不超过 ３°)ꎬ在双层结构下的反应堆可在“罗蒙诺索夫”号与其他船舶发生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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撞时保持自身水平位置的固定ꎬ上层甲板的多重结构设计也将有效地减弱如飞机撞击带来的危害性ꎬ
利用特殊的建筑结构模块ꎬ将巨大的冲击压力分散至一个较为广阔的区域ꎬ进而减弱局部受压ꎮ

图 ３　 “罗蒙诺索夫”号船体反应堆的安全屏障示意图[１０]

除“罗蒙诺索夫”号方案ꎬ俄罗斯还在研制 ＲＩＴＭ－２００Ｍ、ＡＢＶ、ＳＶＢＲ、ＶＢＥＲ 等堆型用于下一代浮

动式核电站ꎬ电功率最小 ８ ＭＷ 最大 ３００ ＭＷꎮ 俄罗斯已规划建设更多的浮动式核电站ꎬ为大型工业

项目、港口城市、海上油气钻探平台提供能源ꎮ
印尼、马来西亚、阿尔及利亚、纳米比亚、阿根廷等 １５ 个国家ꎬ都对俄罗斯浮动式核电站表示出订

购意向ꎮ

２　 国内正在有条不紊开展浮动式核电站项目

在我国ꎬ包括中核集团、中广核集团在内的核电企业近年加快小型核反应堆研发和推广ꎬ虽起步

时间不同ꎬ但发电、供热、海水淡化等工业化和市场推广已成为共识ꎮ 目前ꎬ我国浮动式核电站项目已

逐步完成设计立项、关键试验验证等工作ꎬ正处于浮动式核电站初始建设阶段ꎮ

２.１　 中核集团海上浮动堆 ＡＣＰ１００Ｓ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ꎬＡＣＰ１００ 成为中核集团重点科技专项ꎬ根据应用范围不同ꎬ分为陆上小型堆和海上浮

动堆(ＡＣＰ１００Ｓ)两个类型ꎬ用时约 ５ 年完成了设计和关键试验验证ꎬ并具备工程实施条件ꎮ
ＡＣＰ１００Ｓ 采用国际上小型堆主流设计ꎬ消除大破口失水事故ꎻ采用能动加非能动安全系统ꎬ使堆

芯低于海平面ꎬ利用大海作为最终热阱①ꎬ全船断电可以长期不需要交流电ꎻ同时ꎬ设置了氢气风险控

制系统和堆腔冷却系统ꎬ可进行严重事故预防与缓解ꎮ 据中核集团评估ꎬＡＣＰ１００Ｓ 为一体化压水堆ꎬ
单堆热功率 ３１０ ＭＷꎬ建造周期 ３ 年ꎬ电站寿命 ４０ 年ꎬ平均上网电价 ０.９２ 元 / (ｋＷ∙ｈ)ꎮ

中核集团计划于 ２０１６ 年年底开始建设首座浮动式核电站[１２]ꎬ将于 ２０１９ 年投入运营ꎬ主要任务为

保障大陆架及岛屿上的石油和天然气田供电ꎮ

２.２　 中广核集团 ＡＣＰＲ５０Ｓ 海洋核动力平台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ꎬ国家发改委复函同意中广核 ＡＣＰＲ５０Ｓ 海洋核动力平台[１３] 纳入能源科技创

新“十三五”规划ꎮ ＡＣＰＲ５０Ｓ 系列是由中广核集团自主研发、自主设计的海上小型堆技术ꎬ单堆热功

率 ２００ＭＷꎮ ＡＣＰＲ５０Ｓ 海上小堆采用全非能动安全系统ꎬ半潜式深吃水设计ꎬ海水可作为最终热阱ꎻ采
用模块化设计ꎬ易于现场安装、运行及换料检修ꎻ紧凑型布置ꎬ反应堆压力容器与蒸汽发生器之间采用

短套管连接ꎬ基本消除大破口事故发生ꎬ安全性上超过了三代核电安全标准ꎻ基于大型压水堆成熟经

验开展小型化设计ꎬ依托成熟核级设备供应链ꎬ建设周期短ꎬ经济性强ꎮ
目前ꎬ中广核正在开展 ＡＣＰＲ５０Ｓ 小型堆示范项目的初步设计工作ꎬ预计 ２０１７ 年启动示范项目建

设ꎬ２０２０ 年建成发电ꎮ

５９
① 即接受反应堆排出余热的场所



２.３　 浮动式核电站已成为“十三五”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１４ 日ꎬ中国国防科工局副局长王毅韧指出ꎬ未来五年ꎬ中国将把发展海上核动力浮动

平台放在重要位置ꎬ努力为近海项目提供稳定电力ꎬ推动海上天然气开采ꎮ 王毅韧说ꎬ中国已经开展

海上核电站相关标准研究和关键技术攻关ꎮ

３　 浮动式核电站可满足特殊需求ꎬ与陆地核电站互补

核电站利用核能取代化学能(火电)或机械能(风电、水电)进行发电ꎬ因能量密度高ꎬ运营成本

低ꎬ不产生温室气体ꎬ污染相对小等优点ꎬ已在全世界广泛应用ꎮ 根据世界核能协会统计ꎬ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 日全球运行核电机组 ４３９ 台ꎬ总发电功率 ３８２.２ ＧＷ(１ ＧＷ＝１ ０００ ＭＷ＝１００ 万 ｋＷ)ꎬ然而随

着经济发展ꎬ传统陆地核电站受到建设周期长ꎬ初期投入高ꎬ选址受限多ꎬ政治影响大等限制ꎬ尚不能

满足某些特殊重要场合的能源需求ꎮ
浮动式核电站是以海上平台或船体为基础建造的核电站ꎬ具有一定的机动力ꎬ可用在没有电网、

人烟罕至、靠近海洋的地方ꎬ可为不适合建造大型电网系统的边远地区、海岛及海上石油钻井平台提

供电力及海水淡化ꎬ也可以用于南极和北极地区的资源开发ꎬ与陆地核电站形成互补ꎮ

３.１　 易散热ꎬ有抵御自然灾害和核事故的天然优势

散热能力是核电安全的重中之重ꎮ 浮动式核电站的核反应堆和大部分冷却回路靠近海水ꎬ便于

散热ꎬ而且海洋本身也可以作为一个应急的散热器ꎬ在极端事故情况下ꎬ浮动堆可将海水引入船体内ꎬ
阻止堆芯熔化进程ꎬ保证反应堆安全ꎬ几乎不可能发生类似福岛核灾难中的堆芯熔化事故ꎬ也不会发

生严重的放射性物质泄漏ꎮ
浮动堆处于远离陆地的海上ꎬ不易受地震和海啸影响ꎬ即便发生地震ꎬ震源的地震波也不会被海

水传递ꎮ 由于浮动平台体积小ꎬ在接受重大灾害预警时ꎬ它们可被牵引到专门的场址进行集中维护、
避险和处理ꎮ

３.２　 选址条件相对宽松

浮动式核电站运行场址一般在人烟罕至、靠近海洋的地方ꎬ无需考虑地震、地质、人口分布等条

件ꎬ可有效避免产生“邻避效应”②ꎬ选址余地大ꎬ有一定的灵活机动能力ꎮ

３.３　 经济性优势突显

与大型商用压水堆相比ꎬ浮动式核电站单堆热功率小、源项低、系统设计优化ꎬ使得工程建造成本

和电厂运行维修成本降低、换料检修周期长、可用率高ꎬ燃料经济性较好ꎮ
以我国为例ꎬ目前海上发电主要有两种方式ꎬ原油发电③和柴油发电机ꎬ它们的发电成本大约为

２.０元 / (ｋＷ∙ｈ)和 ３.０~５.０ 元 / (ｋＷ∙ｈ)ꎬ而海上核能发电成本约 ０.９ 元 / (ｋＷ∙ｈ)ꎮ
并且海上的工作环境相对统一ꎬ没有陆地上“因地制宜”的需求ꎬ便于标准化ꎬ可以量产ꎬ批量化建

设后ꎬ经济性优势将进一步突显ꎬ通过选用成熟的设备技术ꎬ并与主要设备供应商结成产业联盟ꎬ可有

效支撑未来发展 ꎮ

４　 浮动式核电站安保问题重中之重

４.１　 需制定严密的海上核安保措施

由于核电站的特殊性ꎬ浮动式核电站在海上运输及运行过程ꎬ都需要采取严密的安保措施ꎮ
在海上运输过程中ꎬ尤其是在接近国际海域的航线上ꎬ在发布海上航行通知的同时ꎬ还需要一只

汇集预警、反潜、定位跟踪、防护等能力的舰队ꎬ有效规避渔业操作等船只、预防恐怖主义袭击等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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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为了保护自己的居住环境ꎬ附近居民会反对新发展计划ꎬ或不反对计划ꎬ但会提议在其他地区兴建

海上石油开采时以开采的原油或有限的伴生气为能源



事件ꎮ
此外ꎬ当核电站投入运行或换料时ꎬ在加强作业海域平台或海岛的实体安保能力的同时ꎬ还需加

强放射性废物管控能力、放射性水平监控能力ꎬ核安全人员培训与编制管理等ꎮ

４.２　 加强陆上维护站点安保措施

针对不具备船上换料能力的浮动式核电站ꎬ尤其需要配备相应的陆上维护站点ꎬ当核电站需要换

料、维护检修以及退役拆卸时ꎬ需要综合考虑维护站点的核安保问题ꎬ采取必要的实体防护措施和核

安全与安保措施ꎮ
此外ꎬ维护站点的选址与公众接受问题ꎬ核燃料与待处置放射性废物的陆上远程运输问题等ꎬ同

样需要综合考虑ꎬ以适应浮动式核电站未来安全、持续发展的需求ꎮ

５　 浮动式核电站发展前景分析

５.１　 浮动式核电站发展需求明确ꎬ尚需进一步细化定制

为解决偏远港口城市、海岛、海上勘采平台、海上军事基地等的能源供应和海水淡化ꎬ发展浮动式

核电站有独特的优势ꎬ能够更好地解决当前陆地核电站面临的严苛的选址问题和人口搬迁问题ꎬ在一

些临海国家将有较大的市场ꎬ未来国外以美、俄、法、韩为主的国家会加大对浮动式核电站的研发投入

力度ꎮ 我国应根据自身特点ꎬ在技术研发向生产制造转化阶段ꎬ明确细化定制我国浮动式核电站的功

率规模、安全水平、经济指标、环境适应能力ꎬ海上核安保措施等具体需求ꎮ

５.２　 美俄浮动式核电站技术成熟可行ꎬ相关技术可两用

俄罗斯“罗蒙诺索夫”号浮动式核电站的设计基于其成熟的舰船核动力技术ꎬ同类反应堆已在俄

核动力破冰船上长期使用ꎮ 目前俄罗斯浮动式核电站建设进展相对顺利ꎬ有望于今年试运行ꎬ相关进

展需密切跟踪ꎮ
美国小型模块化反应堆发展迅速ꎬ技术日趋成熟ꎬ将为浮动式核电站提供更为安全可靠的新型反

应堆ꎮ 同时跟踪关注基于小型模块堆等技术的尚处于概念阶段的其他浮动式核电站设计ꎬ把握其先

进性、安全性、可行性、经济性利弊ꎮ

５.３　 我国发展浮动式核电站对于维护海洋权益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近年来ꎬ我国对自身海洋权益越来越重视ꎬ与此同时ꎬ我国的海洋权益也正遭到其他国家的侵犯ꎮ
美国曾多次以“航行自由”为名派军舰到南海挑衅ꎬ侵犯我国海洋主权ꎮ 海上浮动式核电站的建设ꎬ可
为更好地维护我国海洋权益提供源源不绝的能源支撑ꎮ

要有效维护国家在相关海域的利益ꎬ需要保证该海域内岛礁周边海洋资源的开发和海上航线的

控制ꎮ 不论是站在军事角度还是民用角度ꎬ浮动式核电站在能源供给与海水淡化方面都具有其他方

式不可比拟的优势ꎬ发展浮动式核电站可以极大改善偏远岛礁等的宜居性与发展水平ꎬ更有利于守护

我国的海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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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静(１９８６—)ꎬ女ꎬ本科ꎬ馆员ꎬ现主要从事档案管理工作ꎮ

摘要:本文就大数据环境下核情报工作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ꎬ指出核情报工作开展应该注重培养核情报工作人员数据

素养ꎬ培养核情报数据工程师、数据分析师和数据管家三类人才ꎬ并立足于以专才和全才相结合的培养方式ꎬ建立人才

共享机制ꎮ 同时还要重视核情报用户(科研工作者、决策者和管理人员)的具体情报需求ꎬ有效提高核情报服务工作

水平ꎮ
关键词:大数据ꎻ核情报ꎻ数据素养ꎻ用户服务

毋庸置疑ꎬ大数据时代已经走进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ꎬ大数据时代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许

多科学门类都会发生巨大甚至是本质上的变化和发展ꎬ进而影响人类的价值体系、知识体系和生活方

式ꎮ 大数据成为许多公司竞争力的来源ꎬ从而使整个行业结构都改变了ꎮ[１]

情报分析亦称信息分析或情报研究ꎬ是根据社会用户的特定需求ꎬ以现代信息技术和软科学研究

方法为主要手段ꎬ以社会信息的采集、选择、评价、分析和综合等系列化加工为基础过程ꎬ形成新的、增
值的情报产品ꎬ为不同层次科学决策服务的社会化智能活动ꎮ[２] 归根到底ꎬ情报工作是情报人员根据

情报用户需求来进行的一种社会活动ꎬ人才和用户是情报活动的主体ꎬ要想在大数据时代更加有效地

开展情报工作ꎬ不可不先从这两类情报活动主体入手ꎬ笔者就该议题进行浅要探讨ꎮ
为适应当前及未来的核行业发展需求ꎬ笔者认为ꎬ在大数据环境下ꎬ核情报工作开展必须提高从

业人员竞争力ꎬ培养核情报人员数据素养ꎬ并以专才和全才相结合的培养方式ꎬ建立人才共享机制ꎬ从
而为核情报用户(科研工作者、决策者和管理者)提供更为科学有效的服务ꎮ

１　 大数据环境下核情报工作的机遇与挑战

随着大数据的持续发展和数据科研的广受重视ꎬ大数据和核情报工作的一些共性和差异也受到

业内人士的关注ꎮ

１.１　 大数据与情报分析的共性带来机遇

长期以来ꎬ核行业由于其研究领域的特殊性ꎬ其信息情报来源和获取方法一直是行业难题ꎬ核行

业开源情报同其他情报信息一样ꎬ获取方式普遍被认为包括以下几种:媒体(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和

基于互联网的信息)ꎻ公开数据(政府报告、官方数据、听证会、立法辩论会、新闻发布会及讲座)ꎻ专
业、学术信息(会议、座谈会、专业协会、学术论文与专家意见)ꎮ 以上清单并不详尽ꎬ却会让大家觉得

搜集手段中开源情报的来源之广ꎮ
随着大数据管理理念的深入和发展ꎬ开源情报可利用的领域也越来越多ꎮ 核情报基础信息无论

在获取方式还是数据信息量级上都显示出了爆炸性增长ꎮ
情报分析与大数据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和共性:数据已经成为推动行业发展的重要资产ꎬ情报分

析与大数据分析一样看重对数据基础、大体量的数据解读ꎻ同样关注多源数据的融合ꎬ把不同渠道和

多种采集方式相结合ꎻ强调数据间的相关性分析ꎬ找寻数据间的关联得出分析结论ꎮ 这些联系也表明

了大数据和情报分析的共生关系ꎮ 因此ꎬ大数据的不断发展ꎬ给我们核情报工作带来了诸多机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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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大数据分析与情报分析的差异性带来挑战

大数据时代主要作用于核行业开源情报ꎬ开源情报的主要优点是公开、易于获得ꎬ相较于技术搜

集和人力情报ꎬ是情报搜集中成本最低最便利的获取方式ꎮ 另一方面ꎬ由于开源情报的主要缺点是数

量庞大ꎬ在大数据时代显得更为明显ꎬ公开信息源的爆炸使得开源情报搜集工作“步履维艰”ꎬ其中ꎬ
“去伪存真”是关键点ꎮ

而大数据和情报分析之间又存在着差异性ꎬ其差别在于大数据更关注数据间的相关性ꎬ注重对数

据本身的建模和分析ꎬ而不太关注数据的真伪和来源ꎻ情报分析则十分重视所搜集数据的真伪和来源

的可靠性ꎬ个别数据的差异可能对情报分析的结果和结论产生颠覆性的影响ꎮ
大数据环境下ꎬ对各类公开数据的搜集处理ꎬ犹如显微镜下的工作ꎬ将开源情报获取的优点和缺

点都放大到极致ꎮ 我们可以更广泛地去搜集核相关数据ꎬ其数据来源繁杂多样ꎬ但同时如此庞大的数

据ꎬ需要更加专业和精密的方式去处理ꎬ才能得到可信情报ꎮ 获取方式的增多和处理分析数据的复杂

化ꎬ使得新形势下的核情报获取和利用都发生了重大变化ꎮ
因此ꎬ大数据环境为核情报的获取注入新力量的同时ꎬ又令其面临了极大的挑战ꎮ

２　 重视核情报人才培养

核情报工作归根到底还是情报人员为情报用户提供情报产品的一种社会活动ꎮ 因此ꎬ我们所探

讨的核情报工作的开展ꎬ是探讨从业人员新技能和用户服务的新模式ꎮ 而核情报从业人员必须顺应

时代发展ꎬ在大数据环境下注重数据素养培养、立足于专才和全才相结合的培养方式ꎬ建立人才共享

机制ꎮ

２.１　 重视培养核情报从业人员数据素养

大数据管理理念的深入ꎬ为核情报部门创造了新的业务增长点ꎮ 而学界将新的知识服务岗位分

为以下三类:数据工程师、数据分析师和数据管家ꎮ[３]笔者认为ꎬ核行业情报部门理应重视培养这三类

人才ꎬ将大数据管理理念融入核情报工作ꎬ走在行业前列ꎬ立于不败之地ꎮ
核情报工作也需要强调获取数据的连续统一性ꎬ也就是要将整个情报活动各个环节的数据关联

起来ꎬ发挥对数据动态管理的能动性ꎬ体现情报部门对核数据的敏感性和运用的合理性ꎬ从而推动整

个核行业向前发展ꎮ
２.１.１　 数据工程师

数据工程师(Ｄａｔａ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是从事大数据管理和维护的工作人员ꎬ需要具有一定的计算机知识

和技能ꎬ能够编写代码进行数据处理ꎮ 一些大型公司拥有一批数据工程师来进行最低程度的数据清

洗工作ꎬ或者委托第三方处理ꎮ[３]

就像数据库工程师需要保证数据库管理系统的稳定性、安全性、完整性和高性能一样ꎬ核情报数

据工程师是对核科研数据ꎬ即数据库中的核心内容进行把控ꎬ保证整个核科研活动中科研数据的连续

性、有效性、完整性和高性能ꎮ 将采集到的相关大数据进行清洗、整理、优化管理并提供利用ꎮ
核情报数据工程师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情报搜集环节ꎮ 情报搜集活动直接源于情报需求ꎬ情报需

求取决于问题的性质及可供使用的情报搜集类型ꎮ 培养核情报数据工程师正是致力于精准的将情报

需求做出反馈ꎬ直接对大数据进行最低程度的数据清洗ꎬ获取相关数据ꎮ
２.１.２　 数据分析师

数据分析师(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ｔ)了解大数据程序运行方式以及分析工具ꎬ善于处理经过整理后的数据

表格ꎬ能够对数据进行建模ꎬ接触和检查数据时具有敏感度ꎬ能够从数据描述的结果中提出有待检验

的假设问题ꎮ 这就要求具备一定的专业技术背景ꎬ核科研领域的基础专业知识ꎬ结合图书馆学、统计

学等数据分析能力ꎮ[３]

当然ꎬ数据分析师的概念ꎬ是将行业专家、技术专家和统计学家和数据分析家进行学科融合ꎬ聆听

数据发出的声音ꎮ 数据分析师的判断是建立在客观数据的相关关系上ꎬ没有受到任何偏见和成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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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ꎬ完全依赖于汇集起来的数据所显示的实际信息ꎬ得到的科研结论也会更加客观可靠ꎮ
核情报数据分析师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情报处理与利用环节ꎮ 如何分解复杂科研问题及如何快速

从海量数据集中寻找答案ꎬ是对核情报数据分析师这个岗位提出的基本要求ꎬ这正是核情报部门引进

和培养人才的新方向ꎮ 而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ꎬ核科学专业领域的团队建设必将把情报部门的数据

分析水平推到一个新的高度ꎮ
２.１.３　 数据管家

数据管家(Ｄａｔａ Ｓｔｅｗａｒｄ)是信息专家、数据存储归档者、信息资源管理员或者其他类似岗位的职

员ꎬ管理和发现有价值的数据ꎬ并确保可用性ꎮ 这些具备知识和技能的人员都可以称为数据专家ꎬ数
据专家也可用于尊称具有一定的数据采集、挖掘和利用、共享和开放经验的科研从业人员ꎮ[３]

情报部门的所有服务都需要建立在拥有丰富数据资源的基础之上ꎬ而数据管家正是为了加强数

据资源建设ꎬ使数据的获取更加便捷准确ꎬ提供服务的专业信息管理人员ꎮ 核情报部门本身拥有一批

具备专业情报能力和丰富情报经验的专职人员ꎬ这些情报专家和从业者具备成为数据管家的职业优

势ꎮ 这些核数据管家ꎬ参与到核数据的综合管理中来ꎬ可确保为核情报用户提供更加专业精准的情报

服务ꎮ
核情报数据专家的职业价值则充分体现在对核情报数据的最终处理和持续监测的工作中ꎮ 这是

核情报形成情报产品的最终步骤ꎬ也是我们提供给核情报用户的价值体现ꎬ这些都由核情报数据管家

产出ꎮ

２.２　 立足于专才和全才相结合的培养方式ꎬ建立人才共享机制

核情报始终是属于特殊领域行业ꎬ得到的数据可信性都需要经过反复专业的验证ꎬ最终才能指向

正确的结论ꎮ 要想开展行业领先的核情报工作ꎬ必须要重视专才ꎬ也要重视全才ꎬ从而形成多元化核

情报人才结构ꎮ 大数据环境下ꎬ我们要结合核行业的特殊情报需求ꎬ将这项综合性专业性极强的工程

进行下去ꎮ 我们既需要具备核专业化教育背景的技术人才ꎬ也需要具备扎实的情报理论知识的情报

专业人才ꎬ更需要结合当前大数据潮流的数据专家ꎬ三者结合ꎬ立足于专才和全才相结合的培养方式ꎬ
打造具有全方位点面结合知识结构的核情报人才ꎮ

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建立专业核情报服务队伍ꎬ核专业、情报素养和数据素养结

合ꎬ培养和引进具有先进知识结构的人才ꎮ 重视核情报人员继续教育ꎬ结合时代背景ꎬ不断更新知识

储备ꎮ 建立人才共享机制ꎬ在从事核领域工作的单位中ꎬ邀请核专家做顾问ꎬ引进和培养具备专业数

据素养的人才ꎬ结合情报专业特有的知识结构优势ꎬ全面建设和发展核情报人才队伍ꎮ

３　 新形势下更好地服务于核情报用户

核情报人员主要为所属核科研机构提供信息服务ꎮ 科研机构是指有明确研究方向和任务ꎬ有一

定水平的学术带头人ꎬ和一定数量、质量的研究人员ꎬ具备开展研究工作的基本条件ꎬ长期有组织地从

事研究与开发活动的机构ꎮ 核情报工作针对的就是核科研单位的主体工作人员ꎮ 根据服务对象在科

研机构中担任的角色和对知识要求的不同ꎬ可将情报服务对象分为以下几类:科学家ꎻ科研人员ꎻ决策

者ꎻ管理人员ꎮ[４]

３.１　 科学家、科研人员

核科研单位中主体工作人员是核行业科学家、科研人员ꎬ他们是核情报人员情报服务的主要对

象ꎬ在大数据环境下ꎬ如何为科学家、科研人员提供更加优质有效的情报服务是对核情报工作者提出

的新要求ꎮ 科研单位的情报部门需要具备对科研数据的信息组织、数据挖掘、信息分析、知识服务、学
科服务等知识沉淀与基本技能ꎬ核科研数据馆员正是科研数据管理的主要实施者和主体ꎮ 核情报部

门需要调动一切能力为科研情报服务ꎮ
从整个科研流程来说ꎬ科研人员在科研项目立项申请中的数据管理计划需求、科研工作过程中的

数据管理与分析的需求ꎬ以及学术成果发表过程中的数据出版与共享需求等构成大数据时代新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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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服务内容ꎬ也是我们服务内容转型的重要驱动力ꎮ[５]而核情报人员的工作职责正是需要贯穿于整个

科研过程中ꎬ对于核科研数据的获取、管理、分析和再利用能力ꎬ正是大数据环境下ꎬ情报人员需要不

断更新的职业素养和能力ꎮ 我们需要配合核科学家、科研人员ꎬ将自己的工作内容嵌入于核行业学术

工作流ꎮ

３.２　 决策者

广义的决策者是指决策机构、享有决策权力的人和对决策有较大影响的人ꎮ 决策信息是指决策

主体在决策过程中作出正确决策的信息依据ꎬ即环境信息和内部信息ꎮ
作为科研单位的情报部门ꎬ也承担着为决策者提供正确全面的环境信息和内部信息的职责ꎬ而大

数据管理和分析的运行ꎬ恰巧为决策者提供了完整且准确的可参考的一手信息ꎬ更具备为决策者提供

信息的能力ꎮ 在当前环境下ꎬ我们重申核情报之于核行业的重要意义ꎮ 情报机构之所以存在ꎬ其唯一

原因是其能够以各种方式支持决策者ꎮ
而在大数据管理模式下ꎬ情报部门正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ꎬ通过对海量科研数据的分析ꎬ获

得有巨大价值的参考信息或深刻的洞见ꎮ 为决策者提供更为准确全面的信息支持ꎬ“知己知彼、百战

不殆”正是说明决策信息在决策过程中的关键性作用ꎮ
核行业的特殊性质ꎬ决定了决策者长期需要量身定制的(即为满足其具体需求而撰写的)、及时的

专业情报ꎮ 决策者需要掌握大量有效的决策信息资料ꎬ而对这些信息资料进行收集、加工、传递、贮
存、输入、反馈等ꎬ是我们情报工作者的基本职责ꎮ 核行业由于其敏感性和特殊性ꎬ情报获取中得到的

大量数据必须严格进行排列、整合、加工、分析ꎬ去伪存真、去粗取精ꎬ需要专业核情报人员付出大量的

智能劳动ꎮ 最终将这些可信信息组成事件的背景、来龙去脉、信息、警告、评估风险、收益以及可能的

结果ꎬ形成情报产品参与到整个决策过程ꎬ为决策者提供服务ꎮ

３.３　 管理人员

核情报从业人员除了向机构中的主体科研人员和决策者提供服务ꎬ还需要为部分管理人员(人力

部门、财务部门、后勤部门工作者)提供信息服务ꎮ 在新形势下ꎬ这部分人员也对情报部门提出了新的

需求ꎬ即开展对管理大数据进行收集、整理、分析和再利用的需求ꎮ 情报部门也需要承担起这个新的

任务ꎬ为职能管理部门采集、提供所需数据ꎮ 从人员、设备、软件和管理方式等方面提供综合服务ꎬ让
大数据管理参与到管理工作的实践全过程ꎮ

４　 结论

笔者认为ꎬ大数据时代下核情报部门必须紧跟形势ꎬ实现职责的转变ꎬ拓展职业发展的新方向ꎮ
而作为核科研单位的情报部门ꎬ肩负着为核情报用户提供新型情报增值服务的职责ꎬ又承担着为单位

提升科技信息竞争力的实际工作任务ꎮ 情报部门是支撑核行业科研单位信息获取、利用、创新和管理

的机构ꎬ提高情报服务水平ꎬ是对从业者的基本素质要求ꎮ
我们需要迅速转变角色ꎬ成为新时代背景下具有数据素养的专业全面的核情报人才ꎬ并根据三类

用户的不同情报需求ꎬ将人才培养和用户服务相结合ꎮ 立足本职ꎬ与时俱进ꎬ服务用户ꎬ提升核情报行

业竞争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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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电厂由运行向退役过渡若干问题探讨

陈亚君ꎬ张　 雪ꎬ陆　 燕ꎬ信萍萍ꎬ陈思喆
(中国核科技信息与经济研究院ꎬ北京 １０００４８)

　 　 　 　 　 　 　 　 　 　 　 　 　 　 　 　 　 　 　 　 　 　 　 　 　 　 　 　 　 　 　 　 　 　 　 　 　 　 　 　 　 　 　 　 　 　　
　

　
　 　　　　　　　　　　　　　　　　　　　　　　　　　　　　　　　　　　　　　　　　　　　　　　

　
　

　
　

作者简介:陈亚君(１９８８—)ꎬ男ꎬ馆员ꎬ硕士研究生ꎬ现主要从事核科技情报研究工作ꎮ

摘要:退役是核电厂安全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目前ꎬ我国还没有核电厂退役ꎮ 第一批建设的核电厂即将面临退役ꎮ
我国缺乏商用核电厂退役的经验和相关技术知识ꎬ缺乏对核电厂运行向退役过渡阶段相关挑战的认识ꎮ 如果处理不

当ꎬ不仅大大会增加退役成本ꎬ还将影响核电厂退役的顺利进行ꎮ 本文对核电厂退役过渡期间的一些问题和挑战进行

了分析ꎬ包括过渡期管理、员工问题处理、利益相关者的影响和成本估算等问题ꎬ并提出对核电厂退役过渡的建议ꎬ为
我国进行第一批核电厂退役准备提供参考ꎬ以推动我国核电厂退役的顺利进行ꎮ
关键词:核电厂ꎻ退役ꎻ过渡ꎻ成本估算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月底ꎬ我国已建成并投入在运的核电机组有 ３５ 台ꎬ累积装机容量约 ３ ３５０ 万

ｋＷꎻ在建核电机组 ２１ 台ꎬ共计装机容量 ２ ３４３.５ 万 ｋＷꎮ 在核电大发展的同时ꎬ必须考虑核电厂的退

役ꎮ 退役是核电厂生命周期的最后阶段ꎬ也是核电厂安全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ꎬ是核电产业稳定、持
续发展的保障[ １ ]ꎮ 我国核电管理部门要求在核电厂设计阶段就要考虑将来的退役工作ꎬ可见我国对

核电厂退役的重视ꎮ

１　 我国核电厂的退役形势

虽然世界上商业核电厂数量很多ꎬ但是退役的却很少ꎮ 根据 ＩＡＥＡ 数据ꎬ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ꎬ全世

界已永久关闭的核电机组共 １６０ 台ꎬ但是已完成退役的商用核电机组仅 １７ 台[２]ꎮ
我国的核设施退役工作已经开展了 ２０ 多年ꎬ并取得了显著的进展[３]ꎮ 但是ꎬ我国至今还没有商

用核电机组退役的经验ꎮ 我国最早的核电厂是秦山一期核电厂ꎮ 秦山一期核电厂为一个机组ꎬ于
１９８４ 年开工建设ꎬ１９９１ 年投入运行ꎮ 按照设计运行周期 ３０ 年ꎬ秦山一期核电厂将于 ２０２１ 年退役ꎻ目
前延寿 １０ 年的可能性比较大ꎬ预计将于 ２０３１ 年退役ꎮ 大亚湾核电厂为两个机组ꎬ于 １９８７ 年开工建

设ꎬ１９９４ 年正式投入商业运行ꎬ设计寿命 ４０ 年ꎬ目前运行周期已过半ꎻ如果考虑延寿 ２０ 年ꎬ预计将于

２０５４ 年退役[４]ꎮ ２００２ 年后ꎬ秦山二期核电厂、岭澳核电厂等陆续并网发电ꎬ并逐渐迎来我国核电大发

展时期ꎮ 因此ꎬ可以看到ꎬ我国商用核电厂退役最早的只有两个核电厂ꎬ其特点是ꎬ时间将近ꎬ但压力

不大ꎮ 在这两座核电厂退役十年后ꎬ我国可能迎来退役的高峰期ꎮ 在我国核电大发展的同时ꎬ也要注

意几十年后的规模化的核电退役问题ꎮ 对于首批退役的两座核电厂ꎬ是我国积累商用核电厂退役经

验的好机会ꎮ 努力做好首批两座核电厂的退役工作ꎬ对于迎战退役高峰期ꎬ具有重要意义ꎮ

２　 核电厂从运行到退役的过渡阶段

核电厂宣布永久关闭之后并不是立即就开展退役活动ꎮ 核电厂要进行一系列的变更ꎬ一方面为

退役做好准备ꎬ一方面要满足实施退役的要求ꎮ 变更时间根据各个核电厂的不同情况ꎬ可能较短ꎬ也
可能长达数年ꎮ 这段时间就是核电厂从运行到退役的过渡阶段ꎬ又称为过渡期ꎮ 根据 ＩＡＥＡ 文件ꎬ过
渡期的目的是使核电厂处于明确的稳定状态(如安全封存)ꎬ消除或减弱危害ꎬ并适当地转换从运行到

退役组织机构的程序和财政职责[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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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ｂ)
图 １　 我国核电厂退役形势

(ａ)不考虑延寿ꎻ(ｂ)考虑延寿

过渡阶段的活动主要包括:
(１)移除乏燃料和其他易裂变材料ꎻ
(２)将不稳定材料或废物进行固化、处理或移除ꎻ
(３)减少或消除火灾或爆炸的可能性ꎻ
(４)对在退役中不使用的系统、管线和其他设备进行清洗ꎻ
(５)对运行废物和危险品进行处理ꎻ
(６)对小型部件进行拆除ꎻ
(７)进行放射性废物表征ꎻ
(８)进行安全评估ꎬ审查过渡期活动(如ꎬ减少系统和结构中的冗余)造成的系统结构配置和状态

的变化ꎻ
(９)根据变更后的情况适当修改的操作和控制要求ꎬ包括人员的数量要维持在适当的安全标准ꎻ
(１０)安装和确认有足够的屏障以防止污染的扩散ꎬ确认核电厂具有适当的保障和安全ꎻ
(１１)检查和更新相关设施图纸和其他文件以反映运行期间和过渡期所发生的变化ꎬ做好档案管

理工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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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核电厂生命周期内的相关活动

３　 从运行到退役过渡期的问题讨论

核电厂退役是一项复杂的重大工程ꎬ也受到了很大的重视ꎬ关于退役策略和技术的资料也很多ꎮ
但是ꎬ关于核电厂从运行到退役过渡阶段的资料却很少ꎮ

在过渡期内ꎬ核电厂还处于运行人员管理状态ꎮ 在大部分情况下ꎬ核电厂的管理人员和运行人员

几乎没有关于退役的任何经验ꎬ不能很好地认识从运行向退役过渡期间核电厂所面临的问题ꎮ 因此ꎬ
核电厂从运行到退役的过渡阶段对核电厂工作人员来说是一项很大的挑战ꎮ 如果不能正确地认识过

渡阶段的问题和挑战并处理好ꎬ不仅会造成成本的增加ꎬ还会造成退役项目的延期ꎮ 相反ꎬ如果在核

电厂从运行到退役期间进行有效的管理ꎬ不仅可以节省大量成本ꎬ也可以对整个退役工程的成功完成

奠定良好的基础[６]ꎮ
本文就核电厂从运行到退役的过渡期管理、员工问题、利益相关者问题和成本估算四个方面展开

讨论ꎮ

３.１　 过渡期管理

在过渡期内ꎬ核电厂仍属于运营单位管理ꎮ 但核电厂的职能已发生改变ꎬ管理者的关注点和思维

观念也应发生转变ꎮ 核电厂运行时关注的是反应堆运行良好、反应堆保护、安全生产电能ꎬ同时满足

严格的技术准则和监管规定ꎮ 但是ꎬ退役的目标是安全终止核电厂许可证ꎬ到达一个预先确定的最终

状态ꎬ利用退役基金中的部分资金完成这项任务ꎮ
在核电厂决定永久停止运行但还未停止运行时ꎬ运行人员和支持人员需要一方面满足严格的运

行要求ꎬ一面关注核电厂的关闭和将核电厂过渡到退役状态ꎻ将系统设备进行去活化ꎬ安全地将乏燃

料移除到乏燃料水池和 /或干法贮存容器中ꎮ 到所有的乏燃料都从场址移除后ꎬ核电厂运行、核安全、
质量保证和核安保相关的监管要求就将关注点集中在核电厂的日程活动上ꎮ

然而ꎬ核电厂的人员一般来说都是不具备退役经验的ꎮ 在过渡期内转变职能和思维观念可能对

于管理人员和运行人员来说并不容易ꎮ 因此ꎬ有必要在过渡期前对相关人员进行培训ꎬ组织他们参观

学习ꎬ从理论和直观感受上使其对过渡期和退役有所了解ꎬ从而转变自身的职能和思维观念ꎮ
此外ꎬ还需要制订详细周密的过渡计划ꎬ以确保过渡期内相关活动的顺利进行ꎮ 过渡期计划应当

作为整个退役计划和管理的必要的一部分ꎮ 过渡计划应当在核电厂运行期间就开始准备ꎬ这样可以

保证及时完成过渡活动ꎬ使相关活动更具成本效益和效率ꎮ 国外的退役预计划手册可以作为一个重

要的计划文件参考ꎮ
可以在核电厂关闭之前建立一个退役过渡的项目组ꎮ 项目组不用很大ꎬ也不需要是全职人员ꎬ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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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是运行人员组成的一个团队ꎬ负责为退役过渡做准备ꎬ解决许可证问题、系统去活化、技术准则和规

程变更以及计划和日程安排等问题ꎬ关注并帮助核电厂转变从运行到退役的思维观念ꎮ
需要认识到ꎬ运行向退役的有效过渡需要各方面组织的努力ꎬ需要团结的团队合作ꎬ需要所有人

包括从运行人员到执照持有者、工程师、安全人员、辐射防护人员和项目管理人员的共同努力ꎮ 在可

以的情况下ꎬ适当纳入具有退役经验的人员ꎬ这样可以全面认识退役问题、了解对即将进行的 Ｄ＆Ｄ 项

目所面临的挑战和问题ꎬ提升整个过渡期的工作效果ꎮ

３.２　 员工问题

退役的一个主要成本因素是人员成本ꎬ包括上层管理人员和底层工作人员ꎮ 工作人员、管理人员

和支持人员占退役总成本的约 ４０％~６０％ꎮ 因此ꎬ任何减少不必要人员的措施都可以节约大量成本ꎮ
过渡期是员工发生改变的重要时期ꎮ 员工数量越少ꎬ人员成本就越少ꎬ但不能影响过渡期内核电厂的

安全管理ꎮ
管理者不仅要考虑员工数量变化的问题ꎬ但应注意到减少员工带来的其他效应ꎮ
一旦员工知道核电厂具有关闭的可能ꎬ或知道核电厂已宣布决定停止运行ꎬ所有员工的情感必然

受到影响ꎮ 核电厂关闭必然会导致核电厂减员ꎬ但具体是谁却不清楚ꎮ 对于一些老员工ꎬ由于在这个

岗位上工作时间长ꎬ对于其他的工作也较难适应ꎬ因此他们更希望能留下来ꎬ或者分流到别的核电厂

继续工作ꎬ但相应的对于失业的恐惧也会更大ꎮ 对于一些年轻员工ꎬ他们可能会尝试别的工作ꎬ在面

对核电厂关闭的情况下ꎬ可能会积极寻求下一个出路ꎬ对于失业的恐惧不大ꎬ但是他们转移注意力的

程度可能会更大ꎮ 如果减员的问题不及早解决ꎬ员工的这个情感波动期就会一直持续ꎬ而且会越来越

严重ꎮ 但此时核电厂还处于正常运行期ꎬ核电厂还需要保持安全运行ꎮ 如何在员工面临失业风险的

情况下将员工的注意力保持在日常活动上ꎬ确保核电厂的安全运行ꎬ是一大挑战ꎮ
在过渡期内ꎬ核电厂还需要一些对核电厂运行情况十分熟悉的人来提供支持ꎮ 留住熟悉核电厂

且有能力的人ꎬ可以对过渡期的效率和成本产生积极的影响ꎮ 但是这些人在面临核电厂关闭时很可

能会选择下一个好的出路ꎬ而且他们的机会也比较多ꎮ 如何留住这些人ꎬ也是一项挑战ꎮ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ꎬ管理人员需要在早期就采取行动ꎬ妥善处理员工的相关问题ꎮ 核电厂应当制

订一个计划ꎬ与所有员工进行沟通ꎬ在不同时期识别员工的需求ꎬ帮助他们解决问题ꎬ消除他们的

顾虑ꎮ
可以采取的措施有:
(１)将员工放在第一位ꎬ开放地、经常地与核电厂所有员工进行沟通ꎬ了解他们的需求ꎻ
(２)管理人员与工作人员工作密切ꎬ以消除他们对核电厂关闭的担忧ꎻ
(３)给予受影响员工到其他核电企业就业的优先机会ꎻ
(４)为相关员工提供优厚的离职金ꎬ进行再就业培训和安置支持等ꎮ
要想成功解决员工问题ꎬ一个关键因素是管理者的解决办法必须做到公平公正ꎬ坦率诚恳地对待

每一个职工ꎬ以免由于解决方案不透明和不公正引起其他问题ꎮ

３.３　 利益相关者问题

当核电厂永久关闭时ꎬ不论它是计划中的还是计划外的ꎬ都会从多个方面对当地地区带来影响ꎮ
核电厂在建设的时候以经济效应吸引当地ꎮ 而反过来ꎬ当核电厂要关闭时ꎬ就会减少当地的税收ꎬ减
少就业岗位ꎬ进而造成级联效应ꎬ影响当地的其他商业情况ꎬ如餐馆、旅馆以及其他服务行业ꎮ 这些影

响很可能会反过来影响退役成本ꎬ并可能波及到其他领域ꎮ 对于核电厂关闭的这种社会经济影响ꎬ核
电厂应当进行及时的关注ꎬ而且与当地政府部门协商ꎬ将核电厂关闭的社会经济影响降到最低ꎮ

应当注意到ꎬ在大部分情况下ꎬ当地的政府和相关部门也会牵涉到退役工程的一些方面ꎮ 他们会

影响一些决策的制定ꎬ比如退役的最终状态、废物处置库的位置ꎬ以及其他退役决定ꎮ 因此ꎬ在过渡期

内不能忽视这些利益相关者ꎬ应当将他们考虑进来ꎮ 这也要求提前与当地政府和相关部门共同制订

计划ꎬ并加强沟通和合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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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和环保组织的意见也应当得到关注ꎮ 我国没有退役的经历ꎬ公众对于退役也不甚了解ꎬ对于

退役的安全性、退役后的土地状况等都会有担忧ꎮ 特别是退役持续时间长ꎬ而且涉及到大量废物的处

理和处置ꎬ更是公众关心的问题ꎮ 如果公众沟通工作做的不好ꎬ很有可能在退役准备的过渡期发生公

众反对事件ꎬ造成相关工作的延期ꎮ
与利益相关者保持联系并搞好关系ꎬ确保所有的利益相关者的关注点都得到解决ꎬ将这些关注点作

为退役计划和退役工程的重要因素ꎮ 特别地ꎬ应当在早期就让利益相关者参与进来ꎬ甚至是在核电厂关

闭之前ꎮ 利益相关者不仅包括上文提到的当地政府、相关部门、公众和环保组织ꎬ还有其他会涉及到退役

的机构或组织ꎬ应当尽量考虑周全ꎬ以免发生预期之外的事件ꎮ 为了较好地解决利益相关者的问题ꎬ核电

厂有必要建立地区关系和对外事务专门部门ꎬ以更好地与当地政府和受影响组织、机构的沟通ꎮ

３.４　 成本估算

一般来说ꎬ退役成本估算贯穿核电厂的整个生命周期ꎬ以决定需要储备多少资金来完成运行之后

的退役ꎮ 在大部分情况下ꎬ早期的退役成本估算只是一种预算性的估计ꎬ一种粗略的估计ꎮ 我国主要

核电企业目前按照核电厂建设成本的 １０％储备退役资金[４]ꎮ
建立准确的退役成本对退役基金的分配和管理十分重要ꎮ 当核电厂决定永久停止运行后ꎬ在过

渡期内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更新退役成本估算ꎬ根据特定场址进行详细的成本分析ꎮ 详细的成本估

算将确定退役核电厂和终止许可证所需的资金数量ꎮ
根据特定场址进行详细成本估算有两个方面需要注意ꎮ 一方面ꎬ要了解特定场址情况ꎬ这就需要

熟悉核电厂的关键员工参与成本估算和审查中ꎬ确保场址特征详细且准确ꎬ同时确保成本估算考虑了

核电厂的特殊问题、监管问题和变更情况ꎮ 另一方面ꎬ我国没有商用核电厂退役的经验ꎬ在了解特定

场址特征的情况ꎬ缺乏相关的退役成本的参照ꎬ这就需要在进行详细退役成本估算时借鉴国外商用核

电厂的退役经验ꎬ参考国外退役成本进行准备的成本估算ꎻ同时使具有退役经验的人员参与到退役成

本估算中ꎬ可以提高成本估算的效率和效果ꎮ
此外ꎬ在核电厂还在运行期间尽量搜集并组织可利用的资料ꎮ 在过渡期间建立一个程序ꎬ通过这

个程序ꎬ根据场址配置、规程或工艺的变更ꎬ评估其对退役成本的影响ꎬ利用这些信息用于退役成本更

新ꎬ有助于详细成本估算工作的顺利进行ꎮ

４　 结论

核电厂从运行到退役的过渡期相对于运行期和退役期来说很短ꎬ因此很容易被忽略ꎮ 但过渡期

是核电厂运行到退役的衔接ꎬ其间核电厂的状态发生改变ꎬ从运行发电到退役拆除ꎬ伴随着重要的活

动ꎮ 如果处理不当ꎬ不仅造成成本的增加ꎬ影响核电厂的安全ꎬ也会直接影响后续退役工作的正常开

展ꎮ 本文对过渡期的管理、员工问题、利益相关者问题和成本估算进行了简单的讨论ꎮ 但过渡期的挑

战远不止于此ꎮ 目前关于过渡期的论述还较少ꎮ 希望我国的相关人员关注核电厂从运行到退役的过

渡期ꎬ充分认识其间的问题和挑战ꎬ做好准备ꎬ为我国未来核电厂的退役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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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ｐｅｒꎬ ｓｏｍ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ｄｅ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ｉｎｇꎬ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ꎬ ｓｔａｆｆｉｎｇ ｉｓｓｕｅｓꎬ 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 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ｓｔ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ｗｅｒ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Ｔｈｅｎ
ｓｏｍｅ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ｗｅｒｅ ｐｕ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ｄｅ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ｉｎｇ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 ｄｅ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ｉｎｇ ｏｆ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ｐｏｗｅｒ ｐｌａ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Ｎｕｃｌｅａｒ ｐｏｗｅｒ ｐｌａｎｔꎻｄｅ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ｉｎｇꎻ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ꎻｃｏｓｔ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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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宋敏娜(１９８４—)ꎬ女ꎬ湖南人ꎬ馆员ꎬ硕士ꎬ情报研究ꎮ

摘要:美国能源部(ＤＯＥ)拥有世界最庞大的核领域国家实验室体系ꎬ是美国核研究的起源地ꎬ也是当前美国核领域研

究的主要基地ꎮ 美国能源部国家实验室的经费主要由政府拨款ꎬ并基于国家和能源部的发展计划来编制年度预算案ꎮ
本文采用趋势分析法对美国能源部 ２０１１—２０１７ 年颁发的国会批准的年度预算案进行分析ꎬ分析目标为能源项目、核
能、科学以及部分核领域国家实验室的预算ꎬ总结美国近七年的能源战略变化趋势、核能项目以及基础科学研究的重

点ꎬ并分析国家实验室在核能领域和基础科学领域的研究重点与趋势变化ꎬ希望对我国能源战略的制定以及核能的发

展提供一定的借鉴作用ꎮ
关键词:美国能源部ꎻ核ꎻ预算ꎻ比较分析ꎻ趋势分析

能源问题不仅关系到一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ꎬ也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外交战

略[１]ꎮ 核能作为目前最有前景的清洁能源之一ꎬ其在控制全球变暖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ꎬ同时在确

保国家能源供应安全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ꎮ 核科学与技术已经渗透到能源、工业、农业、医疗以及环

保等各个领域ꎬ对世界军事、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ꎮ 此外ꎬ核武器是一个国家安全的

基石ꎬ舰船核动力可以维护国家的海外权益ꎬ空间核动力可以提高空间探测能力ꎮ 美国能源部(ＤＯＥ)
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核领域国家实验室体系ꎬ是促进美国能源安全、确保美国环境和经济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政府部门之一ꎮ
趋势分析法(Ｔｒｅ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又称为水平分析法ꎬ是财务分析中常用的一种方法ꎬ通过对

比两期或连续数期财务报告中相同目标ꎬ确定其增减变动的方向、数额和幅度ꎬ来说明企业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的变动趋势[２]ꎮ 本文利用趋势分析法来分析 ＤＯＥ ２０１１—２０１７ 财年预算案ꎬ通过对比两年

或连续数年相同预算项目ꎬ来说明预算变动趋势ꎬ并分析引起变化的主要原因以及预测未来 ＤＯＥ 在

能源领域、尤其是核领域的战略布局ꎮ

１　 ＤＯＥ ２０１１—２０１７ 财年预算分析

表 １ 是美国能源部 ２０１１—２０１７ 年度的总预算ꎮ

表 １　 能源部 ２０１１—０１７ 财年总预算 单位:千美元

项 目 ＦＹ２０１１ ＦＹ２０１２ ＦＹ２０１３ ＦＹ２０１４ ＦＹ２０１５ ＦＹ２０１６ ＦＹ２０１７

能源项目

核能

核能必要技术 ５０ ８９１ ７４ ６７０ ７５ １２７ ７１ １０９ １０１ ０００ １１１ ６００ ８９ ５１０

综合大学计划 ０ ５ ０００ ５ ０３１ ５ ５００ ５ ０００ ５ ０００ ０

反应堆概念设计研发与示范 １６４ ７０６ １１４ ８７１ １１５ ５７４ １１２ ８２２ １３３ ０００ １４１ ７１８ １０８ ７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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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项 目 ＦＹ２０１１ ＦＹ２０１２ ＦＹ２０１３ ＦＹ２０１４ ＦＹ２０１５ ＦＹ２０１６ ＦＹ２０１７

核燃料循环研发 １８２ ４２８ １８６ ２６０ １８７ ４００ １８６ ２０５ １９７ ０００ ２０３ ８００ ２４９ ９３８

国际核能合作 ２ ９９４ ２ ９８３ ３ ００１ ２ ４９６ ３ ０００ ３ ０００ ４ ５００

小型模块堆许可技术支持 ６７ ４１０ １１０ ０００ ５４ ５００ ６２ ５００ ８９ ６００

放射性设施管理 ５１ ７１５ ６９ ５１０ ６９ ９３５ ２４ ９６８ ２５ ０００ ２４ ８００ ７ ０００

爱达荷设施管理 １８３ ６０４ １５４ ０９７ １５５ ０４０ １９６ ２７６ ２０６ ０００ ２２２ ５８２ ２２６ ５８５

爱达荷场址安保与保障 ０ ０ ０ ９４ ０００ １０４ ０００ １２６ １６１ １２９ ３０３

定性计划 ９１ ５５７ ９０ ０００ ８０ ０００ ８０ ０００ ８８ ７００

爱达荷场址安保与保障 ８８ ７５２ ９３ ３５０ ８９ ８５３ ０

核能总计 ７１７ ８１７ ７６５ ３９１ ８６３ ９９６ ８８８ ３７６ ８３３ ３７９ ９８６ １６１ ９９３ ８９６

科学

先进科学计算研究 ４１０ ３１７ ４４０ ８６８ ４４３ ５６６ ４７８ ０９３ ５４１ ０００ ６２１ ０００ ６６３ １８０

基础能源科学 １ ６３８ ５１１ １ ６８８ ０９３ １ ６９８ ４２４ １ ７１１ ９２９ １ ７３３ ２００ １ ８４９ ０００ １ ９３６ ７３０

生物与环境研究 ５９５ ２４６ ６０９ ５５７ ６１３ ２８７ ６０９ ６９６ ５９２ ０００ ６０９ ０００ ６６１ ９２０

聚变能科学计划 ３６７ ２５７ ４００ ９９６ ４０３ ４５０ ５０４ ６７７ ４６７ ５００ ４３８ ０００ ３９８ １７８

高能物理 ７７５ ５７８ ７９０ ８６０ ７９５ ７０１ ７９６ ５２１ ７６６ ０００ ７９５ ０００ ８１７ ９９７

核物理 ５２７ ６８４ ５４７ ３８７ ５５０ ７３７ ５６９ １３８ ５９５ ５００ ６１７ １００ ６３５ ６５８

教师与科学家队伍发展 ２２ ６００ １８ ５００ １８ ６１３ ２６ ５００ １９ ５００ １９ ５００ ２０ ９２５

科学实验室基础设施 １２５ ７４８ １１１ ８００ １１２ ４８５ ９７ ８１８ ７９ ６００ １１３ ６００ １３０ ０００

安保与保障 ８３ ７８６ ８０ ５７３ ８１ ０６６ ８７ ０００ ９３ ０００ １０３ ０００ １０３ ０００

定向科学计划 ２０２ ５２０ １８５ ０００ １８６ １３２ １８５ ０００ １８３ ７００ １８５ ０００ ２０４ ４８１

科学总计 ４ ９１２ ２８３ ４ ８７３ ６３４ ４ ９０３ ４６１ ５ ０６６ ３７２ ５ ３３９ ７９４ ５ ３５０ ０００ ５ ５７２ ０６９

可再生能源总计 １ ７７１ ７２１ １ ８０９ ６３８ １ ８２０ ７１３ １ ９００ ６４１ １ ９１４ １９５ ２ ０６９ １９４ ２ ８９８ ４００

化石能源总计 ５７２ ５２５ ５６４ ４３５ ７１４ ０３３ ７７９ ２９０ ７９１ １１７ ８６９ １００ ６３８ ４５０

能源项目总计 ９ ３６２ ８５１ ９４１ ３６８７ ９ ６１７ ４４４ １０ ２０３ ８０４ １０ ２０８ ０１６ １１ ０１９ ５９９ １３ ５５９ ００９

原子能国防活动

国家核军工管理局

武器活动 ６ ８６５ ７７５ ７ ２１４ １２０ ７ ５５７ ３４２ ７ ７８１ ０００ ８ １８０ ３５９ ８ ８４６ ９４８ ９ ２４３ １４７

国防核不扩散 ２ ２８１ ３７１ ２ ２９５ ８８０ ２ ４０９ ９３０ １ ９５４ ０００ １ ６１５ ２４８ １ ９４３ ３０２ １ ８０７ ９１６

海军反应堆 ９８５ ５２６ １ ０８０ ０００ １ ０８６ ６１０ １ ０９５ ０００ １ ２３３ ８４０ １ ３７５ ４９６ １ ４２０ １２０

国家核军工管理局小计 １０ ５２５ ９６５ １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１ ４６６ ３９１ １１ ２０７ ０００ １１ ３９９ ０３４ １２ ５２６ ５１２ １２ ８８４ ０００

环境与其他国防活动

国防环境清理 ４ ９７９ １６５ ５ ００２ ９５０ ５ ０３３ ５６８ ５ ０００ ０００ ５ ４５３ ０１７ ５ ２８９ ７４２ ５ ２２６ ９５０

环境和其他国防活动小计 ５ ７７４ ８３５ ５ ８２６ ３１４ ５ ８６１ ９７０ ５ ７５５ ０００ ６ ２０６ ４６６ ６ ０６６ １６７ ６ ０１８ ５０２

原子能国防活动总计 １６ ３００ ８００ １６ ８２６ ３１４ １７ ３２８ ３６１ １６ ９６２ ０００ １７ ６０５ ５００ １８ ５９２ ６７９ １８ ９０２ ５０２

ＤＯＥ 拨款总额 ２ ５６９ ２８３３ ２ ６２９ ９５４７ ２７ ００３ ９２７ ２７ ２２４ ８１０ ２７ ４０２ ３９９ ２９ ６０２ ６９１ ３２ ４９８ ９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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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ＤＯＥ 预算重点

从表 １ 可以看出ꎬＤＯＥ 的年度预算案主要包括两大类预算项目ꎬ即能源项目和原子能国防活动ꎮ
以 ２０１７ 财年预算案为例ꎬ对超过 １ 亿美元的预算项进行统计分析ꎬ结果显示:能源项目和原子能国防

活动分别占总预算的 ４２％和 ５８％ꎻ能源项目中ꎬ预算排在前四位的依次为科学、能源效率与可再生能

源、２１ 世纪清洁交通计划投以及核能等项目ꎻ原子能国防活动中ꎬ预算排在前四位的依次为武器活动、
国防环境清理、国防核不扩散以及海军反应堆ꎻ总体上看ꎬ武器活动、科学以及国防环境清理的预算最

高(图 １)ꎮ

图 １　 ＤＯＥ ２０１７ 财年的预算重点分布图

１.２　 ＤＯＥ 总预算及主要能源类别预算变化趋势

分析表 １ 中 ＤＯＥ 的拨款总额可以得出ꎬ２０１１—２０１７ 财年 ＤＯＥ 的总预算整体上呈增长趋势ꎬ从
２０１１ 财年的 ２５７ 亿美元增至 ２０１７ 财年的 ２９９ 亿美元ꎬ增长约 ４２ 亿美元ꎬ增幅为 １６％(图 ２)ꎮ 从图 ２
中还可以看出ꎬ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财年ꎬＤＯＥ 的总预算保持较平稳地增长趋势ꎬ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财年呈现急剧增

长趋势ꎮ 计算结果将这一趋势准确地反映出来了ꎬ２０１１—２０１７ 财年 ＤＯＥ 总预算的年均增长率为 ４.
０％ꎬ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财年的年均增长率为 １.６％ꎬ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财年的年均增长率为 ９.０％ꎮ

图 ２　 ＤＯＥ ２０１１—２０１７ 财年的总预算

分析表 １ 中的能源项目预算可以得出ꎬ２０１１—２０１７ 财年 ＤＯＥ 的能源项目预算呈现增长趋势ꎬ从
２０１１ 年的 ９４ 亿美元增至 ２０１７ 年的 １３６ 亿美元ꎮ 对 ２０１１—２０１７ 财年 ＤＯＥ 的能源项目中核能、可再生

能源以及化石能源的预算进行分析ꎬ结果表明ꎬ可再生能源及核能的预算保持稳中有升的趋势ꎬ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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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能源的预算开始出现下降趋势(图 ３)ꎮ ２０１７ 财年ꎬＤＯＥ 大幅降低了对化石能源的投资额ꎬ加大了对

可再生能源以及核能等重要清洁能源的投资力度ꎬ其中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增幅高达 ４０％ꎮ

图 ３　 ＤＯＥ ２０１１—２０１７ 财年的核能、可再生能源以及化石能源预算

１.３　 ＤＯＥ 核能项目预算重点与趋势分析

分析表 １ 中的核能预算可以得出ꎬ２０１１—２０１７ 财年 ＤＯＥ 的核能项目预算从 ７ 亿美元增至 １０ 亿

美元ꎬ增幅达 ４３％ꎮ 核能项目中ꎬ爱达荷设施管理、核燃料循环研发以及反应堆概念设计研发与示范

三个领域的预算总和占核能项目预算的一半以上ꎬ其次是爱达荷场址安保与保障、核能必要技术以及

放射性设施管理ꎬ自 ２０１３ 财年开始增加了对小型模块堆许可技术支持的预算(图 ４)ꎮ

图 ４　 ＤＯＥ ２０１１—２０１７ 财年的核能预算重点

１.４　 ＤＯＥ 科学预算重点与趋势分析

分析表 １ 中的科学预算可以得出ꎬ２０１１—２０１７ 财年ꎬＤＯＥ 的科学预算随总预算的增长而持平稳
增长态势ꎬ其占总预算的比例一直维持在 １８％左右ꎮ 从数量上看ꎬ科学预算从 ２０１１ 财年的 ４９ 亿美元

增至 ２０１７ 财年的 ５８ 亿美元ꎬ增幅达 １８％ꎮ ＤＯＥ 的科学预算主要用于基础研究领域ꎬ其中有 ９０％用于

基础能源科学(约 ３４％)、高能物理(１４％~１６％)、生物与环境研究(约 １２％)、核物理(１１％)、先进科学

计算研究(８％~１１％)以及聚变能科学计划(７％~１０％)领域ꎬ各个领域的预算分配一直保持着较稳定

的比例(图 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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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ＤＯＥ ２０１１—２０１７ 财年的科学预算重点

２　 ＤＯＥ 国家实验室预算分析

本文选取 ７ 个主要从事核能与核军工研究的国家实验室进行预算分析ꎮ ７ 个国家实验室分别为

爱达荷(ＩＮＬ)、橡树岭(ＯＲＮＬ)、洛斯阿拉莫斯( ＬＡＮＬ)、阿贡(ＡＮＬ)、桑迪亚( ＳＮＬ)、西北太平洋

(ＰＮＮＬ)、劳伦斯利弗莫尔(ＬＬＮＬ)ꎮ

２.１　 国家实验室的总预算趋势分析

表 ２　 ７ 个国家实验室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财年的总预算 单位:千美元

国家实验室 ＦＹ２０１３ ＦＹ２０１４ ＦＹ２０１５ ＦＹ２０１６ ＦＹ２０１７

ＡＮＬ ６４１ ２７６ ５５８ ５９９ ５８４ ８６７ ５７４ ８５２ ５８５ ２７９

ＩＮＬ ９７２ ９８８ １ ０７３ ２３８ １ ０４１ ５５７ １ １０２ ５４６ １ ０９９ ９０３

ＬＬＮＬ １ １８２ ０９９ １ １３０ ０７１ １ １５８ ９５７ １ １７０ ２３９ １ ２３９ ４４０

ＬＡＮＬ １ ８７６ ８１８ １ ９３１ ８８４ １ ９１９ ８７８ １ ９４７ １９８ ２ １０４ ４４３

ＯＲＮＬ １ ０６２ ３１３ １ ０５０ ２６４ １ ０４６ ４３７ １ １５３ １０２ １ ０５８ ６７２

ＰＮＮＬ ６３１ ５４１ ５６６ ３０３ ５００ ６９６ ３７７ ５１４ ５１７ ７８２

ＳＮＬ １ ５９５ ３１９ １ ６９４ ２２８ １ ８０８ ７０４ １ ７６６ ９１２ １ ９１３ ９３７

表 ２ 是 ７ 个国家实验室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财年的总预算情况ꎮ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财年ꎬ除 ＬＡＮＬ 和 ＯＲＮＬ 的

总预算呈现缓慢增长趋势之外ꎬ其余 ５ 个国家实验室的预算基本保持稳定不变(图 ６)ꎮ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财年 ７ 个国家实验室的年均预算如下:排名前三位的是核军工管理局(ＮＮＳＡ)管辖的 ＬＡＮＬ、ＳＮＬ 和

ＬＬＮＬꎬ年均预算分别为 ２０ 亿美元、１８ 亿美元和 １２ 亿美元ꎻＩＮＬ 作为核能办公室(ＮＥ)管辖实验室ꎬ年
均预算为 １１ 亿美元ꎻ ＯＲＮＬ、ＡＮＬ 和 ＰＮＮＬ 作为科学办公室(ＳＣ)管辖的多学科实验室ꎬ年均预算分别

为 １１ 亿美元、６ 亿美元和 ５ 亿美元ꎮ

图 ６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财年部分国家实验室的总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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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国家实验室的核相关预算趋势分析

表 ３　 ７ 个国家实验室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财年的核能预算 单位:千美元

国家实验室 ＦＹ２０１３ ＦＹ２０１４ ＦＹ２０１５ ＦＹ２０１６ ＦＹ２０１７

ＡＮＬ ２９ ７７７ ２５ ５７５ ２７ ９８４ ２９ ５２６ ３２ １１０

ＩＮＬ ２６２ ３１０ ４０７ ０４２ ４０１ ４３３ ４４６ ４１２ ４６４ ８７１

ＬＬＮＬ ３ ５９５ １ ５００ １ ８２５ １ ９００ ２ １５０

ＬＡＮＬ ４１ ９４７ １３ ５０５ １３ ７１５ １４ ５７２ １４ ６４０

ＯＲＮＬ ８０ ５０４ ８０ ６８９ ６４ ８７０ ７６ ４７６ ７２ ７４１

ＰＮＮＬ １２ ０１９ １２ ２６０ １０ ８９２ １２ ３１０ １２ ９７０

ＳＮＬ １７ ９８５ １４ ７９６ １９ ６２７ １８ ３００ ２５ ５７０

表 ３ 是 ７ 个国家实验室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财年的核能预算情况ꎮ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财年ꎬ７ 个国家实验室的

年均核能项目预算:ＩＮＬ 高达 ４.０ 亿美元ꎬ约占核能预算的 ４０.０％ꎬ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实验室ꎻ其次是

ＯＲＮＬꎬ 约 ０.８ 亿美元ꎬ约占核能预算的 ８％ꎻ排名第三的是 ＡＮＬꎬ约 ０.３ 亿美元ꎬ占核能预算的 ０.３％
(图 ７)ꎮ

图 ７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财年部分国家实验室的核能预算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财年ꎬ７ 个国家实验室在核燃料循环研究与开发、核能必要技术、反应堆概念研发与

示范等核能领域的预算情况如下ꎮ
(１)核燃料循环研究与开发:ＤＯＥ 年均总投入约 ２.０ 亿美元ꎬ其中 ＩＮＬ 的年均投入最大ꎬ约 ４ ０００

万美元ꎬＯＲＮＬ、ＬＡＮＬ、ＡＮＬ、ＳＮＬ、ＰＮＮＬ 和 ＬＬＮＬ 均有投入ꎮ
(２)核能必要技术:ＤＯＥ 年均总投入约 ８ ０００ 万美元ꎬ其中 ＩＮＬ 和 ＯＲＮＬ 分别投入 ３ ０００ 万美元和

２ ４００ 万美元ꎬＬＡＮＬ、ＡＮＬ、ＬＬＮＬ 和 ＳＮＬ 均有投入ꎮ
(３)反应堆概念研发与示范:ＤＯＥ 年均总投入约 １.３ 亿美元ꎬ其中 ＩＮＬ 的年均投入最大ꎬ约 ４ ５００

万美元ꎬ其次是 ＯＲＮＬ 和 ＡＮＬ 分别投入 １７００ 万美元和 １ ２００ 万美元ꎬＳＮＬ、ＰＮＮＬ 和 ＬＬＮＬ 均有投入ꎮ
从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财年的原子能活动预算可以看出ꎬＬＡＮＬ、ＳＮＬ 和 ＬＬＮＬ 是武器活动的主要参与者ꎬ

ＩＮＬ 还负责国防环境整治和舰艇用反应堆项目ꎬＰＮＮＬ 在国防核不扩散中预算最高ꎮ

３　 结论

本文对 ２０１１—２０１７ 财年的 ＤＯＥ 预算案进行了详细分析ꎬ并分别从 ＤＯＥ 和国家实验室的角度深

入剖析了核相关预算的重点与趋势ꎬ并得出以下结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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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ＤＯＥ 的预算重点主要集中在能源项目中的科学、能源效率与可再生能源、２１ 世纪清洁交通计

划投资核能领域ꎬ以及原子能国防活动中的武器活动、国防环境清理、国防核不扩散和海军反应堆领

域ꎬ其中又以武器活动、科学和国防环境清理最为重要ꎮ
(２)ＤＯＥ 的总预算、能源项目预算、可再生能源以及核能预算均呈上升趋势ꎬ化石能源预算呈下

降趋势ꎬ这完全符合美国目前实施的“利用清洁能源的研发推动经济增长、确保美国能源安全并减少

温室气体排放”的战略ꎮ
(３)ＤＯＥ 的核能预算重点主要集中在爱达荷设施管理、核燃料循环研发以及反应堆概念设计研

发与示范方面ꎬ科学预算主要集中于基础研究领域ꎬ包括基础能源科学、高能物理以及核物理等核相

关领域ꎮ
(４)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财年ꎬ７ 个主要核领域国家实验室的预算均比较稳定ꎬ年均预算超过 １０ 亿美元的

有 ＬＡＮＬ、ＳＮＬ、ＬＬＮＬ、ＩＮＬ 和 ＯＲＮＬꎻ年均核能预算最高的是 ＩＮＬꎬ占 ＤＯＥ 核能预算的 ４０.０％ꎬ远超其他

国家实验室ꎮ
(５)ＩＮＬ 是 ＤＯＥ 核能项目的主要参与者ꎬ其在核燃料循环研究与开发、核能必要技术 ＩＮＬ 以及反

应堆概念研发与示范预算中均为第一位ꎬ同时还负责舰艇用反应堆项目ꎻＬＡＮＬ、ＳＮＬ 和 ＬＬＮＬ 是武器

活动的主要参与者ꎻＯＲＮＬ 在多个核领域均有投入ꎬ具有基础性和综合性的特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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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程中楠(１９７９—)ꎬ女ꎬ北京人ꎬ高级工程师ꎬ本科ꎬ主要从事快堆联盟管理、快堆合同谈判、示范快堆项目管理

等工作ꎮ

摘要:摘 要:本文介绍了在中国实验快堆建设结束后ꎬ如何利用“快堆产业联盟”来尽快有效组织国内力量ꎬ采用产、
学、研相结合的方式加强快堆商用化、产业化发展ꎮ 文章从几个方面深入分析了快堆产业联盟的创新管理ꎬ包括联盟

成立、组织结构、运行管理等方面ꎮ 在此基础上ꎬ提出操作层面的具体措施ꎬ以更好地促进快堆产业化发展ꎮ
关键词:快堆ꎻ联盟ꎻ创新管理

快堆ꎬ能够大幅提高铀资源利用率ꎬ显著降低核废物对环境的影响ꎬ是我国热堆、快堆、聚变

堆———核能三步走发展战略的重要一环ꎬ是核能可持续大规模发展的重要保证ꎮ 快堆作为第四代核

电技术ꎬ目前国际上将快堆列为先进核能系统的主要堆型ꎬ并提出 ２０３０ 年左右将快堆作为第四代核

电重要堆型商用推广”的目标ꎮ 由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原子能院”)承担的我国“８６３”
项目“中国实验快堆”项目已在 ２０１１ 年实现了并网发电ꎬ在快堆技术、人才、设施等方面积累了雄厚实

力ꎬ为了进一步加快快堆商用化、产业化发展ꎬ必须尽快有效组织国内力量ꎬ采用产、学、研相结合的方

式来实施ꎮ
根据科技部等六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推动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构建的指导意见»ꎬ为进一步推

动快堆产业发展ꎬ加快快堆商用化进程ꎬ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ꎬ以国家能源快堆工程研发(实验)中心为

依托ꎬ由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原子能院”)牵头ꎬ联合中国第一重型机械集团公司、上海

电气(集团)总公司等 ５ 家单位共同发起ꎬ并与其他 ３７ 家单位共同成立了快堆产业化技术创新战略联

盟(简称“联盟”)ꎮ 目前ꎬ联盟成员单位已发展至 ７０ 家ꎬ并于 ２０１３ 年被列为科技部试点联盟ꎮ 联盟作

为核电前期研发的一种创新的组织模式ꎬ完全符合目前国家大力推进的国家科技创新战略ꎬ努力做好

联盟管理并对其进行分析研究ꎬ对快堆产业化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ꎮ

１　 联盟创新管理目标

联盟创新管理目标是要通过科学优化的原则选取联盟成员单位ꎬ合理分配成员单位任务分工ꎬ建
立内部特色管理制度ꎬ形成联盟内部理念共享、资源共享、成果共享、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提高的

合作交流帮扶格局ꎬ提高快堆项目联合研发工作成效ꎬ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ꎬ推动快堆产业化进展ꎮ

２　 体系架构

２.１　 组织机构及职责

快堆联盟作为非盈利组织形式ꎬ成员间的关系相对松散ꎬ各自的任务分配尚存在不确定性ꎬ成员

各自的灵活性较高ꎬ相对投入联盟的资源较少ꎬ承担的责任也比较少ꎬ不同于一般的企业单位管理ꎮ
联盟由理事单位和会员单位组成ꎬ常设组织机构为理事会、秘书处ꎮ 如图 １ 所示ꎮ

联盟理事会为联盟的最高决策机构ꎮ 理事长单位由掌握核心技术的单位即原子能院担任ꎬ并对

外承担责任的主体ꎮ 联盟秘书处ꎬ是联盟理事会的常设执行机构ꎮ 议事规则采取联盟成员大会、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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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快堆产业联盟组织机构图

理事会会议形式ꎮ 联盟成员大会报告一年以来联盟相关工作的进展及下阶段工作的计划ꎮ 联盟理事

会会议对一年的工作总结报告进行评议ꎬ对下一年度的工作安排及经费计划进行审议ꎬ形成决议[５]ꎮ
这样机构的设置治理结构简单ꎬ运行高效ꎬ增加了各成员单位对联盟管理的参与度和关注度以及主动

性、积极性ꎮ
成员单位选择创新原则ꎮ 通常联盟成员的选择主要考虑以平衡资源互补和减少协调成本两个相

互制衡的因素ꎮ 而作为一项专有技术来讲ꎬ涉及到多学科、多专业ꎬ必须要充分考虑由拥有核心技术

的单位牵头ꎬ围绕着技术产业链中关键技术环节等因素来选择成员ꎬ才能保证联盟目标和任务的有效

实现ꎮ 联盟成员选择主要遵循以下四个原则:
(１)贯穿整个产业链(快堆产业链见图 ２)ꎻ
(２)选择参与过项目且业绩突出或是行业龙头企业ꎻ
(３)选择涉及到关键技术攻关单位ꎻ
(４)自愿投入ꎮ

图 ２　 快堆产业链图

２.２　 特色的内部管理制度

在联盟的运行实践中很难找到一本“我们想要的”联盟管理的书籍ꎮ 究其主要原因:联盟这种组
织形态特殊性太强ꎬ管理中既有企业管理内容又有项目管理的方法ꎮ 联盟的管理人员往往必须全面

了解联盟的特性并具备更全面的管理知识、更加灵活的沟通方式和更加有效的管理技能ꎮ 面对联盟

管理ꎬ要做个“明白人”“创意人”ꎬ就必须在联盟运行管理过程中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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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１　 计划管理

为了提高工作效率ꎬ有效合理地调度配置联盟资源ꎬ进一步落实目标责任制ꎮ 联盟计划管理根据

企业计划管理的内容ꎬ包括战略规划、年度计划和专项计划[１]ꎮ 战略规划主要包括联盟在未来的发展

过程中ꎬ要应对各种变化所要达到快堆产业化目标和考虑使用什么手段、什么措施、什么方法来达到

这个目标ꎮ 年度计划主要指联盟秘书处的年度活动计划ꎬ在执行期间秘书处会根据工作进展进行季

度调整[２]ꎮ 专项计划主要指联盟内部单项设备、材料的研制工作计划ꎬ该计划采取项目管理计划编制

原则ꎮ
２.２.２　 项目管理

联盟内部的任务多数属于项目的范畴ꎬ因而要充分利用项目管理的工具和手段ꎬ主要分为联盟成

员间内部合作研发项目和联盟专项项目两类ꎮ 针对不同的项目类型ꎬ联盟采取了不同的管理方式ꎮ
２.２.３　 成员间合作项目

由于原子能院是国内唯一一家掌握快堆核心技术的单位ꎬ具备快堆技术设计、研发、实验所需要

的相应资质和能力ꎮ 以原子能院为中心有利于快堆技术的传承和发扬ꎬ也有利于产业化过程和产业

链上各环节保持技术的连续性和一致性ꎮ 为此ꎬ联盟成员间合作是以原子能院为中心的点状辐射型

结构ꎬ参与快堆研发的成员单位与原子能进行一对一战略合作ꎮ 合作流程见图 ３ꎮ

图 ３　 联盟成员内部一对一战略合作流程

２.２.４　 专项项目管理

联盟专项项目是指以联盟为单位承接国家的专项科研任务ꎮ 这样的任务具有一次性和独特性的

特征ꎮ 联盟制定«联盟项目管理办法»ꎬ实行项目总负责人制ꎬ各参研单位指定项目负责人ꎮ 项目总负

责人把握整体方向ꎬ组织专家制定总体内容、计划ꎬ经费安排ꎬ协调各参加单位的研发工作ꎬ定期向技

术委员会和理事会汇报ꎬ各参研单位的参与方式将根据国家科研项目的管理要求采取合同或其他等

方式进行ꎬ并接受国家和地方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ꎮ

２.３　 协调管理

鉴于联盟成员间存在着几类的关系特征:第一ꎬ整体利益的互补性ꎻ第二ꎬ相互往来的平等性ꎻ第
三ꎬ合作关系的长期性ꎻ第四ꎬ组织形式的开放性ꎻ第五ꎬ投机性ꎮ 面对以上联盟成员之间的协作关系ꎬ
联盟采取了内外部协调机制ꎮ
２.３.１　 内部协调机制

联盟内部的协调机制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ꎬ联盟成员共同认可和遵守«联盟章程»ꎬ签订

«联盟协议书»ꎻ第二ꎬ建立联盟的各项规章制度ꎻ第三ꎬ联盟内部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ꎬ其中最常用的

口头沟通方式为会议、电话、联盟网站论坛ꎻ最常用的文字沟通方式为联盟收发文、合同、会议记录、手
机短信ꎮ
２.３.２　 外部协调机制

外部协调机制包括声誉机制、政府协调等ꎮ 声誉机制指成员因顾忌声誉受损而不愿投机ꎬ政府协

调指政府参与联盟的监督并对投机者进行一定的惩罚ꎮ 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ꎮ
(１)声誉机制ꎮ 联盟的成员都是行业内的全国知名企业ꎬ他们十分顾及自己在行业内部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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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誉、地位及影响力ꎬ为此ꎬ联盟在创建和运行的过程中采取了大力的宣传措施ꎬ通过联盟期刊、网站、
上级部门汇报会、联盟内部大会[３]、课题申报等多种方式把联盟成员单位、成员内部合作项目、联盟建

设发展等情况公开ꎬ目的就是为了让联盟成员因顾忌声誉受损而不愿做出有背于联盟章程、协议以及

自己的承诺的行为ꎮ
(２)政府协调ꎮ 这种机制只有在联盟或个别联盟成员接受了国家的科研项目的前提下才能够起

到积极的作用ꎮ 另外ꎬ政府对我国核电重大装备企业的未来发展有统一的规划和要求ꎬ因而从另外一

个层面将对联盟成员企业有一个约束和管理ꎮ
２.３.３　 加强联盟知识产权管理

对于快堆技术来说ꎬ是我国在对外引进后消化吸收再创新之后进行的ꎬ在国产化当中势必会涉及

到国外的部分知识产权问题ꎬ如果处理不好对外的知识产权问题ꎬ就会引起国际纠纷和赔偿ꎮ 另外ꎬ
联盟成员共同进行快堆国产化研制ꎬ最终目的是为了取得市场回报ꎬ未来的回报方式也将是通过合作

研制过程中技术秘密进行保护和最终产品的知识产权保护来实现的ꎮ 因此ꎬ成员要通过这些知识产

权的有效转移和转化来实现自身的利益ꎮ
为了解决快堆联盟的有关知识产权问题ꎮ 联盟内部制定了«快堆产业化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知识

产权条例»ꎬ并针对核心专利制定知识产权战略ꎬ对国内外的快堆技术的专利、商标、发表文章等情况

进行调查研究ꎬ制定出避开其知识产权范围的合理的专利池ꎬ并积极申报各类快堆专利ꎬ发表文章ꎮ
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ꎬ注重商业秘密和国防知识产权的保护ꎬ加强对外合作的知识产权审查和管

理ꎮ 成员在合作的核心技术形成后要明确确定其权利归属ꎬ采取许可使用和转化收益分配的办法ꎬ使
利益得到了合理的分配ꎬ保护联盟成员的合法权益ꎬ促进了联盟长效稳定的发展[４]ꎮ 为了有效地避免

纠纷的产生ꎬ要学会如何合理设计知识产权条款避免知识产权纠纷ꎬ主要在签署技术开发合同中

体现ꎮ

３　 联合研发设计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３.１　 科学分工有效组织研发工作

联盟成员由 ４９ 家企业、６ 家高校、７ 家研究机构及 ８ 家其他单位等共 ７０ 家单位组成ꎮ 成员内部不

合理分工都会影响到联盟成员间的和谐关系ꎬ会引起产业链上同类产品研发的不正当竞争ꎬ从而导致

联盟运行的风险ꎮ 合理的分工能使联盟成员能够同心协力ꎬ尽早实现联盟的共同目标ꎮ 对于联盟来

说要进行科学分工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ꎮ
(１)发挥优势ꎬ合理分工ꎮ 联盟内部初步分工由掌握核心技术的原子能院做好技术的总体组织ꎬ

技术路线的总体策划ꎬ同时发挥掌握核心技术的单位所具备大量的实验设施ꎬ高校主要开展基础性、
前瞻性的研究ꎬ企业主要是发挥各自优势开展工艺方法、工艺标准研究并最终生产定型产品ꎮ

(２)大企业做强ꎬ小企业做专ꎮ 在联盟中ꎬ既有年产值几百亿的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ꎬ也有年产值

几千万、上亿的中小型高新技术民营或合资企业ꎬ他们都是快堆产业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ꎬ是快

堆产业化过程中的中坚力量ꎮ 在联盟中大企业承担的任务多表现为技术难度高、投入大、工艺复杂ꎬ
这样可以充分发挥大企业资金优势和技术储备优势ꎬ而中小企业承担的任务多表现为投入相对低、专
业面相对窄ꎬ这样可以适当减少中小企业的风险ꎬ同时也可发挥他们机制和组织灵活的优势ꎮ

(３)通力协作ꎬ避免竞争ꎮ 联盟内部的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不是竞争的关系ꎬ而是互补合作的

关系ꎮ 在联盟内ꎬ将通过技术任务细分ꎬ充分发挥多家企业各自的优势ꎬ大家共同承担同一任务的不

同部分或阶段ꎮ 成员间加强联盟类单位之间的交流和融合ꎬ并特别关注高校、研究设计院与企业间的

交流ꎬ通过共同组织创新团队ꎬ着力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ꎬ重点转变国内大部分核电设备加工企

业技术基础薄弱、技术人才缺乏ꎬ技术能力差等现状ꎮ

３.２　 构建研发方法ꎬ解决技术瓶颈

在联盟产业化过程中践行了正向设计理念ꎬ高效推进快堆设备研发工作ꎮ 应用正向设计理念ꎬ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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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科学地确定设备研发的阶段及其段目标ꎬ可以系统性地建立设备的技术指标体系和技术评价体系ꎬ
可以合理地确定试验验证项目和要求[６]ꎬ可以科学地评估技术风险并以最小的技术风险来加快设备

研发进度ꎬ确保高效地完成设备研发工作ꎮ

３.３　 深化合作、协同创新ꎬ快堆设备产业化取得新成果

快堆联盟成立了“快堆主泵联合研发中心”“快堆结构材料研发中心”、合资公司研发部等研发机

构ꎬ组建联合技术团队ꎬ立足共同目标ꎬ深度交流ꎬ有效组织好快堆研发设计队伍ꎬ大家共同以技术为

主线ꎬ以合同为依据ꎬ加强行政协调和指导ꎬ共同完成任务ꎮ 目前联盟单位在快堆关键技术的自主研

发工作中取得了突破性进展ꎬ包括高丰度碳化硼芯块、大口径钠阀等关键设备的研制ꎬ部分项目已给

企业带来了收益ꎮ 在建立行业标准方面ꎬ快堆产业联盟通过快堆项目实施ꎬ和厂家一起制定快堆标

准ꎬ依托理事长单位制定标准的框架ꎬ组织成员按分工任务组织标准起草ꎬ通过联盟向国家部门推荐

评审ꎮ

４　 总结

在快堆产业化过程中ꎬ联盟作为一个创新组织形式对于管理者来说既是一个机遇也是一个挑战ꎮ
联盟在得到快速发展的同时ꎬ也存在着松散合作、单纯项目合作等问题ꎬ系统、深入、长期的合作不够ꎮ
本文目前提出了产业联盟创建和运行的管理方法和思路ꎬ联盟将在持续、平稳、高效的发展过程中ꎬ在
国家有关政策指导和上级领导的指导下ꎬ努力实践ꎬ为快堆产业化的早日实现做出贡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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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院所专利文献开发利用的实践与思考
———以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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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文平(１９８１—)ꎬ女ꎬ硕士ꎬ副研究馆员ꎮ

摘要:专利文献开发利用是科研院所图书馆科研人员开展的一项重要信息服务工作ꎮ 专利文献蕴含着丰富的技术、法
律及经济信息ꎬ对科研院所的科技创新和战略决策具有极其宝贵的参考价值ꎮ 它已成为当今知识经济时代最重要的

战略资源ꎮ 因此本文以科研院所专利文献开发利用为研究对象ꎬ对专利文献的特点、专利服务的主要问题及实施策略

进行了详细的阐述ꎬ并给出了提高原子能院专利文献开发水平的几点思考ꎮ
关键字:专利信息服务ꎻ图书馆ꎻ特色数据库ꎻ专利情报

专利文献是集技术、法律和经济信息为一体的特种文献ꎬ它记录了人类的发明创造成果ꎬ是知识

经济时代最重要的战略资源ꎮ 然而ꎬ长期以来ꎬ无论是图书情报部门ꎬ还是科技人员ꎬ都对专利文献重

视不够ꎬ使得这一宝贵的资源未能得到充分利用ꎮ 在建设创新型国家、市场化、国际化大背景下ꎬ开发

利用专利文献ꎬ服务科技创新应当成为包括科研院所图书馆在内的文献情报部门的一项重要任务ꎮ
本文以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为例ꎬ对专利文献开发利用探讨与思考ꎮ

１　 专利文献的特点

专利文献与其他类型的科技文献相比ꎬ具有以下几个特点ꎮ
(１)数量巨大、涉及面广且涵盖最新的科技信息

目前ꎬ全世界每年出版的专利文献大约为 １００ 多万件ꎬ且涉及面非常广泛ꎬ约占世界各种资料总

出版量的 １ / ４ꎮ 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ＷＩＰＯ)报道ꎬ全球每年发明成果的 ９０％ ~ ９５％都可以在专利文

献中查到ꎮ 专利文献传播最新科技信息比其他文献早ꎮ
(２)分类科学、形式统一、完整性及可靠性强

专利文献有统一的编排体例ꎬ科研人员只需借助属于自己从事的技术领域的国际专利分类号(例
如ꎬ原子能院科研人员可关注 Ｇ２１ 核物理核工程类)ꎬ即可获得世界各国的专利文献ꎮ 专利文献对技

术信息的揭示完整而详尽ꎬ通过阅读专利文献ꎬ就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对某一技术领域的发展历史及最

新进展有概括性的了解ꎮ 且专利技术在进入文献出版前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查ꎬ可靠性及实用性强ꎮ
(３)具有法律性及经济性

专利文献又是法律文件ꎬ经审查授权后的权利要求书及其内容是判断是否侵权的法律依据ꎮ 专

利文献与经济活动结合紧密ꎬ通过对专利文献信息的分析研究ꎬ可以在国际贸易和引进技术活动中规

避侵权、掌握主动ꎬ还可以了解竞争对手在国内外市场上所占的市场份额、核心技术竞争力、专利战略

和技术发展动态等ꎮ

２　 科研院所专利文献开发利用存在的主要问题

２.１　 图书馆对专利文献重视不够

科研院所图书馆的馆藏文献主要涉及科技期刊、图书、科技报告、会议资料等文献类型ꎬ一般不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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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专利文献ꎮ 因此专利文献的开发利用还没得到科研院所图书馆的广泛关注ꎬ只有少数图书馆面向

科研人员开展了专利文献利用讲座ꎬ主动提供专利文献服务还比较少见ꎮ 而且科研院所图书馆往往

缺乏经过专业系统培训的一线专利文献服务人员ꎬ无法为用户提供深层次的专利文献开发与情报咨

询服务ꎮ

２.２　 科研人员专利意识薄弱

科研人员的专利意识不强ꎬ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差ꎬ重论文、轻专利ꎮ 一些科研人员在完成项目后

偏重于申报成果ꎬ很少去考虑其科研成果是否应该申请专利ꎬ有不少科研人员甚至连专利申请的一些

最基本的常识都不了解ꎮ

２.３　 科研人员对专利文献利用率低

长期以来ꎬ科研院所科研人员习惯于从学术杂志上查找相关的技术信息却忽略了专利文献这一

最宝贵的信息资源ꎮ 以原子能院为例ꎬ据统计原子能院近十年被 ＳＣＩ 收录的论文引用的专利参考文

献仅有 ２０ 多件ꎬ这一现象从一侧面反映科研人员对利用专利的献率较低ꎮ 笔者一直在图书馆从事专

利检索、查新及情报研究工作ꎮ 在日常与广大科研人员就科技查新与检索等事务交流过程中ꎬ也发现

科研人员很少利用专利文献ꎮ 在课题申报或评奖申请进行查新时ꎬ科研人员所提供的参考资料几乎

清一色的是国内外期刊论文ꎬ很少提及专利文献ꎮ

３　 原子能院专利文献开发利用的实践

专利文献是科技创新的重要资源ꎬ在技术开发与技术创新中有着重要的作用:①促进科研开发和

技术创新ꎻ②进行技术预测ꎻ③利用专利的“疏漏”进行技术创新ꎻ④为科研院所发展提供战略决策

信息ꎮ
在全社会对知识产权日益重视、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大背景下ꎬ专利文献的开发利用是科研院所

图书馆服务创新的重要内容ꎮ 近年来ꎬ原子能院图书馆结合自身实际ꎬ在专利文献开发利用方面进行

了积极探索与实践ꎮ

３.１　 建立专利网站导航ꎬ便于用户利用专利文献

为方便原子能院科研人员便利查找专利文献ꎬ图书馆的网页上提供了国内外免费专利数据库的

导航ꎮ 例如ꎬ在图书馆首页专利数据库一栏及推荐站点设有中国专利数据库、欧洲专利局数据库及美

国专利数据库的链接ꎬ这些网站都提供了最新的专利文献ꎬ可免费下载专利文献全文ꎮ 同时ꎬ网站提

供了专利检索、专利应用的课件ꎮ 专利网站的导航方便了科研人员查找利用专利文献ꎮ

３.２　 开展专利查新ꎬ促进科研开发和技术创新

专利查新可以全面了解特定技术领域的现有技术水平ꎬ确定正确的研究方向ꎬ避免重复的劳动和

投入ꎬ节省时间和科研经费ꎬ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ꎮ 近年来ꎬ原子能院图书馆开展了专利查新工作ꎬ该
项工作与科研管理紧密结合ꎬ贯穿科研生产工作的始终ꎮ 专利查新人员在专利查新过程中力争做到:
立项时进行专利文献检索ꎬ保证项目的新颖性ꎻ在项目实施过程中ꎬ随时关注相关学科技术动态ꎬ掌握

最新的专利信息ꎬ及时校正研究方向ꎻ项目完成后ꎬ将具有独创性和新颖性的成果及时申请专利ꎮ

３.３　 开展专利信息报道ꎬ跟踪专利文献动态

对专利文献进行信息报道ꎬ及时跟踪专利文献动态ꎬ有助于科研人员及时了解相关领域专利技术

发展动态ꎬ更好地为科研生产提供专利信息ꎮ 目前原子能院内部刊物«核科技信息»和«核科技动态»
都设有专利报道栏目ꎮ «核科技信息»设置了“专利简讯”栏目ꎬ每期都报道 １５ ~ ２０ 件专利简讯ꎮ «核
科技动态»设有“专利技术”栏目ꎬ每期详细报道 ４ 件专利技术ꎮ 这两个刊物报道国内外在华申请的与

原子能院重点领域相关的最新专利ꎮ 通过对这些专利的报道ꎬ领导及科研人员及时了解原子能院相

关领域专利的申请情况ꎮ
专利文献的服务围绕着需求而展开ꎬ有的放矢ꎮ 除了上述定期出版的刊物ꎬ图书馆还针对用户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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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或重点研发的课题ꎬ提供及时准确的专利文献信息服务ꎬ给科研生产工作有力的支撑ꎮ 如在 ２０１０
年为支持原子能院反恐技术研发和产业化ꎬ推进原子能院反恐技术不断创新ꎬ原子能院图书馆收集、
整理主要国家和国际组织有关反恐技术的专利文献ꎬ及时出版了«反恐技术专利汇编»ꎬ收到了很好的

反响ꎮ

３.４　 自建专利专题数据库ꎬ整合优化专利资源

尽管专利文献一般在互联网上可免费查阅ꎬ但由于提供专利文献服务的网站数量众多、非常分

散ꎬ且网站对专利文献的下载都有一定的限制ꎬ因此科研人员难于方便、系统地获取专利文献ꎮ 在建

设专利专题数据库时ꎬ专利文献服务人员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①主题词的确定ꎬ主题词完全按照本

单位的需求而定ꎻ②长期维护ꎬ及时修正、更新数据ꎬ保证特色数据库的生命力ꎻ③完善数据库的功能ꎬ
使操作更简便ꎮ 例如ꎬ进入数据库的界面要友好ꎬ操作如“傻瓜相机”般简单ꎬ可进行公开号、题名、专
利权人、国际分类号、申请日、公开日、文摘等方面的检索ꎮ

为支撑原子能院重点学科领域的发展ꎬ原子能院图书馆根据实际情况ꎬ在调查的基础上确定主题

对专利资源进行二次加工整理ꎬ对专利资源进行整合ꎬ自主开发建立了«核专利全文数据库»«快堆专

利全文数据库»及«爆炸物核探测技术专利数据库»等专题数据库ꎮ 这些数据库建设达到相对完备的

程度ꎮ 数据库提供完善的检索系统ꎬ界面简单、便于检索ꎬ得到科研人员的青睐ꎮ

３.５　 开展专利情报研究ꎬ为专利战略提供信息支撑

对大量专利文献进行定性或定量分析ꎬ找出分布规律及发展趋势ꎬ从而将个别、零碎的信息转化

成系统、完整的认识ꎬ才能获得有助于科研机构制定策略、做出决策的竞争情报ꎮ 专利情报研究可以

很好地分析和预测技术发展的趋势ꎻ反映发明创造所具有的技术水平和商业价值ꎻ发现潜在的竞争对

手ꎬ判断竞争对手的研究开发动向ꎬ获取产品、技术、竞争策略方面的信息ꎮ
原子能院图书馆针对本院重点领域(反应堆、后处理、特种堆、同位素电池、加速器、反恐等)、一线

科研任务、科研管理ꎬ广泛开展专利技术发展态势、发展战略研究等专利情报调研ꎮ 积极开展并完成

了专利情报研究课题:«快堆专利战略研究»«爆炸物核探测技术专利研究»及«后处理专利分析»ꎮ 通

过专利情报研究ꎬ使科研人员了解快堆、爆炸物及后处理所在行业领域内的各种发展趋势、竞争态势ꎻ
通过全面、深层地挖掘专利文献中的战略信息ꎬ为原子能院相关领域专利战略的研究、制定和实施发

挥了重要作用ꎮ

４　 进一步加强专利文献开发利用的思考

为了进一步做好专利文献的开发利用工作ꎬ原子能院图书馆还应该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ꎮ

４.１　 将专利文献信息服务纳入科研管理全过程

积极争取科研管理部门的支持ꎬ使专利文献信息服务贯穿于科技项目管理的全过程ꎬ在科研计划

的立项、技术鉴定、技术产品的进口管理制度中增加专利文献检索、分析、论证等有关内容ꎮ 专利服务

人员应与知识产权人员、科研管理人员和技术专家密切合作ꎬ通过合作更深层次发掘专利信息ꎬ打造

精品专利服务ꎮ

４.２　 提升专利服务人员的能力

专利文献服务人员的能力和素质决定了专利文献服务的质量与效果ꎮ 因此图书馆应高度重视专

利服务人才培养ꎬ选择优秀专利服务人员通过在职进修、外出学习等各种方式进行学习、进修、培训ꎬ
促使其专利知识的提升和发展ꎬ然后带动图书馆专利人才服务水平的全面提高ꎮ 图书馆需要培养专

门的、具有现代信息意识的高素质专利从业人员ꎬ增强他们对专利文献的采集、加工、检索、分析、应用

等能力ꎮ 专利服务人员除了熟练掌握数据库技术、网络技术、计算机技术等ꎬ而且还要具有信息资源

二次开发与建设能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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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设立专利馆员

借鉴学科馆员和知识产权专员制度ꎬ设立专利馆员ꎮ 专利馆员除需要具备图书情报知识、核科技

专业知识ꎬ还应掌握一定的专利法律知识ꎮ 专利馆员应及时了解和掌握相关领域的动态和进展ꎬ深入

了解各个专业的科研对专利文献信息的需求ꎬ定期向科研人员介绍本单位各个学科专利文献的新信

息、有针对性地对各学科的专利文献进行收集整理和分析研究ꎬ并不断根据需求变化及时调整服务内

容和方式ꎬ主动地、定期地为各学科课题研究人员提供高水平专利文献服务和专利情报研究成果ꎮ

４.４　 深化专利文献开发服务

专利文献服务人员结合工具方法及专家智慧的深层次专利服务方式ꎬ可更好地挖掘专利文献信

息ꎬ从而能有效地进行专利技术预警ꎬ并以此进一步制定专利技术的战略布局ꎮ 具体操作如下ꎮ
①利用专利分析工具对专利文献进行定量分析:专利分析工具(ＴＤＡ)、专利分析平台(ＴＩ)及其他

一些权威专利软件对专利文献进行定量分析ꎬ从而进行关键技术挖掘、雷区探测、竞争态势分布等

研究ꎮ
②与专家相结合对专利文献进行定性分析:在进行专利情报研究时ꎬ邀请专家进行技术指导ꎬ加

强与专家联系ꎬ听取专家意见ꎬ给出精品的专利情报产品ꎮ

４.４　 加强专利文献服务的宣传与推广

专利文献服务的目的就是为了科研人员更好地使用专利文献ꎬ必须同样重视专利文献服务的宣

传和推广ꎬ可采用以下方式向广大读者进行宣传介绍ꎮ
①在图书馆主页醒目位置和弹出公告中同时宣传介绍特色数据库ꎬ宣传已完成的专利情报研究

结果ꎬ并建立使用链接ꎮ
②定期开展如何使用数据库的培训和讲座ꎬ特别要重视新职工入院的培训工作ꎮ
③编印专利文献服务的特点介绍、使用信息等宣传资料发放给读者ꎮ
④通过微信、微博、Ｅ－ｍａｉｌ、ＯＡ 办公协同等宣传方式ꎬ主动将新取得的专利文献成果(如专利情报

研究)ꎬ推荐给相关专业的科研人员ꎮ

５　 结束语

专利文献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知识宝库ꎮ 只有合理地开发和利用ꎬ才能对科研开发和技

术创新有着十分重要意义ꎮ 科研院所图书馆应充分发挥其专利文献服务的主导作用ꎬ加强深层次的

专利文献服务ꎬ增强科研人员的专利咨询意识ꎬ不断优化和深入专利文献服务ꎬ把科研院所的专利文

献服务打造成一种精品服务ꎮ

参考文献:
[１]　 李建容.专利文献与信息[Ｍ].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ꎬ２００４:２２－２９.
[２]　 杨小凤.国内专利信息服务体系建设现状分析[Ｊ].图书馆工作与研究ꎬ２０１３ꎬ(２０５):２６－２９.
[３]　 刘永计.图书馆专利信息服务的不足与对策[Ｊ].当代图书馆ꎬ２０１０ꎬ(１):２９－３０.
[４]　 杨丽.服务自主创新的高校专利信息整合研究[Ｊ].图书情报工作ꎬ２０００ꎬ５６(１):１２１－１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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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核科学技术进展报告(第五卷)
核情报分卷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５)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国际铀市场现状及未来价格走势分析

郭志锋ꎬ戴　 定ꎬ赵　 宏
(中国核科技信息与经济研究院ꎬ北京ꎬ１０００４８)

摘要:受多重因素影响ꎬ国际天然铀市场现货价格于 ２０１６ 年年底创下历史性新低ꎮ 铀生产商为了应对持续低迷的市

场行情ꎬ纷纷采取多种措施以降本增效ꎬ努力维持盈利和生存ꎮ 虽然哈萨克斯坦原子能公司(“哈原工”)宣布减产后ꎬ
铀价触底回升ꎬ但是国际铀市场供大于求的基本面没有改变ꎬ铀市彻底回暖依然困难重重ꎮ 全球低、中低成本铀资源

以及产能潜力明显大于全球未来 １０~１５ 年的铀需求ꎬ只是需要铀价得到稳步的提升ꎬ以便刺激产能的增加ꎮ
关键字:国际铀市场ꎻ供需ꎻ趋势ꎻ分析

受多重因素影响ꎬ国际天然铀市场现货价格于 ２０１６ 年年底创下历史性新低ꎮ 铀生产商为了应对

持续低迷的市场行情ꎬ纷纷采取多种措施以降本增效ꎬ努力维持盈利和生存ꎮ 虽然哈萨克斯坦原子能

公司(“哈原工”)宣布减产后ꎬ铀价触底回升ꎬ但是国际铀市场供大于求的基本面没有改变ꎬ铀市彻底

回暖依然困难重重ꎮ 全球低、中低成本铀资源以及产能潜力明显大于全球未来 １０~１５ 年的铀需求ꎬ只
是需要铀价得到稳步的提升ꎬ以便刺激产能的增加ꎮ

１　 受多重因素影响ꎬ铀价降至 １２ 年新低

在过去的 ２０１６ 年ꎬ国际天然铀价格屡创新低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ꎬ现货价格降至 １７.７５ 美元 /磅ꎬ创造

了 １２ 年来的最低纪录ꎬ比 ２０１６ 年年初下跌 ４０％ꎬ比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下跌 ７０％ꎮ 就像加矿首席执行官盖

泽尔所说的那样ꎬ２０１６ 年的铀市场行情是 ３０ 年来最差的ꎬ没有人估计到铀市会如此低迷ꎮ
铀价暴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ꎬ包括核电发展预期已远不及前些年ꎻ福岛核事故之后ꎬ日本关闭所

有核电机组ꎬ迄今为止大部分仍未重启ꎻ德国、比利时等国放弃发展核电ꎬ不少机组提前关闭ꎻ法国计

划到 ２０２５ 年将核电份额降至 ５０％等ꎬ这些都导致铀需求预期不断下调ꎮ 最后ꎬ各路铀生产商为了争

夺有限的市场而大打价格战ꎬ甚至到了你死我活的白热化地步ꎬ最终导致铀价跌到大家几乎都无法承

受的地步ꎮ
另一方面ꎬ在需求基本平稳的情况下ꎬ世界铀产量不断增加ꎬ加之库存和二次供应源依然强大ꎬ供

大于求的局面在短时间内难以明显改观ꎮ 总体而言ꎬ过去 １０ 年ꎬ在二次供应没有下降多少的情况下ꎬ
铀产量增长了 ５０％ꎬ而同期需求基本未变ꎮ 根据预测ꎬ２０１６—２０１９ 年间每年的供应量将超过需求量约

１.０ 万~１.２ 万 ｔ 铀ꎬ这意味着铀价在未来几年内将继续承受巨大的压力ꎮ 国际研究与咨询机构

ＧｌｏｂａｌＤａｔａ 于 ２０１７ 年初表示ꎬ全球铀产量到 ２０２０ 年预计将增至 ７６ ４９３ｔ 铀ꎬ复合年增长率为 ４.３％ꎮ 有

分析认识指出ꎬ产量过高是造成当前国际铀市羸弱不堪的罪魁祸首ꎮ
在铀价持续低迷的情况下ꎬ市场流动性已降至冰点ꎮ 生产商和贸易商们对未来一段时期的市场

走势表现悲观ꎬ他们普遍不愿签订长期合同ꎬ而是观望和等待行情好转ꎮ 更让人担忧的是ꎬ在短、中期

内看不到任何可以激发市场活力的有利因素ꎮ 即便是中国、印度、俄罗斯等国有不少新机组将陆续投

运ꎬ也是孤掌难鸣、独木难支ꎬ无法快速扭转这种趋势ꎮ

２　 铀生产商采取多种措施应对市场“寒冬”

在铀市短期恢复无望的情况下ꎬ加矿、哈原工、俄罗斯原子能公司(“俄原”)、法国阿海珐等铀业

巨头已把持续降本增效视为最后的救命稻草ꎬ纷纷采取节能、提高效率、剥离高成本项目、减少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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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员等手段ꎬ想方设法维持盈利和生存ꎮ
２０１５ 年全球天然铀平均生产成本已降至 ３９ 美元 /磅ꎬ２０１６ 年只有降至更低ꎮ 就目前的价格水平

而言ꎬ低成本资源尚有些许盈利空间ꎬ高成本资源则肯定面临亏损ꎮ 对一些生产成本偏高的生产商来

说ꎬ生存已上升到最优先位置ꎮ
作为世界头号铀生产商ꎬ哈原工拥有数量庞大的低成本铀资源ꎮ 哈原工在 ２０１６ 年将继续实施节

能措施和提高生产效率ꎬ目标是到 ２０１６ 年年底节省 ２７ 亿坚戈(约合 ７９５ 万美元)的支出ꎮ 哈原工还

计划成立一家贸易公司并增设美国办事处ꎬ以提高营销效率ꎬ增加利润ꎮ 此外ꎬ哈原工在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表示打算建立一个“铀基金”ꎬ目的是稳定铀价和市场ꎮ 哈原工及其合资企业将不减产ꎬ过剩产量将被

存入“铀基金”以减轻市场压力ꎮ 待到市场回暖时ꎬ再把这些铀投放市场ꎮ 然而ꎬ该消息在提振市场信

心方面似乎效果有限ꎮ
俄原旗下俄罗斯铀业公司(“俄铀”)正在通过降低运营成本和调整资产结构来优化天然铀生产ꎮ

俄铀已关闭了几座地下矿ꎬ并把投资重点转向更加现代化的地浸项目ꎮ 俄铀旗下的铀壹公司也在不

断降低运营成本和提高生产效率ꎮ 其策略是剥离高成本项目ꎬ不断发展位于哈萨克斯坦的低成本地

浸铀矿项目ꎮ 凭借哈萨克斯坦的若干个年产量超千吨的地浸铀矿项目ꎬ铀壹公司的平均生产成本截

至 ２０１６ 年第 １ 季度已降至 １１ 美元 /磅ꎮ 铀壹公司在 ２０１５ 年下半年卖掉了澳大利亚蜜月矿ꎬ甩掉了这

个因成本过高而关停的项目ꎮ
加矿在 ２０１６ 年将聚焦于最低成本的铀资源ꎬ以便在资产负债方面继续保持优异表现ꎮ 虽然铀价

一路走低ꎬ但是加矿预计 ２０１６ 年销量比 ２０１５ 年增长 ９％ꎬ以维持业绩增长和市场地位ꎮ 另一方面ꎬ为
了压缩产量和降低一般及行政成本ꎬ该公司自 ２０１６ 年以来已在加拿大和美国裁掉了近 ６００ 人ꎮ ２０１７
年ꎬ该公司还计划在麦克阿瑟河、雪茄湖和基湖项目上裁员 １２０ 人ꎬ相当于这 ３ 个项目员工总数

的 １０％ꎮ
阿海珐表示近期不会寻求新的矿山勘探项目ꎬ将把重点工作放到削减成本和减少投资上来ꎮ 该

公司矿业部门在 ２０１６ 年裁员 １００~２００ 人ꎮ
有些中小铀矿企业为了生存不得不出售一些非核心资产或建立联盟ꎬ以便保护核心资产ꎮ 加拿

大丹尼森矿业公司在 ２０１５ 年年底将其在蒙古的铀资产出售给了一家捷克企业ꎮ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ꎬ丹尼森

用其所有的非洲铀资产ꎬ包括马里、纳米比亚和赞比亚的一些项目ꎬ置换了另一家加拿大企业 ＧｏｖｉＥｘ
的大量股权ꎮ 实际上ꎬ两家公司是在非洲铀资产开发方面建立了一种联盟关系ꎬ以便抱团取暖ꎬ共渡

难关ꎮ 丹尼森这么做也是为了甩掉负担ꎬ轻装上阵ꎬ把力量集中于高品质的加拿大惠勒河项目ꎮ
经过连绵不断的价格战ꎬ铀业巨头们发现铀价已经跌到无以为继的地步ꎬ价格战再继续打下去谁

也无法赢得这场竞争ꎮ 最终ꎬ它们不得不选择终极措施———减产ꎮ 其实ꎬ加矿在 ２０１６ 年上半年率先

决定减产ꎬ将当年预期产量从 １.２ 万 ｔ 铀下调到 １ 万 ｔ 铀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ꎬ加矿宣布雪茄湖和麦克阿瑟

河矿将在 ２０１７ 年夏停产 １ 个月ꎬ并计划在 ２０１７ 年继续实施其他一系列旨在降本增效的措施ꎮ 加矿

２０１７ 年产量预计稍低于 ２０１６ 年ꎮ 哈原工在 ２０１７ 年初宣布哈萨克斯坦 ２０１７ 年铀产量目标下调 ２０００
余 ｔ 铀ꎬ降至 ２ 万 ｔ 铀ꎬ降幅约 １０％ꎬ相当于当前世界天然铀总产量的约 ３％ꎮ 目前ꎬ尚没有其他主要供

应商加入减产的行列ꎮ

３　 铀市场彻底回暖面临挑战

受哈萨克斯坦宣布减产的影响ꎬ国际铀现货价格最近明显反弹ꎮ 现货价格从最低的 ２０ 美元 /磅
以下迅速蹿升到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的 ２５ 美元 /磅ꎮ 然而ꎬ１ 个月后铀价再次下跌ꎮ 究其原因ꎬ是因为全球铀

市场的总体供需形势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ꎬ市场彻底回暖尚面临不少挑战ꎮ
首先ꎬ全球铀需求近期几乎没有大幅增加的可能性ꎮ 日本核电机组重启的步伐非常缓慢ꎻ中国的

核电计划也放慢了脚步ꎬ实现到 ２０２０ 年建成 ５ ８００ 万千瓦核电的目标难度不小ꎮ
其次ꎬ世界天然铀供应依然非常充足ꎮ 哈萨克斯坦下调 ２０１７ 年目标产量对市场带来了一定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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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ꎬ但是作用非常有限ꎮ 全球铀产量依然处于较高水平ꎮ 纳米比亚湖山矿于 ２０１６ 年底产出首批铀精

矿ꎬ并将缓慢提升产量ꎬ直至实现约 ５ ７７０ｔＵ / ａ 的额定产能ꎮ 作为世界最大的铀矿山之一ꎬ湖山矿的投

产给世界铀市场恢复元气带来了不小的压力ꎮ 另一方面ꎬ经合组织核能机构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联合发布的最新铀红皮书显示ꎬ截止到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ꎬ全球已查明铀资源总量达

７６４.１６万 ｔ 铀ꎬ以当前的消耗速度计算ꎬ可供全球使用 １３５ 年ꎬ可以说是比较充分的ꎮ
最后ꎬ一批临时停产项目在铀价回升到一定高度后随时可以重启生产ꎬ同时一批新项目开发工作

取得进展ꎬ这些都对铀市场回暖形成了压制ꎮ 澳大利亚的蜜月矿、马拉维的卡耶莱卡拉矿等由于失去

经济性而停产的项目都在等待时机复产ꎮ 另外ꎬ一批终止开发工作的项目也在等待时机重启开发工

作ꎬ包括铀壹公司在坦桑尼亚的姆库曲河项目、加拿大的中西项目和千禧项目、纳米比亚的特雷科皮

项目、尼日尔的伊姆拉伦项目、瑞典的哈根和维肯项目等ꎮ 最近ꎬ西班牙的萨拉曼卡项目于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开工建设并有望于 ２０１８ 年投产ꎬ巴西的恩热纽(Ｅｎｇｅｎｈｏ)项目计划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启动采矿作业ꎮ
澳大利亚西澳州叶利瑞(Ｙｅｅｌｉｒｒｉｅ)铀矿项目于 ２０１７ 年初获得西澳洲环境许可ꎮ 只要铀价恢复到一定

水平ꎬ这些项目就会复产或投产ꎮ
综上所述ꎬ再考虑到庞大的储备和二次供应ꎬ全球铀市场供大于求的基本面没有出现实质性变

化ꎬ铀市场彻底回暖尚缺乏可靠的根基ꎮ

４　 未来铀市场及价格走势分析

现阶段ꎬ从生产成本来看ꎬ２０ 多美元 /磅的价格显然无法支撑铀市场的长期发展ꎻ从市场竞争角度

来看ꎬ铀生产商们经过长期激烈的价格战已经筋疲力尽ꎬ需要喘口气ꎮ 加矿、哈原工纷纷减产或许标

志着铀市底部已经到来ꎬ拐点或将在未来一两年出现ꎮ
铀生产商的收入主要来自长期合同价格ꎮ 近一两年来ꎬ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ꎬ铀生产商努力通过

改进工艺、改善经营、降低能耗等手段降低成本ꎮ 在 ３０ 美元 /磅的价格以上ꎬ拥有大量低成本铀资源

的生产商仍然可以盈利ꎮ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ꎬ长期、激烈的价格战已经使国际天然铀长期价格降至 ３０
美元 /磅ꎬ基本达到临界点ꎮ 也就是说ꎬ对握有大量低成本资源的生产商而言ꎬ盈利也得不到保证了ꎮ
最终ꎬ哈原工和加矿决定减产ꎮ

然而ꎬ有限的减产幅度根本不可能改变大的供需关系ꎮ 目前ꎬ全球铀产量仍在增长ꎬ一批暂停和

新建项目随时准备复产或投产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供大于求的市场形势预计在 ２０２０ 年之前难以得到明

显缓解ꎮ 就未来两三年而言ꎬ铀价估计跌也跌不到哪去ꎬ升也升不了多高ꎮ 在市场不确定性增加的情

况下ꎬ铀价很可能在一个不高不低的区间徘徊ꎮ 因此ꎬ低买高卖或许当前阶段的上策ꎮ
就中期即 ２０２５—２０３０ 年而言ꎬ国际铀市场预计仍将保持供大于求的状态ꎬ供大于求的程度将取

决于具体的供需条件ꎮ 按照高值预测ꎬ到 ２０２５ 年全球铀需求将增长 ３０％ꎮ 从供给侧来看ꎬ到 ２０２５ 年

铀产量增长 ３０％甚至更多难度不大ꎮ 第一个原因是主要生产商手中握有大量的低成本铀资源ꎬ不需

要太大投资就可以增产ꎻ第二个原因是只要铀价回升到一定程度ꎬ幅度不需要太大ꎬ大量停产项目和

新项目就可以启动生产ꎬ补充产量ꎻ第三个原因是庞大的政府和企业铀储备随时可能进入市场ꎮ 到

２０２５ 年ꎬ基于过剩铀浓缩产能和核燃料循环的二次供应也不会明显减少ꎮ 因此ꎬ到 ２０２５ 年国际天然

铀市场预计总体上仍具备供大于求的基本条件ꎮ 这意味着到 ２０２５ 年国际铀价大幅上涨的可能性不

大ꎬ预计长期价格会从目前的 ３０ 美元 /磅升至 ６０ 美元 /磅一线ꎬ以便在低成本资源逐渐耗尽时ꎬ刺激

较高成本资源的开发ꎮ
从现在到 ２０３０ 年全球铀需求总量约 １２０ 万 ｔꎬ而铀红皮书显示生产成本低于 ８０ 美元 /磅的资源总

量超过 ２００ 万 ｔꎬ即便考虑到回采率也足够用ꎮ 从增产能力来讲ꎬ全球铀产量增长一半也不存在问题ꎬ
如果当前处于各阶段的铀矿开发计划均得以实现ꎬ现有的一次产能足以满足直至 ２０３５ 年的高值预测

需求ꎬ只是需要更高的价格来支撑产量的增长ꎮ
按照低值预测ꎬ到 ２０２５ 年全球铀需求将降至 ６.１ 万 ｔ 铀ꎬ比 ２０１５ 年的约 ６.７ 万 ｔ 下降 ９％ꎮ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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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２０２５ 年间的总需求量约 ６４ 万 ｔꎬ而全球生产成本低于 ４０ 美元 /磅的资源总量基本与此持平ꎮ
随着勘查工作的持续进行ꎬ预计将有更多的低成本资源被发现ꎮ 同时ꎬ当前的铀产能已远超需求ꎮ 不

论从资源侧还是从产能侧、二次供应侧、储备侧来看ꎬ铀价都不具备上涨的基本条件ꎮ 因此ꎬ在低值预

测下ꎬ预计铀价在 ２０２５ 年之前都将保持在一个相当低的水平上ꎮ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ｆｕｔｕｒ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ｒａｎｉｕｍ ｍａｒｋｅｔ

ＧＵＯ Ｚｈｉ￣ｆｅｎｇꎬＤＡＩ Ｄｉｎｇꎬ ＺＨＡＯ Ｈｏ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ꎬ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４８)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ｒａｎｉｕｍ ｐｒｉｃｅｓ ｈａｄ ｄｒｏｐｐｅｄ ｔｏ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ｌｏｗ ｐｏｉｎｔ.
Ｕｒａｎｉｕｍ ｐｒｏｄｕｃｅｒｓ ａｒｅ ｔａｋｉｎｇ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ｔｏ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ｓｔ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ｉｒ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ｉｅｓꎬ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ｇａｉｎ ｐｒｏｆｉｔ ａｎｄ ｓｕｒｖｉｖｅ.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ｕｒａｎｉｕｍ ｐｒｉｃｅｓ ｈａｖｅ ｒｅｂｏｕｎｄｅｄ ａｆｔｅｒ Ｋａｚａｔｏｍｐｒｏｍ 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ｄ ｉｔｓ ｐｌａｎｓ ｔｏ
ｃｕｔ ｂａｃｋ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ꎬ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ｒａｎｉｕｍ ｍａｒｋｅｔ ｒｅｍａｉｎｓ ｕｎｃｈａｎｇｅｄ.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ｍａｎｙ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 ｔｏ ｏｖｅｒｃｏｍ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ｕｒａｎｉｕｍ ｍａｒｋｅｔ ｔｏ ｇｅｔ ａ ｔｏｔａｌ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Ｕｒａｎｉｕｍ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ｌｏｗ ａｎｄ
ｍｉｄｄｌｅ－ｌｏｗ ｃｏｓｔ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ｃｌｅａｒｌｙ ｅｘｃｅｅｄ ｔｈｅ ｕｒａｎｉｕｍ ｄｅｍａｎ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ｉｎｇ １０ ｔｏ １５ ｙｅａｒ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ｕｒａｎｉｕｍ ｐｒｉｃｅｓ ａｒｅ ｍｅｒｅｌｙ ｎｅｅｄｅｄ ｔｏ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ｕｒａｎｉｕｍ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ｒａｎｉｕｍ ｍａｒｋｅｔꎻ Ｓｕｐｐｌｙ ａｎｄ ｄｅｍａｎｄꎻ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ｒｅｎｄꎻ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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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核科学技术进展报告(第五卷)
核情报分卷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５)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美国能源部自主研发助力美国核科技创新

杜静玲ꎬ刘文平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ꎬ北京 １０２４１３)

摘要:自主研发活动(ＬＤＲＤ)是美国能源部国家实验室保持自身活力ꎬ增强创新能力的一项重要举措ꎮ 它是一种自下

而上的研发项目组织形式ꎬ主要支持与能源部或国家核军工局任务相关的前沿科技领域项目ꎬ项目构想由实验室员工

提出ꎬ实验室主任确定ꎮ 这种方式最大的优点是赋予实验室更大的自主权和灵活性ꎬ给予科研人员更充分的施展空

间ꎬ从而最大限度的激发科研人员科技创新的主动性和创造性ꎮ ＬＤＲＤ 正式实施 ２０ 多年来ꎬ成就卓著ꎬ各实验室不仅

在获奖、专利申请以及发表论文论著等诸方面取得了骄人成绩ꎬ创新能力和应对能源部及国家各种挑战能力得到极大

提升ꎬ还吸引和留住了一流的优秀人才ꎬ为实验室的长期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ꎮ 本文综合了美国能源部 ＬＤＲＤ
近 １０ 年来的实施情况ꎬ详细研究了 ＬＤＲＤ 的设立目的ꎬ发展历史、相关法令、类型、特点、经费来源、项目管理方式ꎬ并
以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ＬＬＮＬ)为例ꎬ分析评价了 ＬＤＲＤ 的实施效果ꎬ期望对我国大型核科研机构的科技创

新有所参考ꎮ
关键词:美国能源部ꎻ国家实验室ꎻ实验室自主研究开发ꎻＬＤＲＤꎻ核科技创新

美国能源部管理着庞大的实验室系统ꎬ下属 ２１ 个国家实验室ꎮ 这些实验室设备精良、人才济济、
经费充足、研究范围广泛ꎬ在高能物理、核科学技术、等离子体科学、计算科学等科研领域处于世界领

先地位ꎬ对维护美国的国家、经济、能源安全ꎬ推进美国核科技创新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１]ꎮ
为了增强国家实验室的持续创新能力ꎬ能源部开展了实验室自主研究开发活动 (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Ｄｉｒｅｃｔｅ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简称 ＬＤＲＤ )ꎮ ＬＤＲＤ 属于能源部下属实验室的三类研发活动之

一ꎬ主要在大型综合性实验室开展ꎬ由实验室自主选定研发项目ꎮ 另两类分别是任务型研究开发活动

和委托型研究开发活动(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ＯｔｈｅｒꎬＷＦＯ)ꎬ是为完成能源部任务和受其他单位委托而开展的研发

活动ꎮ
ＬＤＲＤ 产生了丰硕的成果ꎬ对于保持国家实验室的活力ꎬ增强国家实验室的持续创新能力ꎬ吸引和

留住一流的优秀人才发挥了重要作用[２]ꎮ 下面对美国能源部国家实验室自主研究开发活动做详细

介绍ꎮ

１　 ＬＤＲＤ 发展历史和相关法令

在美国的私人和商业研发部门ꎬ通常都允许其实验室开展一些由实验室自主选定的研究开发项

目ꎮ 能源部(或其前身)所属的部分综合性实验室如 ＯＲＮＬ、ＳＮＬ、ＬＡＮＬꎬ在 ２０ 世纪六七十年代也一直

被允许开展一定数量的自由研究开发活动ꎮ 不过这一时期的自由研究开发规模相对较小、且不够规

范ꎬ名称也各不相同ꎮ
１９７７ 年ꎬ美国国会通过了能源研究开发署(ＥＲＤＡꎬ美国能源部的前身)１９７７ 财年授权法案(公法

９５－３９ 第 ３０３ 节)ꎮ 该法案明确授权能源部可以批准所属部分实验室使用合理量的经费资助一些自

由研究开发项目ꎬ这些项目由实验室员工提出ꎬ由实验室主任选择确定ꎮ
１９８３ 年 １２ 月ꎬ能源部发布法令(ＤＯＥ Ｏｒｄｅｒ ５０００.１)ꎬ在 ９ 个综合性国家实验室正式建立探索研究

和开发项目(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ｏ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ＥＲ＆Ｄ)ꎮ 该法令首次制定了管理 ＥＲ＆Ｄ 项目的政

策和程序ꎬ包括 ＥＲ＆Ｄ 使用是否恰当的标准以及项目监管职责等ꎮ
１９９１ 年ꎬ美国国会通过了 １９９１ 财政年度国防拨款法案(公法 １０１－５１０ꎬ３１３２ 部分)ꎮ 该法案正式

同意在能源部 ９ 个综合性实验室建立研究开发活动(ＬＤＲＤ)ꎬ并对 ＬＤＲＤ 经费设定了上限ꎬ即不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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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运行经费和资本设备费总和的 ６％ꎮ 根据该法案ꎬ１９９２ 年能源部颁布了有关 ＬＤＲＤ 的法令

(ＤＯＥ ５０００.４Ａ 法令)ꎬ在能源部实验室正式开展 ＬＤＲＤꎬ并把所有的实验室自主研究活动纳入 ＬＤＲＤ
管理ꎮ 迄今ꎬ能源部共有 １６ 个国家实验室实施 ＬＤＲＤꎬ详见表 １ꎮ

表 １　 实施 ＬＤＲＤ 的 １６ 个国家实验室

主管部门 实 验 室

能源部

科学办公室

橡树岭国家实验室(ＯＲＮＬ)、阿贡国家实验室(ＡＮＬ)、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ＢＮＬ)、太平洋

西北国家实验室(ＰＮＮＬ)、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ＬＢＮＬ)、斯坦福国家加速器实验室

(ＳＬＡＣ)、普林斯顿国家实验室(ＰＰＰＬ)、托马斯杰斐逊国家实验室( ＪＬＡＢ)、费米国家加速器

实验室(ＦＮＡＬ)、阿姆斯国家实验室(Ａｍｅｓ Ｌａｂ)

国家核军工局(ＮＮＳＡ)
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ＬＡＮＬ)、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ＬＬＮＬ)、桑地亚国家实

验室(ＳＮＬ)、托马斯杰斐逊国家实验室(ＪＬａｂ)、

能源部其他部门 爱达荷国家实验室(ＩＮＬ)、国家再生能源实验室(ＮＲＥＬ)、萨瓦纳河国家实验室(ＳＲＮＬ)

能源部有关 ＬＤＲＤ 法令ꎬ根据国会的相关法案分别在 １９９７、２００１、２００６、２０１５ 年进行了修订ꎬ目前

的执行的法令是 ＤＯＥ ４１３.２Ｃ 法令ꎮ 该法令规定了 ＬＤＲＤ 的目标、适用范围、投资方向、项目期限、资
助额度以及管理者的职责等内容[３]ꎮ 法令的具体修订过程见表 ２ꎮ

表 ２　 ＬＤＲＤ 法令的修订过程

年度 法令名称 主要内容或修订内容

１９７７ 公法 ９５－３９
授权能源研究开发署(能源部的前身)所辖实验室可以利用其运营预算经费中

的一定数额资助员工提议的研究项目

１９８３ ＤＯＥ ５０００.１Ａ 法令
授权能源部部分国家实验室建立探索性研究与开发(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ｏ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Ｒ＆Ｄ>)

１９９１ 公法 １０１－５１０ 授权能源部部分国家实验室建立实验室自主研究与开发(ＬＤＲＤ)

１９９２ ＤＯＥ ５０００.４Ａ 法令 正式建立实验室自主研究与开发(ＬＤＲＤ)

１９９７ ＤＯＥ ４１３.２ 法令 明确规定 ＬＤＲＤ 资金的资助方向和禁用情况

２００１ ＤＯＥ ４１３.２Ａ 法令 将资助比例上限上调至 ６％

２００６ ＤＯＥ ４１３.２Ｂ 法令 将资助比例上限上调至 ８％

２０１５ ＤＯＥ ４１３.２Ｃ 法令 将资助比例上限下调至 ６％

２　 ＬＤＲＤ 的目的、类型和特点

２.１　 实施 ＬＤＲＤ 的目的

能源部国家实验室拥有一大批杰出的科学家、工程师和管理人员ꎬ实施 ＬＤＲＤ 的初衷就是要赋予

这些实验室更大的自主权和更多的灵活性ꎬ发挥实验室专家的作用ꎬ推动开展与实验室发展方向一致

的探索性、创造性的研究ꎬ增强实验室应对未来科研任务的能力ꎮ 在能源部的法令中ꎬ明确提出了

ＬＤＲＤ 的 ５ 个目的ꎬ即:①保持实验室的科技创新能力ꎻ②增强实验室应对未来能源部或国家核军工局

(ＮＮＳＡ)任务的能力ꎻ③培养实验室的创新能力ꎬ激励实验室探索前沿科学技术ꎻ④研究和开发全新理

论ꎻ⑤高风险且极具潜在价值的研究和开发ꎮ

２.２　 ＬＤＲＤ 项目类型

ＬＤＲＤ 在各个实验室具体实施时ꎬ根据实验室各自的情况又细分为 １~５ 种类型ꎮ
ＬＡＮＬ 的 ＬＤＲＤ 项目包括两类:①探索研究(ＥＲ)ꎬ资助相对小的研究项目ꎻ②定向研究(ＤＲ)ꎬ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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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于实验室长期战略目标ꎮ ２０１５ 年 ＬＡＮＬ 用 ５４％的 ＬＤＲＤ 经费支持了 ４６ 个定向研究ꎬ项目最高资助

额度 ５４０ 万美元ꎬ三年完成ꎬ每年 １８０ 万美元ꎮ ＬＡＮＬ ３４％的 ＬＤＲＤ 经费用于支持 １２７ 个探索研究项

目ꎬ项目最大资助额度 １０５ 万美元ꎬ三年完成ꎬ平均每年 ３５ 万美元[４ ]ꎮ
ＬＬＮＬ 的 ＬＤＲＤ 项目分为四类:①战略性首创性研究ꎻ②探索性研究ꎻ③增强实验室竞争力的研

究ꎻ④可行性研究ꎮ ２０１５ 年ꎬＬＬＮＬ 共资助 １５８ 个 ＬＤＲＤ 项目ꎬ总经费 ８ ３００ 万美元ꎬ平均资助水平 ５２.
５ 万美元 /项ꎮ 其中探索性研究项目 １２１ 个ꎬ经费 ５ ９７６ 万美元ꎬ占总经费的 ７２％ꎻ战略性首创性研究

项目 ９ 个ꎬ经费 １ ７４３ 万美元ꎬ占总经费 ２１％ꎻ增强实验室竞争力的研究项目 １８ 个ꎬ总经费 ３０.６ 万美

元ꎻ可行性研究项目 １０ 个ꎬ经费 １２.５ 万美元ꎮ 图 １ 显示了 ＬＬＮＬ２０１５ 财年 ＬＤＲＤ 项目数量与资助水平

分布ꎮ

图 １　 ＬＬＮＬ２０１５ 财年 ＬＤＲＤ 项目数量与资助水平分布

２.３　 ＬＤＲＤ 项目的特点

与其他研发项目相比ꎬＬＤＲＤ 项目具有以下特点ꎮ
(１)更加突出创新性和创造性ꎮ ＬＤＲＤ 项目应当是与能源部或国家核军工局任务相关的前沿科

技领域的项目ꎬ必须满足如下一个或多个条件:①对先进的假说、概念或创新方法的研究ꎻ②为证明原

理而开展的实验和分析ꎬ或新科学思想、新技术观念乃至新装置实用性的初步判定ꎻ③新实验设备或

装置的构思与初步分析ꎮ
(２)具有高度的自主性和灵活性ꎮ 在遵守有关的法律法令的前提下ꎬ实验室对 ＬＤＲＤ 项目的提

出、选择、确定以及资助的规模等方面拥有很大的自主权ꎮ 这样有助于发挥实验室科技人员的专业判

断能力ꎬ对科学技术前沿领域的发展做出及时的反应ꎮ
(３)ＬＤＲＤ 项目周期相对较短ꎮ ＬＤＲＤ 项目周期大多在 ２ 年左右ꎬ一般不超过 ３ 年ꎮ 例如ꎬＯＲＮＬ

的主任基金平均持续时间为 ２ 年ꎬ种子基金平均持续时间为 １６ 个月ꎮ

３　 ＬＤＲＤ 项目的经费来源及数量

３.１　 经费来源

ＬＤＲＤ 的经费是根据相关法令从实验室运行费及资本设备费中提取出来的ꎬ既包括能源部项目经

费ꎬ也包括非能源部项目(ＷＦＯ)经费ꎮ ２００４ 年以来ꎬ各实验室的 ＷＦＯ 经费占总经费比重平均达 ２５％
以上ꎮ 因此ꎬＷＦＯ 已经成为 ＬＤＲＤ 的一个重要经费来源ꎮ

美国国会和能源部对 ＬＤＲＤ 经费提取的比例有明确的限定ꎬ目前提取的比例上限为 ６％ꎮ 提取比

例上限自 １９９２ 年实施以来经历了 ４ 次调整ꎬ１９９２—１９９９ 年提取比例为 ６％ꎻ２０００ 年一度降到 ４％ꎬ此
次经费的削减明显影响了项目质量ꎻ２００１ 年又恢复到 ６％ꎻ２００６ 年开始提高到 ８％ꎬ２０１５ 年又恢复现行

的 ６％ꎮ 实际上ꎬ具体到各个实验室ꎬ其提取的比例有所不同(表 ３)ꎬ且每年提取的比例都要经过能源

部的审批ꎮ 能源部主要依据项目的申请情况和上年度 ＬＤＲＤ 的完成情况核定各实验室的经费比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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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ꎬ侧重基础研究的实验室如 ＢＮＬ、ＬＢＮＬ 等相对较小ꎬ而核武器实验室(ＬＡＮＬ、ＬＬＮＬ、ＳＮＬ)的
比例较高ꎬ均在 ５％以上ꎬ但都未达到法定比例的上限ꎮ

３.２　 经费数量

随着 ＬＤＲＤ 项目实施效果的显现ꎬ能源部向 ＬＤＲＤ 项目投入了越来越多的经费ꎬ２０１０ 年 ＬＤＲＤ 经

费总数接近 ５ 亿美元(图 ２)ꎻ２０１６ 年ꎬ所有涉核实验室用于 ＬＤＲＤ 项目的经费总和达到了 ５.６５ 亿美元

(表 ３)ꎬ资助项目 １ ７８８ 个ꎮ 由于各个实验室的总经费及其比例各不相同ꎬ每年用于 ＬＤＲＤ 的经费差

距较大ꎬＢＮＬ 每年用于 ＬＤＲＤ 的经费仅有 １ ０００ 万美元左右ꎬＳＮＬ、ＬＡＮＬ 和 ＬＬＮＬ 三个核武器实验室

ＬＤＲＤ 的经费约占能源部全部 ＬＤＲＤ 经费的 ３ / ４ꎬ尤其 ＳＮＬ 和 ＬＡＮＬ 两个实验室ꎬＬＤＲＤ 经费均达到上

亿美元[１ ]ꎮ

图 ２　 ２００４—２０１４ 财年能源部国家实验室 ＬＤＲＤ 项目总经费变化情况

表 ３　 ２０１６ 财年部分 ＤＯＥ 国家实验室 ＬＤＲＤ 成本及总成本[１ ]

实验室 ＬＤＲＤ 项目数 ＬＤＲＤ 成本( ＄ Ｍ)
实验室的总运营经费和

资本设备费( ＄ Ｍ)
ＬＤＲＤ 成本占总成本

构成的百分比

ＬＡＮＬ ２７６ １１４.３ １ ９４８.８ ５.８７％

ＬＬＮＬ １８２ ８５.８ １ ４４８.６ ５.９２％

ＳＮＬ ３６６ １５９.２ ２ ８６４.８ ５.５６％

ＡＮＬ １３５ ３３.７ ６７２.２ ５.０１％

ＢＮＬ ４８ １１.５ ４７１.５ ２.４４％

ＩＮＬ ７１ １７.８ ９９２.２ １.７９％

ＬＢＮＬ ８５ ２４.６ ６８２.３ ３.６１％

ＮＲＥＬ ７０ １２.２ ３４９.８ ３.４９％

ＯＲＮＬ １８４ ４４.２ １ ２０４.５ ３.６７％

ＰＮＮＬ ２１８ ３９.７ ８１５.５ ４.８７％

ＰＰＰＬ ２６ ３.１ ８８.１ ３.５２％

ＳＲＮＬ ６０ ７.５ １８２.３ ４.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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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实验室 ＬＤＲＤ 项目数 ＬＤＲＤ 成本( ＄ Ｍ)
实验室的总运营经费和

资本设备费( ＄ Ｍ)
ＬＤＲＤ 成本占总成本

构成的百分比

ＳＬＡＣ ３４ ７.０ ２２８.０ ３.０７％

Ａｍｅｓ Ｌａｂ ９ １.０ ５２.２ １.９２％

ＦＮＡＬ １９ ３.３ ３２１.１ １.０３％

ＪＬａｂ ５ ０.６ １２１.９ ０.４９％

总计 １ ７８８ ５６５.５ １２ ４４３.８ ４.５４％

４　 ＬＤＲＤ 项目的管理

４.１　 实验室对 ＬＤＲＤ 项目的管理

各个实验室对 ＬＤＲＤ 项目管理的基本程序大体相同ꎬ主要包括三个步骤ꎮ
(１)制订战略计划ꎬ确定 ＬＤＲＤ 投资的科技领域ꎮ 每个财年初期ꎬ实验室主任及高层管理人员需

要对实验室的战略方向、支撑实验室任务的科学和技术发展状况以及保持实验室创新能力的基础研

究和开发需求进行评估ꎮ 评估活动不但确定了实验室战略研究和开发需求ꎬ而且确定了 ＬＤＲＤ 资助

水平占实验室总运行费和资本设备费预算的比重ꎮ 实验室高层管理人员据此制订年度 ＬＤＲＤ 战略

计划ꎮ
(２)在实验室内部征集创新性拟研究项目ꎮ 实验室 ＬＤＲＤ 项目办公室根据战略计划在实验室范

围内征集拟研究项目ꎮ 这种公开征集鼓励实验室所有科技人员广泛参与ꎬ并激励他们提出创新性思

路ꎮ 拟研究项目的范围涉及那些着眼于战略性科学技术开发以及能够增强实验室创新能力的具有高

度创新性和创造性的项目ꎮ
(３)对征集到的项目进行评价和选择ꎮ 包括进行科学同行评价和实验室管理层评估ꎬ从拟研究项

目中选择合理的投资组合ꎬ并由高层管理人员将拟投资的项目排序和上报ꎮ 各实验室以能源部

４１３.２Ｃ法令作为选择 ＬＤＲＤ 项目的指导原则ꎬ选择过程比较严格ꎮ 所有拟研究项目都经过两种类型

的评估:即科学同行评价和实验室管理层评估ꎮ 科学同行评价基于以下标准:研究项目的新颖性、影
响力、风险、与战略规划和能源部任务的相关性、科学品质、可行性以及项目团队的质量等ꎮ 实验室管

理层评估由实验室高层管理人员、项目负责人和学术带头人共同参与ꎬ他们根据能源部和实验室的战

略需求来选择高品质的项目ꎮ

４.２　 能源部对 ＬＤＲＤ 项目的管理与监督

能源部对 ＬＤＲＤ 项目的管理主要包括以下几项ꎮ
(１)规划和相关法令的制定、修订ꎮ 如制定能源部的战略规划、制定有关 ＬＤＲＤ 的法令(ＤＯＥ４１３.

２Ｃ 法令)、指南等ꎮ
(２)审批 ＬＤＲＤ 项目计划ꎬ批准年度经费比例ꎮ 审批主要基于上报项目的合理性、现场办公室的

建议、上一年项目评估的结果以及实验室管理的整体业绩等ꎮ
(３)监督检查ꎮ 能源部对各实验室执行项目的过程进行评估和监督ꎬ并定期审查项目进度和实验

室提交的报告ꎬ确保实验室执行 ＬＤＲＤ 项目的过程符合能源部法令ꎮ 此外ꎬ国家审计总署(ＧＡＯ)、能
源部总检查长办公室(ＯＩＧ)也会对能源部及其下属实验室的 ＬＤＲＤ 执行情况、完成效果以及经费使

用情况等进行审计和评估ꎮ

５　 ＬＤＲＤ 的实施效果

ＬＤＲＤ 实施以来ꎬ相关实验室、能源部以及总审计署等各方对 ＬＤＲＤ 实施情况及效果进行过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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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ꎬ均对 ＬＤＲＤ 的作用和效果给予了积极正面的评价ꎮ 普遍认为 ＬＤＲＤ 成效显著ꎬ对于保持实验室

的活力、提升实验室的科学技术能力、吸引优秀人才等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ꎮ ２０１６ 年 ＬＤＲＤ 项

目资助的博士后人数为 １ ０３４ 人ꎬ占实验室博士后总人数(３ ３１０ 人)的 ３１.２％ꎮ ＬＤＲＤ 同时也产生了

大批的优秀科技成果ꎬ近 ５ 年来美国能源部 ＬＤＲＤ 项目年均发表的出版物 ２ １５０ 余篇ꎮ 此外ꎬＬＤＲＤ
项目在推进技术转让方面也发挥了很大作用ꎬ近 ５ 年 ＬＤＲＤ 项目申请的专利和公开的发明年均数量

分别突破 １５０ 和 ４２０ 件[１]ꎮ 以上数据充分表明ꎬＬＤＲＤ 项目的科研成果产出远远高于它的投入ꎮ
下面以 ＬＡＮＬ 和 ＬＬＮＬ 为例ꎬ介绍 ＬＤＲＤ 的具体实施效果ꎮ

５.１　 ＬＡＮＬ 实施 ＬＤＲＤ 的效果

ＬＡＮＬ 实施 ＬＤＲＤ ２５ 年来支持了许多颇有影响力的技术ꎮ 许多科技人员的对于保障国家安全的

创新性思想均来源于 ＬＤＲＤ 项目ꎬ许多关键的 ＮＮＳＡ 项目ꎬ和科研领军人物都根植于 ＬＤＲＤ 项目ꎮ 例

如ꎬ质子照相已经为核武器的研发提供了 ５００ 次的动力学实验ꎮ 目前ꎬ质子照相不仅可用于武器系统

的选择ꎬ还可用于提高装甲部队的耐穿透能力ꎮ ＬＤＲＤ 项目还为 ＬＡＮＬ 实验室主任提供了投资前瞻性

和潜在的高回报研究的机会ꎬ增强了 ＬＡＮＬ 完成国家任务的能力ꎮ ２０１５ 年 ＬＤＲＤ 投资约占整个实验

室总预算的 ５.５％ꎬ使研发人员开展前沿研究成为可能ꎬ从而增强了实验室的前瞻性、创新能力和完成

世界级科技研发和工程制造的能力ꎮ

５.２　 ＬＬＮＬ 实施 ＬＤＲＤ 的效果[５ ꎬ６ ]

ＬＬＮＬ 的 ＬＤＲＤ 可以说成效显著ꎬ成果丰硕ꎮ 目前 ＬＬＮＬ 的科技实力大部分都是过去 ＬＤＲＤ 投资

的产物ꎮ ＬＤＲＤ 发展延伸了 ＬＬＮＬ 的知识基础、保持了其作为一流研究机构的活力ꎬ使 ＬＬＮＬ 在许多前

沿科学领域始终保持世界领先地位ꎮ ＬＤＲＤ 以不到实验室总经费 ６％的投入ꎬ获得了远高于投入的科

研成果ꎮ
从获得的知识产权看ꎬ２００６—２０１５ 财年 ＬＬＮＬ 用不到 ６％的经费ꎬ申请到占实验室总专利数４７.４％

的专利(表 ４)ꎮ

表 ４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 财年 ＬＬＮＬ ＬＤＲＤ 获得专利情况

类 别
年　 度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平均

ＬＬＮＬ 获得的

所有专利数
６３ ６２ ５７ ４６ ５４ ６０ ７８ ８４ １０５ ９６ ７０.５

ＬＤＲＤ 获得的

专利数
２９ ３２ ２３ ２０ ２７ ３２ ３５ ４４ ４６ ４６ ３３.４

ＬＤＲＤ 占总

专利的比例
４６％ ５２％ ４０％ ４３％ ５０％ ５３％ ４５％ ５２％ ４４％ ４８％ ４７.４％

从发表的论文看ꎬ每年有 ２０％以上的论文出自 ＬＤＲＤ 项目(表 ５)ꎬ且有不少成果出现在世界知名

杂志的封面上ꎮ 以 ２０１４ 年为例ꎬ２０１４ 年 ＬＬＮＬ 发表期刊论文共计 ９８５ 篇ꎬ其中 ２４５ 篇出自 ＬＤＲＤ 项

目ꎬ占总数的 ２５％ꎮ 其中 １ 篇论文出现在«Ｎａｔｕｒｅ»杂志的封面上ꎬ４ 篇论文出现在«Ａｐｐｌｉｅｄ Ｐｈｙｓｉｃｓ»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等知名期刊封面上ꎮ

表 ５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财年 ＬＬＮＬ ＬＤＲＤ 发表文章情况

年度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平均

所有 ＬＬＮＬ 文章 ９９４ １ ０１６ １ １５５ ９８５ １ ０１０ １ ０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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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度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平均

ＬＤＲＤ 文章 ２０７ ２３０ ２９３ ２４５ ２６５ ２４８

ＬＤＲＤ 文章所占比例 ２１％ ２３％ ２５％ ２５％ ２６％ ２４％

从获奖情况看ꎬＬＤＲＤ 项目产生了包括发现 １０８ 号元素在内的诸多重要成果ꎬ获得了包括总统奖

(ＰＥＣＳＡ)、莱布尼茨奖、劳伦斯奖、全美百佳研究开发奖(Ｒ＆Ｄ １００Ａｗａｒｄｓ)等在内的许多著名奖项ꎮ
ＬＬＮＬ 获得的百佳研究开发奖有半数以上出自 ＬＤＲＤ 项目ꎮ 例如ꎬ２０１５ 年有 ３ 个项目获得该奖项ꎬ
２ 项出自 ＬＤＲＤꎻ２０１０ 年有 ６ 个项目获得该奖项ꎬ４ 项出自 ＬＤＲＤꎮ

从人才培养方面看ꎬ ＬＬＮＬ 的不少科学家由于成功地完成 ＬＤＲＤ 项目而成为本领域世界知名的

科学家ꎻ同时 ＬＤＲＤ 项目每年吸引大批博士后研究人员ꎬ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财年有 ６０％ 的 ＬＬＮＬ 博士后研究

人员得到 ＬＤＲＤ 项目资助(表 ６)ꎬ这其中有约半数的博士后研究人员成为实验室雇员ꎮ

表 ６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财年 ＬＬＮＬ 的 ＬＤＲＤ 项目资助博士后情况

年度 博士后总人数 ＬＤＲＤ 项目资助的博士后人数 ＬＤＲＤ 资助的博士后人数百分比

２０１１ １７９ １２２ ６８.２％

２０１２ ２０７ １４９ ７２.０％

２０１３ ２４３ １２３ ５０.６％

２０１４ １３９ ９５ ６８.３％

２０１５ ２３６ １０２ ４３.２％

平均 ２００ １１８ ６０.０％

６　 结论

(１)美国国会和能源部重视发挥综合性国家实验室在核科技创新中的作用ꎬ允许实验室从运行费

及资本设备费中提取一定比例的经费进行自主研究和开发ꎮ
(２)美国能源部综合性国家实验室的自主研究和开发活动是依法进行的ꎬ这样既保证了实验室的

自主权和灵活性ꎬ又保证了政府对自主研究和开发活动的规范管理ꎮ
(３)国家实验室用于自主研究和开发活动的经费来源固定、数量较大ꎮ ２００７ 年美国能源部 ９ 个

综合性实验室的 ＬＤＲＤ 总经费接近 ５ 亿美元ꎬ最少的也在 １ ０００ 万美元以上ꎬ多的超过 １ 亿美元ꎬ充足

的经费保障了 ＬＤＲＤ 项目的成功实施ꎮ
(４)自主研究和开发成就卓著ꎬ实施 ＬＤＲＤ 的实验室在获奖、专利申请以及发表论文论著等诸方

面均取得了骄人成绩ꎬ创新能力和应对能源部及国家各种挑战能力得到极大提升ꎮ
(５)实施 ＬＤＲＤ 的实验室吸引和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ꎬ为实验室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

保证ꎮ
美国能源部在综合性国家实验室实施的自主研究开发模式值得我国大型科研机构参考和借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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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论述了情报信息资源在企业技术创新中的作用ꎬ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信息需求进行了分析ꎬ阐述了情报

信息资源的开发途径和方法ꎬ提出了强化信息资源的对策和措施ꎮ 指出了构建企业情报信息管理系统服务平台ꎬ是将

公司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现代化企业的重要内容ꎬ形成一个具有较强信息获取、传送、处理和使用功能的集科技信息

与行业管理为一体的综合系统ꎮ 它能为企业生产技术自主化、先进化、管理科学化、为各个应用部门市场经营、生产管

理、行政办公、国际间的技术与商贸的交流与合作提供信息服务ꎮ 为领导决策、企业技术创新ꎬ提供网络环境下的信息

资源服务ꎮ
关键词:　 情报信息资源ꎻ开发ꎻ企业ꎻ技术创新ꎻ 研究

１　 情报信息资源在企业技术创新中的作用

信息作为一个社会概念是指人类共有的一切知识、学问以及客观世界提炼出来的各种数据与消

息的总和ꎬ它表现为情报、资料、信号等形式ꎬ其实质是指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一切事物自身运行状况

和它们之间互联系、相互作用所表达或交换的内容ꎮ 信息是一种资源ꎬ而且是一种越来越重要的资

源ꎮ 在信息社会里ꎬ信息量的大小是影响一个国家经济、科技和文化发展快慢的一个重要因素ꎮ 众所

周知ꎬ信息、材料和能源已构成当今社会经济发展的三大支柱ꎬ而信息的重要作用越来越被人们所认

为和关注ꎮ
邓小平同志早在 １９８４ 年就指出:“开发信息资源、服务四化建设ꎮ”江泽民同志也一再强调“四个

现代化ꎬ哪一个现代化也离不开信息化”ꎮ 信息之所以重要ꎬ是因为它能使人耳聪目明ꎬ深化对客观事

物发展规律的认识ꎬ增强预见性ꎬ减少盲目性ꎬ因为有了信息ꎬ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审时度势ꎬ掌握主

动权ꎬ立于不败之地ꎮ 离开信息ꎬ各项工作将无法进行ꎬ就科技情报而言ꎬ之所以说它是一种重要的信

息资源和知识宝库ꎬ是因为它不仅记载着科学研究和生产建设等社会实践的全过程ꎬ而且记载着这些

活动的全部成果ꎬ它是科技信息和科研成果的载体ꎬ是知识形态的技术资源ꎬ只要对其进行开发和利

用ꎬ就可以转化为物质形态的成果ꎮ 通过对科技情报资源的开发ꎬ一方面可以吸收以前科技生产活动

中先进、合理的成分ꎬ另一方面也可以尽量避免重复劳动ꎬ少走弯路ꎬ从而提高社会劳动效率ꎮ 在建设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活动中ꎬ做好科技情报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工作ꎬ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

产力转化ꎬ对企业的技术创新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ꎮ

１.１　 情报信息能丰富创新构思

创新构思是企业创新运行的准备阶段ꎬ即创新主题的酝酿过程ꎮ 而超前的构思萌芽是由信息的

“触发”而产生的ꎮ “触发”创新的信息动因主要是“有效需求”ꎮ 企业获得的信息越多ꎬ其创新构思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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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丰富和新颖ꎮ 国内外工业企业创新、发展的实践证明ꎬ绝大部分企业的创新是沿着“市场诱发”的途

径产生的ꎮ 人们熟知的蒸汽机之所以在英国产生ꎬ就是因为 １８ 世纪的英国不论是在市场需求还是在

技术能力上具备了“触发”创新的条件ꎮ
１.２　 情报信息能优化创新决策

创新决策是企业技术创新的第一阶段ꎬ即创新选题立项的抉择过程ꎮ 创新决策优化是与信息成

正比的ꎮ 信息越全面、越准确、越及时ꎬ创新决策优化就越有把握ꎮ 因此ꎬ无论是以经验为依托的创

新ꎬ还是以科学原理为依据的创新ꎬ都有赖于信息的利用而达到优化ꎮ 如全球范围内的高技术创新是

以传统技术信息为基础的ꎬ众多的民用技术创新都是以军事技术信息为先导的ꎬ它们都是在继承或借

鉴的前提下推进决策优化的ꎮ
１.３　 情报信息能加速创新进程

信息在实施创新过程中具有“加速器”的功能ꎮ 信息的快速和准确应用ꎬ可使整个企业工作程序

得到重新审视和设计ꎬ从而大大提高创新效率和效益ꎮ 日本在二战后能用 １５ 年时间走完欧美国家 ５０
年所走过的路程ꎬ在很大程度上是因善于吸收外来技术信息进行创新所取得的ꎮ 所以ꎬ掌握信息、加
速创新、是赢得“后发优势”实现“后来居上”的必要条件ꎮ
１.４　 情报信息能提高创新效益

有人估计ꎬ使用信息技术用于企业创新ꎬ如以计算机和机器人代替人的部分管理和操作ꎬ小批量

灵活生产的总成本可降低 ８０％~９０％ꎬ而每个工人的生产效益可提高 １０ 倍、２０ 倍ꎬ甚至 １００ 倍ꎻ信息

知识占制造业附加值可达 ３ / ４ꎮ 正如西方经济学家所说的ꎬ信息交流是国民经济增长的倍生因子ꎮ

２　 企业技术创新对情报信息需求的分析

２.１　 技术创新渴求市场信息

市场需求信息是技术创新的诱因ꎮ 为避免因信息不灵或信息不准而导致立项失误所带来的损

失ꎬ技术创新就必须首先从市场信息调查抓起ꎮ 既要调查国内市场、本地市场、静态市场、卖方市场、
超级市场和新兴市场ꎻ又要调查国外市场、外地市场、买方市场、初级市场和传统市场ꎮ 既要了解市场

近期需求、大众需求和有效需求信息ꎬ又要掌握市场近期需求、长期需求、有限需求和潜在需求信息ꎬ
洞察市场消费的发展趋势和变化规律ꎬ促进创新与需求的协调和产销的衔接ꎮ
２.２　 技术创新翘望政策信息

政策信息是企业确立创新战略的指南ꎮ 一要掌握科技政策信息ꎬ即掌握科技资源、科技组织、科
技结构等一整套系统的政策体系ꎻ二要熟悉产业政策信息ꎬ即明确产业结构政策、产业组织政策、产业

技术政策和产业布局政策ꎻ三是了解税收政策信息ꎬ即弄懂与企业经营有关的税种和附加税及有关创

新的税收优惠政策ꎻ四是研究采购政策信息ꎬ弄清政府采购行为对创新产品的扶持力度ꎻ五是通晓金

融政策信息、分析银行科技贷款和风险资金的规模与投向及企业创新争取金融支撑的可能性ꎮ 在国

家政策指导下ꎬ使企业技术创新的指向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目标相一致ꎮ
２.３　 技术创新企盼科技信息

为避免因信息闭塞造成重复开发、结构趋同和防止因技术上难以逾越的困难而导致创新的失败ꎬ
技术创新必须有科技信息的支持ꎮ 一是成果信息ꎬ掌握那些实用、易转化、运行成本低和市场看好的

有关应用研究和实验发展的成熟性成果信息ꎻ二是专利信息ꎬ弄清自己启动的创新项目是否涉及别人

的知识产权ꎬ监视在我国已公开的专利申请有否对自己企业构成潜在威胁ꎻ三是工程信息ꎬ注视以计

算机应用为核心的先进制造技术的最新发展ꎮ 只有掌握了雄厚的科技信息ꎬ才能使本来前景难断的

创新项目转变为成功在握的可控工程ꎮ
２.４　 技术创新依赖文献及网络信息

在技术创新初期ꎬ需要最大可能地识别、把握环境与约束ꎬ正确决定技术创新的基本方向、规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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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ꎮ 因此ꎬ需要进行大量回溯性的文献信息检索ꎬ包括专利信息、期刊信息、标准信息、科技报告等

创新信息ꎮ 同时需要在行业网或互联网上查寻投资的预算约束ꎬ比较专利技术的转让费用ꎬ巧妙利用

过期专利ꎬ制订基本的创新决策ꎮ

２.５　 技术创新呼唤管理信息

管理信息是促进企业创新成功的钥匙ꎮ 一要收集产品标准信息ꎬ确保创新产品品质达到国际先

进标准ꎻ二要收集成本信息ꎬ包括节能、降耗、减亏、增盈方面的经验信息并加以借鉴运用ꎻ三要注意

“联姻”信息ꎬ探索产学研合作共同创新的可能性ꎻ四要搜集竞争信息ꎬ重点了解同行业竞争强度ꎬ避免

创新的盲目性和竞争过度ꎻ五要引进国外先进的集成管理软件和管理体制ꎬ实现集成重组ꎬ寻求适合

企业的管理系统ꎬ使企业技术创新建立在可靠的管理信息的基础之上ꎮ

３　 情报信息资源的开发途径

当代一个突出的矛盾ꎬ就是科研成果几乎成几何级数在增长ꎬ信息与资料浩如烟海ꎬ使许多成果

还没来得及开发应用ꎬ就随着汹涌的文献潮流留向深处ꎬ越埋越深ꎮ 解决这一矛盾ꎬ充分发挥科技情

报作用的主要途径就是把静态的情报信息变成动态的情报信息ꎬ并使其尽快传递到利用者手中ꎬ就需

要对科技情报进行有效的开发ꎮ
对于情报资源的开发ꎬ从其深度角度看ꎬ可分为三个层次ꎬ即一次、二次、三次文献开发ꎮ
一次开发是指基层单位情报部门ꎬ在履行对科技文件形成和积累的监督指导职能的基础上ꎬ从技

术业务部门或科技人员手中收集和接收科技文件ꎬ并将其筛选转化为科技情报ꎮ 这些情报ꎬ就是构成

本单位情报的一次文献ꎬ它是科技情报工作的物质基础ꎮ 一次开发是创业式开发ꎬ开发的目标是丰富

馆藏资源ꎬ开发的方法是采取职能手段进行的ꎮ
二次开发是指对科技情报的加工ꎮ 这是一种守业式开发ꎮ 开发的目标是建立检索工具体系ꎮ 即

对一次文献进行加工、整理、编目、著录等而产生二次文献ꎮ 二次文献是一次文献简化后的产物ꎬ其文

献形式表现为各类检索工具ꎮ 它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其本身的科技内容ꎬ而在于它可以作为查找一次

文献的线索ꎮ 我们所说的情报工作的现代化ꎬ主要是指二次开发手段的现代化ꎬ建立各类机检系统ꎮ
目的是通过检索工具以简化形式、准确及时的进行信息传递ꎬ以最少的时间获取更多的知识ꎮ

三次开发是指在合理利用二次文献的基础上ꎬ选用一次文献的内容ꎬ根据特定要求进行的情报研

究ꎮ 它是对诸多情报内容进行综合分析ꎬ使知识高度浓缩ꎮ 三次开发成果的表面形式是综述、论著和

专题评述等ꎮ 三次开发是创造性开发ꎬ其目标是提供新知识ꎮ
无论是政府决策部门ꎬ还是广大科技人员都希望能通过情报信息直接得到有价值、有水平、有发

展趋势的文献资料ꎬ以作为制订规划、选择课题、引进技术、革新改造和制定政策的依据ꎮ 这就需要对

情报资源进行深层次的开发ꎬ加以去粗取精ꎬ由此及彼ꎬ由表及里的进行创造性浓缩ꎬ并通过综合分析

对比ꎬ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ꎬ这个规律性的东西就是激活了的知识ꎮ 用它就可以撰写可分析、有建

议的研究报告ꎬ作为领导决策和科技人员研究开发的借鉴指导和依据ꎮ

４　 情报信息资源开发的方法及其对策

４.１　 调整信息服务内容

俗话说:“一条情报信息ꎬ可以救活一个企业”ꎮ 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企业ꎬ其情报信息工作必

然是非常活跃的ꎮ 情报信息人员应根据本单位的民品开发和科研项目ꎬ随时捕捉信息ꎬ并进行分析、
研究、对比ꎬ从而向企业领导提供针对性强、适应性广、具有新颖性与先进性的有价值的情报信息ꎬ使
之准确地做出决策ꎮ 例如ꎬ在我厂民品支柱产品六氟化硫(ＳＦ６)的研制开发过程中ꎬ科技情报人员就

积极参与了市场调研活动ꎮ 我厂有长期生产氟的经验ꎬ试验六氟化硫技术难度不大ꎬ利润较为丰厚ꎮ
这为我厂领导下决心开发六氟化硫新产品提供了依据ꎮ 当年我厂的六氟化硫产品已由 １９８４ 年、１９８５
年的几吨发展到年产 １ ４００ 吨ꎬ占国内市场 ７０％以上ꎬ并远销东南亚、美国、韩国等国家和地区ꎬ已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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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开展科技查新工作

一项新产品的开发ꎬ首先要进行科技查新工作ꎬ做到心中有数ꎮ 并为专家评审或为科研、开发部

门提供可靠的信息资源支持系统ꎮ

４.３　 建立网上协作关系

与科研院所大专院校、企业、公司(跨国公司)合作建立国内外网上协作关系ꎬ向用户提供及时可

靠和有价值的网络信息ꎮ

４.４　 以人为本ꎬ加强培训

人才是信息资源开发和利用的关键因素ꎬ信息资源的开发是知识和智力的投入过程ꎬ对人的要求

较高ꎮ 目前ꎬ我国非常缺乏既懂图书情报管理业务ꎬ又懂专业学科知识、外语ꎬ尤其是掌握现代信息处

理技术且具有开拓精神的人才ꎮ 因此ꎬ国家要以人为本ꎬ加强情报信息人员的在职培训和继续教育ꎬ
以不断增强信息资源开发的活力ꎮ

４.５　 以市场为导向ꎬ产品标准为龙头

新产品的开发可以使企业有较强的市场应变能力、竞争能力和经济效益ꎬ而产品标准情报信息是

企业情报信息的龙头ꎬ是产品开发过程中的“桥梁”ꎮ 因此ꎬ企业在制订产品规划的同时ꎬ应超前做好

产品标准及相关情报信息资源的收集、整理、分析工作ꎬ使产品开发符合国家政策要求ꎬ达到国际水

平ꎬ确保开发成功ꎮ 例如ꎬ在开发六氟化硫新产品时ꎬ我厂科技情报人员为了配合新产品开发ꎬ通过各

种途径先后收集国内有关企业的产品标准、中国国家标准ꎬ同时还收集了俄、美、英、日、法、德、意大利

等国的产品标准ꎬ国际电工委员会 ＩＥＣ 标准ꎬ并将其翻译成中文ꎬ及时提供给有关单位ꎬ从而使我厂制

定的产品标准达到了国际水平ꎬ得到了用户的好评ꎬ产生了较好的经济效益ꎮ

参考文献:
[１]　 增义ꎬ张学武.期刊文献资源开发利用研究.情报资料工作ꎬ１９９７ꎬ⑵.
[２]　 胡健红.浅析网络信息资源建设的新趋势与若干问题.图书情报工作ꎬ２０００ꎬ(增刊).
[３]　 石建.论网络环境下科研信息的查询与利用.图书情报工作ꎬ２０００ꎬ(增刊).
[４]　 王文霞.网络环境下图书馆的信息服务.图书情报工作ꎬ２０００ꎬ(增刊).
[５]　 杨彦.为企业的产品开发做好情报信息服务工作.核情报工作与研究ꎬ１９９５ꎬ⑴.
[６]　 卜鉴民.浅论企业情报信息资源的开发.图书情报知识ꎬ１９９５ꎬ⑵.
[７]　 卢晓强.试析企业经营情报.图书情报知识ꎬ１９９５ꎬ⑶.
[８]　 靳秀华等.情报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新走势和设想.情报学研究ꎬ１９９４ꎬ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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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ｄａｔａ

ＹＮＡＧ Ｙａｎ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Ｈｏｎｇｈｕａ Ｉｎｄｕｓｔｙｉａｌ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Ｃｈｅｎｇｄｕ ６１１１３０)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Ｄａｔａꎬ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ｄｅｍａｎｄ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ｐｏｕｎｄｓ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ｆ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ｒｅ ｐｕ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ꎻ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ꎻ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ꎻ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ꎻ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ꎻ Ｓｔｕｄ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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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核科学技术进展报告(第五卷)
核情报分卷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５)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ＩＡＥＡ 核安全核应急管理体系及法规标准体系研究

王　 政ꎬ丁其华ꎬ赵　 宏
(中国核科技信息与经济研究院ꎬ北京 １０００４８)

摘要: ＩＡＥＡ 是核领域唯一的政府间组织ꎬ在全球核相关事务上发挥着重大影响力ꎮ 在国际核安全领域中ꎬ其作用同样

举足轻重ꎬ其主要职责之一是促进核安全ꎮ 本文介绍和总结了 ＩＡＥＡ 的核安全核应急管理体系和法规标准体系ꎬ并对

我国的相关工作给出建议ꎮ
关键词:ＩＡＥＡꎻ核应急ꎻ管理ꎻ法规ꎻ标准

国际原子能机构核安全工作涉及领域广泛ꎮ 从纵向和横向看ꎬ包括以下部分(图 １)ꎮ[１]

图 １　 国际原子能机构核安全工作内容图

１　 管理机构

１.１　 核安全管理机构

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主要职责之一是促进核安全ꎬ其中ꎬ执行核安全职能的主要部门是核安全与安

保司ꎮ 核安全司下设核设施安全处ꎬ辐射、运输和废物安全处ꎬ核安保办公室ꎬ另外还有应急中心和核

安全与安保协调科ꎮ
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其他部门中也有核安全相关职能ꎮ 比如ꎬ法律办公室涉及的相关国际公约ꎬ技

术合作司负责的核安全领域的技术项目等ꎮ 此外ꎬ国际原子能机构还设有国际核安全组(ＩＮＳＡＧ)ꎬ该
组不定期就国际核安全方面的重要议题撰写报告ꎮ

１.２　 核应急管理机构

事故和应急中心(ＩＥＣ)ꎬ该中心是有关事故、紧急事件、威胁或事件媒体关心的核和放射安全应急

准备和响应全球和放射安全或安保联络点ꎬ也是应急准备和响应国际援助世界协调中心ꎬ帮助成员国

提高已有的核或放射性事故和紧急事件的准备能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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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运行机制

２.１　 核安全运行机制

国际原子能机构核安全工作包含九个部分:①人和组织因素ꎻ②政府ꎻ③法律法规框架ꎻ④核管

理ꎻ⑤核设施ꎻ⑥辐射防护、核或其他放射材料安保ꎻ⑦放射性废物和乏燃料管理ꎻ⑧运输以及ꎻ⑨应急

准备与响应ꎮ

２.２　 核应急运行机制

国际原子能机构核应急运行机制的依据是:法律文书、国际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要求和导则)、
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之间制定的协定和安排ꎮ 机构秘书处和相关国际组织维护准备ꎬ以便响应任

何核或放射性紧急情况ꎮ 此外ꎬ２０１２ 年ꎬ机构秘书处确定了应急准备和响应专家小组(ＥＰＲＥＧ)ꎬ该小

组领导响应核和放射性紧急情况的准备领域事项ꎮ
２.２.１　 应急准备

机构在援助方面的职责包括:收集和发布有关响应核装置事故或放射性紧急情况的研究方法、适
合技术ꎻ帮助准备应急计划和制定适当法律ꎻ为工作人员开发培训程序ꎬ处理核装置事故和放射性紧

急情况ꎻ开发适当的辐射监测程序、措施和标准ꎮ
２.２.２　 报告系统

机构力争做到事件报告和信息共享ꎬ秘书处把事故和紧急事件情报交流联合系统(ＵＳＩＥ)作为在

事故和紧急事件期间ꎬ机构各成员国交换应急信息的指定门户网站官方联络点ꎬ根据国际核事件分级

别表的级别ꎬ指定为官方共享有关信息的系统ꎮ
２.２.３　 响应体系

在响应方面ꎬ规定了机构职责是响应核和放射性事故或紧急事件ꎬ通报和发布官方消息、评价潜

在的应急后果和预测潜在的应急进程、提供新闻、提供援助、机构间响应合作ꎮ 机构秘书处通过事故

和应急系统(ＩＥＳ)履行其职责ꎮ
２.２.４　 项目管理

机构规定各成员国应确保建立一个核或辐射紧急情况准备和响应的综合协调应急管理体系ꎬ并
明确准备和响应中的角色和责任ꎬ敦促各成员国政府建立协调机制、监管机制以及营运组织ꎮ[２]

(１)　 安全标准

２０１５ 年ꎬＩＡＥＡ 公布了最新核应急准备和响应安全标准ꎬ纳入了自 ２００２ 年以来的经验教训和新进

展(包括福岛核事故教训在内)ꎮ 这个标准反映了国际达成的高安全水准共识ꎬ防止人类和环境受到

电离辐射危险影响ꎬ并适用于所有设施和活动的全寿期(表 １、表 ２)ꎮ

表 １　 安全要求表

安全要求 名称 发布

ＧＳＲ Ｐａｒｔ ７ «核或放射性应急准备与响应» ２０１５

表 ２ 安全指南表

安全指南 名称 发布

ＧＳＧ－２ «核或放射性应急准备与响应标准» ２０１１

ＧＳ－Ｇ－２.１ «核或放射性应急准备与响应方案» ２００７

(２)　 技术工具

应急准备与响应丛书是国际原子能机构有关应急准备和响应刊物的一个特殊系列ꎬ机构也制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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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涉及实践的标准训练材料手册ꎮ
(３)　 应急准备和响应训练

事故和应急中心提供各类训练课程和专题讨论会以解决成员国为核和放射性事故和紧急事件的

应急准备和响应的发展、维护和试验提供方案ꎮ 机构培训目标是传播知识和应用经验ꎬ为在各成员国

中设立一套可持续的知识和发展体系ꎮ 培训计划对象是核和放射性应急准备与响应领域内的大量专

家和从业者ꎮ
(４)　 成员国能力构建

事故和应急中心正在加强成员国应急准备和响应ꎮ 这使该中心能够履行机构规定的职责ꎬ特别

是法规和相关公约规定的职责ꎬ帮助成员国构建应急准备与响应能力ꎬ提供地区间、地方级和国家级

先进的培训ꎮ
(５)　 应急和救援网络能力建设中心

２０１３ 年ꎬ国际原子能机构与日本政府合作ꎬ在福岛县建立响应和援助网络(ＲＡＮＥＴ)能力建设中

心(ＣＢＣ)ꎬ主要为提高成员国应急准备和响应能力ꎮ 对此ꎬ机构响应和援助网络能力建设中心组织了

各种应急准备与响应培训活动ꎮ 收集了放射性监测设备用于培训ꎬ也用于亚太地区发生在紧急情况

时ꎬ各种部署活动ꎮ
(６)　 应急准备评价服务

应急准备评价是事故和应急中心提供的一项服务ꎬ用于评估成员国对核或放射性或紧急情况的

准备水平ꎮ 通过比较现行国际安全标准和良好做法的安排ꎬ评估了成员国的应急准备和反应能力ꎮ
评估由国际原子能机构秘书处和国际专家组成的小组进行ꎮ 任何成员国都可以申请应急准备评价ꎮ
范围和深度是在提出请求的成员国与国际原子能机构讨论决定的ꎮ

(７)　 申请应急准备评价任务

执行应急准备评价任务正式步骤是请求国通过正当正式渠道向机构发起请求ꎮ 机构收到正式请

求评估并着手与请求成员国进行正式会话ꎬ流程如下(图 ２)ꎮ[３]

(８)　 演习和训练

为评价和改进响应结构和机构的能力以及成员国关于核和辐射紧急情况ꎬ国际原子能机构安排

了演习训练ꎬ该训练是保证基本功和知识能在实行响应工作中可以利用ꎮ

３　 核安全核应急国际公约

３.１　 核安全国际公约

关于核安全的国际公约有«及早通报核事故公约»«核事故及辐射紧急情况援助公约»«核安全公

约»和«乏燃料管理安全和放射性废物管理安全联合公约»ꎬ以上是核安全国际制度中最主要、核心的

一部分ꎮ[４]

３.１.１　 «及早通报核事故公约»
«及早通报核事故公约»和«核事故及辐射紧急情况援助公约»的产生皆是在 １９８６ 年切尔诺贝利

核事故发生之后ꎮ 公约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核事故的及早通报制度ꎬ以便将核事故的跨界影响降到最

小程度ꎮ
３.１.２　 «核事故或辐射紧急情况援助公约»

１９８６ 年«核事故及辐射紧急情况援助公约»是国际原子能机构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事故后

主持签订的另一项有关核事故的公约ꎮ 公约的宗旨是建立一个便利在发生核事故时迅速提供援助ꎬ
以便减轻事故后果的国际框架ꎮ
３.１.３　 «核安全公约»

«核安全公约»旨在通过加强有核国家的自身措施与国际合作ꎻ通过在核设施内建立和维持防止

潜在辐射危害的有效防御措施ꎬ保护个人、社会和环境免受来自核设施的电离辐射的影响ꎻ防止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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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申请应急准备评价任务图

放射性后果事故的发生ꎬ一旦发生事故ꎬ须减轻此种后果ꎮ
３.１.４　 «乏燃料管理安全和放射性废物管理安全联合公约»

«乏燃料管理安全和放射性废物管理安全联合公约»是迄今为止关于核安全管理方面最重要的全

球性国际公约ꎮ 公约的目标是在世界范围内达到和维持乏燃料和放射性废物管理方面的高安全水

平ꎻ确保在目前和将来保护个人、社会和环境免受电离辐射的有害影响ꎻ防止在乏燃料或放射性管理

的任何阶段有放射后果的事故发生ꎬ一旦发生事故时减轻事故后果ꎮ

３.２　 相关核安全的其他公约及法律文书

３.２.１　 关于放射性保护和放射源安全

«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是一项重要的核安全国际法律ꎬ目的是保护和平目的核材料的国际运输ꎮ
３.２.２　 关于核损害民事责任领域

１９６０ 年的«核能领域第三方民事责任巴黎公约»是规制核能利用风险责任的第一个国际公约ꎮ
该公约建立了发生核事件后的民事责任和赔偿制度ꎬ 并规定只归责于造成核损害的核设施运营人ꎮ

１９６３ 年的«关于核损害民事责任的维也纳公约»是国际原子能机构主持制定的一个全球性公约ꎮ
该公约的重大贡献是在核损害民事责任领域建立了一个全球性的法律制度体系以维护核安全ꎮ
３.２.３　 关于放射性废物处理

１９７２ 年在伦敦通过的«防止倾倒废物及其他物质污染海洋的公约»ꎬ禁止倾倒高放射性的废物或

其他被这方面的主管国际组织ꎬ即国际原子能机构ꎬ确定为因其对人类健康、生物或在其他领域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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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而不适宜向海洋倾倒的物质ꎮ
３.２.４　 关于放射性物质安全运输

１９９０ 年 ６ 月 ２７ 日国际原子能机构在维也纳通过了«放射性废物越境转移良好操作守则»ꎮ 操作

守则依据国际放射性物质运输安全标准、核材料实物保护安全标准ꎬ以及基本核安全标准、放射性防

护标准和放射性废料管理标准ꎬ为制定多边或双边的放射性核废料国际越境转移法律性文件提供指

导原则ꎮ

３.３　 核应急国际公约

核应急法律制度主要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内容:通报制度、援助制度和国际合作制度ꎮ 这些制度都

被规定于«及早通报核事故公约»和«核事故或辐射紧急情况援助公约»之中ꎮ

４　 安全标准和导则体系

４.１　 概述

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一项重要工作之一是制定并推广安全标准ꎬ行使«规约»赋予机构的权力和使

命ꎮ[５]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安全标准在纵向上分为 ３ 个层次ꎬ从高到低依次是:基本安全原则、安全要求

和安全原则ꎮ

４.２　 基本安全原则

基本安全原则高度综合和概括ꎬ是纲领性文件ꎻ安全要求具有强制性ꎬ一般用“必须”(ｓｈａｌｌ)表述ꎮ
安全原则是推荐性的ꎬ一般用“应当”(ｓｈｏｕｌｄ)表述ꎮ

安全原则由总干事批准发布ꎬ安全要求和安全原则由总干事向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报告后经

理事会批准发布ꎮ 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安全标准对成员国不具有强制性ꎬ但是很多国家的安全监管当

局采用了机构的安全标准ꎬ使其在国内具有法律约束力ꎮ 其他一些组织也在核设施的设计、建造、运
行、退役等各阶段的活动中参照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标准ꎮ 机构自身的活动则完全依据其制定的安全

标准开展ꎮ 另外ꎬ国际原子能机构组织在全世界范围开展的同行评议ꎬ比如针对各国监管当局的“综
合监管审评服务”(ＩＲＲＳ)和针对核电运行安全的“运行安全审评服务”(ＯＳＡＲＴ)等ꎬ均以国际原子能

机构的安全标准作为评价准绳ꎮ

５　 启示和建议

５.１　 启示

５.１.１　 在国际上影响力大

作为国际核领域唯一的政府间组织ꎬ国际原子能机构是国际核安全领域最具影响力的组织ꎮ 机

构出台的标准和技术见解对成员国具有重要意义ꎮ 在重大核事故发生时ꎬ机构更是全球注视的焦点ꎬ
机构发出的信息和发布的报告被认为是最具权威性的ꎮ
５.１.２　 重视核安全核应急

为了更注重核安全核应急工作ꎬ国际原子能机构把曾经为一个部门的核能开发与核安全划分出

来ꎬ单独管理核安全ꎬ足以显示对核安全的重视程度ꎬ为此还成立了专门机构ꎬ确定了机构的任务、职
责以及在国际上的地位ꎻ制定了一系列的公约、法规、导则、标准ꎬ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ꎬ为核安全

与核应急工作开展提供了很好的指导依据ꎮ 此外ꎬ机构内部对核安全、核应急制定了相应的项目管理

办法和工作流程ꎬ做到了从战略计划到实施细节的全方面重视ꎮ
５.１.３　 大部分工作非强制

国际原子能机构虽然有安全标准、导则、同行评议意见等ꎬ但都不对成员国构成强制约束ꎮ 不过ꎬ
由于机构在国际上的影响力ꎬ若成员国的行为明显不符合安全标准和同行评议意见ꎬ则会承受相当大

的国际压力ꎮ 例如ꎬ在福岛核事故以后ꎬ日本多次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对其开展各项专家评议ꎬ其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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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希望通过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渠道ꎬ为其提供技术和国际公信力上的支持ꎮ

５.２　 建议

５.２.１　 加强与机构的合作

在中国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的 ３０ 多年里ꎬ双方在核安全方面开展了积极合作ꎮ 中国的核安全法

规全面参考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标准体系ꎮ 通过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多边机制ꎬ中国核安全监管当局向

核能先进国家学到了先进的理念和技术ꎮ 近些年ꎬ作为目前全球核能发展势头最强劲的国家ꎬ中国也

向机构和其他成员国分享了在核电运行和建设方面的丰富经验ꎮ 尽管合作成果很丰硕ꎬ中国核安全

监管部门与机构在核安全领域的合作还有巨大的提升空间ꎮ
(１)　 参与决策机构会议

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大会和理事会基本上每次都有与核安全相关的重要议题ꎬ中方应积极利用这

些机会ꎬ加强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在核安全领域的信息交流ꎬ并提出相应的意见和建议ꎬ派出代表团成

员每年参加一至两次理事会ꎬ同时ꎬ作为代表团成员单位参加大会和理事会之前的对案准备和会后的

工作总结ꎮ
(２)　 参与安全标准制定

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安全标准制定主要是由其安全标准委员会和 ４ 个分委员会执行ꎮ 目前在中国

派出的委员中ꎬ有来自核安全监管部门、科研院所等部门ꎮ 中国在制定核安全法规标准体系时ꎬ全面

参考国际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ꎬ作为相关法规标准的起草者和执行者ꎬ来自以上部门的专家委员对国

际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最熟悉ꎬ因此ꎬ需要参与制定安全标准工作ꎮ 同时ꎬ在具体参加每一次会议时ꎬ
可根据不同的议题ꎬ带领不同领域的专家一同与会ꎮ

(３)　 开展固定合作模式

在福岛核事故发生后ꎬ核安全问题备受全球瞩目ꎮ 从中国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来看ꎬ双方都

有需求ꎮ 总体来看ꎬ目前中国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在核安全方面的合作还比较零散ꎬ如果有一个固定的

平台ꎬ比如成立联合中心ꎬ可以进一步将中国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在核安全方面的合作固定化、系统化ꎮ
５.２.２　 提高交流合作的深度和广度

(１)　 加大参与国际活动的力度

鼓励我国相关人员参加重要的国际活动ꎬ以此提高参与的深度和广度ꎮ 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ꎬ韩
国、日本等过每次都派出大量专家的代表团ꎬ到各个分会场ꎮ 类似这样的活动ꎬ都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展示自己ꎬ寻求关注帮助的机会ꎬ我方应把握好机会ꎬ多参加多学习多沟通ꎮ
(２)　 跟踪和参加重要领域工作

对于重要领域或机制性的国际事务ꎬ要有专人或者专门小组负责ꎬ长期跟踪研究ꎬ并且参加相关

活动ꎮ 美国能源部和核安全监管委员会的很多官员甚至几十年长期负责一项工作ꎬ对该领域的研究

非常深入ꎬ对各类文件非常熟悉ꎬ对各种问题的来龙去脉非常清楚ꎮ 因此ꎬ我们要既在培养新人的同

时ꎬ更要长期培养专业性人才ꎮ 只有长期跟踪某个领域ꎬ才能可能做到对其深入了解ꎮ
５.２.３　 开展对西方的深入调研

为应对国际原子能机构大部分标准不具备强制性ꎬ我方不但要采取更积极主动的态度ꎬ在国内做

好研究管理工作ꎬ更要在国际上争取更大的话语权ꎬ确立影响力ꎬ保护国家利益ꎮ
随着我国经济迅猛发展ꎬ综合实力不断提高ꎬ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越来越高ꎮ 但不可否认ꎬ大部

分的游戏规则制定权仍在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手中ꎬ中国还处于在规则执行过程中维护自身利益、照
顾自身关切问题的层次ꎬ对游戏规则制定的掌控力还很弱ꎮ 文化上ꎬ西方一直都有辩论和表达的传

统ꎬ而东方文化则主张含蓄、内敛ꎮ 在多边场合中ꎬ只有敢于表达心声ꎬ才能给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ꎮ
所谓“知己知彼ꎬ百战不殆”ꎮ 为了在外交场合实现自己的利益ꎬ必须对对方有足够深入的了解ꎮ 国际

多边舞台的基本规则是由西方制定的ꎬ对这套规则我们必须深入研究ꎬ非常熟悉和运用自如ꎮ 因此ꎬ
我们必须对西方国家有足够的研究和认识ꎬ不仅要知道基本信息ꎬ还需要深入深层次的文化层面ꎮ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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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制度和行为ꎬ无一不是深深地打着文化的烙印ꎮ 了解清楚他们的想法ꎬ才能更好得开展自己的工

作ꎬ有应对措施ꎮ

７　 结束语

国际原子能机构是全球核领域举足轻重的一个多边国际组织ꎮ 在核安全领域ꎬ机构通过国际公

约、法律框架、安全标准、同行评估、知识管理和技术讨论等各方面工作ꎬ发挥着巨大影响力ꎮ 我国在

了解机构管理体系、西方文化的同时ꎬ通过更深入地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大会和理事会、更深入地

参与安全标准制定、争取与机构形成一些固定的合作模式、鼓励更多优秀人才去机构任职等工作ꎬ不
断强化与机构的合作ꎬ通过国际原子能机构这个平台ꎬ借鉴国际同行的先进理念和良好实践为我所

用ꎮ 同时ꎬ在多边场合ꎬ还需进一步统筹谋划ꎬ主动作为ꎬ更积极深入地参与到各类国际活动中去ꎮ 作

为一个负责任的核大国ꎬ我国也为国际社会贡献在核安全方面的有益经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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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ｌａｔｅｄ ｗｏｒｋ.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ＩＡＥＡꎻ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ꎻ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ꎻ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ꎻ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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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赵勇(１９７２—)ꎬ男ꎬ硕士生ꎬ现主要从事工业企业信息化ꎮ

摘要:高级计划与排程 ＡＰＳ(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ｃｈｅｄｕｌｉｎｇ)通过对生产资源从工厂直到车间的作业与工序一级进

行规划与调度ꎬ解决“在有限产能条件下ꎬ交期产能精确预测、工序生产与物料供应最优详细计划”的问题ꎮ ＡＰＳ 被誉

为供应链的优化引擎ꎬ是企业实施 ＪＩＴ 精益制造系统的最有效工具ꎮ 本文以中核北方重水厂 ＭＥＳ 系统中生产计划管

理子系统为实例ꎬ详细描述了该子系统设计和实现的原则及要求ꎬ并以此为基础对重水厂 ＭＥＳ 系统的生产计划子系

统进行了实现和验证ꎮ 该子系统有效地解决了中核北方重水厂在生产计划管理中如何有效地利用企业有限的资源进

行高效的生产作业的技术难题ꎮ
关键词:生产计划ꎻ高级计划与排程

１　 生产计划发展历程

生产计划是指一方面为满足客户要求的三要素“交期、品质、成本”而计划ꎻ另一方面又使企业获

得适当利益ꎬ而对生产的三要素“材料、人员、机器设备”的确切准备、分配及使用的计划ꎮ
生产计划最初来源于生产控制与库存控制ꎬ是从生产实践中逐步发展起来ꎮ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ꎬ

为解决战争物资的调配问题产生了运筹学ꎮ 战后ꎬ运筹学专家的注意力集中到了生产与库存控制问

题上ꎬ于是运筹学开始用于解决生产过程中的预测、库存控制、线性规划等方面ꎮ 但是运筹学并未在

生产控制中起多大作用ꎬ只是促进了一些生产控制、库存控制的理论发展ꎮ
１９５７ 年ꎬ２７ 名生产与库存控制工作者集会于 Ｃｌｅｖｅｌａｎｄ 并创建了美国生产与库存控制协会

(ＡＰＩＣＳ)ꎮ 于是制造控制从一组简单的日常零星工作演变到如今接近于管理上注意力的焦点ꎬ先进

的高层主管人员开始认识到需要一个健全的职能去计划与控制工厂的作业ꎮ １９６５ 年ꎬ Ｊ.Ａ.Ｏｒｌｉｃｋｙ 提

出了独立需求与相关需求的概念ꎮ 独立需求描述的是:对于与一家公司的库存中其他物品的需求无

关的成品或组件需求ꎮ 相关需求描述的是:直接由生产母 ５９.６５５ ｍｍ 物品或其他伴随物品的日程计

划所确定的物品的任何需求ꎮ 其特征是分解的原料、采购的或自制的零件以及自制的子装配件和

附件ꎮ
到了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人们已经认识到影响制造计划与控制的是订单的准确交货日期ꎮ 于是产生

了一种新的计划方法:根据物料清单中父件与子件的配置关系以及控制订单优先级的提前期进行分

解安排物料到货与生产进度以保证订单及时交货ꎬ即应用计算机的 ＭＰＲ 理论ꎮ 直到 ８０ 年代初期ꎬ随
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ꎬＭＲＰ 得到广泛的应用与发展ꎮ ＭＲＰ 理论经历了从 ＭＲＰ 到闭环 ＭＲＰ 再到

ＭＲＰＩＩ 的发展历程ꎮ
时间进展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客户需求的越来越个性化ꎬ交货周期缩短ꎬ产品生命周期缩短ꎬ竞争

越来越激烈ꎬ整个世界的经济活动也出现了经济一体化特征ꎬ于是出现了“横向一体化” (也称“水平

分工”)ꎬ并随之产生了供应链管理(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这一新的经营与运作模式ꎬ这时的市场

竞争不再是单一企业的竞争ꎬ而是供应链之间的竞争ꎮ 供应链管理的出现促进了企业资源计划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ꎬ简称 ＥＲＰ)的发展ꎬＥＲＰ 着眼于供应链管理ꎬ在 ＭＲＰＩＩ 基础上增加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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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适应供应链管理需求的新功能ꎮ
但传统 ＥＲＰ 由于业务管理层次定位ꎬ其生产部分是基于粗放式生产管理理论而开发的ꎬ特别是

对于物料及产能规划与现场详细作业排程而言ꎬ企业常因无法确实掌握生产制造现场实际的产能状

况及物料进货时程ꎬ而只能采取简单的接单政策与粗估产能的生产排程方式这种先天不足决定了它

的生产计划与现场管理无法满足当今“快、短、少”的实际生产需求ꎬ从而丧失了大部分实用价值ꎮ
ＡＰＳ(高级生产规划及排程系统)在考虑企业资源﹝主要为物料与产能﹞限制条件与生产现场的

控制与派工法则下ꎬ规划可行的物料需求计划与生产排程计划ꎬ作出平衡企业利益与顾客权益的最佳

规划和决策ꎬ以满足顾客需求及面对竞争激烈的市场[１]ꎮ
总之ꎬ从管理信息集成的角度来看ꎬ从 ＭＲＰ、ＭＲＰⅡ到 ＥＲＰ 再到 ＡＰＳꎬ是制造业管理信息集成的

不断扩展和深化ꎬ每一次进展都是一次重大质的飞跃ꎬ生产计划方法一直随着信息技术和现代管理思

想的进展而在不断改进ꎮ

２　 ＡＰＳ 优势分析

ＡＰＳ 是一种在资源约束前提下的优化计划ꎬ既可用于单个企业内部的短期的计划与排产ꎬ又可用

于在已知条件下的长期预测和在企业间进行计划ꎬ成为改进和优化企业供应链管理的有力工具:
•预测人员可以用该系统、用定性和定量信息制定预测并可以对预测的波动进行管理ꎻ
•运行基于约束的供应链计划ꎬ提高计划的准确性ꎻ
•将供应和需求基于约束进行匹配ꎬ并能识别出约束ꎻ提高计划可视性、可追溯性ꎬ 并具有交互

式模拟功能ꎻ
•具有基于约束、规则的制造排产功能ꎬ在线提供产能的可视性ꎻ
•能够使用该系统进行快速的 ＡＴＰ 检查和订单状态查询ꎬ具有良好的供应能力和订单状态可

视性ꎻ
•支持与供应商的合作计划(预测、供应能力、ＰＯ)ꎻ

图 １　 ＡＰＳ 系统结构图

高级计划排产计划系统作为一个计划排程软件包ꎬ通过各种规则及需求约束ꎬ帮助制造企业自

动、高效地产生现在与将来的可视详细生产计划[２]ꎮ ＡＰＳ 考虑班次、工时、工具、材料的可用性ꎬ可知 /
未可知的设备维护ꎬ当前负荷ꎬ能力等各种生产过程中人、机、料、法、环等因素ꎬ管理资源工时ꎬ物料ꎬ
加工顺序及自定义等各种约束条件及控制能力ꎬ产生更精确、更实际的生产控制计划ꎮ ＡＰＳ 在实现前

必须建立一个资源能力与生产设备能力模型ꎬ一旦完成能力模型的设置ꎬ就可以选择通过高级算法或

模拟计划规则ꎬ自动地调配资源ꎬ达到优化计划排程的目标ꎮ
ＡＰＳ 功能分高级计划 ＡＰ(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与高级排程 ＡＳ(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Ｓｃｈｅｄｕｌｉｎｇ)ꎮ 但不管是

ＡＰ 还是 ＡＳꎬ都需要各种资源约束的优化算法以及基于常驻内存的计算方法ꎬ并可以模拟 Ｗｈａｔ ｉｆꎮ 目

２５１



前对 ＡＰＳ 的优化算法主要分为四代:第一代ꎬ基于约束理论的有限产能算法ꎻ第二代ꎬ基于优先级等规

则的算法、线性规划、基于启发式规则的算法、专家系统ꎻ第三代ꎬ智能算法、遗传算法、模拟退火算法、
蚁群 /粒子群算法、神经网络ꎻ第四代ꎬ智能算法融合人工智能动态调整算法ꎬ以智能算法进行静态排

程ꎬ以多 Ａｇｅｎｔ 代理协商进行动态调整等ꎮ
整体而言ꎬＡＰＳ 系统的功能特色可大致归纳为下列几点:
(１)同步规划

通过考虑企业的整体供给与需求状况ꎬ根据企业所设定的经营策略ꎬ同时对供给及需求进行规

划ꎬ亦即进行需求规划时ꎬ须考虑整体的供给情形ꎬ而进行供给规划时亦应同时考虑全部需求的状况ꎮ
(２)考虑企业资源限制下的最佳化规划

解决传统 ＭＲＰ 在排程时ꎬ未将企业在物料、产能、工具、设备与加工作业等资源限制与最低生产

成本与最短前置时等企业运营规则考虑在内的缺陷ꎬ应用数学模式、网络模式或仿真技术等先进的规

划技术与方法ꎬ拟定出一套可行且最佳效能的生产规划ꎮ
(３)实时性规划

将生产实绩因素考虑在内ꎬ利用 ＭＥＳ 系统(本案例利用的是核信 ＭＥＳ 系统)或 ＤＣＳ 系统ꎬ实时获

取生产相关数据ꎬ进行实时的规划ꎬ并使得规划人员能够实时、快速地处理类似物料供给延误、生产设

备故障、紧急插单等例外事件ꎮ
(４)可进行从公司到车间ꎬ甚至设备等不同级别的计划管理

由于 ＡＰＳ 建立了一个资源能力与生产设备能力模型ꎬ一旦完成能力模型的设置ꎬ那么不同级别的

工作中心都可据此产生自己的生产规划ꎮ 集团公司可以根据各个分厂的总体产能以及库存物料ꎬ基
于有限能力对订单需求进行整体的粗略排程ꎬ将订单需求分配到各个分厂加工ꎬ并协调各个分厂的负

荷均衡ꎬ物料优化ꎻ各个分厂接收到集团公司分配的订单需求ꎬ考虑设备、模具、人员等更为细致、具体

的生产因素进行精细化排程ꎮ 当发生某些突发状况ꎬ各分厂只需对各自的生产计划作局部调整ꎬ从而

避免对整个公司的全局计划造成影响ꎮ

图 ２　 计划管理层级

(５)可制订长、中、短期等不同周期的计划

通过对不同工作中心采取不同的计划周期ꎬ可以利用 ＡＰＳ 协助集团或者是车间分别制订自己的

长、中、短期计划ꎮ 长期计划的侧重点在宏观考虑需求与能力之间平衡ꎬ确保公司整体生产运营的整

体性和协调性ꎬ方法是依据各个分厂(车间)的生产能力建立粗略的计划模型ꎬ进行销售、制造及采购

预测ꎬ制定统一战略规划ꎻ中期计划则主要面向客户实际订单或意向订单(生产数量、交货期等基本已

确定)ꎬ确定各个时区的生产计划ꎬ对产能和物料评估ꎬ制订生产及长周期物料计划ꎻ短期计划是具体

执行计划ꎬ用于安排每个工作中心ꎬ每日或班组具体的生产任务ꎬ及生产资源、物料的准备等工作ꎮ

３　 重水厂 ＡＰＳ 子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本项目以中核北方重水厂和核工业计算机应用研究所合作研发的核信 ＭＥＳ 系统为依托ꎬ针对重

水厂生产计划业务管理需求进行了详细分析ꎬ引入 ＡＰＳ 概念对生产计划子系统进行了详细的需求分

析及设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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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核北方重水厂不仅仅是按计划要求生产出产品ꎬ而是要用更短的时间、更低的成本和更少的资

源生产出更多的产品ꎮ 为实现这一目标ꎬ有两个最重要的因素:第一ꎬ是实施高级生产排程计划(以下

简称 ＡＰＳ)系统ꎬ必须用软件来实现自动排产和复杂生产调度ꎻ第二ꎬ是建立新的工作机制和管理流

程ꎬ新的流程必须适应新的 ＡＰＳ 下的管理理念ꎬ并保证 ＡＰＳ 系统的顺利运转ꎮ 简单说ꎬ实施新的 ＡＰＳ
系统就要从“软件”和“管理”两个角度实现改造ꎮ

(１)生产计划需求分析

１)对于高层领导和生产决策人员ꎬＡＰＳ 应该能给出详细的生产计划、物料需求计划、设备使用计

划等ꎬ能通过试运算为决策提供支持信息ꎮ 而且能够通过 ＭＥＳ 及时反馈生产现场的进度、与 ＡＰＳ 对

比得到分析和预警信息ꎬ从而帮助高层领导随时作出正确的应对和决策ꎮ
２)对于生产部计划和调度人员来说ꎬＡＰＳ 应该是制定计划时的简单工具ꎬ能够快速做出合理的和

优化的详细生产作业计划ꎬ并能方便地做调整ꎮ 同时通过 ＭＥＳ 掌握当前的生产是否正常ꎬ能快速做

出生产调度和计划调整ꎮ
３)对于分厂和工区生产管理员来说ꎬＡＰＳ 应该能够让分厂和工区实时接收到计划部门下达的生

产计划ꎬ快速查询设备和人员的时间安排和负荷等ꎬ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计划ꎮ
４)对于分厂和工区生产现场人员来说ꎬＡＰＳ 可以让生产人员的工作均衡起来ꎬ尽量避免出现闲的

时候没活干ꎬ忙的时候加班加点干不完的情况发生ꎮ 而且可以方便记录生产过程ꎬ减少工作量ꎮ
５)对于库存和采购人员来说ꎬ计划系统应该提供详细的物料需求信息ꎬ包括物料种类、时间、数量

等信息ꎬ以便作出优化的采购计划ꎬ更合理管理库存ꎬ以进一步降低库存ꎬ减少资金的占用ꎮ
６)对销售ꎬＡＰＳ 系统应该能够提供精确的完工时间ꎮ 对财务和行政等部门ꎬＡＰＳ 提供生产绩效考

核方面的信息ꎮ
(２)生产计划管理功能结构

具体功能架构及详细说明如下:
表 １　 生产计划管理功能架构表

模块 功能 子功能

生产计划

基础管理

总厂生产计划指标体系支持

生产作业计划

计划接收(导入)

计划发布签收

计划调整

生产进度监控

生产线定义

生产工序定义

配方或 ＢＯＭ 管理

生产作业计划

物料需求计划

设备维修计划

固定资产投资计划

财务预算及成本费用计划

人力资源需求计划

生产作业计划审批

实时监控

生产进度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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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录入基础数据、建立工艺流程、计算工艺模型

２)快速优化的生产排程ꎬ包括精确到小时的工序计划、资源计划、物料需求计划、关键路径等

３)物料、设备、工作日历等生产基础数据的录入与设置

４)能够配合总厂业务运行层制定多类计划ꎬ提供计划草案和数据支持

５)对排程结果提供手动修改功能ꎬ以及自动计算连锁反应的功能

６)生产计划可正排和倒排功能

７)对关键资源和关键路径做查询统计分析功能

８)查询统计每个生产资源的占用情况和资源利用率信息

９)提供订单的录入、管理和自动排产

１０)支持自动排产与手工调整相结合

１１)支持试运算和“如果—如何”方式解决复杂排产分析

１２)对生产计划的标准统计分析和报表功能

１３)实现对生产数据的预警、监控和分析功能

１４)二次开发可实现各车间、分厂专用的内部订单功能、以及各生产单位之间生产计划的连接

功能

１５)通过二次开发实现对不同子车间和分厂建立不同的生产计划、生产管理和控制模式

１６)为不同车间、分厂建立不同的查询统计分析报表功能及企业定制的统计、分析、报表功能

图 ３　 生产计划管理

(３)业务模块特点

１)ＡＰＳ 系统能集成企业产能方面的所有信息ꎬ一键点击即可制定出满足要求的、精确的、详细的

全部排产结果ꎬ同时包含总装和各个工区的详细生产作业计划ꎮ 排产之后各部门各取自己所需数据

２)ＡＰＳ 系统操作应简单方便ꎬ能快速建立新的工艺数据ꎬ简单快速下达计划

３)ＡＰＳ 系统应可以随时方便地调整计划

４)有多种灵活的排产方法ꎬ满足多个工区不同的排产需求

５)能进行多种复杂的试运算ꎬ并对试运算结果作出处理和统计分析

６)能制订精确的物料需求计划ꎬ满足采购需求

７)能作出精确的外协计划

８)能与 ＥＲＰ、ＣＡＰＰ 等系统紧密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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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ＭＥＳ 能记录分厂和工区生产现场的全部信息ꎬ能与 ＡＰＳ 结合作出多种统计分析报表

１０)ＡＰＳ 子系统必须能随着企业的需求不断深入而逐步升级

图 ４　 生产任务表

(４)生产计划功能主要业务指标

１)主要实现以下生产计划类型的预排与上报和导入等功能:
•生产作业计划:规定企业在计划期内生产的产品品种、数量、质量和生产进度及生产能力的利

用程度等ꎮ 它是以销售计划为主要依据来编制的ꎮ 同时它又是编制劳动工资、物资供应、财务、成本

等计划的依据ꎬ也是搞好产、供、销平衡的主要依据

•物料需求计划:根据配方与计划任务ꎬ系统自动生成物料需求计划ꎬ并结合物料库存模块ꎬ显示

配方相关物料的现有存量ꎬ对差量部分进行提示

•设备维修计划:根据计划执行单元相关设备ꎬ结合设备管理模块的中设备的维修周期与维修记

录等信息ꎬ生成设备维修计划

•固定资产投资计划

•财务预算及成本费用计划

•人力资源需求计划

２)生产计划的制订能够支持任意级别的岗位或工作中心ꎮ
３)生产计划在时间粒度上支持到班组ꎮ

４　 结束语

目前绝大部分 ＥＲＰ 将业务重点放在了人、财、物等经营层ꎬ而无法满足企业生产执行层“快、短、
少”的实际生产需求ꎬ从而无法在工厂和车间获得实质性的应用ꎮ 没有精确的计划ꎬ就没有从容的过

程ꎮ 通过 ＡＰＳ＋ＭＥＳ 的融合ꎬ实现精确的生产计划与即时的生产过程监控相融合ꎬ是制造业管理软件

的大势所趋ꎮ 核工业计算机应用研究所与中核北方联合研发的核信 ＭＥＳ 系统在生产计划模块引入

ＡＰＳ 功能ꎬ在中核北方重水厂获得了良好的应用效果ꎮ

参考文献:
[１]　 齐二石ꎬ王永升ꎬ陈君彦.高级计划与排程:ＥＲＰ 生产计划的新引擎[Ｒ].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工业工程年会ꎬ ２００７.
[２]　 陈民强.精益高级生产计划与排程系统开发应用.厦门大学ꎬ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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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ＪＩＴ ｌｅａｎ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ꎬ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ｕｂ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ＭＥ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Ｈｅａｖｙ Ｗａｔｅｒ Ｐｌａｎｔ ｉｓ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ꎬ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ｓｕｂｓｙｓｔｅｍ ａｒｅ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 ｉｎ ｄｅｔａｉｌ.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ｉｓꎬ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ｓｕｂ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ＭＥ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ａｓ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ａｎｄ ｖｅｒｉｆｉｅｄ. Ｔｈｅ ｓｕｂｓｙｓｔｅｍ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ｓｏｌｖｅ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ｈｏｗ ｔｏ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ｕｔｉ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Ｈｅａｖｙ Ｗａｔｅｒ
Ｐｌａｎ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ꎻ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ｃｈｅｄｕｌｉｎｇ

７５１



中国核科学技术进展报告(第五卷)
核情报分卷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５)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网络环境下基于核科技信息库建设研究与实践

陈　 刚
(核工业北京化工冶金研究院ꎬ北京 １０１１４９)

摘要:核科技信息库是核工业领域的特色资源ꎬ在我国核事业发展过程中发挥着引领和指导性作用ꎮ 随着信息网络化

的深入应用ꎬ我们对新形势下核科技信息库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设研究方案ꎬ并通过开源平台和二次开发实践、利用

Ｂ / Ｓ 架构ꎬ成功地建设了网络核科技信息库ꎬ为科研、试验和生产运行提供了服务保障ꎮ
关键词:网络ꎻ核科技信息库ꎻ文档转换

近年来ꎬ国家提出建设网络强国目标ꎬ要求以信息化驱动现代化ꎮ 中核集团紧紧围绕着“数字核

工业”建设目标ꎬ根据核工业的需求全面提供核科技信息服务ꎬ构建核科技信息库能进一步展示核科

技能力和技术水平ꎬ同时为核工业科研创新能力、调整产业布局、决策规划提供资料和数据支持ꎬ在核

科技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ꎮ
我国已经建立了包括核资源勘探、采冶、转化、浓缩及放射性废物处理等环节的完整核工业体系ꎬ

核科技信息库建设是搜集核工业产业链科技信息而构建的知识库资源ꎮ 该库覆盖核科学技术、核燃

料循环与材料、核装置及仪器仪表、核技术的非动力应用、核安全保障与法规、非核能源、核科技刊

物等ꎮ

１　 信息库需求分析

核科技信息库的构建包括样式设计、接口标准与规范、开源平台集成、信息资源分类和整合等方

面ꎬ具有信息录入上传、文档格式转换全文查看、编辑修改ꎬ检索查询、恢复与备份、数据维护、用户管

理等功能(图 １)ꎮ

图 １　 核科技信息库系统流程图

系统采用 Ｂ / Ｓ 结构ꎬ用户通过 ＩＥ 浏览器访问信息库资源ꎮ 分别用到了 Ｃ 语言编写的文档输入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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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及格式转换组件、ＷＰＳ 文档环境、Ｄｉｓｃｕｚ 开源平台及信息库 ＣＳＳ 样式列表插件、Ｍｙｓｑｌ 数据库等ꎮ

１.１　 系统中的主要用户角色

(１)管理用户及管理资源

系统用户分管理员和用户两大类ꎬ管理员分为系统管理员、资源管理员ꎮ 用户分为普通用户和注

册用户ꎬ普通用户可以在线浏览信息库全文ꎬ但没有下载权限ꎻ注册用户可以通过其对系统的下载及

上传次数获取相应积分ꎬ通过消耗积分可以下载更多的信息库资源ꎮ 管理员分为系统管理员和信息

资源管理员ꎬ系统管理员有配置信息库系统各项功能权限ꎬ信息资源管理员可以对信息库资源进行分

类及增删改查ꎮ 在安全上ꎬ用户账户均采用加密算法和 ＩＰ 资源库ꎬ保证用户账户安全和系统安全ꎮ
管理资源:这里是通过 Ｃ 语言编写第三方组件及 ＷＰＳ 环境实现与信息库系统的集成ꎬ控制各种

信息文档资源的上传后格式转换ꎬ并转换为 ＦＬＡＳＨ 浏览格式ꎬ同时可以配置指定 Ｄｉｓｃｕｚ 开源平台上

传路径和文档转换供下载的路径ꎮ 核信息库的分类是通过在 Ｄｉｓｃｕｚ 开源平台后台使用 ＸＭＬ 语言来

实现ꎬ如图 ２ 所示ꎮ 整合资源是根据用户的评价及文献下载量产生推荐排行ꎮ 对预资源要求ꎬ用户提

交上传资源时ꎬ会对已有资源进行比较匹配ꎬ差异化匹配后即上传成功ꎬ同时向管理员发送上传成功

提醒ꎮ 资源管理员对用户上传资源进行安全性审核ꎬ系统会对核定数据进行管理ꎬ如提取关键词和元

数据标引以供用户检索浏览和下载ꎮ
(２)普通用户和注册用户

普通用户只能检索和浏览ꎬ没有下载权限ꎮ 注册用户登录后ꎬ可以参与和利用系统提供的多种服

务功能ꎮ
检索查询:注册用户可以通过系统查询现有的资源及排行ꎮ
评论:注册用户可以对资源进行评论ꎮ 系统会根据评价结果进行文献排行推荐ꎮ
上传:注册用户可以分享上传资源ꎬ资源管理员可以对资源进行审核ꎬ通过审定后的资源才可以

添加到信息库ꎬ同时系统会赠送分享的用户积分ꎬ积分可以下载更多资源ꎮ
下载:注册会员可以使用已有积分下载信息库资源ꎬ如遇到积分不够时ꎬ可以通过上传资源获取

积分ꎮ
短消息:注册用户之间可以发送短系统消息来索取资源ꎮ
个人资料模块修改:为了提高用户安全性ꎬ用户登录时可以通过此模块更改用户名及密码和个人

资料ꎮ

１.２　 系统功能需求用例分析

信息库系统分为 ５ 大模块集成ꎬ分别是 Ｃ 语言编写的文档输入输出及文档转换监控组件、Ｄｉｓｃｕｚ
开源平台、Ｄｉｓｃｕｚ 信息库插件、信息库 ＣＳＳ 样式、ＷＰＳ 文档环境等ꎮ

(１)文档转换监控组件

这里用 Ｃ 语言编写文档转换监控组件服务端ꎬ对开源平台做出判断ꎬ判断后响应平台目录位置ꎬ
执行 ＳＷＦＴＯＯＬ 命令对上传文档进行转换ꎬ生成浏览格式为 ＳＷＦ 格式ꎻ文档较大情况下全文浏览采用

异步单页加载ꎬ能够减轻服务器负担ꎬ同时加快大文档在线浏览速度ꎮ
(２)Ｄｉｓｃｕｚ 开源平台及运行环境搭建

Ｄｉｓｃｕｚ 采用 ＰＨＰ 语言ꎬＭＹＳＱＬ 数据库ꎬ是一款轻量型门户及论坛开源平台ꎬ１５ 年的应用历史ꎬ
２００ 万网站应用首选ꎬ优点是安全稳定ꎬ安装设置简便ꎮ 内嵌的数据表能够在信息库中使用ꎬ能够快速

实现信息库的部署和应用ꎮ
ＰＨＰ 语言和 ＭＹＳＱＬ 数据库运行环境使用的是 ＡＰＭＳＥＲＶ 套件ꎬ一键安装 ＰＨＰ 语言和 ＭＹＳＱＬ 数

据库环境ꎮ 在指向 Ｄｉｓｃｕｚ 开源平台所在目录和端口号后即可运行 ＰＨＰ 程序和 ＭＹＳＱＬ 数据库ꎬ简单

易用ꎮ
(３)Ｄｉｓｃｕｚ 信息库插件

Ｄｉｓｃｕｚ 信息库插件是根据 Ｄｉｓｃｕｚ 插件规则ꎬ编写的信息库插件ꎬ部分数据通过编写的 ＸＭＬ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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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运行环境套件

写入数据库ꎮ 在这里插件规则定义了文档分类、附件推送及文档上传ꎬ用户浏览和下载权限、审核机

制、积分下载机制、宣传文本自定义、ＪＳ 写入等ꎮ
(４)信息库 ＣＳＳ 样式

Ｄｉｓｃｕｚ 开源平台内嵌样式无法满足当前信息库功能及样式需求ꎬ在这里需要设计信息库 ＣＳＳ 样

式文件ꎬ根据需求共设计了 ７ 个样式文件ꎬ分别对应信息库首页、个人登录页、文档上传页、文档修改

页、文档查看页、更多文档页、文档检索页等ꎮ
(５)ＷＰＳ 文档环境

系统对于上传文档进行格式转换需要配置 ＷＰＳ 文档环境ꎬ覆盖办公用常用文档ꎬ在这里配置的

是 ＷＰＳ４４６８.１２０１２.０ 版ꎬ经测试相比较其他版本ꎬ稳定性更强(图 ３)ꎮ
１.３　 资源管理模块需求分析

资源管理模块实现对信息库资源的管理功能ꎬ有多方面的作用ꎬ如用例图 ４ꎬ其中包括资源类别、
资源建设、标引、更新与审核等ꎮ
１.４　 系统非功能需求

系统非功能需求主要表现在性能、可用性、安全性、可靠性、兼容性及支持等六个方面ꎮ 系统性能

需求主要集中在页面响应速度、文档转换时间率和正确率上ꎬ对于页面响应时间均要求小于 ３ 秒ꎬ文
档转换时间率依据文档大小ꎬ平均每页转换时间要求小于 ５ 秒ꎬ正确率在 ９５％及 ９５％以上ꎮ

因为存储了个人信息ꎬ因此对用户安全性要求较高ꎬ用户操作、管理员操作需要验证码ꎬ且有操作

日志记录ꎮ
应该对主流浏览器ꎬ如 ＩＥ、ＧＯＯＧＬＥ、火狐等完全兼容ꎬ信息库平台本身应该易于扩展ꎬ能够在多

平台运行ꎮ

２　 数据库设计

核信息库系统包含了数据库和表ꎬ根据需求主要有用户数据库ꎬ存储用户相关数据信息ꎬ包含管

理员账号信息表、注册用户信息表及备份表ꎮ 还有资源数据库ꎬ主要存储与信息库相关资源数据ꎬ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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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文档转换监控组件服务端

图 ４　 资源管理模块需求分析用例图

分类信息表、文档数据信息表、评价数据信息表等ꎮ

３　 信息库关键技术

核信息库构建的关键技术是实现服务端控制文档的输入输出及浏览ꎬ并采用异步加载方式减轻
服务器在线浏览线程数负担(图 ５)ꎮ 其中涉及了类、中断、权限控制、格式转换、命令行等待、ＷＰＳ 类

库等相关技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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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相关技术文件编写

４　 信息库测试

信息库测试主要包括用户管理功能用例测试和资源管理用例测试ꎮ
系统管理员可以采用 Ｄｉｓｃｕｚ 安装初始账号登录ꎬ并测试密码修改和重新登录ꎬ测试登录系统管理

员页面进行权限分配和配置ꎬ测试插件管理等ꎮ 资源管理员测试登录及文档标引和审定权限ꎮ 一般

用户和注册用户测试文档资源浏览、评价、上传和下载权限ꎮ 所有用户均测试检索用例和站内短消息

发送用例ꎮ
经过测试和验证ꎬ本信息库较好地实现了各项系统需求ꎬ达到了系统预期目标ꎮ

５　 结论

核科技信息库是一个综合性、面向核科技的资源信息系统ꎬ该平台有规范标准的数据管理接口ꎬ
用户可按需完成查询、检索、评价、下载及打印等操作ꎬ灵活便捷ꎮ 建设良好的核科技文献资源环境ꎬ
深层次开发和利用核信息资源ꎬ提高核信息库技术含量ꎬ提升特色文献服务ꎬ加强数据库的维护、管理

和更新ꎬ建立核信息服务体系ꎬ加快核科学技术民用的推广和扩散是现代化核信息服务发展的必然

趋势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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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技术经济与 中国核科学技术进展报告(第五卷)
管理现代化分卷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５)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营改增”背景下核电厂运输服务合同的影响分析

徐孝福ꎬ林华寿ꎬ李　 辉
(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施工管理中心ꎬ广东 深圳 ５１８１２４)

摘要: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即营改增)是国家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ꎬ交通运输业作为营改增试点行业自 ２０１２ 年以来政策

不断的完善ꎮ 根据政策规定ꎬ本文研究分析营改增前后对运输服务的影响ꎬ并重点分析了营改增之后不同税率对运输商及采

购方的影响ꎬ并提出了影响分析的理论模型ꎬ给出了营改增之后招标采购及合同管理的应对措施建议ꎮ
关键词:营改增ꎻ核电站运输服务ꎻ影响分析

核电厂工程建设期间核岛主设备(ＬＯＴ１２０、ＬＯＴ１３０ 等)、常规岛(ＬＯＴ４０、ＬＯＴ４７ 等)及 ＢＯＰ 设备、
安装专用工具等大批量的重型设备及物资需要有理有序的运抵现场ꎮ 在选择运输方式上ꎬ中广核自

岭澳二期项目开始选取了以第三方物流为主的工程物流模式ꎬ实现设备制造厂到项目现场的 Ｄｏｏｒ Ｔｏ
Ｄｏｏｒ(门到门)的运输模式ꎬ并推广至红沿河、宁德、阳江、台山、防城港等项目ꎮ 以岭澳二期为例ꎬ两台

机组的货物运输量约 １１ 万计费吨ꎬ重量吨约 ６ 万吨ꎮ
“营改增”之前ꎬ根据业务类型不同运输商提交的发票主要为:
①公路内河运输公路、内河货物运输业统一发票ꎬ３％ꎻ
②货运代理发票ꎬ５％ꎮ
“营改增”之后将按照不同业务划分缴交增值税ꎮ

１　 “营改增”政策解读

１.１　 “营改增”政策简介

增值税是以商品(含应税劳务)在流转过程中产生的增值额作为计税依据而征收的一种流转税ꎮ
自 ２０１１ 年年底ꎬ国家决定在上海试点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工作ꎬ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等生

产性服务业开展试点ꎬ“营改增”相关的政策主要有以下几点ꎮ
(１)国家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联合公布了“营改增”试点的方案ꎬ决定由

上海市自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起开始试点ꎬ试点行业首先选择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ꎮ
(２)自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２ 年年底ꎬ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试点范围ꎬ由上海市进一步分批

扩大至北京、天津等 １０ 个省(直辖市、计划单列市)ꎬ同时将广播影视服务纳入试点范围ꎮ
(３)其他未展开“营改增”试点的 ２２ 个省区市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 日起全数纳入“营改增”范围ꎬ实现

“营改增”的全国推开ꎮ 自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起ꎬ铁路运输和邮政业也被纳入“营改增”试点行业范

围内ꎮ
(４)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 日起ꎬ建筑业、房地产、金融业、生活服务业全面施行“营改增”ꎮ 至此ꎬ“营改

增”向全国各行业全面覆盖ꎮ

１.２　 “营改增”不同政策对运输服务行业的相关规定

１.２.１　 建安业“营改增”之前的政策要求

交通运输业:包括陆路运输服务、水路运输服务、航空运输服务、管道运输服务(铁路运输服务在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改为增值税ꎬ并纳入交通运输业范围)ꎮ 原来属于缴交营业税的范围的搬运、装卸等

服务ꎬ增值税后不包含在交通运输业定义范围ꎬ转移至物流辅助服务项下的装卸搬运服务ꎮ
物流辅助服务:航空服务、港口码头服务、货运客运场站服务、打捞救助服务、货物运输代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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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报关服务、仓储服务和装卸搬运服务ꎮ 针对货运代理行业归属于物流服务服务行业ꎬ并定义为

“是指接受货物收货人、发货人、船舶所有人、船舶承租人或船舶经营人的委托ꎬ以委托人的名义或者

以自己的名义ꎬ在不直接提供货物运输服务的情况下ꎬ为委托人办理货物运输、船舶进出港口、联系安

排引航、靠泊、装卸等货物和船舶代理相关业务手续的业务活动ꎮ”
１.２.２　 建安业“营改增”之后的政策要求

在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 日起实施的建筑业、房地产、金融业、生活服务业全面营改增政策中ꎬ对交通运

输行业的规定进行可调整ꎬ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点ꎮ
(１)明确了无运输工具承运业务ꎬ并划归到交通运输服务业范围内ꎬ适用 １１％增值税率ꎮ 无运输

工具承运业务是指经营者以承运人身份与托运人签订运输服务合同ꎬ收取运费并承担承运人责任ꎬ然
后委托实际承运人完成运输服务的经营活动ꎮ

(２)重新定义了货物运输代理服务ꎬ并将货物运输代理服务业务由原来的物流辅助业务整体划归到

商务辅助服务ꎮ 新的定义删除了“或者以自己的名义ꎬ在不直接提供货物运输服务的情况下”ꎬ将其转移

到交通运输服务的管道运输服务项下ꎬ单独列为无运输工具承运业务ꎮ 更新后的货物运输代理服务定义

为:货物运输代理服务是指接受货物收货人、发货人、船舶所有人、船舶承租人或者船舶经营人的委托ꎬ以
委托人的名义ꎬ为委托人办理货物运输、装卸、仓储和船舶进出港口、引航、靠泊等相关手续的业务活动ꎮ

表 １　 “营改增”前后对比表

服务项目名称 税务科目 营业税税率 增值税税率

交通运输服务业 陆路、水路、航空、管道 ３％ １１％

现代服务业

物流辅助服务(码头、仓储、搬运等服务)、研发和技术服

务、信息技术服务、商务辅助服务(包含货物运输代理服

务)、文化创意服务、鉴证咨询服务、广播影视服务等

３％或 ５％ ６％

１.３　 增值税税率及计算办法

１.３.１　 增值税税率

对于运输服务业增值税纳税人分为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ꎮ 小规模纳税人按照征收率进行

计算ꎬ增值税征收率为 ３％ꎮ 一般纳税人按照差额征收ꎬ并规定了 １１％和 ６％两档税率ꎬ如下:
①交通运输业包括陆路运输服务、水路运输服务、航空运输服务和管道运输服务(管道运输服务

包括:管道运输服务和无运输工具承运业务)适用 １１％税率ꎻ
②物流辅助服务ꎬ包括港口码头服务、货运客运场站服务、打捞救助服务、装卸搬运服务、航空服

务、仓储服务和收派服务等ꎬ适用 ６％税率ꎮ
表 ２　 “营改增”后运输行业适用税率表

行业 科目范围 增值税税率

交通运输服务业

陆路运输:指通过陆路(地上或者地下)运送货物或者旅客的运输业务

活动

水路运输服务ꎬ是指通过江、河、湖、川等天然、人工水道或者海洋航道运

送货物或者旅客的运输业务活动

航空运输服务ꎬ是指通过空中航线运送货物或者旅客的运输业务活动

管道运输服务ꎬ是指通过管道设施输送气体、液体、固体物质的运输业务

活动ꎮ 包括(管道运输服务及无运输工具承运业务)

１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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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 科目范围 增值税税率

现代服务业－
物流辅助服务

物流辅助服务ꎬ包括航空服务、港口码头服务、货运客运场站服务、打捞

救助服务、装卸搬运服务、仓储服务和收派服务
６％

现代服务业－
商务辅助服务

货物运输代理服务 ６％

小规模纳税人 小规模纳税人或特许简易征收项目 ３％
备注:无运输工具承运业务“营改增”之前适用于 ５％ꎬ“营改增”之初调整为 ６％的增值税ꎬ最新的政策规定适用于

１１％的增值税税率

１.３.２　 增值税计算办法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适用一般计税方法:
应纳税额＝当期销项税额－当期进项税额

小规模纳税人提供应税服务的ꎬ可按照销售额和征收率计算应纳税额ꎬ同时不得抵扣进项税额ꎬ
计税方法为:

应纳税额＝销售额×征收率

２　 “营改增”前后对运输合同的影响及应对策略分析

针对目前“营改增”相关的政策要求ꎬ对不同情况的一般纳税人进行以下理论分析ꎮ 假设前提条

件为:不考虑附加税费的影响及税费的时间价值的影响等因素ꎮ

２.１　 “营改增”前后对货运代理服务的影响

货运代理业务在“营改增”之前提交的 ５％的营业税发票ꎬ为价内税ꎮ “营改增”之后按照业务划

分为物流辅助行业和无交通工具承运业务两种情形ꎬ定义为物流辅助行业的业务提交 ６％的增值税发

票ꎬ定义为无交通工具承运业务提交 １１％的增值税发票ꎮ
在同等销售收入的前提下ꎬ由 ５％货运代理营业税模式改为 ６％的增值税模式下运输企业的不含

税收入略微减少ꎬ改为 １１％增值税模式情形对运输企业影响较大ꎬ不含税收入下降 ５.２％ꎬ如表 ３
所示ꎮ

表 ３　 “营改增”前后货运代理的影响对比分析表

项目 营业税模式 ６％增值税模式 １１％增值税模式

销售价格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营业税金 ５ ０ ０

不含税收入 ９５ ９４.３４ ９０.０９

应缴税金 ５ ５.６６ ９.９１

假设服务方要保持不含税收入不变时ꎬ由 ５％货运代理营业税模式改为 ６％的增值税模式下采购

方需多支付 ０.７ꎬ同时可以抵扣 ５.７ 的进项税费ꎬ１１％增值税模式下采购方需要多支付 ５.４５ꎬ同时可以

抵扣 １０.４５ 的进项税费ꎮ 如表 ４ 所示ꎮ

表 ４　 不含税收入相同条件下销售价格对比

项目 营业税模式 ６％增值税模式 １１％增值税模式

服务方税后收入 ９５ ９５ ９５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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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营业税模式 ６％增值税模式 １１％增值税模式

服务方需缴纳营业税 ５ ５.７ １０.４５

销售价格 １００ １００.７ １０５.４５

２.２　 “营改增”前后对货运运输企业的影响

货运运输实体企业通过组织自身资源ꎬ实现货运空间的转移ꎮ 货物运输在“营改增”之前提交的

３％的营业税发票ꎬ为价内税ꎮ “营改增”之后按照业务划分为交通运输服务业ꎬ提交 １１％的增值税

发票ꎮ
假设为保障服务方保持不含税收入不变ꎬ采购方需要多支付 ７.６７ꎬ同时比原来多抵扣 ３.６７ꎮ 若运

输商定位 １１％一般纳税人ꎬ相对原来的 ３％的营业税税负增加ꎮ 详见表 ５ 分析ꎮ
表 ５　 不含税收入相同条件下税负分析表

定价模式:保持不含税价格相同

运输方收取客户 １００

运输方营业税 ３％

运输方原来税后收入 ９７

增值税销项 １０.６７

价税合计 １０７.６７

采购方可以抵扣进项 １０.６７

采购方原可以抵扣的进项 ７

若对合同价在原来定价基础上进行上调ꎬ对比分析服务方和采购方的税率变化的影响ꎬ详见表 ６ꎮ
表 ６　 定价调整对服务方及采购方的影响分析表

定价模式:在原来的价格上提高

运输方向客户提价幅度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原来的价格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调整后价格 １０１ １０２ １０３ １０４ １０５ １０６ １０７ １０８

运输方不含税收入 ９１ ９２ ９３ ９４ ９５ ９５ ９６ ９７

运输方税后收入变化 －６ －５ －４ －３ －２ －２ －１ ０

增值税销项 １０.０１ １０.１２ １０.２３ １０.３４ １０.４５ １０.４５ １０.５６ １０.６７

采购方多支付金额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采购方多抵扣金额 ３.０１ ３.１２ ３.２３ ３.３４ ３.４５ ３.４５ ３.５６ ３.６７

采购方利益变化 ２.０１ １.１２ ０.２３ －０.６６ －１.５５ －２.５５ －３.４４ －４.３３

根据上表理论分析ꎬ当采购方多支付的部分与采购方多抵扣部分相等时ꎬ则理论上可以认为ꎬ采
购方的利益与原来相同ꎮ

根据图 １ꎬ分析了运输商提价幅度与采购方收益变化曲线ꎬ采购方利益变化曲线与横坐标轴的交

点即为:采购方多支付的部分与采购方多抵扣部分相同ꎮ
设定采购方多支付部分为 Ｘꎬ则运输方销项增值税为:(１００＋Ｘ)×０.１１ / １.１１
根据假设条件即 “采购方多支付的部分与采购方多抵扣抵扣部分相同”ꎮ 则:
４



图 １　 服务方向客户提价幅度与采购方收益曲线图

销项增值税－原来增值税抵扣额度＝Ｘ
根据上述则 Ｘ＝ ３.２３ꎬ即当运输方要求增加 ３.２３％时ꎬ采购方的利益与原来基本一致ꎮ

２.３　 应对策略分析

基于上述分析ꎬ“营改增”之后不同业务划分ꎬ造成的不同税率ꎮ 对招标采购及合同管理均有较大

的影响ꎬ对于运输招标采购而言ꎬ“营改增”之后需要从以下因素考虑ꎮ
２.３.１　 采用价税分离———“净价评标”的采购策略

投标人的报价＝税前造价(不含增值税的进项税费)＋销项税金ꎮ 投标人的增值税增值税率不同ꎬ
其投标总价也不同ꎮ 但是影响采购方收益的为下游承包商的税前造价ꎮ 如交通运输服务业一般纳税

人税率为 １１％ꎬ小规模纳税人税率为 ３％ꎬ通过表 ７ 进项对比分ꎬ因此含税总价低未必是招标采购方

收益ꎮ
表 ７　 投标人的投标报价项目对比

投标人 含税总价① 增值税税率②
增值税(可以作为

进项税抵扣)③
不含税投标价④ 不含税售价⑤

采购方收益

⑥＝⑤－④

Ａ ９８ ６％ ５.５５ ９２.４５ １２０ ２７.５５

Ｂ １００ １１％ ９.９０ ９０.１０ １２０ ２９.９０

备注:⑤不含税的售价为采购方的销售价格ꎮ

从表 ７ 中可以看出ꎬＡ 投标人的含税报价较低ꎬ但由于其为 ６％的增值税税率ꎬ采购方获得增值税

可抵扣进项税也相对较少ꎬ最终的收益也较低ꎻ投标人 Ｂ 的含税投标总价虽然高于 Ａꎬ但其增值税的

税率为 １１％ꎬ采购方获得可抵扣进项税也较多ꎬ最终采购人的收益也高于 Ａꎮ 因此ꎬ“营改增”之后在

制订采购策略时ꎬ首先要考虑价税分离“净价评标”的方法ꎮ 本文提出的“净价评标”办法已经在红沿

河二期场外运输合同、防城港二期场外运输合同、红沿河二期现场运输合同等招标采购中应用验证ꎬ
最大程度地维护公司利益ꎮ
２.３.２　 专业分包

运输环节众多繁杂ꎬ包含海陆空运输、货运代理、无交通工具运输承揽业务、报关、码头管理、清
关、搬运等ꎬ而“营改增”之后又将上述不同业务划分至不同的税率ꎬ有 １１％、６％、３％等ꎮ 因此ꎬ在制订

采购策略时ꎬ明确采购包的范围ꎬ并制订专业分包采购的策略ꎬ独立报价ꎬ确保采购方的收益ꎮ 同时还

需要关注采购方的上游总包合同与下游分包合同的对应关系ꎬ确保上下游能够对应抵扣ꎮ
２.３.３　 合同管理应对策略分析

“营改增”之前已经签订的合同ꎬ税费的变化对合同执行影响较大ꎬ因此ꎬ如下建议ꎮ
(１)根据“营改增”政策的解读ꎬ首先明确下游承包商提供的服务类别ꎮ 如果提供的是交通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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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陆路、水路、航空、管道运输)等服务ꎬ则按照 １１％的一般纳税人进行交税ꎻ如果下游提供的是货物

代理服务ꎬ则以 ６％的一般纳税人进行交税ꎮ
(２)对于各项目场外运输服务商因 “营改增”提出的税负增加ꎬ提出的增加合同价格的处理方式ꎬ

建议如下:
①遵循合同中对税费等相关条款的规定ꎻ
②参照各项目运输服务合同采购时招标采购文件中对税费的相关规定ꎻ
③“营改增”后对工程公司、运输服务商的利益变化ꎮ
④基于上述情况ꎬ并参照之前的理论分析ꎬ合理的处理运输服务商的诉求ꎮ

３　 结论

随着“营改增”政策不断深入推进ꎬ对服务方及采购方均有不同的影响ꎬ本文基于运输行业“营改

增”的政策ꎬ研究分析如下ꎮ
(１)“营改增”之后不同运输服务行业适用的税率不同ꎬ政策规定划分为 １１％、６％、３％ꎮ
(２)“营改增”之后ꎬ货运代理业务与无运输工具承运业务进行区分ꎬ并分别适用于 ６％、１１％的增

值税税率ꎮ
(３)分别对货运代理及运输服务业“营改增”前后税负变化进行分析ꎻ５％的货运代理业务“营改

增”前后变化较小ꎬ但由 ５％的货运代理业务改为无运输工具承运业务ꎬ服务方的税负变化较大ꎻ服务

方由 ３％运输服务业变为 １１％的增值税税负影响最大ꎮ
对 ３％运输服务业变为 １１％的增值税ꎬ在服务方提高报价的比例对双方的影响进行理论分析ꎬ分

析认为服务方提高报价ꎬ采购方的收益将降低ꎬ并在 ３.２３％的点达到平衡点ꎮ
针对营改增之后应对策略ꎬ分析认为采购方应采用价税分离———“净价评标”的采购策略ꎬ并采购

专业化分包ꎬ并保证上下游采购包划分一致的原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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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ＮＰＥＣ ＣＭＥ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Ｒｅｐｌａ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Ｔａｘ ｗｉｔｈ ａ 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ｅｄ Ｔａｘ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ａｘ
ｓｙｓｔｅｍ ｒｅｆｏｒｍꎬ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ｓ ｔａｘ ｒｅｆｏｒｍ ｐｉｌｏ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ｓｉｎｃｅ ２０１２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ｆ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ａｘ ｒｅｆｏｒｍ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ꎬ ａｎｄ ｆｏｃｕｓｅｄ ｏｎ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ａｘ ｒａｔｅｓ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ｔａｘ ｒｅｆｏｒｍ ｔｏ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ｂｕｙｅｒｓꎬ ａｎｄ ｐｕ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ｉｍｐａｃ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ꎬ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ｂｉｄ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ｒ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Ｔａｘ ｗｉｔｈ ＶＡＴꎻ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ｏｆ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ｐｏｗｅｒ ｓｔａｔｉｏｎꎻ Ｉｍｐａｃ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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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现代化分卷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５)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成本控制ꎬ核电风险管控的重要课题

徐　 涵ꎬ胡　 松ꎬ胡华涛
(中国核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ꎬ北京 １０２４１３)

摘要:核电行业目前面临国家推行核电标杆电价和电力体制改革的新形势ꎬ“一带一路”给核电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与挑

战ꎮ 本文以部分核电项目为例ꎬ将成本控制作为风险管控的首要课题ꎬ分析影响核电成本的主要影响因素ꎬ并就如何

更好地履行核电走出去、服务社会、造福人类的使命ꎬ提出全寿期管理、合理明确成本管控责任、建立以“安全为基础”
的成本管控理念和积极参与电改等管理建议ꎮ
关键词:标杆电价ꎻ上网电量ꎻ建造成本ꎻ发电成本ꎻ总承包ꎻ全寿期

核电标杆电价是我国核电发展走向市场化的重要里程碑ꎬ市场化环境下上网电量的压力使核电

企业正式步入成本控制时代ꎬ这让一直以来更多强调 “核”属性的核电ꎬ开始落脚于“电”上ꎮ

１　 外部政策环境的变化

１.１　 电价ꎬ市场才是最终的裁判

由于核电的特殊性ꎬ核电上网电价曾以“一厂一价”的机制单独核定ꎬ其上网电价由政府部门综合

考虑核电项目的建设成本和投资收益来核定ꎬ这是行业发展初期的一种鼓励性和保护性政策ꎬ那是受

鼓励和保护的黄金时代ꎬ即核电的政治能源时代ꎮ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５ 日ꎬ国家发改委出台了核电标杆电价政策ꎬ主要规定如下:核电标杆电价为

０.４３ 元 / (ｋＷ∙ｈ)ꎻ若核电标杆电价高于所在地燃煤电价ꎬ新建核电机组执行当地燃煤标杆电价ꎮ 燃

煤标杆电价对核电电价有重要影响ꎬ核电电价已逐渐回归其经济能源的市场化本质属性ꎮ
随着燃煤发电标杆电价的不断下降ꎬ核电面临的形势也越来越严峻ꎮ 辽宁省新近发布的«关于煤

改电供暖项目到户电价的通知»确定ꎬ现行煤改电供暖电量来源为辽宁红沿河核电有限公司上网电

量ꎬ通过市场交易形成的上网交易电价为 ０.１８ 元 / (ｋＷ∙ｈ)ꎮ 如何进一步降低成本ꎬ是核电企业在未

来更加市场化的电力行业立足、竞争和发展所必须要做的功课ꎮ
核电作为重要能源ꎬ从政治能源回归经济能源的本质属性ꎬ从长远看ꎬ随供给侧占比不断加大ꎬ对

成本要求越来越突出ꎬ这是国家发展的需要ꎮ 展望今后 ５~１０ 年ꎬ当核电装机容量翻两番ꎬ发电量提升

至更大比重ꎬ核电成本、核电价格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会越来越大ꎬ其对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ꎬ对国家实

体经济国际竞争力的提升都会产生重要作用ꎮ

１.２　 电量ꎬ供给侧改革的长期重负

２０１６ 年 １—１０ 月份国内核电运行情况显示ꎬ虽然核能发电量同比增长 ２２.４％ꎬ但核电设备平均利

用小时数同比降低 ３１５ ｈꎮ 中电联发布的报告指出ꎬ核电方面ꎬ与 ２０１５ 年同期相比ꎬ除广东外的其余

省份设备利用小时降幅均超过 ２５０ ｈꎬ其中福建、辽宁分别降低 ６４５ ｈ、７８０ ｈꎮ
这些数字对应着的是 ２０１６ 年以来核电领域乃至整个电力市场的关键词ꎬ电力消纳问题ꎮ 在报告

说明中ꎬ除了大修因素ꎬ核电厂应电网要求降功率运行而造成利用小时数下降为主要原因ꎮ 因此ꎬ虽
然核电装机量、商运数目上去了ꎬ但平均利用小时数、设备平均利用率却掉得厉害ꎬ未来的形势也不容

乐观ꎬ在大环境下ꎬ核电已不得不直面市场竞争ꎮ
核电“十三五”规划ꎬ逐渐进入规模化发展的轨道ꎬ这种规模化发展是在供给侧饱和的状态下调结

构的发展ꎬ是压缩化石类发电的要求下为改善空气环境来发展的ꎬ一方面成本高ꎬ一方面有需求ꎬ因
此ꎬ只有降低成本的核电才是国家发展需要的电力供应ꎮ 成本控制ꎬ无疑是当今乃至今后一段时间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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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发展面临的重要风险管控课题ꎮ

２　 核电成本分析

核电成本ꎬ一般意义上ꎬ可分为建造期的成本和全寿期的成本ꎮ 前者可用于衡量核电站的投资成

本ꎬ后者可用来评估核电站的总体经济性即发电成本ꎮ

２.１　 建造成本控制为首要的着力点

核电投资大、建设周期长ꎬ运营期的成本费用 ７０％以上由设计和建造阶段决定ꎮ 因此ꎬ核电企业

成本精益管理的着力点在于建设期投资成本控制ꎮ 通过比较部分核电项目投资建设成本ꎬ得出初步

的结论:不同技术路线对核电站单位投资影响较大ꎮ

表 １　 部分核电项目投资建设成本比较

序号 机型 开工时间 建成价比投资 / (元 / ｋＷ)

１ Ｍ３１０ １９９５ 年 １ ３８５ 美元

２ Ｃａｎｄｕ６ １９９８ 年 １ ９６０ 美元

３ ＡＥＳ－９１ 型 １９９９ 年 １３ ６４４

４ ＡＥＳ－９１ 型 ２０１２ 年 １８ ０７２

５ Ｍ３１０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６０６

６ Ｍ３１０ 改进型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４９６

７ Ｍ３１０ 改进型 ２００８ 年 １３ ２０５

８ Ｍ３１０ 改进型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４６４

二代及二代改进型机组的单位投资均值为 １２ ０００ 元 / ｋＷ 左右ꎬ单位投资具有较强的趋同性ꎬ通
过技术引进、消化、吸收、改进、创新而形成的第二代改进型核电技术日趋成熟ꎬ机组的投资成本正在

趋于标准化ꎮ 而作为新引进的第三代核电技术ꎬ主要设备进口以及新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导致工

程费用居高不下ꎬ使第三代核电机组单位投资较高ꎮ
大量的研究数据表明ꎬ产品成本的 ７０％ ~ ９０％ꎬ在产品研发阶段就已基本确定ꎬ核电企业更是如

此ꎮ 项目前期阶段对堆型和装机容量的选择ꎬ直接决定了机组建设所需的投资额、所能提供的电量、
备件储备和采购的经济性、所提供产品的多样性、所需付出的学习成本、生产工艺流程等ꎬ也直接决定

了机组投产后能否具备成本优势ꎮ

２.２　 建造成本分项分析

从建造成本的总构成来看ꎬ在建核电项目成本主要由工程费用、工程其他费用、首炉核燃料费、基
本预备费、价差预备费、财务费用等组成ꎮ 其中占比较大的主要有以下几项:工程费用一般占 ６０％ ~
７０％ꎬ工程其他费用 １０％~２０％ꎬ财务费用 １０％左右ꎬ燃料费 ５％左右ꎮ

表 ２　 部分核电项目建设成本组成

机型 工程费用 工程其他费用 首炉燃料费 基本预备费 建设期财务费用

某 Ｍ３１０ 机组 ６５.９５％ １０.７８％ ４.６１％ / １８.６６％

某 Ｍ３１０ 机组 ７１.００％ １５.２８％ ６.６６％ / ７.０７％

某 Ｍ３１０ 改进型机组 ６１.８５％ １９.４１％ ４.６３％ １.６２％ １２.４９％

某 Ｍ３１０ 改进型机组 ６３％ １７.７７％ ３.７７％ １.４５％ １３.４１％

某 Ｍ３１０ 改进型机组 ６４％ １７.１９％ ５.０８％ ３.０７％ １０.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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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机型 工程费用 工程其他费用 首炉燃料费 基本预备费 建设期财务费用

某 Ｍ３１０ 改进型机组 ６１.２２％ ２０.４４％ ４.０６％ １.３３％ １０.７５％

２.２.１　 工程费用

设备投资对核电项目的成本控制方面贡献巨大ꎮ 工程费用一般由建安工程和设备投资组成ꎬ其
中ꎬ设备投资占工程费用比率为 ６０％左右ꎮ 建安工程的国内市场化程度相对成熟ꎬ可控空间相对较

小ꎬ工程费用的关注点首先在设备投资ꎮ

图 １　 部分核电项目设备投资占工程费用比率

设备国产化为设备投资的关键影响因素ꎮ 虽然目前我国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国产化率已达

８５％ꎬ但是在其余的尚未国产化的“１５％”里ꎬ大多是“卡脖子”的关键、重大装备或者其关键零部件(如
主泵、燃料组件和核级仪表等)ꎬ这些“卡脖子”的设备或部件不仅直接影响采购价格ꎬ更会对核电项

目工期造成重大影响ꎬ更大程度上拉高工程造价ꎮ
我国已基本掌握三代核电技术ꎬ核设备生产能力已追上或接近国外先进水平ꎬ已具备每年生产

６~８台核电设备的能力ꎮ 在主要技术路线方面ꎬ华龙一号首堆建设的国产化率不低于 ８５％ꎬ批量化建

设后设备国产化率将超过 ９５％ꎬ另一个三代核电技术重大专项 ＣＡＰ１４００ 设备国产化率也达 ８５％ꎬ
ＡＰ１０００ 平均国产化率已达到 ５５％ꎬＣＡＰ１０００ 的国产化率更是超过 ８０％ꎮ 核电设备国有化率的加快极

大地降低了核电站的建设成本ꎮ
但受制于核心零部件和关键原材料的供应能力ꎬ部分设备国有率较低ꎬ核电成套设备制造上仍存

在一些技术瓶颈ꎮ 例如ꎬ反应堆压力容器一体化顶盖、蒸汽发生器下封头、管板、主管道等锻件的制造

工艺尚不成熟ꎬ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巩固优化ꎻ主泵技术尚不成熟ꎬ国产化进程预计需要较长时期ꎻ安全

级自动化仪控系统、余热导出泵、爆破阀、海水循环泵等设备的自主化进展较慢ꎮ 同时ꎬ虽然我国现有

核电技术中设备国产化率最高达到 ８５％ꎬ但是按照集成后的设备来计算ꎮ 其中很多核心零部件及原

材料都是从国外引进ꎬ国产化空间巨大ꎮ 未来国产化也将向深度推广ꎬ配件辅件及材料将成为重点ꎮ
目前ꎬ国内核电设备供应商已有 ９０ 多家ꎬ占到总供应商的 ８２.５７％ꎬ但设备配套生产厂家非常分散ꎬ有
待进一步整合和优化配置ꎮ 因此ꎬ综合目前核电项目建设情况ꎬ在满足核安全法规的前提下ꎬ提高设

备国产化率ꎬ将是降低投资成本的重要途径ꎮ
除此之外ꎬ综合考虑工程费用ꎬ还应充分运用市场竞争机制配置资源ꎬ合理选择采购方式、降低采

购成本ꎮ 通过了解ꎬ核电项目单一来源占比过大ꎬ对采购成本的管控带来难度ꎮ 由于涉核产业相对封

闭ꎬ在核电项目采购中存在市场化意识不够及行业习惯性做法等因素ꎬ很多项目公司对于选择“单一

来源”采购的标准已不符合目前采购形势和市场化程度ꎮ 随着核产业的发展以及市场化程度的提高ꎬ
核电项目单一来源采购尚有很大优化空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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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２　 财务费用

财务费用的占比在建设成本中一般为 １０％左右ꎬ与工程的进度、时间联系密切ꎮ 由于核电项目的

建设期一般为 ６０ 个月左右ꎬ值得关注的是ꎬ“拖期和超概”一直是核电工程建设中存在的一个“普遍而

又突出的问题”ꎮ 一台百万千瓦的核电机组ꎬ拖一天增加财务费用近 ２００ 万元ꎬ同时减少利润近 ３００
万元ꎮ 因此ꎬ加强项目进度管理ꎬ保持在建核电工程安全、质量、进度、投资受控状态良好ꎬ至关重要ꎮ
２.２.３　 总包方费用

从方家山项目开始ꎬ部分核电新建机组均采用了由核电工程有限公司总承包(ＥＰＣ)建设ꎬ即项目

核电公司作为业主单位ꎬ由业主委托工程公司作为工程总承办单位ꎬ以 ＥＰＣ 工程总承包方式开展各项

工作ꎮ 据统计ꎬ工程公司总包方的费用一般占工程总投资的 ６０％~７０％ꎮ

图 ２　 部分核电项目总包方费用比率

对任何项目而言ꎬＥＰＣ 总包合同的工程造价水平一般偏高ꎮ 就核电项目 ＥＰＣ 总承包模式而言ꎬ
核电项目的概预算下达给业主单位ꎬ项目成本控制的压力主要由业主方承担ꎬ业主是最终投资控制的

主体ꎬ承担成本控制的责任ꎮ 其中ꎬ对于总包合同的定价ꎬ是业主方控制成本的主要方面ꎬ必然尽量压

低ꎻ而对于工程公司ꎬ并非工程投资控制的责任主体ꎬ对于工程成本控制的责任意识不足ꎬ其负责项目

的设计、采购和施工ꎬ对于总包合同的定价ꎬ一般在考虑各类成本的基础上ꎬ再考虑管理投入成本、利
润和风险等因素ꎬ所以必然尽量抬高ꎮ

因此ꎬ工程总承包合同价格是合同双方最大的争议点ꎬ由于合同双方基于不同角度争取己方利益

的最大化ꎬ使得各方分别立足于对自己有利的依据原则进行合同价格商谈ꎬ很难形成谈判基础并达到

一致ꎮ 因此ꎬ针对合同定价双方常常存在较多的争议项ꎮ
另外ꎬ从成本控制的角度ꎬ一旦合同签订ꎬ设计单位肯定愿意使用高标准设计ꎬ本身并不会过分考

虑成本ꎮ 对于业主公司而言ꎬ虽然具有概算和成本控制的压力ꎬ但一旦合同签订ꎬ业主主要是通过

ＥＰＣ 合同对承包方进行监管ꎬ对工程实施过程参与程度低ꎬ控制力度较低ꎮ
在与工程公司总包合同的签订与执行过程中ꎬ业主与工程公司在诸如双方责任划分、合同范围、

子项装修、设备配备、验收及质保期标准、分包合同管理深度、调试费用及接口、总包合同考核与激励、
工器具及备品备件配置、索赔与反索赔、工程管理信息系统、合同外事项计价原则等诸多方面均存在

不同程度的争议项ꎮ
２.２.４　 福岛事故后的投入

２０１１ 年福岛事故至 ２０１４ 年ꎬ核电新开工项目大幅下滑ꎮ ２０１１ 年当年无新开工核电机组ꎬ２０１２ 年

仅新开工福清 ４ 号、田湾 ３ 号、阳江 ４ 号、石岛湾高温气冷堆等 ４ 台ꎬ２０１３ 年田湾 ４ 号、阳江 ５ 号、阳江

６ 号等 ３ 台ꎬ２０１４ 年无新开工机组ꎮ ２０１５ 年重启核电建设ꎬ核准 ８ 台机组开工ꎮ ２０１６ 年未核准核电

项目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核电只能在安全和经济两条线的约束空间内平稳发展ꎮ”相关资料显示ꎬ日本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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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核事故后ꎬ在我国新安全标准的要求下ꎬ核电站相关安全成本在原占总成本约 １０％~１５％的基础上ꎬ
又新增加 ５％以内ꎮ 毋庸置疑ꎬ合理控制工程造价必须确保安全第一ꎮ

２.３　 发电成本总体维持在合理区间

对于全寿期的成本ꎬ一般可分为固定开支费用ꎬ燃料费用和运行维护费用(划分形式可能不一

致)ꎮ 全寿期成本按照一定的贴现率折算到电站商业运行时的现值ꎬ即一般所说的每度电发电成本ꎮ
２０１５ 年度部分核电运行机组单位售电成本维持在 ０.２５~０.３０ 元 / (ｋＷ∙ｈ)之间ꎮ

表 ３　 ２０１５ 年度部分核电运行机组电价与单位售电成本

序号 机型 含税电价 / (ｋＷｈ) 单位售电成本 / (ｋＷｈ)

１ 某 Ｍ３１０ 机组 ０.４１４

２ 某 Ｍ３１０ 机组 ０.４３
０.２６８ ３

３ ｃａｎｄｕ６ ０.４６４ ０.３００ １

４ ＡＥＳ－９１ 型 ０.４５５ ０.２９７ ５

５ 某 Ｍ３１０ 改进型机组 ０.４３ ０.２６３ １

６ 某 Ｍ３１０ 改进型机组 ０.４３ ０.２９２ ６

７ 某 Ｍ３１０ 改进型机组 ０.４３ ０.２５６ ９

２.４　 发电成本分项分析

从成本结构角度看ꎬ典型的百万千瓦级核电站发电成本主要由投资建设成本、燃料成本和运行维

护成本组成ꎬ其中项目前期及建设阶段形成的资产折旧和贷款利息成本以及退役阶段的退役费计提

大约占总成本的 ６０％ꎬ核燃料链条涉及的天然铀、铀浓缩、组件费、乏燃料处置基金计提约占 ２０％ꎬ剩
余的 ２０％为运行维护成本ꎮ 因此ꎬ发电成本与投资成本密切相关ꎬ建造期成本的管控仍然是首要的着

力点ꎮ ２０１５ 年ꎬ运行核电厂排名前五位的成本项目分别为折旧、核燃料、利息净支出、人工费和大修

费ꎬ占总成本比例为 ７５.７９％ꎮ

图 ３　 发电成本组成结构

２.４.１　 核燃料成本

２０１５ 年度ꎬ核燃料成本占运行成本的 １７.１０％ꎬ仅次于折旧ꎬ排名第二ꎬ核燃料成本虽为可控成本ꎬ
但受集团公司整体战略影响较大ꎮ

整个核电产业链主要参与者包括业主企业、核电站设计方、设备供应商、施工建设方和运营管理

方ꎮ 上游核燃料及燃料组件供应的代表企业为中国核燃料有限公司ꎬ有资料显示ꎬ从产业链的角度来

看ꎬ上游核燃料供应环节的利润率最高ꎬ在 ４０％~５０％ꎮ
对于核电厂ꎬ核燃料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核电行业的竞争力ꎮ 由于核电与国家安全的高度

相关性ꎬ以及对技术的高标准、严要求ꎬ我国核燃料和组件供应产业高度集中ꎮ ２０１４ 年之前ꎬ我国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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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燃料生产、供应和服务的企业仅有中核集团下属中国核燃料有限公司一家ꎬ处于独家垄断经营

地位ꎮ
我国在核燃料循环前端已具备一定技术研发和规模生产能力ꎬ但相比于欧美发达国家ꎬ在技术能

力和经济性方面仍存在较大差距ꎮ 在部分关键领域ꎬ我国尚未完全形成核心技术的设计能力ꎬ核心技

术和零部件仍依赖进口ꎮ 从价格组成上看ꎬ核燃料价格包括燃料开采、加工和制造等多个环节的成

本ꎮ 目前ꎬ虽然国际市场上的天然铀和低浓铀的价格相对比较低ꎬ但是ꎬ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核燃料组

件加工费用却不同ꎮ 与其他地区相比ꎬ亚洲的核燃料组件加工费尤其高ꎬ因为亚洲的核燃料组件制造

加工技术是从其他国家引进的ꎬ而从其他国家采购核燃料还会受到国家政策的制约ꎮ
有资料显示ꎬ天然铀的价格对核电成本影响呈线性关系ꎬ即天然铀价格每提高 ５％ꎬ核电成本相应

提高约 ０.２％ꎻ浓缩过程对核电成本的影响也呈线性关系ꎬ表现为浓缩过程价格每提高 ５％ꎬ 单位发电

成本相应地提高约 ０.３％ꎻ燃料元件的价格变动对核电成本影响也呈线性关系ꎬ即燃料元件价格每提

高 ５％ꎬ 单位发电成本相应地提高约 ０.６％ꎮ
所以ꎬ需要进一步研究影响核燃料成本的因素ꎬ并且采取相对科学的管理方式实现对核燃料的采

购管理、换料管理和循环管理ꎬ从而降低核燃料成本ꎬ从而提高其市场竞争力ꎮ
首先ꎬ降低核电厂核燃料的采购成本ꎬ合理采购、规划核燃料ꎮ 为了降低核电厂在核燃料购买上

所需的费用ꎬ可以从国外市场购买一些核燃料ꎬ同时考虑将铀采购和铀富集服务归为一个合同ꎬ定期

议价ꎮ 采用这种核燃料购买策略不仅能够保证货源ꎬ还能降低核燃料的采购成本ꎮ
另外ꎬ核电厂的换料周期在一年以上ꎬ在此期间ꎬ核燃料循环前段各过程的价格变化不会立即影

响到核电燃料组件的成本ꎬ对于核电企业来说ꎬ燃料价格上涨对其成本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滞后性ꎮ
２.４.２　 可控成本与不可控成本

２０１５ 年ꎬ由核电业主自身控制的可控成本占总成本比例为 １４.８８％ꎮ 其他受项目建设期和产业链

上下游影响的成本占比高达 ８５％左右ꎮ 其中ꎬ不可控成本如折旧、乏燃料处置费、税金及附加、初装重

水、弃置费、汇兑净损失等项目占总成本比例为 ３８.３８％ꎮ 受集团公司影响的可控成本占总成本比例

为 ４６.７４％ꎬ主要包括的项目有:核燃料、利息净支出、工资总额、计提的安全生产费、上缴的集中研发

费等ꎮ 因此ꎬ全寿期、全产业链的协同对核电成本管控有重大影响ꎮ

２.５　 前期开发费用

前期开发费用主要包括部分厂址的可研费用以及厂址保护费用等ꎮ 其中ꎬ部分费用资本化(约为

６０％以上)ꎬ在项目公司成立后ꎬ会以前期开发费的形式转入项目公司ꎮ 在核电项目的设计概算的工

程基础价中包括自项目开展筹建工作以来所发生的前期工程费用、初步设计方案中的建筑工程、设备

安装工程所发生的费用以及工程其他费用等ꎮ
按照核电项目目前的运作规则ꎬ前期开发规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的ꎬ在项目正式核准之前ꎬ

项目前期选址、勘察、保护等工作及费用均需要由企业承担ꎬ而核电项目的核准、审批乃行政主导ꎬ企
业在项目决策上是被动的ꎬ这种矛盾的运作方式提高了企业前期成本ꎬ在项目拿到路条之前ꎬ会给企

业形成巨大的经济包袱ꎮ

２.６　 核电项目成本期限特征

核电站的前期准备和建设期长达十年及以上ꎬ目前国内已投产的二代加技术百万千瓦级机组ꎬ造
价为 １.２ 万元 / ｋＷ~１.４ 万元 / ｋＷꎬ是火电的 ３~５ 倍ꎮ 而正在建设中的三代技术核电机组ꎬ目前造价超

过 ２ 万元 / ｋＷꎮ 以此计算ꎬ加上前期工作投入的费用ꎬ一座配备两台百万千瓦发电机组的核电站ꎬ建
设资金高达 ２５０ 亿 ~４００ 亿元ꎮ 此外ꎬ核电站建成后ꎬ虽然燃料成本只占 ２０％左右ꎬ但财务费用、资产

折旧费和运行维护成本都很高ꎬ特别是在项目的前期ꎬ高成本下运行是一种常态ꎮ
这种成本结构ꎬ决定了核电站在投运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还本付息的高峰期ꎬ内部收益率一

直为负值ꎮ 因此ꎬ核电站运营前期因为高投入而呈现负的现金流ꎻ投运后 １５~２０ 年现金流开始缓慢爬

升ꎻ再后期ꎬ随着还款进度加快ꎬ利息支出下降ꎬ核电逐渐展示出较强的盈利能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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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典型核电项目的成本期限特征

从核电寿期角度看ꎬ核电项目各类成本的期限、规律、比例等均不相同ꎮ 例如ꎬ折旧和利息成本影

响折旧期和还贷期ꎬ燃料采购成本呈现周期变化ꎬ运营成本和退役成本均成逐年递增趋势ꎬ不同时期

成本管控的重点和要求不尽相同ꎮ 由于核电项目成本所呈现的结构和期限特征ꎬ其客观要求核电企

业的成本管理ꎬ要以全寿期、全产业链为着力点ꎬ以达到整体成本最优化ꎮ

３　 未来发展趋势

核电ꎬ世界阶段性最佳能源ꎮ 核能的和平利用在世界上已有 ６０ 多年的历史ꎮ 如今ꎬ核电与火电

(包括煤、天然气、石油)、水电并称为世界三大电力供应支柱ꎮ 目前核能发电约占世界总发电量的

１０.８％ꎬ核电是当今世界上大规模可持续供应的主要能源之一ꎮ 各国核电装机容量的多少ꎬ很大程度

上反映了各国经济、工业和科技的综合实力ꎮ

３.１　 核电的经济性

核能作为清洁能源外ꎬ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经济性ꎮ 例如ꎬ同等条件下ꎬ如果建烧煤电站ꎬ每年约

需煤 １１０ 万 ｔꎬ不仅运输无法解决ꎬ烧煤造成的环境污染更是个严重问题ꎻ如果建烧油电站ꎬ每年烧油

需 ８０ 万 ｔꎬ发电仅值 １.８ 亿元ꎮ 而选择建造核电站ꎬ不仅运输不成问题ꎬ每年只需二氧化铀 ６ ｔꎬ从经济

上考虑也是合算的ꎮ
１９７３ 年开始ꎬ主要工业国的核电成本与火电相当ꎮ 以后随着石油调价和核电技术的逐步成熟ꎬ核

电成本已经低于油电站、煤电站和油煤电站的成本ꎮ 据统计ꎬ美国、法国、英国、德国和加拿大等国的

核电成本平均比火电低 １ / ３ 左右ꎮ

３.２　 核电发电成本已将外部成本内部化

核电在其发展过程中ꎬ一些对常规发电来说可不列入内部成本的项目ꎬ已进行了内部化处理ꎬ并
列入内部成本ꎬ而常规能源尤其是煤电相当高的外部成本尚未完全内化ꎻ如运行废物处理、乏燃料及

放射性核电厂设施的退役等ꎮ 核电具有环保优势ꎬ并且没有因为环保要求增长而上调电价的压力ꎮ
所以ꎬ核电站的整个发电成本还是比火电便宜ꎮ

欧盟和美国从 １９９１ 年开始联合进行了各种电源系统外部成本的研究ꎮ 结果表明ꎬ核能的外部成

本最低ꎬ煤炭为核电的 １０ 倍以上ꎬ作为清洁能源的天然气发电ꎬ外部成本也约为核电的 ３~６ 倍ꎮ 我国

煤电的外部成本ꎬ对未采取脱硫措施的煤电厂ꎬ由二氧化硫排放造成的外部本约为 １６.３ 分 / ( ｋＷ∙
ｈ)ꎬ两项合计为 ３１.３ 分 / (ｋＷ∙ｈ)ꎻ采取脱硫措施的煤电厂外部成本约为 １９.６５ 分 / (ｋＷ∙ｈ)ꎮ

３.３　 发展规划

２０３０ 年前我国将实现碳排放的零增长ꎬ非化石能源消费在一次能源中的比重将迅速提升到 ２０％ꎬ
其中核电将占到 ６％~８％ꎬ而目前核电装机仅约占我国电力总装机量的 ２％ꎮ 国家“十三五”规划明确

提出ꎬ到 ２０２０ 年ꎬ核电运行的装机容量要达到 ５ ８００ 万 ｋＷꎬ在建 ３ ０００ 万 ｋＷꎮ 按照中国的核电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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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发展规划目标ꎬ国内平均每年至少需要开工建设 ６ 台百万级千瓦的核电机组ꎬ方能完成目标计划ꎮ
据知情人士消息ꎬ由能源局牵头制定的核电“十三五”规划近期将出台ꎮ

“十三五”期间在规划核电装机规模的同时ꎬ还要把“提高核电产业自主创新能力ꎬ突破三代技术

的瓶颈ꎬ实现国产化、自主化”作为重点任务ꎮ 目前我国拟建的主要是以三代核电站为主ꎬ核电关键设

备国产化进入“快进”模式ꎮ 在建核电机组的核电设备综合国产化率已达 ８０％ꎬ其中华龙 １ 号首堆建

设国产化率将不低于 ８５％ꎬ批量化建设后设备国产化率不低于 ９５％ꎮ
除了国内市场ꎬ我国核电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ꎮ 中国“一带一路”沿线 ６５ 个国家中ꎬ有 ２８ 个国

家计划发展核电ꎬ规划核电机组台数达到 １２６ 台ꎬ装机总规模大约 １.５ 亿 ｋＷꎬ市场空间广阔ꎬ“一带一

路”１.５ 亿千瓦核电装机至少需要 ２.５ 万亿投资撬动ꎮ

４　 我们要做的

４.１　 核电全寿期管理

核电厂作为企业ꎬ必然要通过市场去实现效益ꎮ 国家在积极发展核电的同时ꎬ也把核电的建设、
运行和管理推向了市场ꎬ标杆电价对项目投资形成了硬约束ꎬ并传递到产业链的各个环节ꎬ开展全寿

期、全产业链的成本管控ꎬ是应对电力体制改革和市场化竞争的必然选择ꎮ
核电作为核产业链直接面向市场的环节ꎬ需要产业链上下游的支撑ꎮ 目前ꎬ表现突出的问题是全

产业链的成本优化ꎬ如降低工程总承包模式下的工程造价、降低核燃料成本、提升集中研发支出的绩

效、中低放废物处置厂选址建设及乏燃料后处理等ꎬ这些问题导致核电在进一步挖掘降本增效空间时

遇到瓶颈ꎬ在市场开发方面不能满足国家对此的配套要求ꎮ
实现安全性、可靠性和经济性的高度统一ꎬ是核电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ꎮ 核电标杆电价时

代ꎬ合理控制成本ꎬ核电建设运行的每一个环节都责无旁贷ꎬ无论是投资方、项目建设单位ꎬ还是设计、
设备供应商ꎬ以及施工承包商ꎬ核电运营方ꎬ都应积极响应和谋划ꎬ做好成本优化工作ꎬ在确保电站安

全和质量的前提下ꎬ尽量降低电站成本ꎬ提高经济收益ꎮ 核电因“核”必须保证安全性ꎬ因“电”又强调

经济性ꎬ核电健康可持续发展有待各方的“精”成“核”做ꎮ

４.２　 合理明确成本管控责任

当前ꎬ在人们越来越重视地球温室效应、气候变化的形势下ꎬ积极推进核电建设ꎬ是我国能源建设

的一项重要政策ꎬ对于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ꎬ保障能源供应与安全ꎬ保护环境ꎬ实
现电力工业结构优化和可持续发展ꎬ提升我国综合经济实力、工业技术水平和国际地位ꎬ都具有重要

的意义ꎮ 控制核电成本ꎬ让国民用上经济安全的电ꎬ切实履行好央企责任是我们的重要任务ꎮ
鉴于目前核电项目业主、总包方的权责利划分ꎬ投资主体责任存在的错位甚至缺失ꎬ导致成本管

控困难甚至失控ꎬ“为建而建”“为运营而建”“建运脱节”必然会增加核电运维难度和成本ꎮ 因此ꎬ成
本管控的责任并不能仅仅由业主方或承包方承担ꎬ而应该由集团公司承担总体责任ꎬ在此基础上ꎬ细
化成本管控边界ꎬ业主方、承包方各自承担相关成本控制ꎬ统筹协调ꎬ目标同向ꎮ

对于目前的 ＥＰＣ 工程模式ꎬ建议以“市场导向ꎬ权责明晰ꎬ操作性强”为目标ꎬ优化工程总承包管

理机制ꎮ 一方面ꎬ编制«核电工程总承包合同定价指导意见»并尽快出台ꎬ以市场化手段搭建建造成本

管控平台ꎬ规范核电工程总承包合同的定价及管理ꎬ增强核电项目建设能力及造价竞争力ꎻ另一方面ꎬ
加强总承包合同的管理ꎬ重大商务条款保证权责明晰ꎬ可操作ꎬ可索赔ꎬ降低项目建设总承包风险ꎮ 以

此ꎬ降低上市公司关联交易风险ꎮ

４.３　 建立以“安全为基础”的成本管控理念

核电标杆电价的出台ꎬ终结了“造价越高电价越高”的历史ꎬ倒逼核电企业进入“成本控制时代”ꎮ
核电企业“转变观念ꎬ加强成本管理”ꎬ迫在眉睫ꎮ

竞争性电力市场将成本管理推向了更加核心的位置ꎮ 唯有持续打造以核安全为前提的成本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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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ꎬ不断提高运行业绩ꎬ才能在竞争性电力市场中获取最大程度的经济效益ꎮ
而上市后的盈利能力将直接影响公司的市值与资本市场形象ꎬ公司上市后ꎬ成为公众公司ꎬ面对

资本市场的监管ꎬ对公司舆情应对、关联交易及重大信息披露等方面提出更高要求ꎬ公司各项管理应

该更加规范、透明ꎮ 有利于提振投资者信心ꎬ维护公司的股价和资本市场形象ꎮ 要求公司进一步树立

成本管控意识ꎬ加强成本管控举措ꎬ以成本谋效益ꎮ
建议在系统内部建立设备采购、建筑安装、服务等内容的集中采购制度ꎬ加强对供应链上下游企

业的管理、沟通和培育ꎬ通过合作共赢实现产业链的价值共享ꎬ提升产业链整体发展能力ꎮ 进一步规

范招投标流程ꎬ建立系统内部采购、合同管理、合同执行监督等一体化服务平台ꎮ 强化合同执行管理ꎬ
严格按照市场经济规则办事ꎬ尤其要强化对核电系统内部关联企业的合同管理ꎬ由市场化竞争机制主

导资源配置ꎮ

４.４　 积极参与电改

核电企业要开“工厂店”ꎬ工厂店采用从工厂直接到消费者的销售模式ꎬ摒弃了分级批发商、分级

代理等中间繁冗环节ꎬ这样消费者购买起来更加方便ꎬ也无需再为中间环节买单ꎮ
核电项目审批管理方面ꎬ更倾向于姓“核”ꎬ而核电企业发电售电方面ꎬ则倾向于姓“电”ꎮ 从市场

化经验和意识来看ꎬ销售将取代生产成为企业的新的“一线工作”ꎮ
建议如下:争取核电带基荷运行的政策保障ꎻ提前布局ꎬ开展大用户直供电战略布局ꎻ应对调峰ꎬ

与水电、火电或其他新能源企业协调配合ꎻ通过系统性地降低成本来提高经济性ꎻ开“工厂店”ꎬ组建售

电公司ꎬ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ꎮ 据不完全统计ꎬ目前全国有 ３０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成立了售电

公司ꎬ共达 ４２３ 家ꎬ这就是趋势ꎬ顺势而为ꎬ提前布局ꎬ方为上策ꎮ

参考文献:
[１]　 刘树杰ꎬ等.核电价格形成机制研究[Ｊ]. 中国物价ꎬ２００６ꎬ１０:１８－２２.
[２]　 姜子英.我国核电与煤电的外部成本研究[Ｄ].北京:清华大学核科学与技术学院学位论文ꎬ２００８.
[３]　 赵营波.健康的生态经济要求计算核电的全部成本[Ｊ].生态经济ꎬ２０１１ꎬ( ７) : ４７－５１.
[４]　 张孝彬.核电建安工程成本控制[Ｊ]. 经管园地ꎬ２０１５ꎬ(９):４０－４１.
[５]　 黄德忠ꎬ等.核电产品生命周期成本研究[Ｊ].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ꎬ２０１５ꎬ１６(３):３０－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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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自保公司设立可行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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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蓓(１９８１－)ꎬ女ꎬ硕士研究生ꎬ高级经济师ꎬ现主要从事核电金融工作ꎬ在涉核保险领域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与理论研究ꎮ

摘要:我国大陆地区已于 ２０１３ 年末启动了自保公司设立的监管之路ꎬ截至目前为止ꎬ我国共设立了 ６ 家自保公司ꎬ经
营情况良好ꎬ笔者结合市场上已设立自保公司的发展经营情况ꎬ对照核产业发展的特点ꎬ剖析了自保公司设立的特点、
难点、发展趋势ꎬ提出自保公司对核产业发展的重要作用ꎬ进而深入分析核自保公司发展的可行性ꎮ
关键词:自保ꎻ可行性分析

１　 企业集团自保公司的概念

自保公司(Ｃａｐｔｉｖｅ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Ｃｏｍｐａｎｙ)是国际普遍认可的企业实现战略、财务和经营收益的重要

工具ꎬ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关于自保公司监管有关问题的文件»中将自保公司定义为:由一个或多个

行业、商业或金融机构直接或间接地创立或拥有的保险或再保险实体ꎬ其目的在于为这一(些)机构或

其所属的实体机构提供保险或再保险保障ꎬ而其所承保的风险中仅有很少一部分用于向其他方提供

保险和再保险保障ꎮ
从监管角度看ꎬ根据中国保监会«关于自保公司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保监发[２０１３]９５ 号)ꎬ自

保公司在我国系指“由一家母公司单独出资或母公司与其控股子公司共同出资ꎬ且只为母公司及其控

股子公司提供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短期意外伤害保险的保险公司ꎮ”
从业务角度看ꎬ自保公司是指由其母公司拥有的ꎬ主要业务对象即被保险人为其母公司及关联公

司的保险公司ꎬ也被称为专属型保险公司ꎮ
从市场角度看ꎬ自保公司作为企业内部专业的风险管理平台ꎬ１８ 世纪全球首家自保公司———凤凰

保险公司设立ꎬ至今ꎬ自保公司的发展大致经过了“启蒙阶段—成长阶段—繁荣阶段—完善及创新阶

段”等四个阶段ꎮ 自保公司已经发展为保险市场的重要力量ꎬ在全球保险市场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ꎬ
以美国为例ꎬ目前自保公司的保费规模已经占美国工商业企业总保费规模的三分之以上ꎮ

２　 我国自保公司的发展

自保公司在我国起步较晚ꎬ目前仍处于探索发展阶段ꎮ

２.１　 中国大陆地区

目前我国大陆地区有中石油专属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铁路财产保险自保有限公司两家

已经投入运营的自保公司ꎬ中远海运财产保险自保有限公司获得开业批复ꎮ
２０１１ 年ꎬ中石油专属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获得筹建批准ꎬ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正式成立ꎬ注册资本 ５０

亿元人民币ꎬ其中ꎬ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持股 ５１％ꎬ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４９％ꎮ 该公

司注册地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ꎬ是我国大陆地区首个自保公司ꎮ 此后ꎬ中国铁路财产保险自

保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 日经中国保监会批准开业ꎬ该公司向中国铁路总公司及其所属单位、控股合

资铁路公司等提供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保证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服务ꎮ

８１



２.２　 香港地区

与其他地区相比ꎬ香港属于新兴的自保公司注册地ꎬ该地区目前存续的自保公司为 ３ 家ꎬ短期目

标是拥有 ２０ 余家自保公司ꎮ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 ２３ 日ꎬ中海油自保公司在香港注册成立ꎬ这是我国第一家由

国内企业在香港设立的专业自保公司ꎮ 中海油自保公司对中海油集团公司上下游企业的保险业务参

与力度较大ꎬ充分发挥了中海油集团公司控制和分散风险、平衡和降低保险成本的作用ꎬ险种覆盖船

舶保险、货物运输保险、火灾和自然灾害保险、财产损失保险、船舶责任保险、综合责任保险等ꎮ 此后ꎬ
中石化集团、中广核集团先后在香港地区设立自保公司ꎮ

在港设立自保公司ꎬ虽然在监管环境上较内地宽松ꎬ但由于在性质上属于再保险公司ꎬ基本不参

与直保工作ꎬ主要以承保母集团再保险业务为主ꎬ风险管控的职能并不能够完全发挥ꎬ不是真正意义

上的自保公司ꎮ

３　 核自保公司设立的可行性

３.１　 我国自保公司的监管政策逐渐发展

自保公司是我国保险市场和保险监管的新生事物ꎮ 为促进自保公司发展ꎬ近年来ꎬ中国保监会出

台了一系列监管政策ꎬ这也是设立中核自保公司的主要政策依据ꎮ
３.１.１　 «中国保险业发展“十二五”规划»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ꎬ中国保监会发布«中国保险业发展“十二五”规划»ꎬ明确提出“试点设立自保公司ꎬ
丰富市场主体组织形式”ꎮ 相对于普通商业保险公司ꎬ自保公司除了要接受«保险法»等常规监管法

律、法规、规定约束外ꎬ还要受自保专业监管规范约束ꎮ
３.１.２　 «关于自保公司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ꎬ中国保监会下发«关于自保公司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保监发[２０１３]９５ 号)ꎬ正
式指明了对自保公司监管的方向ꎬ根据该通知ꎬ我国自保公司应当遵循如下规定ꎮ

(１)自保公司的经营模式ꎮ 应当是“由一家母公司单独出资或母公司与其控股子公司共同出资ꎬ
且只为母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提供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短期意外伤害保险的保险公司ꎮ”

(２)自保公司的组织形式ꎮ 可以“采取股份有限公司或者有限责任公司两种组织形式ꎬ公司名称

中必须含有‘自保’字样ꎬ并明确财产保险性质”ꎮ
(３)自保公司设立条件ꎮ 应当符合“注册资本应当与公司承担的风险相匹配ꎻ投资人应为主营业务

突出、盈利状况良好的大型工商企业ꎬ且资产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１ ０００ 亿元ꎻ投资人所处行业应具有风险

集中度高、地域分布广、风险转移难等特征ꎬ且具有稳定的保险保障需求和较强的风险管控能力ꎮ”
(４)自保公司筹建和开业条件ꎮ “自保公司申请筹建ꎬ除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提交的申报材料外ꎬ还应

当提供母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风险特征、保险需求、已投保业务规模、设立自保公司的目的、运作模式、
管理架构、外包服务等有关情况的说明ꎬ母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已在保险行业投资的ꎬ还应当说明现有保

险子公司与拟设立自保公司的业务划分和功能定位ꎮ 自保公司开业参照一般商业保险公司执行ꎮ”
(５)自保公司经营范围ꎮ 为母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财产保险和员工的短期健康保险、短期意外

伤害保险业务ꎮ 自保公司可以在母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所在地开展保险及再保险分出业务ꎻ不设立

分支机构的ꎬ应上报异地承保理赔等方案ꎮ 自保公司再保险分入业务的标的所有人限于母公司及其

控股子公司ꎮ 母公司应当恪守对其设立的自保公司做出的承担风险责任的承诺ꎬ不得擅自变更或者

解除ꎮ
(６)自保公司监督管理ꎮ 自保公司应当提取责任准备金ꎬ提取防灾防损专门准备金ꎬ不需缴纳保

险保障基金ꎬ不纳入保险保障基金管理体系ꎻ偿付能力应当满足保监会的要求ꎮ
３.１.３　 «关于进一步完善自保公司监管有关事项的通知»

２０１５ 年年初ꎬ中国保监会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完善自保公司监管有关事项的通知» (保监发

[２０１５]２３ 号)ꎬ对于自保公司的运作进行了再次明确ꎬ主要核心内容如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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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关于资产管理公司的设立ꎮ 自保公司可以在境内外设立与自保公司业务相关的全资保险类

子公司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ꎮ 申请设立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的ꎬ应开业满 ３ 年且上一年度资产总额在

５０ 亿元以上ꎮ
(２)关于自留保费ꎮ 自保公司不缴纳资本保证金ꎬ当年自留保险费不得超过其实有资本金加公积

金总和的六倍ꎮ 但母公司应当恪守对自保公司承担全部风险责任的承诺ꎮ
(３)外包管理ꎮ 自保公司应有独立的决策机构和经营管理团队ꎬ开展独立业务经营ꎬ承保、理赔、

财务管理等核心业务环节不得外包ꎮ
此外ꎬ该通知还对业务报告制度、车险业务数据报送等内容进行了规定ꎮ 上述两个通知初步解决

了自保公司发展和监管无据可依的问题ꎬ也初步形成了我国保险监管机构“积极谨慎、适度创新、隔离

市场、防范风险”的自保公司监管思路ꎮ

３.２　 国际知名核自保组织经验积累

国际上知名度较高的涉核自保组织主要是美国的 ＮＥＩＬ 公司ꎬ欧洲的 ＥＭＡＮＩ 公司以及法国 ＥＤＦ
的自保公司ꎮ ＮＥＩＬ 和 ＥＭＡＮＩ 公司都是行业自保公司ꎬ股东方主要是一些核设施的营运人ꎮ 其中ꎬ
ＮＥＩＬ 是美国的核自保公司ꎬＥＭＡＮＩ 是欧洲的核自保公司ꎬ两者经过多年发展ꎬ经营区域已经突破了原

有限制ꎬ积极向海外扩张ꎮ 与前两者相比ꎬＥＤＦ 的自保公司更符合传统意义上的自保公司ꎬ只承接来

自母集团的保险业务ꎮ
３.２.１　 ＮＥＩＬ 公司

ＮＥＩＬ 为美国核保险组织ꎬ是国际核保险市场上重要一极ꎬ业界经常称 ＮＥＩＬ 为美国的核自保组

织ꎬ从其性质上看ꎬ是一种“多亲式”自保公司或称为“联合自保公司”ꎬ此种公司结构在美国应用较为

广泛ꎮ 该组织的股东方为美国境内核电公司ꎬ其前身为核相互保险公司(ＮＭＬ)ꎮ ＮＭＬ 于 １９７３ 年成

立ꎬ设立地为美国特拉华州ꎮ ＮＥＩＬ 正式成立于 １９８０ 年ꎬ并于 １９９７ 年与 ＮＭＬ 合并ꎮ 为扩展海外业务ꎬ
ＮＥＩＬ 于 １９９８ 年在爱尔兰成立其海外公司 ＯＮＥＩＬꎬ１９９９ 年 １ 月正式运营ꎮ 成立 １６ 年来ꎬＯＮＥＩＬ 主要

承接了比利时和西班牙成员单位的 １４ 台核电机组ꎬ以及十分少量的非会员业务ꎮ 以独立子公司

ＯＮＥＩＬ 开展海外业务形成了保护 ＮＥＩＬ 自身安全的防火墙ꎬ以避免在 ＯＮＥＩＬ 发生财务危机时波及母

公司成员企业利益ꎮ 据 ＯＮＥＩＬ 注册所在地爱尔兰保险监管当局发布的信息ꎬＯＮＥＩＬ 财务实力弱小ꎬ注
册资本金为 ８７０ 万欧元ꎬ主要采取次级债的形式补充资本ꎬ金额约 ６ ０００ 万欧元ꎮ
３.２.２　 ＥＭＡＮＩ 公司

ＥＭＡＮＩ 于 １９７８ 年成立ꎬ注册地布鲁塞尔ꎬ其股东方为核电公司及金融投资方ꎬ成员单位遍布 １６
个国家ꎬ在欧洲与核共体形成共同为核设施承保的格局ꎬ但两个组织之间并无业务往来ꎮ

ＥＬＩＮＩ 是 ＥＭＡＮＩ 创建的主要提供核第三者责任险的共保组织ꎬ于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成立于卢森堡ꎬ
ＥＤＦ 是其创始会员ꎮ 自 ２００６ 年 ＥＤＦ 成为 ＥＭＡＮＩ 的会员后ꎬＥＬＩＮＩ 接受了一项重要规定ꎬ即可限定任

何会员缴纳的准备金份额占比不超过 ２０％ꎮ 因此ꎬＥＤＦ 并未分配投入过多资金至 ＥＬＩＮＩꎬ但支付了大

量保费以确保其拥有的 ５８ 座反应堆能顺利投保ꎮ 高出资本投入份额的保费支出部分相比之下更为

昂贵ꎮ 如果有索赔ꎬ补充缴费将按已经交付的保费按比例征收ꎮ 另外ꎬ为保证其在 ＥＬＩＮＩ 准备金 ２０％
的份额维持不变ꎬ每当有新成员加入时ꎬＥＤＦ 还将增加相应比例的资金至 ＥＬＩＮＩꎮ ２０１２ 年ꎬＥＬＩＮＩ 的准

备金为 ４ ６００ 万欧元ꎬＥＤＦ 缴纳的部分为 ７１０ 万欧元ꎮ
２００８ 年ꎬ ＮＩＲＡ 成立于卢森堡ꎬ此机构是欧洲核电行业互助再保险公司ꎬ主要为会员单位提供再

保险承保能力支持ꎬ其与 ＥＭＡＮＩ 是相互独立的法律主体ꎮ ＮＩＲＡ 的会员均是 ＥＭＡＮＩ 会员ꎬ两个主体

的管理团队也相同ꎮ ＮＩＲＡ 是 ＥＭＡＮＩ 的再保险平台ꎬ也承接欧洲之外的核保险业务ꎮ 但 ＮＩＲＡ 财务实

力小ꎬ承保能力弱ꎬ基本无风险控制能力ꎮ ＮＩＲＡ 拥有约 ３ ６００ 万欧元的净资产ꎬ年再保险费收入约

６００ 万欧元ꎬ赔付率约为 ６９.２６％ꎮ
３.２.３　 ＥＤＦ 自保公司

ＥＤＦ 目前拥有两家自保公司ꎬ分别是 Ｗａｇｒａｍ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Ｃｏ.Ｌｔｄ.和 Ｏｃｅａｎｅ Ｒｅꎬ ＥＤＦ 自保公司可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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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的风险有:一般责任险、火灾险、巨灾险、财产损失险、货物运输险ꎮ 自保公司实质是一个金融衍生

工具ꎬ以此来实现其对 ＥＤＦ 集团在风险管理上的安排:其一ꎬ将原有自留风险进行集中管理ꎬ以此提高

集团内部整体自留风险的管理效率ꎻ其二ꎬ在跟保险市场以及与保险市场业务往来过程中通过调节自

留额获取最优保险安排方案ꎻ其三ꎬ控制损失赔偿方案ꎬ若其自留部分发生损失ꎬ通过自保公司可灵活

调节并决定损失的赔偿方案ꎬ不再像商业保险公司或核共体理赔那样死板ꎮ 目前 ＥＤＦ 集团的企业保

险管理处负责对自保公司的管理ꎬ但日常业务运作已外包给 ＡＯＮ(怡安保险经纪顾问公司)进行管

理ꎮ 在核保险业务上ꎬＥＤＦ 采用分层保险的方式进行处理ꎬ简单来说:在 ３.２ 亿欧元的责任限额内ꎬ
ＥＤＦ 以纯自留及自保公司承保的方式进行安排ꎻ在超过 ３.２ 亿 ~１２.５ 亿欧元的责任限额内ꎬＥＤＦ 选择

了核共体、ＥＭＡＮＩ 等机构进行份额分配ꎬ主要分保方向为核共体ꎮ 超过 １２.５ 亿 ~２０ 亿欧元的责任区

间ꎬＥＭＡＮＩ 成为主要保险人ꎬ承保份额超过 ５０％ꎬ英国核共体承保 ４２％的份额ꎬ其余由 ＮＯＲＴＨＣＯＵＲＴ
承保ꎮ ＥＤＦ 的“分层划分ꎬ共保为主”的承保模式ꎬ主要源自该公司对保险安排的统筹ꎬ即用一张保单

覆盖全部的核电机组ꎮ
从上述三种核自保公司的运作模式看:
(１)ＮＥＩＬ 和 ＥＭＡＮＩ 公司从运作模式上属于“联合自保公司”ꎬ即股东来自不同的母公司ꎬ这种自

保形式在国内尚无先例ꎬＥＤＦ 的自保公司则更符合我国保险市场的规范要求ꎻ
(２)联合自保公司的承保范围主要围绕着股东所运营的核设施的建设期、运营期风险ꎬ比起 ＥＤＦ

的自保公司ꎬ在业务品种上更为专业ꎬ但承保范围相对较窄ꎬ不利于风险标的种类的分散ꎻ
(３)联合自保公司发展的方向主要是专业领域ꎬ而 ＥＤＦ 自保公司的发展则与母集团的发展更具

有协同性ꎮ

３.３　 我国核工业产业发展稳健

习近平总书记在我国核工业创建 ６０ 周年之际作出重要批示ꎬ指出核工业是高科技战略产业ꎬ是
国家安全重要基石ꎮ 在新的历史时期ꎬ核工业要坚持安全发展、创新发展、军民融合发展ꎬ全面提升核

工业的核心竞争力ꎬ更好地推进战略核力量建设和核能开发利用ꎬ续写我国核工业新的辉煌篇章ꎮ 按

照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ꎬ在新的历史阶段ꎬ中核集团传承核工业举世瞩目的“两弹一艇”和实现中国大

陆核电“零的突破”的辉煌历程ꎬ始终牢记安全是核工业的生命线ꎬ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ꎬ
以打造强大核心竞争力为中心任务ꎬ不断提升我国战略核力量ꎬ建设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与国家安

全和发展相适应的新型核工业ꎬ助推强军梦ꎬ保障伟大复兴的中国梦ꎻ积极推进核能开发利用ꎬ保障能

源安全、优化能源结构ꎬ促进国民经济转型发展ꎻ加快核电、核产业链“走出去”ꎬ努力把中核集团建设

成为军工核心能力强、自主创新能力强、资源掌控能力强、安全发展能力强、效益提升能力强的一流企

业集团ꎬ不断提高核科技工业的整体水平和国际竞争力ꎬ实现我国由核大国向核强国的转变ꎮ
截至 ２０１６ 年年末ꎬ中核集团在运、在建核电机组情况如表 １ 所示ꎮ

表 １　 中核集团在运在建核电机组一览表

省(市)份 核电站 机组 状态 堆型 装机容量 / ＭＷｅ

北京 实验快堆 １ 在运 快堆 ＢＮ－２０ ２５

浙江

秦山一期 １ 在运 压水堆 ＣＮＰ－３００ ３１０

秦山一期 ２~３ 在运 压水堆 ＣＮＰ－１０００ ２Ｘ１０８０

秦山二期 １~２ 在运 压水堆 ＣＮＰ－６００ ２Ｘ６５０

秦山二期 ３~４ 在运 压水堆 ＣＮＰ－６００ ２Ｘ６６０

秦山三期 １~２ 在运 重水堆 ＣＡＮＤＵ－６ ２Ｘ７２８

三门一期 １~２ 在建 压水堆 ＡＰ－１０００ ２Ｘ１２２５０

１２



续表

省(市)份 核电站 机组 状态 堆型 装机容量 / ＭＷｅ

江苏

田湾一期 １~２ 在运 压水堆 ＡＥＳ－９１ ２Ｘ１０６０

田湾二期 ３~４ 在建 压水堆 ＡＥＳ－９１ ２Ｘ１０６０

田湾三期 ５~６ 在建 压水堆 Ｍ３１０ 改进 ２Ｘ１１１８

福建

福清一期 １~２ 在运 压水堆 ＣＮＰ－１０００ ２Ｘ１０８０

福清二期 ３ 在运 压水堆 ＣＮＰ－１０００ １０８０

福清二期 ４ 在建 压水堆 ＣＮＰ－１０００ １０８０

福清三期 ５~６ 在建 压水堆 ＨＰＲ－１０００ ２Ｘ１０８７

海南 昌江一期 １~２ 在运 压水堆 ＣＮＰ－６００ ２Ｘ６５０

三门核电 ３~４ 号机组、漳州核电 １~２ 号机组、辽宁核电 １~２ 号机组、沧州核电项目、霞浦核电项

目等均处于项目前期ꎬ等待国家有序批准ꎮ 上述项目获批后ꎬ不仅能够极大地增强中核集团涉核资产

规模ꎬ同时也能进一步带动整个产业链的发展ꎮ 此外ꎬ中核集团积极抢抓机遇ꎬ持续加大海外市场开

发力度ꎬ国际化步伐不断加快ꎬ国际合作的范围和领域不断扩大ꎬ层次和格局不断提升ꎬ保险需求不断

上升ꎮ

３.４　 我国核产业链保险赔付情况良好

由于核产业行业标准的严格性及我国涉核产业仍处于健康的“青壮年”期ꎬ保险需求旺盛、保险财

产质量良好ꎬ相关风险处于可控状态ꎮ 从过去二十余年的涉核保险管理经验看ꎬ核保险赔付相对较

低ꎬ核产业链各类保险的赔付率均低于市场一般水平ꎬ设立自保公司ꎬ可以有效积累可观的保险费ꎬ为
未来的风险保障基金的积累打下基础ꎮ

３.５　 弥补我国核保险市场单一的有效途径

目前我国的核保险市场较为单一ꎬ仅有核共体一种渠道ꎮ 设立自保公司ꎬ对外可以与核共体形成

良好合力ꎬ丰富核保险市场主体种类ꎬ增加国内核保险承保能力ꎬ以商业的手段提升核风险管控能力ꎻ
对内能够提高母集团对涉核设施的风险管理意识ꎬ增强风险管控的主动性ꎮ

４　 结论

综上所述ꎬ我国设立核自保公司是可行的ꎬ有利于企业核风险管理水平的提升ꎬ也是企业加强产

融结合、创新金融市场的有效手段ꎬ对企业集团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ꎮ

参考文献:
[１]　 王清寰. 化险为利———企业可保风险管理模式及中海油实例研究[Ｍ].石油工业出版社ꎬ２００６ 年 ２ 月第 １ 版.
[２]　 高大宏. 自保公司经营与监管[Ｍ]. 中国金融出版社ꎬ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第 １ 版.
[３]　 梁涛. 国际自保市场研究报告[Ｍ]. 中国金融出版社ꎬ２０１５ 年 ７ 月第 １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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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徐涛 (１９６６—)ꎬ男ꎬ浙江余姚人ꎬ高级工程师ꎬ学士ꎬ民用核技术应用及管理ꎮ

摘要:未来十年是中国核电事业迅速发展的时期ꎮ 核电建设涉及到多个方面ꎬ一方面要重视核电站建设的技术先进性

和运行过程中安全性ꎻ另一方面核电建设发展整个过程中的经济性也必须认真考虑ꎮ 只有合理的经济性才能促进核

电产业的健康发展ꎮ 本文通过对核电站建设运行过程中的投资单价、电站建设周期、建设资金成本、核电机组有效运

行小时、上网电价等诸多因素分析ꎬ得到影响核电站市场竞争力的限制性条件ꎮ
关键词:核电ꎻ经济分析ꎻ市场竞争

中国发展核电是改善环境质量、优化能源结构的重要手段之一ꎮ 一个产业能否健康有序发展ꎬ不
仅仅看其是否为社会提供合格的公共产品ꎬ更重要的是这个行业发展是否是良性的ꎬ积极向上ꎬ不依

赖于持续不断的外部支撑ꎬ可以通过自身产生的价值在不断为社会提供服务和产品的同时ꎬ有序地发

展壮大自己ꎬ并可以通过技术进步ꎬ提高经济效益ꎬ有经济能力投入研究发展改善产业发展ꎮ 如果一

个行业产业ꎬ始终依赖国家政策或者政府财政的支持才能存活ꎬ那这个行业的发展将遇到巨大的生存

问题ꎬ产业的发展不可持续ꎬ因为政府财政资金不可能无限制地扶持和支持ꎬ缺乏自身造血机能发展

的道路将越来越窄ꎮ 本文通过对核电建设运营发展过程中的遇到的一系列经济问题进行假设推演和

预测ꎬ指出制约核电健康发展的关键点和重要环节ꎮ

１　 提高核电安全性后带来的核电建设投资费用上升

发展核电首要的是必须保证核电站在建设ꎬ运营和退役过程的安全ꎬ这是发展核电的基础ꎬ离开

了核安全ꎬ其他一切都无从谈起ꎮ 核电发展几十年来ꎬ通过技术进步和运营经验的累计不断提高其安

全性ꎬ但由于核电技术的高度复杂性和大自然巨灾的不可预测性ꎬ曾经出现过 ２ 次较大的核电站事

故ꎬ对社会、环境和人类生活产生了巨大的破坏性影响ꎮ 鉴于此ꎬ核电先进技术国家纷纷开发出安全

更高的第三代核电技术ꎬ但随之而来的就是核电站的建设成本大幅提高ꎮ 和二代核电技术比较ꎬ第三

代核电技术的建设费用增长幅度很大ꎬ相应的单位投资急剧上涨ꎬ这样对核电经济性研究显得十分有

必要ꎮ

１.１　 中国核电建设发展方向和目标

我国在建的三代核电站采用的技术包括法国开发的 ＥＰＲ 堆型和美国开发的 ＡＰ１０００ 堆型ꎬ其
ＡＰ１０００ 堆型在世界上其他国家都没有建设运行的先例[１]ꎮ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１５ 日ꎬ国务院第 ２０９ 次常务

会议正式批准“大型先进压水堆重大专项总体实施方案”ꎮ 通过实施重大专项ꎬ在引进、消化和吸收世

界最先进的第三代核电技术(ＡＰ１０００)基础上再创新ꎬ设计并建成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先进

压水堆核电站示范工程ꎬ并在此基础上加强基础研发ꎬ提升型号开发的综合实力ꎬ逐步走向世界核电

前沿ꎬ这是我国核电可持续发展的需要ꎬ也是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需要ꎮ

１.２　 核电建设发展面临的资金挑战[２]

目前看来ꎬ我国核电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是企业怎样在短时间内筹措资金的问题ꎮ 核电建设的

一次性投资成本非常高ꎬ而其运行和燃料成本相对都很低ꎬ成本中唯一变量是铀矿资源ꎬ但铀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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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占整个发电成本的 ３％~５％ꎬ因此铀价的涨跌对整个核电成本影响不大ꎮ 因此ꎬ目前规模化、批量化

发展核电ꎬ必然考虑核电一次性投资成本的资金和企业自有资本金问题ꎮ 按照目前核电一次性投资

建设的 每 千 瓦 １２ ０００ 元 成 本 ( ２００５ 年 价) 计 算ꎬ 满 足 ２０２０ 年 中 长 期 发 展 规 划 中 的 建 成

７ ０００ 万~８ ０００ 万 ｋＷ的目标ꎬ需新增 ５ ９００ 万 ~６ ９００ 万 ｋＷ 规模ꎬ需 ７ ０８０ 亿 ~８ ２８０ 亿元的投资资

金规模ꎮ 若按最小量发展核电态势ꎬ到 ２０２０ 年发展到建成 ７ ０００ 万 ｋＷ、在建 ３ ０００ 万 ｋＷꎬ粗略估算:
建成核电所需资金为 ７ ３２０ 亿元(２００５ 年价)ꎬ加上在建项目付出 ３０％的成本 １ ０８０ 亿元ꎬ到 ２０２０ 年累

计需投入 ８ ４００ 亿元(２００５ 年价)的资金规模ꎮ 若考虑经济发展、物价上涨、人工成本上升等因素ꎬ分
摊到每年实际投入资金(历年的当年价)ꎬ累计所需投入可能超过 １.７ 万亿元ꎮ

在«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中ꎬ对核电建设提出了税收优惠与投资优惠政策ꎮ 如核电自主化依托

工程建设资金筹措以国内为主ꎬ原则上不使用国外商业贷款及出口信贷ꎻ对自主化依托项目建设所需

资金ꎬ从预算内资金(国债资金)中给予适当支持ꎻ同时ꎬ政策也支持和鼓励符合条件的核电企业采用

发行企业债券、股票上市等多种方式筹集建设资金ꎮ
表 １　 核电建设项目比投资综合表

项目 机型 比投资 / (美元 / ｋＷ) 容量 /万 ｋＷ 信息来源

中国红沿河 二代改进 １ ５３０ ４×１０８ ＷＮＡ ２００９.１

中国福建宁德 二代改进 １ ７８６ ４×１０８ ＷＮＡ ２００９.１

中国广东阳江 二代改进 １ ５６５ ６×１０８ ＷＮＮ２００８.１２

中国浙江方家山 二代改进 １ ７６０ ２×１０８ ＷＮＮ２００８.１２

浙江三门核电一期 ＡＰ１０００ 两台机组 ４０８ 亿元人民币 ２×１００ 新闻

俄罗斯沃罗涅日二厂 １ 号 ２ 号 ＡＥＳ－２００６ ２ ３４１ ２×１０７ ＷＮＮ２００８.１０

俄罗斯沃列宁格勒二厂 １ 号 ２ 号 ＡＥＳ－２００６ ２ ４２６ ２×１１７ ＷＮＮ２００８.１０

保加利亚 Ｂｅｌｅｎｅ ＡＥＳ－９２ ２ ８００(未含首炉料) ２×１００ ＷＮＡ ２００９.１

美国德克萨斯 ＡＢＷＲ ３ ７００~５ ０００ ２×１３５ ＷＮＡ ２００９.１

罗马尼亚切尔纳沃达 ＣＡＮＤＵ６ 重水堆 ３ ５７０ ２×７０ ＷＮＮ２０１０.２

阿联酋 ＡＰＲ１４００ ３ ６４３ ４×１４０ ＮＥＩ２０１０.１

美国卡拉威尔 ＵＳ－ＲＰＲ ６ １２５ １６０ ＷＮＡ２００９.１

法国弗拉芒维尔 ３ 号 ＥＰＲ ５ ２００~７ ０００ １６０ ＷＮＮ２０１１.７

美国乔治亚州 Ｖｏｇｔｌｅ ＡＰ１０００ ６ ３６０ ２×１１０ ＷＮＡ２００９.１

美国佛罗里达州土耳其点 ＡＰ１０００ ５ ７８０~８ ０７１ ２×１１０ ＷＮＮ２００９.１

美国佛罗里达州征费县 Ｌｅｖｙ ＡＰ１０００ ７ ４００ ２×１１０ ＷＮＮ２０１０.５

美国南卡罗来纳州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Ｌｅｅ ＡＰ１０００ ６ ５００~７ ０００ ２×１１２ ＷＮＮ２００８.１１

从上表观察三代核电站比投资额大幅上涨ꎬ由于新技术和设备运行可能出现的不确定性ꎬ相应的

价格还会有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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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我国已建核电厂投资情况

项目名称 规模 / ＭＷ 投运时间
上网电价①) /

[元(ＭＷｈ－１]

总投资(建成

价)② /亿美元

单位投资 / (美元ｋＷ－１)

基础价 固定价 建成价

大亚湾 ２×９８４ １９９３－９４ ４９５ ４４.０ １ ７３８ １ ９４６ ２ ２３６

岭澳一期 ２×９９０ ２００２－０２ ４３２ ３６.４ １ ４１９ １ ５９１ １ ８３６

秦山一期 １×３００ １９９１ ４２０ ２. １ ＮＡ.③ ＮＡ.③ ６８５

秦山二期 ２×６５０ ２００２－０４ ４１４ １７.８ １ ０２０ １ １４９ １ ３８６

秦山三期 ２×７００ ２００２－０３ ４７０ ２８.０ １ ２７９ １ ４３５ １ ９２３

田湾 ２×１ ０６０ ２００６－０７ ４５５ ３２.０ １ １９４ １ ３３５ １ ５０９

注:①２００２ 年及以后批复上网电价ꎻ②１ 美元＝ ８.２７ 元人民币ꎻ③ＮＡ. 此数据空缺

１.３　 降低核电建设成本是发展核电的关键[３]

诺顿罗氏(Ｎｏｒｔｏｎ Ｒｏｓｅ)合伙人、核能业务主管菲奥娜赖莉(Ｆｉｏｎａ Ｒｅｉｌｌｙ)表示:“核能项目的建

设需要时间ꎬ不过这些项目正变得越来越活跃ꎮ 福岛核事故的影响没有人们起初预想的那样糟ꎮ”
然而ꎬ对于一个以成本超支及工期延误闻名的行业来说ꎬ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确保在世界未来的

能源组合(这种能源组合能提供廉价而低碳的电力)中占有长期的一席之地ꎮ 根据国际能源署(ＩＥＡ)
的数据ꎬ到 ２０３５ 年ꎬ世界电力需求量将与世界总能源消耗量以同样快的速度增长近两倍ꎮ

由于各国政府及电力公司的预算有限ꎬ如何融资及降低成本非常重要ꎮ 对这个问题没有哪个国

家的关注程度能比得上英国ꎮ 英国政府曾表示为保证英国电力供应ꎬ英国需要建设新的反应堆ꎮ
咨询与投资公司 ＣＦ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研究部门主管罗兰维特尔(Ｒｏｌａｎｄ Ｖｅｔｔｅｒ)表示:“如果成本能够降

下来ꎬ核能将在欧洲拥有广阔前景ꎮ 若建造成本能够降下来ꎬ工期延误也能保持在可控范围内ꎬ那么

随着风险的降低运营商所要求的资金回报率也会下降ꎮ”
对此ꎬ核能产业的支持者声称“项目的重复建设”是必要的ꎮ 英国国家核能实验室(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常务主任英国保罗豪沃思(Ｐａｕｌ Ｈｏｗａｒｔｈ)教授相信ꎬ核能产业按计划修建一个类

似专为英国建造的阿海珐(Ａｒｅｖａ)压水反应堆(ＥＰＲ)那样的第三代反应堆系统非常重要ꎮ 他表示:
“这里要坚持按照标准化反应堆设计来建造反应堆ꎬ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同类反应堆从第一台(这一

成本可能会很高)一直到后面几台的成本ꎮ 于是我们就能更加确定核能成本ꎬ接着就可以成批建造反

应堆了ꎮ”
国产化率的提高受制于国外核心部件技术的转移ꎬ而这些核心技术国外厂商是不会轻易转让的ꎬ

特别是由于三代核电站技术来源属于几个主要国家ꎬ由于政治、经济的因素ꎬ实现一定比例的较高的

国产化率短时期内实现比较困难ꎮ 即便国产化进程顺利ꎬ事实上在引进消化吸收过程中过程中ꎬ国内

厂商也要负出相当大的代价ꎬ一方面需要花巨额资金购买国外专利技术ꎬ另一方面ꎬ在技术消化过程

中也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和时间ꎬ这无形中都会提高相应的成本ꎬ使核电设备国产化带来的经济效益

被一定程度的削弱ꎮ

１.４　 核电站规模化建设带来的影响[ ４ ]

法国是世界上核电技术发展先进的国家ꎬ在发展核电过程中始终采取全国采用统一的堆型ꎮ
１.４.１　 考虑同一堆型的系列化建设系列化效应

同一产品在某个较短的周期内通过批量化生产或建造所形成的经济性效应ꎮ 同一厂址的系列化

建造不仅有批量效应和经验效应ꎬ还有群堆效应ꎮ 系列化建设的批量需求带动持续生产ꎬ而持续生产

中生产技能的熟练、供应链与生产设施的改良、程序化与信息化管理经验的积累等ꎬ都能提高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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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成本ꎮ
１.４.２　 在核电建设中ꎬ批量效应主要体现在设备材料采购、建造安装施工等方面成本的降低ꎬ有效地节约

系列化建设还可以形成经验效应ꎬ显著地提高工程设计、施工管理、投资管理、调试和运行文件编

制等软件方面的质量和效率ꎬ增加管理的稳定性ꎬ减少执照申请的时间和费用ꎬ降低工程费用ꎮ 核电

群堆效应是通过对若干投资者拥有的多个核电厂实施统一的管理原则、标准、要求和方法ꎬ优化资源

配置ꎬ有效降低建设及运营成本ꎬ提高经济性ꎮ 同一堆型的系列化建设ꎬ为实现群堆效应提供了基础

和便利条件ꎮ
１.４.３　 核电站建设运营实现标准化、系列化

法国已为核电反应堆提出一整套基本的标准化设计ꎬ确定了发展核电的“标准化发展政策”ꎬ即核

电机组都建成相同类型ꎬ采用相同标准ꎬ构成系列ꎬ以便于统一管理以及降低造价和运行维护费用ꎮ
新电站系列或子系列都是在取得前一系列的经验基础上产生的ꎬ都含有技术的更新换代部分ꎬ同时又

继承了前一系列电站的主要的设计模式和优点ꎮ 建造标准系列机组给法国核电事业的发展带来的巨

大利益:一是缩短了建设周期ꎻ二是降低了造价ꎻ三是提高安全性、可靠性ꎮ

１.５　 在建核电项目投资、融资研究

核电建设一般具有投资规模大、回收期长等特点ꎬ虽然其售电收入回报具有长期、稳定的特点ꎬ但
是其筹资仍然存在许多困难ꎬ不可能全部依靠国家财政支撑ꎬ而商业银行出于谨慎经营原则ꎬ对此类

大型项目的信贷投向往往倾向于总量控制ꎬ因此也难以用贷款这一单一方式全额满足ꎮ 而大量分散

的社会资金ꎬ由于缺乏有效的投资渠道ꎬ又难以聚集起来进行大型项目投资ꎮ 因此ꎬ需要突破传统投

融资模式ꎬ引导和促进更多的闲散资金转化为企业投资资本ꎬ解决项目建设资金瓶颈ꎬ拓宽核电建设

融资渠道ꎬ实行多元化融资ꎬ以利于积极推进我国的核电项目建设ꎮ

表 ３　 我国已建核电站项目投融资模式比较[ ４ ]

核电项目
股本金 /
总投资

投资主体结构 电力市场 融资模式

秦山二期
２４ 亿元

人民币

中核总 ５０％ꎻ浙江省电力开发公司 ２０％ꎬ申能股

份有限公司 １２％ꎬ江苏投资公司 １０％ꎬ华东电力

集团公司 ６％ꎬ安徽省投资公司 ２％

浙江省、
华东电网

“拨改贷”
模式

广东核电合

营有限公司

４ 亿美元 /
４０ 亿美元

香港中华电力 ２５％ꎬ广核投 ７５％(其中:中核总

４５％ꎬ广东省 ４５％ꎬ国家电力公司 １０％ )
香港 ７０％
广东 ３０％

出口信贷

模式

岭澳核电有

限公司

４ 亿美元 /
４０. ２ 亿美元

广核集团公司 １００％ꎬ其中:中核总 ４５％ꎻ广东省

４５％ꎬ国家电力公司 １０％
广东省

出口信贷

模式

秦山三期
１０ 亿元人民币 /
２８. ８ 亿美元

中核总 ４１％ꎬ浙江省电力开发公司 １０％ꎬ申能股

份有限公司 １０％ꎬ江苏投资公司 １０％ꎬ华东电力

集团公司 １０％ꎬ浙江省电力公司 １０％ꎬ江苏省国

际信托投资公司 ９％

浙江省、
华东电网

出口信贷

模式

连云港 ３２ 亿美元
中核总 ５０％ꎬ华东电力集团公司 １０％ꎬ江苏电力

公司 ２０％ꎬ江苏国际投资公司 ２０％
江苏省、
华东电网

出口信贷

模式

国家电力体制改革后ꎬ核电项目投资多元化出现了加快的趋势ꎬ大型电力企业成了投资的生力

军ꎮ 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２００７ 年已经获得国务院经营核电的“牌照”ꎬ其控股的山东海阳已经获

得国家审批ꎬ即将进入开工阶段ꎬ并在江西彭泽核电工程获得开展前期公司的批准ꎬ江西彭泽核电项

目已进入实质性实施阶段ꎮ 中国华能集团公司亦控股建设位于山东荣城的高温气冷堆核电示范工

程ꎬ被称为核电经营的半个“牌照”ꎬ加上中核集团以及中广核ꎬ从而形成了中国核电市场“三个半牌

照”的格局ꎮ 我国核电项目投资主体初步进入了多元化阶段ꎬ目前我国在建核电项目的项目投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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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如表 ４ 所示ꎮ
表 ４　 在建我国核电企业投资主体结构

核电项目 装机容量 股本金 /总投资 投资主体结构

辽宁红沿河 ４×１０８ 万 ｋＷ ５００ 亿元
中广核集团 ４５％ꎬ中电投 ４５％ 大连市建设投资公

司 １０％

福建宁德 ４×１０８ 万 ｋＷ ９００ 亿元 中广核集团 ４６％ꎬ大唐 ４４％福建煤炭工业集团 １０％

阳江核电站 ６×１０８ 万 ｋＷ ７００ 亿元 中广核集团 １００％

山东石岛湾 ２０ 万 ｋＷ １ ５００ 亿元
中国华能集团公司 ４７.５％ꎬ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公司

３２.５％ꎬ清华控股有限公司 ２０％

２　 核电建设周期延长对核电经济性的影响[４]

２.１　 延期对核电经济性的主要影响主要在提高资金成本ꎬ推迟发电产生经济效益的双重影响

一方面核电建设一般建设周期为固定的期限ꎬ如果推迟建成ꎬ将对前期投入资金带来巨大的财务

压力ꎬ而且这种压力随着建设时间的延长变得越来越大ꎬ甚至影响到主要贷款银行对项目支持的态度

和评价ꎬ如果因为延期项目贷款可能评级下调ꎬ提高贷款利率ꎬ增加整个项目的资金成本ꎮ

２.２　 核电项目的建设周期一般划分为 ２ 个阶段

２.２.１　 第 ｌ 罐混凝土之前通常称之为前期准备阶段ꎬ通常都在 １８ 个月以上

２.２.２　 第 ｌ 罐混凝土至机组商业运行称之为建设期

对于二代加改进型机组单个机组的建设期一般控制在 ６０ 个月以内ꎮ 按照近期的市场利率和核

电项目投资水平测算ꎬ建设 ２ 台百万千瓦级二代加改进型机组的建设期财务费用约 ２９ 亿 ~３２ 亿元ꎬ
占贷款本金总额的比例约为 １５％~１７％ꎻ到建设期末ꎬ每个月的财务费用接近 １ 亿元ꎮ 如此庞大的财

务费用支出是核电建设项目的固有特性所决定的ꎮ 如果发生工期延误ꎬ财务费用还将进一步增加ꎻ反
之ꎬ如果工期缩短ꎬ不仅可以降低建设期财务费用ꎬ机组提前投产还可以让投资方更早受益ꎬ加速

还贷ꎮ
我国引进的美国技术 ＡＰ１０００ 由于主要设备的耽误ꎬ预计延期到 ２０１８ 年以后ꎮ 而这个堆型在世

界范围内还未正式推广ꎬ而且技术还未完全成熟ꎮ 目前国际上最热门的两种三代机型———西屋公司

的 ＡＰ１０００ 和阿海珐的 ＥＰＲꎬ其成熟性和经济性都有尚未解决的问题ꎮ
２.２.３　 核电站延期造成的损失承担方法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ꎬＴＶＯ 基于运营成本决定采用第三代压水堆ꎬ并由西门子提供涡轮发电机ꎮ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ꎬＴＶＯ 与法国能源公司阿海珐和西门子为该压水堆签订价值 ３２ 亿欧元的总承包合同ꎬ并期望到

２００９ 年中期正式运营ꎮ 工程开始建造于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ꎬ虽然西门子和它的承包商在提供涡轮机部分

非常迅速ꎬ但工程仍是被延迟了(特别是反应堆部分)ꎮ 该项目近期的延迟主要原因集中在反应堆仪

器和控制(Ｉ＆Ｃ)系统上ꎮ 由于工程延期ꎬ目前工程成本远超出预算达到了 ８５ 亿欧元ꎮ 目前该项目的

各方向国际商会提出冲裁请求ꎬ要求判断到底谁应该对超出的成本买单ꎮ 阿海珐和西门子表明ꎬＴＶＯ
应付 ３４ 亿欧元的金额为拖延项目和超支成本买单ꎮ 该声明包含基于建造合同 ＴＶＯ 应支付 ７ ０００ 万

欧元的拖延费ꎬ以及约 ７ 亿欧元的利息和 １.２ 亿欧元的利息损失ꎮ 然而ꎬＴＶＯ 也已经反诉两家公司ꎬ
认为到 ２０１８ 年年底ꎬ两家公司应赔偿其成本和损失 ２３ 亿欧元ꎮ 在我国首堆建设的 ＡＰ１０００ꎬ目前由

于主要设备出现问题已导致拖期ꎮ
总之ꎬ尚未具备标准化批量规模建设的条件ꎬ尚有相当的技术风险和经济风险ꎮ 为此ꎬ我国引进

技术和进口建设这两种机型的核电站ꎬ其着眼点应是引进技术ꎬ即引进一些为我所用的先进技术ꎬ掌
握引进机型的设计、制造、建设和营运技术ꎬ在经济上可同二代改进机型相竞争后ꎬ才能转入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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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ꎮ

３　 运行费用成本

３.１　 核电上网电价是保证核电持久发展的重要因素[５]

核电标杆电价政策细节浮出水面ꎮ 根据国家发改委发布的«核电上网电价机制有关问题的通

知»ꎬ０.４３ 元(人民币ꎬ下同)每千瓦时的标杆价格适用的对象是“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后投产的核电机

组”ꎬ“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以前投产的核电机组ꎬ电价仍按原规定执行ꎮ”
这意味着中国目前在建的 ２８ 台核电机组将接受标杆价格的考验ꎮ 这一标杆价格甚至低于广东

０.４７９ ２ 元 / (ｋＷｈ)的火电脱硫脱销上网电价ꎮ
从表面看ꎬ０.４３ 元 / (ｋＷｈ)的价格较之前核准的一批核电项目电价高 ０.０２~０.０４ 元 / (ｋＷｈ)ꎬ

与最新批复的宁德核电站 ０.４２７ 元 / (ｋＷｈ)的价格大致相同ꎮ 不过ꎬ自从福岛核电事故之后ꎬ中国

对核电安全提出了新要求ꎬ安全投入增大使得成本上升ꎮ 一位业内核电人士称ꎬ就当前的标杆电价来

说ꎬ对安全标准提升带来的成本负担可能有所不足ꎮ

３.２　 四台 ＡＰ１０００“单独定价”

在业内人士眼中ꎬ最先进的技术和最严格的安全标准ꎬ意味着二代加机组将难以获批ꎬ未来新上

马的项目至少得是三代核电机组ꎮ 就近期而言主要是 ＡＰ１０００ꎮ
ＡＰ１０００ 是由美国西屋开发的先进非能动压水堆(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Ｐａｓｓｉｖｅ ＰＷＲ)技术ꎬ该项目是中美能

源合作的最大项目ꎮ 目前ꎬ首批依托项目有 ４ 台ꎬ分别是三门 １、２ 号机组与海阳 ３、４ 号机组ꎮ 其中三

门 １ 号机组为全球首堆ꎮ
一位参与 ＡＰ１０００ 的核电人士称ꎬ“首批机组在工程难度上会大很多ꎬ会有种种不可控因素ꎬ举例

来说ꎬ机组的设备报废率会比较高ꎬ建造成本自然高ꎮ”上述业内人士也佐证ꎬ几年前国家批 ＡＰ１０００
首堆项目时ꎬ给的建造成本是 １ ９５０ 美元 / ｋＷꎮ 相比二代加机组ꎬ建造成本约高 ５０％ꎮ 核电成本主要

集中在建造成本与融资成本ꎮ 而燃料费用ꎬ在核电中只占 １０％左右ꎮ 相比而言ꎬ二代加机组要便宜

得多ꎬ中国甚至可以将二代加机组的造价做到全球最低ꎮ 比如秦山二期核电站投资为 １ ３３０ 美元 /千
瓦ꎬ远低于发达国家国内平均造价ꎮ 不过ꎬ该机组的上网电价为 ０.４１４ 元 / (ｋＷｈ)ꎬ只比最新设定的

标杆电价低 ０.０１６ 元 / (ｋＷｈ)ꎮ “二代加的机组在这个政策下非常利好ꎮ 因为本来建造成本就可以

说是全球最低ꎮ 而三代机组需要重新采购设备ꎬ需要一个批量化生产的过程ꎬ因此会有一些挑战ꎮ”
前述参与 ＡＰ１０００ 项目人士称ꎮ

不过国家发改委也为 ＡＰ１０００ 项目留下了一定的缓冲空间ꎮ «通知»称ꎬ“承担核电技术引进、自
主创新、重大专项设备国产化任务的首台或首批核电机组或示范工程ꎬ其上网电价可在全国核电标杆

电价基础上适当提高ꎬ具体由省级价格主管部门提出方案报国家发改委核批ꎮ”这便意味着ꎬ中国首

批 ４ 台 ＡＰ１０００ 反应堆的上网电价将高于 ０.４３ 元 / (ｋＷｈ)ꎮ
“这四台 ＡＰ１０００ 机组肯定是独立定价的ꎬ作为依托项目ꎬ这些机组是边设计边施工ꎬ成本比较

高ꎮ”上述人士同时称ꎬ在未来大规模产业化、国产化后ꎬＡＰ１０００ 的建造价格应该是比二代加机组更

低才对ꎬ因为它革新性的设计ꎬ省掉了很多的设备ꎮ 因此ꎬ目前的缓冲与扶持对将来成本的大幅降低

非常关键ꎮ
中核股份的招股书也印证了这一说法ꎮ 从中核股份披露的情况来看ꎬ募投的福清核电一期、二期

(合计四台核电机组)造价均超 ２００ 亿元ꎬ而浙江三门核电一期两台机组的造价更高达 ４０８.２６ 亿元ꎮ
相比之下ꎬ中核股份的 １６２.５ 亿元计划募资总额就显得微不足道ꎮ

４　 结论[６]

处理好煤电发展和新能源发展的矛盾ꎬ努力优化电源结构ꎮ 煤电发展要为新能源发电腾出空间ꎬ
同时ꎬ在一定期限内也不是新能源发电发展的越快越好、越多越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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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在现行的体制机制下ꎬ要通过市场化和电价机制ꎬ逐步调整并理顺煤电产业和新能源发电产

业的利益关系ꎮ
(２)在现有电网结构和电力负荷特征条件下ꎬ优化调度方式ꎬ保证电力经济性和稳定性ꎮ
(３)新能源发电在较长期间内仍会推动终端销售电价ꎬ国外也有因电力用户反对而使新能源发

电受阻ꎬ要处理好新能源发电与用户之间的矛盾ꎮ
(４)处理好电源发展与电网发展的关系ꎬ努力做好电力内部的协调发展ꎮ 有些电源投产但没有

输送通道或者通道受限ꎬ有些有输送通道但电源投资不足ꎬ有些需要分布式或微网发电和供电则比较

经济ꎮ 要统筹协调ꎬ发挥各方积极性ꎬ促进电源、电网的经济、有序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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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品牌形象重构的核电项目公众接受度提升研究

郭天超１ꎬ２ꎬ李雪梅３

(１ 中国核科技信息与经济研究院中核工程建设管理中心ꎬ北京 １０００４８ꎻ
２ 北京交通大学中国产业安全研究中心博士后科研工作站ꎬ北京 １０００４４ꎻ

３ 北京交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ꎬ北京 １０００４４)

　 　 　 　 　 　 　 　 　 　 　 　 　 　 　 　 　 　 　 　 　 　 　 　 　 　 　 　 　 　 　 　 　 　 　 　 　 　 　 　 　 　 　 　 　 　　
　

　
　 　　　　　　　　　　　　　　　　　　　　　　　　　　　　　　　　　　　　　　　　　　　　　　

　
　

　
　

作者简介:郭天超(１９７５—)ꎬ男ꎬ管理学博士ꎬ产业经济学博士后ꎬ现从事项目评审及相关研究工作ꎮ

摘要:近年来ꎬ公众对核电项目的抗议严重阻碍了我国核电事业的顺利发展ꎬ核电行业主管部门和核电经营者面临两

难境地ꎮ 以往研究认为应从项目前期沟通、科普等入手提升公众接受度ꎮ 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ꎬ本研究认为ꎬ要提高

核电项目公众接受度ꎬ关键在于扭转核电品牌形象ꎮ 核事故、灾难、危害等负面信息的过度传播建构了可怕的核风险

形象ꎬ导致人们对核电的恐惧和排斥ꎬ这种形象并不是对核电的全面或真实反映ꎬ所以应通过对正面形象信息如核电

技术升级、核电厂对当地经济发展、城市建设的贡献等的有效传播ꎬ实现对核电品牌形象的重构ꎬ建构一个亲和、美丽

的核电形象ꎬ形象的提升有助于提高公众接受度ꎮ 本研究进行了问卷调研ꎬ通过 ＳＰＳＳ 对数据进行分析ꎬ分析结果证

明了正面传播对核电品牌形象提升的积极作用ꎬ以及核电品牌形象提升对公众接受度提升的正向影响ꎮ 本研究还提

出了品牌形象重构思路和策略ꎮ
关键词:核电ꎻ公众接受度ꎻ品牌形象ꎻ公共项目管理ꎻ社会建构

当前ꎬ我国能源结构正在持续调整优化ꎬ以推动国民经济实现低碳和可持续发展ꎮ 核电作为清洁

高效稳定的能源ꎬ将迎来发展的黄金时期ꎮ “核电十三五规划”初步方案披露 ２０３０ 年我国核电装机

规模 １.２ 亿~１.５ 亿千瓦ꎬ核电发电量占比将从目前的 ３％进一步提升至 ８％~１０％[１]ꎮ 然而ꎬ从社会接

受层面来说ꎬ核电事业的发展面临着极大阻力ꎮ 尽管核电专家指出我国的核电技术是安全可控的ꎬ但
公众对核电项目的恐惧有增无减ꎬ特别是受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的负面影响ꎬ近年来ꎬ核电项目选址

地公众对拟建核电项目的抗议日趋频繁ꎬ甚至基于网络传播发展成为公共事件[２]ꎬ这将严重阻碍我

国核电事业的顺利发展ꎮ
不少学者表示ꎬ作为一项建在民众后院的公共决策项目ꎬ相关部门和企业有必要在前期通过听

证、协商等方式听取民意ꎬ形成共识和互信ꎬ从而奠定项目顺利开展的基础ꎮ 但是ꎬ以往所发生的核爆

炸与核事故ꎬ经由各类媒体的过度渲染和大量传播ꎬ使核电在人们心中形成了非常深刻的事故、危害、
灾难这样一种可怕的核风险形象ꎬ给人们的心理带来了极度的恐惧感ꎮ 因此ꎬ仅在核电项目立项前ꎬ
仓促举行的听证、协商仅达到了一种告知或听取意见的效果ꎬ很难消除人们对核电项目深深的恐惧和

排斥[ ３ ]ꎬ有时候ꎬ项目前期公告、听证会反倒成了公众抗议的引爆点[ ４ ]ꎮ
要提高核电项目公众接受度ꎬ关键在于扭转核电形象ꎮ 本研究将基于理论和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ꎬ

在验证核电品牌形象对公众接受度的决定性影响的基础上ꎬ进一步探索如何通过有效的品牌形象重构ꎬ提
升核电项目的公众接受度ꎮ

１　 核电品牌形象对公众接受度的决定性影响

１.１　 核电品牌形象的概念和维度

我们可以把“核电”看作一种与火电、水电相区别的电力品牌ꎮ 品牌形象是指人们对某一品牌所

具有的较为固定的认知或印象ꎬ它会对人们的心理和行为产生深远影响[ ５ ]ꎮ 核电品牌形象是指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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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核电所形成的固有的认知和印象ꎬ它的核心要素是ꎬ当提到核电时ꎬ人们心中对核电所产生的各种

联想ꎮ 根据 Ｂｅｉｌ(１９９３) [６]的模型ꎬ任何一个形象层面都由硬属性和软属性方面的联想组成ꎮ 由于这

两个属性在内涵上有较大差异ꎬ因此ꎬ我们尝试将核电品牌形象按这两个属性划分为两个维度:功能

形象(硬属性)和情感形象(软属性)ꎮ 核电品牌的功能形象是指人们对核电的安全可控性、环保性以

及给当地带来的经济利益等功能或有形属性所形成的直观认知或印象ꎬ核电品牌的情感形象是指基

于对核电的功能或有形属性的认知ꎬ公众进一步在心理上对核电厂产生的情感反映ꎬ如感到可怕、恐
惧或亲和等ꎮ

１.２　 核电品牌形象对公众接受度的影响

１.２.１　 理论分析

聚焦于企业品牌形象的有关研究认为ꎬ企业品牌形象反映了人们对该企业和企业产品的认知、印
象或联想ꎬ它的好坏直接影响着消费者对企业和企业产品的态度和情感ꎬ进而决定了消费者对企业的

喜爱度以及对企业产品的购买意愿和忠诚度[ ７ ꎬ ８ ]ꎮ 同样ꎬ核电品牌作为一种电力品牌ꎬ它的形象ꎬ无
论是功能形象还是情感形象ꎬ也直接影响着人们对核电的认知ꎬ以及态度和情感上的反应ꎬ从而决定

着人们对它的接受度和喜爱度ꎮ 如果当提到核电时ꎬ人们心中总会联想到环境保护、电厂与大自然相

融一体的优美景色、良好的就业与经济收益ꎬ会对核电产生一种亲切感ꎬ从而倾向于接受核电厂或核

电项目ꎻ而如果当人们提起核电ꎬ总是想到事故、灾难时ꎬ将心生恐惧ꎬ会非常排斥核电厂或核电项目ꎮ
由此ꎬ我们可以推断核电品牌形象对核电项目公众接受度具有重要影响ꎮ
１.２.２　 实证检验

以上为理论分析ꎬ下面将通过问卷调研和数据分析进一步实证核电品牌形象对公众接受度的显

著影响ꎮ 首先ꎬ根据以上理论分析ꎬ可建立回归方程模型如下:
Ｙ＝Ｂ１×Ｘ１＋ Ｂ２×Ｘ２

Ｙ 为因变量“公众接受度”ꎬＸ１、Ｘ２分别代表自变量“功能形象”和“情感形象”ꎬＢ１和 Ｂ２分别为核

电品牌功能形象和情感形象对公众接受度的回归系数ꎬ也称影响系数ꎬ表示功能形象和情感形象对公

众接受度的影响程度ꎮ
为证明 Ｂ１和 Ｂ２的显著性以及回归方程的成立ꎬ我们开展了问卷调研ꎬ并对调研数据进行了统计

分析ꎮ
(１)测量问项开发

为保证调研问卷中测量问项的内容效度ꎬ在通过自由反应法[９] 进行印象调查ꎬ以及对国内相关

研究文献进行归纳总结的基础上ꎬ我们采用“焦点小组法” [ １０ ]对问项进行了深度开发ꎮ
通过印象调查和对国内文献的查阅和总结ꎬ我国公众对核电厂的认知或关注点主要集中于技术

风险、辐射、事故等ꎬ其次ꎬ人们对核电在经济利益、环保等方面的好处也有一定的认知[１ １ ꎬ１ ２ ꎬ １３ ]ꎮ 由

于品牌形象的本质在于能使人们对品牌形成一些特殊感受ꎬ进而影响人们对待品牌的态度和行为意

向[ ５ ]ꎬ只有人们所熟悉或关注的要素才能对人们的态度和行为产生影响ꎬ也才能成为真正有效的和

具有一定普适性的品牌形象构成要素或测量指标[ ５ ]ꎮ
通过焦点小组法最终开发的核电品牌形象测量问项共 ９ 个ꎮ 我们同时提出了公众接受度的测量

问项ꎬ由 ２ 个问项组成ꎮ 具体测量问项见表 １ꎮ

表 １　 测量问项表

变量 测量问项

核电品牌功能形象

Ｂ１ 我国的核电厂是安全可控的

Ｂ２ 我国的核电厂不容易发生较大的核电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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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测量问项

Ｂ３ 核电会给当地百姓带来好处

Ｂ４ 核电比火电、水电更环保

Ｂ５ 核电厂会给附近城镇、村庄造成辐射危害∗

核电品牌情感形象

Ｂ６ 核电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Ｂ７ 核电厂给人一种亲和感

Ｂ８ 核电厂是可怕的∗

Ｂ９ 如果在我家附近建核电厂ꎬ我会感觉很恐惧∗

公众接受度

Ａ１ 我觉得在我们县(市)建核电厂是可以接受的

Ａ２ 在我家附近区域建核电厂ꎬ我不会反对

∗负向问项ꎬ分值需要换算

受访者对每一个问项的打分范围为 １ ~ ７ꎬ其中“１ ＝非常不同意”ꎬ“２ ＝不同意”ꎬ“３ ＝有点不同

意”ꎬ“４＝不确定”ꎬ“５＝有点同意”ꎬ“６＝同意”ꎬ“７＝非常同意”ꎮ
(２)数据收集和问卷信度效度分析

我们通过专业的问卷调研网站开展了问卷调研ꎬ保证了调研对象的广泛性ꎮ 调研共回收了 １５２
份有效问卷ꎬ有效率 ８２％ꎮ

首先ꎬ为保证核电品牌形象维度划分的有效性和可区分性ꎬ我们对核电品牌形象的两个维度进行

了因子分析ꎮ 其次ꎬ为保证问卷量表的信度ꎬ本文采用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内部一致性系数(ａ 系数)对量表进

行信度分析ꎮ 分析结果支持问卷的效度和信度[ １４ ]ꎮ
(３)回归模型检验

我们使用 ＳＰＳＳ 软件对回归方程 “Ｙ＝Ｂ１×Ｘ１＋ Ｂ２×Ｘ２”进行检验ꎬ经线性回归得出ꎬ影响系数 Ｂ１ ＝
０.３２９ꎬＢ２ ＝ ０.７７７ꎮ 经 ｔ 检验ꎬＢ１和 Ｂ２在 .０００ 水平上显著[ １４ ]ꎮ

影响系数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ꎬ证明了核电品牌形象的两个维度对核电项目公众接受度

均具有显著影响ꎮ 也就是说ꎬ较好的核电品牌形象会带来较高的公众接受度ꎻ反之ꎬ较差的核电品牌

形象会导致较低的公众接受度ꎮ
此外ꎬＢ２远大于 Ｂ１ꎬ这说明ꎬ核电品牌情感形象对公众接受度的影响远大于功能形象对公众接受

度的影响ꎮ 这可能是因为ꎬ公众接受度是一个态度变量ꎬ情感与态度直接相关ꎬ两者在概念和表现形

式上甚至有所重叠或交叉ꎬ因此ꎬ品牌形象中的情感因素直接决定着人们对该品牌(或产品)的态度ꎮ

１.３　 当前较差的核电品牌形象导致了较低的公众接受度

(１)当前公众心中的核电品牌形象较差

我们可以通过核电品牌形象的得分情况来分辨公众心中的核电品牌形象到底处于一种什么状

况ꎮ 从表 ２ 可以看到ꎬ核电品牌的功能形象得分均值为 ４.６８８ꎬ核电品牌的情感形象得分均值为

３.５４３ꎬ得分都比较低ꎮ 如果考虑到 ４ 是中值(评分区间是 １ ~ ７ꎬ１ 是最低值ꎬ７ 是最高值)ꎬ那么ꎬ核电

品牌情感形象的得分竟低于中值ꎬ根据分值所对应的选项ꎬ情感形象的这一分值处于选项“有点不同

意”与选项“不确定”之间ꎬ这样的分值说明ꎬ较多的人在情感上感觉核电是可怕的ꎮ 较低的得分ꎬ说
明了公众心中的核电品牌形象不是很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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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变量得分均值及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功能形象 ４.６８８ １.１００

情感形象 ３.５４３ １.５１９

公众接受度 ３.５５６ １.６２６

(２)较差的品牌形象导致较低的公众接受度

正如前面数据分析结果所示ꎬ核电品牌形象特别是核电品牌情感形象对公众接受度的影响非常

显著ꎬ因此ꎬ当前较差的核电品牌形象必然导致较低的公众接受度ꎮ 如表 ３ 所示ꎬ公众接受度的得分

均值只有 ３.５５６ꎬ这一分值低于中值ꎬ说明人们对核电项目的态度偏向于拒绝ꎮ

２　 核电品牌形象建构问题分析

２.１　 媒体对核电负面信息的大量和过度传播将核电品牌形象极端片面化了

前面的问卷调研结果表明ꎬ当前核电品牌形象比较差ꎮ 这是因为ꎬ当前很多人所能接触或了解到

的核电信息仅限于事故和灾难ꎬ对核电的认知固化于这些信息ꎮ 于是ꎬ核电在人们心中形成了一种可

怕的核风险形象ꎮ 尽管福岛核事故产生了严重的后果ꎬ但大多数国家特别是我国的核电厂已对安全

防护技术进行了升级ꎬ基本不可能再发生较为严重的事故ꎬ应该说当前我国的核电技术是非常安全

的ꎬ这才是客观实际ꎮ 因此ꎬ仅基于对核事故的传播而建构起来的可怕的核风险形象是对核电客观实

际的一种失真的和极端片面的反映[ １５ ]ꎮ
(１)核风险被放大了

当核电事故发生时ꎬ媒体关于事故的连篇累牍的报道将公众的注意力吸引过来ꎬ转向媒体设定的

特定风险议题ꎬ连续的信息呈现不断增强着人们对事故的联想和恐惧感ꎬ并唤起了人们对以往事故、
灾难的记忆ꎮ 过度的信息呈现和强化ꎬ以及人们对信息的选择性吸收和对事故的丰富联想使核风险

在人们的头脑中放大[ １６ ]ꎮ 此外ꎬ核风险放大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ꎬ为取得轰动效应ꎬ媒体往往过于

渲染甚至夸大事故的灾难面和后果ꎬ同时不可避免的也会存在一些失真的报道[ １７ ]ꎬ这些是对核风险

的一种人为放大ꎮ 这种放大了的核风险形象显然不是对核电的真实反映ꎮ 在经历多次事故后ꎬ国际

上包括我国的核电技术不断改进ꎬ核电厂的安全可控性越来越强了ꎬ当前的核电技术基本不可能再发

生类似于切尔诺贝利和福岛核电站那样的事故[ １８ ]ꎮ
(２)核电形象被片面化了

由于核电行业缺少品牌传播方面的有力推动ꎬ而媒体又过度关注具有轰动效应的核电事故ꎬ缺少

对真实核电技术知识以及核电为厂址所在地经济、就业和城镇建设所做贡献的报道ꎬ因此ꎬ当前大多

数人关于核电品牌知识的获得仅限于媒体上关于核事故的连篇累牍的报道ꎮ 于是ꎬ人们对核电的好

处即它美好的一面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ꎬ只是在心中形成了一种极其片面的核风险形象ꎬ而这种片面

的核风险形象也只是对核电的一种失真反映ꎮ

２.２　 核电行业缺少在更广范围内对核电正面信息传播的强力推动

我国的核电厂已经注重与厂址所在地的百姓进行沟通互动ꎬ宣传核电知识ꎬ以取得当地百姓的理

解和支持ꎬ并且有些核电厂的沟通行动取得了不错的效果ꎬ给当地百姓留下了较好印象[ ２０ ]ꎻ同时ꎬ核
能企业在更广范围内对核电的宣传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ꎮ 但核电方(泛指整个核电行业和相关管理

部门等)尚未将沟通互动行动提升至核电品牌形象建构层面ꎬ或者从品牌形象建构层面来说ꎬ核电方

尚未在整个社会范围内采取有效的行动策略与媒体和社会大众展开互动ꎬ实现正面信息的广泛和有

效传播[ ２１ ]ꎮ 核电方与媒体和社会大众互动程度和范围不足ꎬ以及负面、失真信息在整个社会范围内

的大量传播ꎬ使核电形象的建构背道而驰ꎮ 在前面的实证研究中ꎬ我们专门就“社会公众对核电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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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途径”进行了调查ꎬ结果如表 ３ 所示ꎬ５３.９％的被调查者对核电的了解主要来自于媒体对日本

福岛核事故的报道ꎮ 可见ꎬ当前核电的负面信息在传播中的占比ꎬ或者说有效占比超过了一半ꎬ从而

对公众的影响最大ꎮ 虽然 ３８.２％的公众从报刊、电视、互联网等媒体获得了核电知识ꎬ但这些核电知

识也不见得全是正面信息ꎮ
表 ３　 公众对核电的了解途径

了解途径 人数 占比

１.报刊、电视、互联网等媒体对核电知识的介绍 ５８ ３８.２％

２.科普书刊上的讲解 １２ ７.９％

３.媒体对福岛核电事故的报道 ８２ ５３.９％

４.其他 ０ ０

总计 １５２ １００％

２.３　 当前核电品牌形象的形成过程是一种由社会媒体主导的社会建构

社会建构论认为一切知识都是社会建构的产物ꎬ心理不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ꎬ也就是说ꎬ知识不

是我们对外部世界或我们自身准确的“摹写”(反映)ꎬ而是处于特定的历史和文化中的人们在社会互

动过程中的“发明” [ １９ ]ꎬ或者说是社会群体互动和协商的结果[ ２０ ]ꎮ 这种现象突出地表现在人们对核

电的认知上ꎮ
核电品牌形象是人们基于在社会互动中所获得的知识ꎬ而在心中所产生的关于核电的印象ꎮ 由

于在社会互动中受到社会文化背景的束缚和个体主观因素的影响[ １９ ]ꎬ核电品牌形象的形成过程是

一种社会建构ꎮ 人们关于核电厂的极端片面的核风险形象的社会建构过程表现为:首先是核事故发

生ꎬ然后媒体开始不断地报道ꎬ由于受到政治权力、商业逻辑、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ꎬ报道的事故信息

可能会被弱化或者渲染[ ２１ ]ꎮ 受个体知识体系、价值观念等主观因素以及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ꎬ人们

对媒体所传递的信息有选择性地吸收、过滤与重塑ꎬ之后再传播给他人ꎬ然后ꎬ信息又一次被过滤和重

塑ꎮ 这样ꎬ核风险在社会互动中ꎬ基于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被主观建构起来了[１ ２ ]ꎮ 这种主观建构起

来的核电品牌形象ꎬ可能并不是对客观实际的真实反映ꎮ
当前核电品牌形象建构过程中ꎬ核电方缺少在更广范围与媒体和社会大众的长期有效互动ꎬ以及

通过媒体在整个社会层面广泛传播正面形象信息ꎮ 这种缺少正面传播ꎬ单由媒体所主导的核电品牌

形象建构ꎬ所形成的是一种失真的和极端片面的核电品牌形象ꎮ 当前核电品牌形象的建构过程可以

总结为如图 １ 所示ꎮ

图 １　 当前核电品牌形象建构过程

需要指出的是ꎬ核电厂已注重与所在区域社会大众开展沟通互动ꎬ并尝试在更广范围宣传核电知

识ꎬ但要在整个社会范围实现与媒体、公众的长期有效互动ꎬ还需要行业主管部门或有关政府部门协

调和促进核电行业与媒体之间的合作ꎬ以及有效推动各核电厂共同努力ꎬ采取一致行动ꎮ

３　 核电品牌形象重构与公众接受度提升

３.１　 正面形象信息的有效传播对核电品牌形象重构的积极作用

品牌拥有方的社会互动广度与相应的行动策略决定着品牌形象的建构方向ꎮ 如果核电方能更加

积极广泛地与媒体和公众展开互动ꎬ策略性地向媒体和公众传播正面的核电信息ꎬ可能会促使核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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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形象朝有利的一面发展ꎬ实现核电品牌形象的重构ꎮ
为证明积极社会互动与正面信息的传播对我国核电品牌形象重构的积极作用ꎬ我们将第一部分

的实证研究进行了延续ꎬ重新进行了问卷调研ꎬ即进行了第二次调研ꎮ 与之前调研有所不同ꎬ在回答

问卷前ꎬ我们先对核电厂做了一番简短的宣传ꎬ即让被调查者看一篇关于法国“阿格核电燃料循环

厂”的宣传美文①ꎬ该文生动地介绍了阿格厂为当地经济、就业带来的好处ꎬ该厂与当地百姓所建立的

良好社区关系ꎬ以及通过环境融合和美化ꎬ该厂与周边环境所形成的美丽景观ꎬ同时ꎬ文中附有美丽的

配图ꎮ
这样ꎬ第二次调研和前面的调研就形成了对照ꎬ前面的调研中ꎬ人们是基于自己心中固有的核电

形象回答问卷ꎬ第二次调研中ꎬ我们的宣传稿可能会对被调查者产生一定的影响ꎬ使他们对核电的认

知或印象有所变化ꎮ 通过两次调研数据的对比ꎬ我们可以考察正面信息传播对核电形象重构以及公

众接受度提升的作用ꎮ
我们将第二次调研所得到的核电品牌形象、公众接受度得分进行了统计分析ꎬ结果如表 ４ 所示ꎬ

可以看到ꎬ核电品牌功能形象、情感形象和公众接受度得分的均值与之前的调研相比(之前的调研数

据见表 ２)ꎬ都有所提升ꎬ提升值从 ０.２０３~０.４８５ 不等ꎮ
为检验变量得分的提升是否达到了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水平ꎬ我们对两次调研数据进行了单因

子方差分析[１４]ꎮ 功能形象、公众接受度的两次调研数据之间具有显著差异性(Ｐ 值分别为 ０.０３８ 和

０.０３３ꎬ小于判断值 ０.０５ꎬ即在 ０.０５ 水平上显著)ꎬ也就是说ꎬ功能形象、公众接受度的提升具有显著

性ꎮ 情感形象的提升效果不显著(Ｐ 值为 ０.２５１ꎬ大于判断值 ０.０５)ꎮ 尽管核电品牌情感形象在统计学

意义上提升效果不够显著ꎬ但第二次调研得分均值比之前调研得分均值提高了 ０.２０３ꎬ说明情感形象

仍有微弱提升ꎮ

表 ４　 (第二次调研)变量得分均值及提升值

均值 提升值

功能形象 ５.１５５ ０.４６７

情感形象 ３.７４５ ０.２０３

公众接受度 ４.０４１ ０.４８５

实证分析结果表明ꎬ公众心中之前固有的核电品牌形象与依照新的宣传而感知的核电品牌形象

是不一样的ꎮ 这说明ꎬ核电品牌形象是一种社会建构ꎬ它依赖于社会互动主体的构成和行动策略ꎮ 当

在社会互动中ꎬ核电方缺位(或者说参与广度不足)ꎬ媒体传播的多是负面信息时ꎬ社会建构的是一种

可怕的核风险形象ꎻ当核电方主体就位ꎬ策略性地向媒体和公众广泛传播正面信息时ꎬ社会建构的将

是一种正面化的(如:亲和、美丽)核电形象ꎬ或者ꎬ通过正面信息的广泛传播ꎬ可以将之前的较差形象

实现一定程度的扭转ꎮ

３.２　 通过积极社会互动和恰当传播策略ꎬ实现核电品牌形象的重构

基于以上分析ꎬ我们提出核电品牌形象重构思路如图 ２ 所示ꎮ 由于核电正面信息的有效传播是

实现核电品牌形象重构的关键前提ꎬ所以ꎬ核电方应由之前的参与广度不足转变为积极广泛参与社会

互动ꎬ并采取恰当的行动策略ꎬ主导核电正面形象信息的有效、广泛传播ꎮ

图 ２　 核电品牌形象重构思路

(１)基于对真实核电知识的广泛传播ꎬ不断消除可怕的核风险形象

核电技术发展到现在ꎬ已经进入第三代核电技术ꎬ而技术的发展升级最主要的标志是对风险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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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的提升ꎮ 新的核电机组的建设ꎬ在安全上设定了多重保障ꎬ以完全防范较大的风险事故的发生ꎮ
核电方应主动与媒体建立密切联系ꎬ提供真实的核电素材以帮助媒体减少对核电的失真、片面报道ꎬ
并通过对当前先进的核电安全控制技术的宣传ꎬ增强公众对核电厂技术安全可控的认知、信心和信

任ꎬ减少人们对核电风险的担扰ꎬ从而逐渐弱化公众心中关于核电的事故、危害、灾难这种可怕的核风

险形象ꎮ
根据“接触效应(Ｍｅｒｅ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Ｅｆｆｅｃｔ)”理论ꎬ频繁接触会增强人们对某一事物的熟悉和安全

感 [ ２２ ]ꎬ生疏往往导致心理上的恐惧ꎮ 因此ꎬ通过参观、宣传等传播措施增强人们对核电厂的接触和

认知ꎬ对核电形象的改善非常重要ꎮ
(２)倾力对核电正面信息的有效传播ꎬ逐步树立美好核电品牌形象

正如调研问卷中的事例所讲述ꎬ法国的做法为我们树立了榜样ꎮ 因此ꎬ一种非常有效的正面形象

信息传播策略是事件营销[ ２３ ꎬ ２４ ]ꎮ 我国现有的核电厂应主动为当地百姓提供就业机会ꎬ建立友好、亲
密的社区关系ꎬ此外ꎬ还可以通过景观建设ꎬ将厂区与周边区域打造成一道美丽的风景线ꎮ 然后将这

些事例、风景以生动有趣的文章和清新美丽的图片或视频的形式传递给社会大众ꎬ形成一种视觉冲

击ꎬ在公众心中留下深刻印象ꎬ甚至产生一种美好的情结或情感ꎬ从而为核电塑造一种颇富魅力的亲

和、美丽形象ꎮ
除以上事件营销外ꎬ对核能优势的宣传、覆盖全国的核能行业公益行动、核工业故事和精神的专

题报道等等都可以是很好的品牌塑造和传播策略ꎮ 需要对策略进行有效组合ꎬ在广泛传播的同时能

够深得人心ꎮ

３.３　 核电品牌形象的有效重构将促进公众接受度的大幅提升

前面所开展的第一次问卷调研ꎬ已经证明核电品牌形象对公众接受度具有重要影响ꎻ第二次调研

则进一步证明了核电品牌形象的改进将促进公众接受度的提升ꎮ 这说明ꎬ我们可以通过对核电品牌

形象的有效重构来提升公众接受度ꎮ
核电方可以通过事件营销等品牌传播策略的实施ꎬ使核电正向美好的一面得以有效传播ꎬ在对公

众的心智产生深刻影响的同时ꎬ生动的传播手段和强烈的视觉冲击也深深地感染着公众对核电的情

感ꎬ这种情感最终表现为人们对核电厂的亲切感和喜爱感ꎮ 核电品牌形象的有效重构将从根本上扭

转社会大众对核电项目接受度低的局面ꎮ

４　 结束语

我们基于品牌形象视角研究核电项目公众接受度的提升ꎬ实现了研究或理论视角的创新ꎬ建立和

证明了正面传播、品牌形象、公众接受度等构念或变量之间的关系ꎮ 研究结论无论是对于公众接受

度ꎬ还是在品牌管理方面ꎬ都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ꎮ
同时ꎬ本研究对核电行业主管部门和核电经营者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ꎮ 需要指出的是ꎬ我国

核电厂已开始注重与当地百姓的沟通和对核电知识的宣传ꎬ并且于厂址所在区域取得了不错的效

果[２ ０ ]ꎻ此外ꎬ核能企业在更广社会范围内对核电的宣传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ꎮ 但是单由核电厂或核

能企业自身努力也是不行的ꎬ核电品牌形象的重构需要整个核电方ꎬ包括整个核电行业和相关管理部

门共同努力ꎬ从战略层面ꎬ在整个社会范围内促进正面信息的广泛和有效传播ꎮ
最后ꎬ值得一提的是ꎬ本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指导价值并不局限于核电行业ꎬ对其他行业如市政项

目的公众接受度的理论研究和管理实践同样具有重要借鉴和指导作用ꎮ

注释:

① 美文内容来源于大不六文章网上的一篇作品«核循环厂也可以萌萌哒»ꎬ参见网页: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ｗｔｏｕｔｉａｏ.ｃｏｍ / ｐ / ２９ｅｚＧ０ｏ.ｈｔｍｌꎬ２０１５－８－２５ 浏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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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晓雪(１９８４—)ꎬ女ꎬ高级工程师ꎬ现主要从事核电厂技术理论培训工作ꎮ

摘要:系统思维是当今全球领先的思考方式和管理理念ꎬ但相对于人们熟知的结构化思维ꎬ系统思维仍不为国内大

多数企业和组织广泛应用ꎮ 本文作者结合在核电厂多年来从事技术、管理类工作的实践ꎬ分析了国内核电厂由于

缺乏系统思维而容易产生的典型管理问题ꎻ并以系统思维相关理论为基础ꎬ详尽论述了系统的组成要素、系统的重

要规律ꎬ以及系统思维的使用工具ꎬ并引申论述了系统思维对于团队建设的重要性ꎬ最后点明了系统思维未来的发

展方向ꎮ 系统是指将一系列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部分进行有序的整理ꎬ而形成的错综复杂的整体ꎬ对系统的研究

实际上是对系统构成组件之间的连接的研究ꎮ 系统思维强调的是将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ꎬ而不是将系统各部

分割裂开来ꎬ以致破坏了系统内部的连接ꎬ从而破坏系统本身ꎮ 对于那些错综复杂且周期较长的事务ꎬ使用系统思

维将帮助我们寻找到最优的解决问题方法ꎮ 国内核电厂管理容易在内部组织之间的分工协作、任务分析、动态策

略制订和团队绩效提升等方面出现问题ꎬ这些问题均可以使用系统循环图这一有效的工具来加以改进ꎮ 正确分析

出系统中存在的各个正向连接、反向连接、增强回路和调节回路ꎬ并掌握指数级增长和衰退、时滞等系统的重要规

律ꎬ便可以快速地制订出最优化的行动策略ꎮ 系统思维通过培养核电厂内部个人和组织形成共同的思考模式ꎬ以
及建立高效的连接ꎬ可以有效地推动核电厂的团队建设ꎬ提升整体绩效ꎮ 这对于核电厂的安全、高效、经济运行有

着至关重要的意义ꎮ
关键词:系统思维ꎻ系统ꎻ核电厂ꎻ系统循环图ꎻ团队建设

从工业化时代开始ꎬ社会分工变得越来越细ꎬ人们看问题也越来越深ꎬ结构化思维的运用也已非

常广泛和成熟ꎮ 核电厂作为典型的国有大型电力工业企业ꎬ其内部结构划分也已非常精细ꎬ企业上上

下下都秉承细分职责、各司其职ꎮ 然而ꎬ是否这样拆解、细分ꎬ就足以将一个企业长久地维系在正常的

运营轨道了呢? 想象一下ꎬ我们把大象肢解分成若干部分ꎬ那每个部分就会变成一个小象可以独立活

动了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ꎮ
再例如ꎬ雾霾是当今社会的老难题ꎬ我们都知道它的主要来源是煤炭、工业排放和机动车尾气等ꎬ

然而ꎬ为什么就是不能快速根治呢? 比如推动新能源、淘汰落后产能、关停一些工厂实际上ꎬ根治

雾霾问题之所以困难ꎬ不仅仅在于环保问题本身的复杂性ꎬ更在于它不仅仅是环保问题ꎬ还牵扯到经

济、法律、政治、社会等各方面的问题ꎬ牵一发而动全身ꎮ 在社会、企业、生活中存在的很多类似问题ꎮ
例如ꎬ企业想要从低端产品向高端产品转型ꎬ但由于之前一直走低端路线ꎬ利润薄、可投入研发和市场

的资金少ꎬ开发不出高端产品ꎻ再比如个人的工作负荷ꎬ部分人是恶性循环的ꎬ他们的工作负荷很大ꎬ
工作压力随之也大ꎬ由于压力大而导致出错率更高ꎬ进而导致实际工作效率降低ꎬ最后ꎬ工作负荷更

大ꎮ 这些问题ꎬ就像一个循环怪圈ꎬ如果用通常的解决方法(大问题拆解成小问题ꎬ逐个击破)是很难

解决的ꎮ 原因在于以下两点ꎮ
(１)整体并不是部分之和ꎮ 有些问题无法分解成单独个体ꎬ必须从整体角度才能解决ꎮ
(２)部分之间是有联系的ꎬ看似解决了一个ꎬ但是会造成另一个问题的发生ꎮ 对于非常复杂的问

题ꎬ仅仅盯住一个问题是不行的ꎬ需要完整地将问题看成一个系统ꎮ
这就是本文将要讨论的“系统思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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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什么是系统思维

１.１　 系统思维的涵义

“系统”是指将一系列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部分进行有序的整理ꎬ而形成的错综复杂的整体ꎮ
“系统思维”中“系统”同样是一群相互连接的实体ꎬ这是对构成实体事物之间的连接的一种强调性定

义ꎮ 它的对立面可以理解为:也是由很多实体构成ꎬ但相互之间没有连接ꎮ 因此ꎬ对系统的研究实际

上是对系统构成组件之间的连接的研究ꎮ 如果我们希望了解一个系统ꎬ并进而能够预测它的行为ꎬ那
么ꎬ就非常有必要将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ꎮ 将系统各部分割裂开来ꎬ很可能会破坏系统内部的连

接ꎬ从而破坏系统本身ꎮ
系统思维的精髓在于ꎬ处理真实世界中复杂问题的最佳方式就是用整体的观点观察周围的事物ꎮ

只有拓宽视野ꎬ才能避免“竖井”式思维和“组织近视”这一对孪生并发症的危害ꎮ 竖井式思维的危害

经常表现为:对一个问题的补救只是简单将问题从“这里”转移到了“那里”ꎻ组织近视的危害则表现

为:对现在一个问题的补救只会导致未来一个更大的需要补救的问题ꎮ 系统思维要求我们从看局部

到观整体、从看表面到洞察背后的结构、从静态分析到寻找动态平衡ꎮ

１.２　 系统思维缺乏造成的核电厂管理问题

采用系统思维ꎬ可以为企业和组织带来更稳健、更睿智的决策ꎬ达到“既见树木ꎬ又见森林”的目

标ꎬ在投资、宏观经济决策等领域ꎬ已经开始应用了ꎮ 对于核电厂这样的大型企业ꎬ从项目建设、到生

产运营、再到退役ꎬ参与其中的组织和个人ꎬ数量大、周期长ꎬ更加需要系统思维的推广和运用ꎮ 也许ꎬ
很多人会认为ꎬ已经有了国家层面的规划和企业高层的统筹部署ꎬ对于核电厂各个部门和员工ꎬ只要

各自管好门前雪就够了ꎮ 然而ꎬ反观国内不少核电厂的管理现况ꎬ由于缺少系统思维ꎬ普遍存在以下

几类典型问题ꎮ
(１)各部门习惯于仅从自身职责出发思考问题ꎬ缺少意愿和能力为其他部门考虑ꎬ或仅仅在形式

上考虑ꎮ
例如ꎬ部门制订内部管理程序时ꎬ仅考虑自己工作方便开展就好ꎬ虽然也会将涉及到其他部门的

职责列出并请其审查、会签ꎬ但在拟定这些有交叉事项时ꎬ并没有切实从对方的角度去思考问题ꎮ 最

终ꎬ也许对方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自己被安排了什么样的工作ꎮ 正是由于这种“不真正为别人考虑”的
现状ꎬ核电厂的高层为了避免各部门之间的不良影响ꎬ便定期、频繁召开跨部门综合会议来促使这些

暗藏的问题能够被发现ꎮ 核电厂的工作何其繁多ꎬ造成的现状便是ꎬ公司领导、中层领导最多的时间

都在开会ꎬ不管某次会议的议题是否与自己切实相关ꎬ都要奉献宝贵的时间ꎮ 各部门之间涉及交叉工

作时ꎬ也往往采用低效的会议形式ꎮ 过多的时间被用来“协调”各种问题ꎬ人的精力是有限的ꎬ这必然

会影响到本部门的核心工作和总体发展策略的制订ꎮ
(２)看待本部门职责时ꎬ浮于表面ꎬ不能把自己的职责放入到整体核电厂这个系统的运转中去ꎬ

也不能深刻理解要如何做才是更好地履行了职责ꎮ
其表现形式可以形象类比为:球队中的球员不理解球队的整体策略ꎬ而是简单站在自己的位置上

机械地接球、传球ꎻ他确实在做事ꎬ但无益于系统(球队)的整体目标ꎬ甚至还会拖后腿ꎮ 核电厂的实

际工作中ꎬ很多部门都在忙于给别的部门布置作业ꎬ同时忙于应付其他部门分配的作业ꎻ并且ꎬ太多部

门和员工把绝大多数时间花在了各类“流程”上ꎮ 规范的流程很重要ꎬ这点毋庸置疑ꎬ但需要思考的

是ꎬ在这些复杂、繁忙的流程上ꎬ单个个体除了起到传递的作用ꎬ是否产生了创造性成果或价值增值ꎬ
是否有助于整个系统的高效运转ꎮ

(３)不善于从系统角度动态思考问题ꎬ无法理解系统随时间的演变过程ꎬ自然也就无法理解造成

现状的原因、以及当下行动会对未来造成的结果ꎬ常常“治标不治本”ꎮ
例如ꎬ认为对员工的培训耗时耗力ꎬ短时间内不肯投入成本ꎬ从而造成人才培养严重滞后于生产

要求ꎮ 再如ꎬ库存管理ꎬ不理解物件需求和物件存量的动态演变特征ꎬ不能准确把握这两者之间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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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滞后”效应ꎬ只能简单地缺货了就补ꎬ货多了就不采购ꎬ从而永远滞后于系统的变化过程ꎬ不
停地出现库存不足和库存过剩的局面ꎮ

(４)团队绩效表现不佳ꎮ
这点与系统思维的关系比较隐含ꎮ 具体解释起来ꎬ每个组织或个人看待问题的方式决定了该组

织或个人的行为方式ꎬ而一个企业如果没有使内部的组织或个人建立统一的系统思维ꎬ那么这个企业

便无法成为一个有机的、自运转的系统ꎬ而是一个个分割的局部组合而已ꎮ 无法自运转ꎬ那么就需要

额外施加推力ꎬ自然ꎬ企业的整体绩效必然遭到降低ꎮ

２　 系统思维的工具

部分管理人员其实也能够意识到ꎬ企业内部需要形成合力ꎬ团队内部需要有效协作ꎻ然而ꎬ倡导有

余、措施不足ꎮ 口号性的宣传只能起到短时、表面的作用ꎬ而无法渗透和持续ꎬ企业需要提供的是切实

的方法指导和实施平台ꎮ 当下ꎬ系统思维虽然越来越被推崇ꎬ但也十分晦涩ꎬ听起来很有道理ꎬ却不知

道该如何落地ꎮ 本节将解决这个实际问题ꎮ 掌握基本的系统思维方法ꎬ最重要的是需要掌握两个要

点(系统的组成要素、系统的特征)、一个方法(绘制系统循环图)ꎮ

２.１　 系统循环图示例

由于篇幅有限ꎬ这里只分别展示单个增强回路(图 １)和单个调节回路模型(图 ２)ꎬ以及一个典型

通用的商业企业系统循环图模型(图 ３[１])ꎬ具体的绘图需要学习方法和大量实践ꎮ

２.２　 系统的组成要素

系统循环有四个最关键的要素:正向连接、反向连接、增强回路、调节回路ꎮ 知道这些要素ꎬ就可

以画出系统循环图ꎮ 所有的系统循环图都是由连续的闭合反馈链构成ꎬ成为反馈回路ꎮ 反馈回路有

且只有两种:增强回路、调节回路ꎮ 增强回路的作用是导致指数增长或者指数衰退ꎬ而调节回路的作

用是抑制增强回路的旋转ꎬ驱使系统朝向特定的任务或者目标靠近ꎮ
(１)正向连接:原因和结果同时上升或下降ꎮ 在 ３.１ 节图中ꎬ加号的连接都表示正向连接ꎮ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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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中ꎬ工作负荷越大ꎬ导致工作压力越大ꎬ它们之间就是正向连接ꎮ
(２)反向连接:原因和结果一升一降ꎬ用减号表示ꎮ 如工作效率越高ꎬ导致工作负荷越小ꎮ
(３)增强回路:如果整个环路上反向连接个数是偶数(包括 ０)ꎬ这个回路就是增强回路ꎻ增强回

路每循环一次ꎬ结果就会加剧一次ꎻ当然ꎬ增强回路不仅仅是恶性循环ꎬ也可以是良性循环ꎮ
(４)调节回路:如果整个环路上的反向连接个数是奇数ꎬ这个回路就是调节回路ꎬ如图 ２ 淋浴器

水温调节图ꎮ 调节回路不是每运行一次就加强的方式ꎬ而是有正向、负向的双重作用力ꎮ

２.３　 系统的重要规律

所有的系统都是由增强回路和调节回路组成的ꎬ没有第三种类型ꎮ 只不过ꎬ一些简单系统只有一

个回路ꎬ一些复杂系统则是由几个增强回路和调节回路组成的ꎮ 这两种回路具有明显的特征规律ꎮ
(１)特征 １:增强回路都是指数级的ꎮ
可以类比想象一下银行的复利模型(１.０１ 和 ０.９９ 在多年之后的差异)ꎮ 只要一个系统是增强回

路ꎬ那么就会呈现指数级增长或者衰退ꎬ不存在线性关系ꎮ 这种指数增长ꎬ很容易将人们引入歧途ꎮ
在初期ꎬ它增长得如此缓慢ꎬ以至于你很难注意到ꎬ在它迅速增长之前需要非常长的时间ꎬ但突然之

间ꎬ速度就会很快ꎬ它就变成了一个庞然大物(参考“青蛙与睡莲”的故事)ꎮ 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通

常都会有“高估短期、低估长期”的倾向ꎮ
(２)特征 ２:指数增长是不可持续的ꎬ而且极容易转为指数衰退ꎮ
这点特征存在的原因在于ꎬ只由增强回路组成的系统是不多的ꎬ往往同时包含增强回路和调节回

路ꎮ 受调节回路的影响和限制ꎬ指数增长通常不可持续ꎮ 就好像 Ａ４ 纸不可能无限对折一样ꎬ它受到

纸的韧性的局限ꎮ 同样ꎬ企业也无法要求员工永无止境地变得一天比一天努力ꎬ因为受到人的固有局

限性ꎮ
指数增长不但不可持续ꎬ还极容易转为指数衰退ꎮ 为什么经济繁荣一旦转为衰退ꎬ都如此猛烈ꎬ

想阻止也非常困难呢? 原因就在于ꎬ整个系统的根本结构没有发生变化ꎬ依然是一个增强回路ꎮ 只不

过ꎬ一个外部事件的发生ꎬ启动了衰退的进程ꎬ然后将增强回路从指数增长推向了指数衰退ꎮ 恶性循

环和良性循环从本质上讲是相同的ꎬ问题就在于怎样被触发ꎮ 因此ꎬ在衰退发生时ꎬ需要改变系统的

结构ꎮ
(３)特征 ３:所有的调节回路都在试图实现一个目标ꎬ而且如果存在时间滞后ꎬ就会出现震荡ꎮ
调节回路会一直寻找某个目标ꎬ整个系统都会向着这个目标汇聚ꎮ 但是“时滞”的存在ꎬ决定了

接近目标的过程如何ꎮ 类似核电厂运行控制中的蒸汽发生器水位调节ꎬ总会存在着超调和滞后的情

况ꎮ 如果我们不知道这种调节回路的“时滞”规律ꎬ而是机械干预ꎬ就会使得这种震荡变得非常强烈ꎬ
从而达到目标水平的时间会被拉得很长ꎮ

(４)特征 ４:想加速的时候ꎬ别踩油门ꎬ松刹车ꎮ
由于所有的系统都是由调节回路和增强回路组成的ꎬ调节回路的作用就是减缓增强回路的速度ꎬ

无论正负ꎮ 尽管促使增强回路旋转得更快的政策既明显又易于实施ꎬ一般具有速疗作用ꎮ 但这种政

策通常都不够睿智ꎬ因为在这种情况下ꎬ你越是用力推动一个最根本的约束ꎬ它的反弹力就会越大ꎮ
而“缓和约束”虽然并不容易被想到ꎬ但会睿智得多ꎮ 因为一旦缓和了约束ꎬ增强回路就会自动按照

自己的节奏旋转起来ꎬ而不用外界的干涉ꎮ
松刹车意味着消除调节回路对增强回路的限制ꎬ它对系统基本的增强回路并不会产生其他副作

用ꎻ踩油门意味着采取额外的措施来促进增强回路的速度ꎬ而这种额外的措施往往可能会衍生出新的

调节回路ꎬ或者改变了系统的回路结构ꎮ 因此ꎬ要么对系统的增长运转产生了更多的限制条件ꎬ要么

让系统的组成结构向更复杂、更不利的方向发展ꎮ 所以很多时候ꎬ想要增长ꎬ不用猛踩油门ꎬ松开刹车

就够了ꎮ 如果调节回路的限制不消除ꎬ采取刺激增长的举措ꎬ其作用都是很细微的ꎮ

２.４　 如何制订行动项

系统循环图是一种探索所有备选决策和方案的工具ꎬ它可以帮助我们预先估计各项决策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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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影响ꎮ 这使得我们可以避免采取一些会为未来埋下隐患的速效疗法ꎬ避免做出事后后悔的决策ꎮ
在当今提倡极简主义的社会ꎬ核电厂的管理工作却已经发展的极其复杂ꎮ 勤奋工作固然重要ꎬ但

聪明工作却更大程度地影响了结果的好坏ꎮ 是时候学习如何在保障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ꎬ把事情越

做越简单ꎮ 首先ꎬ将发现的问题定位在系统循环图中ꎬ识别出这个问题是如何影响整个系统的运转

的ꎻ其次ꎬ针对每一个问题ꎬ思考并尽可能全地列举出一个清单ꎬ包含了所有可能解决该问题的行动

项ꎻ最后ꎬ对所有的行动项进行分析ꎬ然后进行取舍、排序ꎮ
我们应该如何缩短行动项清单呢? 推荐如下方法ꎮ 绘制一个表格ꎬ见表 １ꎮ

表 １　 行动项分析表

行动项
类别

缓和约束 推动增强回路 其他

为每项行动项选择一个类别: “缓和约束”“推动增强回路”或者 “其他”ꎮ
如果你为某项行动选择了“其他”ꎬ那么请冷静思考ꎬ你为什么要采取这项行动? 是否必要?
如果你为某项行动选择了“推动增强回路”ꎬ那么继续思考ꎬ采取该行动对整个系统是否额外增

加了约束(即增加了新的调节回路)? 如果额外增加了约束ꎬ那么约束是什么? 这种约束对系统循环

产生的限制作用是否比采取该行动对于系统的增强作用来的更大? 如果是ꎬ那该行动项也需要被再

审视ꎮ 从 ２.３ 节中我们已经知道ꎬ各条行动项的优先性排序应该是:
“缓和约束”类>“推动增强回路”类> “其他”类ꎮ
核电厂各类管理领域的决策制订ꎬ均可以类似地使用以上方法ꎮ 管理的本质就是不停地为驱动

你的业务成长的增强回路“添柴”ꎬ同时为层出不穷的限制业务增长的调节回路“灭火”ꎮ

３　 系统思维对于团队建设的意义

构建一个团队ꎬ用系统思考的术语来说ꎬ就是如何设计一个自组织的系统ꎮ 因此ꎬ最关键的设计

原则就是要在各个组成部件之间建立起正确的联系ꎬ因为我们知道系统的精髓就是它的组件之间的

连接ꎬ而不是作为独立个体呈现出来的各种特性(对于团队来说ꎬ这些组件当然都是人)ꎮ
这其中包含两个方面的打造———“理性人”和“看不见的手”:
“理性人”指的是在这个系统(团队)中的个体ꎬ并且这些个体自愿约束其个体行为(个体行为被

限制)从而保证其个体行为服从系统的连接规则ꎻ而通过建立“看不见的手”ꎬ设计出合理可行且尽量

高效连接各个体的连接规则ꎬ利用这些规则保证整个系统的规律运转ꎻ重点和难点就在于连接规则的

设计ꎮ
这里ꎬ我们要引用目前非常流行的一个概念:心智模式ꎮ 心智模式深藏在个体之内ꎬ它支撑着我

们的行为和选择ꎮ 彼此之间心智模式的重叠程度ꎬ决定了聚在一起的一群人是一盘散沙ꎬ还是一个高

绩效团队ꎮ 构建高绩效团队最有效方式就是构建一种共同的心智模式ꎬ从而使团队中每个成员都能

说:是的ꎬ我也是用这种方式看问题ꎮ 系统循环图可以让深藏的心智模式暴露出来ꎬ因此是构建高绩

效团队的有力工具ꎮ

４　 系统思维未来的发展方向

(１)在系统循环图中ꎬ存在着很多个因果关系ꎬ有的显而易见ꎬ有的比较隐含ꎻ同时ꎬ原因影响到

结果的程度也不尽相同ꎬ如何准确地评测出某个原因在多大程度上造成了之后的结果ꎬ往往需要测

量ꎮ 因此ꎬ作为系统思维背后的有力支撑ꎬ准确测量所有真正重要的因素(即使它们非常难以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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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会成为一个重要方向ꎮ
(２)管理的作用在于借鉴过去ꎬ制订当前的决策ꎬ并尽可能地影响未来ꎬ使之达到我们的目标和

目的ꎮ 尽管系统循环图对于了解内在的因果关系非常有用ꎬ但是对于那些高度复杂的环境和事务ꎬ很
少有人能够单凭想象就可以准确地预测出ꎬ各个关键变量的动态特性是什么———它们随时间会如何

变化ꎮ 因此ꎬ借助计算机仿真模型设计的“未来实验室”ꎬ将有效地帮助扩展我们的思维能力ꎬ使我们

能够在政策或决策付诸实施前检验其结果ꎮ

５　 结论

系统思维由于其复杂性ꎬ比较难掌握ꎬ不像结构思维那么为人熟知和广泛应用ꎬ且人们偏向于喜

欢线性的因果关系ꎬ即:发生了一个问题ꎬ一定是某个原因导致的ꎮ 然而ꎬ社会、企业、组织甚至个人工

作中的很多复杂的问题都不是线性的ꎮ 系统思维的推广ꎬ必然会成为不可回避的发展趋势ꎮ
(１)学会绘制系统循环图ꎮ
(２)注意增强回路的指数级变化ꎬ永远不要高估短期能做到的事情ꎬ而低估长期能产生的变化ꎮ
(３)由于指数级增长极容易转化为指数衰退ꎬ应尽力做到良性循环ꎬ否则就会变为恶性循环ꎮ
(４)面对问题ꎬ踩油门未必是有效的方法ꎬ你需要松刹车ꎬ解除系统运转的限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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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电企业财务风险防控机制建设与启示
———以财务指标、模型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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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郑旭(１９７５—)ꎬ男ꎬ法学硕士ꎬ国有企业二级法律顾问ꎬ从事风险、审计、内控评价等工作ꎮ

摘要:本文将企业财务风险防范的一般原理与核电企业的产业属性结合起来ꎬ从核电企业财务管理中经常面对的典

型风险出发ꎬ以财务指标、财务控制模型为视角ꎬ深入分析核电企业财务风险防控思路ꎬ从而进一步探讨核电企业财

务风险防范机制的构建对集团财务风险防范带来的启示ꎬ对于集团公司财务风险的管理与提升将会带来一定积极的

意义ꎮ
关键词:财务指标ꎻ风险防控

１　 问题的提出

现代企业管理中的“风险”一词ꎬ是指未来的不确定性对企业实现其既定目标的影响ꎮ 在市场竞

争中ꎬ没有风险就没有回报ꎮ 一般而言ꎬ企业要求的回报率越高ꎬ所要承担的风险就越大ꎮ 风险蕴含

着盈利的机会ꎬ也包含失败的可能ꎮ 企业要想取得预期的回报ꎬ就必须很好地管理风险ꎮ 因此ꎬ风险

是企业特殊的资源ꎬ它总是伴随着企业的有形的、确定的资源而存在ꎮ 市场经济中企业风险的形式有

很多ꎬ但最主要的表现形态不外乎运营风险、法律风险、财务风险、战略风险等等ꎮ 这些风险都会不同

程度地作用于生产经营活动中ꎬ其危害有时是重大的ꎬ甚至是致命的ꎮ 企业从设立、运营、存续到终止

全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ꎬ都会涉及到财务的问题ꎬ因为财务是企业的“血液”ꎮ 由此可见企业的日常

经营活动与财务息息相关ꎬ财务信息作为一种货币符号ꎬ反映着企业的运作情况ꎮ 因此ꎬ通过财务会

计信息可以反映企业大部分经营活动ꎬ而企业财务风险同样是通过财务会计信息加以表示的ꎮ 所以

财务风险既是一个财务问题ꎬ又是一个企业风险管理问题ꎮ
中核集团是经国务院批准组建的特大型国有独资企业ꎬ是我国核电企业的主要投资方和业主ꎬ是

核电发展的技术开发主体、国内核电设计供应商和核燃料供应商ꎬ是重要的核电运行技术服务商ꎬ承
担着核电企业运行和安全技术保障的重要任务ꎮ 核电企业资产规模和营业收入占了中核集团总资产

规模和收入的半壁江山ꎬ控制住了核电企业的财务风险也就等于控制住了中核集团的财务风险ꎮ
本文从企业财务管理中经常面对的典型问题出发ꎬ以绩效财务指标、财务控制模型为视角ꎬ将企

业财务风险管理的一般原理与核电企业的特殊产业属性相结合ꎬ来探讨核电企业财务风险防范机制

构建以及对集团财务风险防范的启示ꎬ这对于集团公司财务风险的管理与提升都有着十分重要的

意义ꎮ

２　 核电企业财务风险的主要表现

２.１　 核电企业财务风险特点

财务风险是企业在各项财务活动过程中ꎬ由于难以或无法预料、控制的因素作用ꎬ使企业的实际

财务成果与预计财务成果相背离ꎬ造成经济损失的可能性ꎬ以及衍生的风险ꎮ 例如ꎬ企业的涉税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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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不能正确有效遵守税收法规而导致企业未来利益的可能损失或不利的法律后果ꎬ承担了相应的

法律责任ꎮ 企业依法维护权益积极性不高ꎬ造成一些外欠款项难以收回ꎬ形成呆账、坏账等较大数额

不良资产ꎮ
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ꎬ财务风险主要包括:融资风险、投资风险、会计核算风险、资金风险、税务

风险、汇率风险、会计信息风险和企业上市风险等ꎮ 一般而言ꎬ就核电企业来讲ꎬ财务风险主要涉及到

由于核电企业受到汇率、税收、利率变动ꎬ宏观经济等因素影响ꎬ直接导致的项目财务状况、损益情况

和现金流风险ꎮ

２.２　 核电企业财务风险常见类型

２.２.１　 资金风险

核电企业资金风险是指核电企业不能正常和确定性地回收、兑换现金导致企业债务和付现责任

不能正常履行进而出现资金链断裂的可能性ꎮ 通常而言ꎬ核电企业资金风险主要存在于企业运营期ꎮ
例如ꎬ运营核电企业ꎬ其资金风险主要是在运营期电费回收风险ꎮ 当核电企业把电量销售给电网公司

后却无法及时足额收回电费而引发的资金链紧张风险ꎮ 就核电企业而言ꎬ电费回收风险的财务后果

就是造成项目不能按时还本付息、支付燃料费、材料费和人工费等ꎮ
２.２.２　 会计核算风险

会计核算风险是指核电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ꎬ由于供、产、销等环节不确定性因素导致企业获

益减少、成本增加ꎬ资金运动迟滞ꎬ企业价值降低的可能性ꎮ 核电企业项目会计核算风险主要存在于

企业的运营期ꎮ 这一典型问题就是核电企业在运营过程中所面临的成本核算风险ꎮ 在核电企业运营

期ꎬ由于电量、电价和成本上升等因素和环节的变动而引发的核电企业运营风险ꎮ 例如ꎬ由于经济形

势发生变化ꎬ电力需求降低导致电力项目的机组利用小时下降ꎬ上网电量下降ꎬ进而导致核电企业的

电量风险ꎮ 再比如ꎬ由于市场或经济环境影响ꎬ使核电企业上网电价相对下降导致企业电费收入减少

而引发的电价风险ꎮ 电量、电价风险的财务后果就是造成核电企业上网电价降低ꎬ售电收入减少ꎮ
２.２.３　 投资风险

核电企业的投资风险是指外部环境和自身原因等导致核电企业投入资金实际效果和收益偏离预

期效果的可能性ꎮ 核电投资风险主要存在于项目的开发期和建设期ꎮ 其中ꎬ在开发期主要是投资决

策风险ꎬ而建设期的投资风险主要是投资超概风险ꎮ 核电企业建设工期一般都比较长ꎬ在工程建设过

程中ꎬ很有可能出现设备、材料涨价ꎬ导致项目设备成本上升ꎮ 其次ꎬ核电企业一般都地处偏远ꎬ基础

设施相对而言严重落后ꎬ同时项目建设地质条件在建设过程中可能出现重大变化ꎬ需要增加工程量ꎬ
导致项目建安成本上升ꎮ 第三ꎬ工期的延长及其他因素的影响ꎬ可能导致建设期人工费增加ꎮ 第四ꎬ
核电企业面临的偶然因素较多ꎬ投资资金若使用计划安排不当、资金与工程进度不匹配ꎬ那么就可能

导致资金闲置ꎬ增加建设期利息支出ꎮ 核电企业投资超概风险造成的财务后果是项目投资成本加ꎬ项
目经济效益下降ꎬ甚至还会承担赔偿责任ꎮ
２.２.４　 融资风险

核电企业的资金需求量一般规模较大ꎬ常采用股权与债务两种方式进行融资ꎮ 核电企业的融资

风险是指由于外部和内部原因导致项目资金无法满足或项目无法偿还融资者本金和利息的可能性ꎮ
融资风险主要存在于项目的开发期、建设期和运营期ꎮ 融资风险在开发期主要是融资关闭(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Ｃｌｏｓｅ)风险ꎮ 融资关闭(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Ｃｌｏｓｅ)风险是指在项目前期开发结束准备开工建设时尚未落实项

目建设资金来源的风险ꎮ 融资风险在建设期主要是指合作方出资不到位、融资缺口和建设期利息增

加等引发的风险ꎮ 融资风险在运营期主要指还本付息风险ꎬ其主要表现为融资币种与收入不匹配风

险和财务状况恶化风险ꎮ
２.２.５　 汇率风险

汇率风险是指在外债的存续期内由于所借外币的汇率波动ꎬ而导致企业所负债务数额不确定和

还本付息额增大的可能性ꎮ 造成汇率变动的主要原因有:一是一国的经济增长速度ꎻ二是国际收支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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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的情况ꎻ三是物价和通货膨胀水平的差异ꎻ四是利率水平差异及人们的心里预期ꎮ 除此之外ꎬ还包

括政府的货币和汇率政策、突发事件、国际投机冲击等ꎮ 汇率变动是一个错综复杂的问题ꎬ给企业带

来的财务风险十分巨大ꎬ目前在建核电企业的股权日益多元化ꎬ特别是随着集团“走出去”战略的深

入推进ꎬ汇率风险日益成为核电企业风险防控的重点ꎮ

３　 核电企业财务风险防控思路

企业财务是企业经营决策的基础ꎬ财务管理是企业管理的中心环节ꎬ做好财务管理的关键就是要

建立起对各项财务指标的控制机制ꎮ 财务指标控制机制ꎬ简单地讲就是指企业为保证经营活动的有

序进行ꎬ而根据财务分析指标制订和实施的一系列控制方法、措施和程序ꎮ 通过财务指标的控制ꎬ把
企业的生产、营销等业务部门与财务工作结合在一起ꎬ充分发挥企业整体的作用ꎬ对企业财务风险进

行有效评估ꎬ不断加强对企业财务风险薄弱环节的控制ꎬ把企业财务的各种风险消灭在萌芽之中ꎮ

３.１　 建立财务风险预警系统ꎬ实现核电企业财务风险动态防控

核电企业的财务既有一般企业的通性ꎬ又有其特殊性ꎮ 建立有效的、有针对性的财务风险预警系

统ꎬ可以帮助核电企业回避和化解可能出现的财务问题ꎬ降低财务及运营风险ꎬ保障核电企业的正常

运行ꎮ 同时核电企业也可以根据财务风险预警系统预知核电企业潜在的风险ꎬ从而从战略、管理、内
控、市场定位、企业发展等诸多方面进行调整ꎬ有效防范核电企业财务风险的发生ꎬ进而有效地进行资

源配置ꎬ保障企业的良性经营发展ꎮ 因此建立核电企业财务风险预警系统要努力实现以下几方面的

要求ꎮ
３.１.１　 针对性

财务预警系统要具备针对性ꎬ核电企业在不同时期的具体经营发展情况有所不同ꎬ财务预警系统

的搭建需要有的放矢ꎬ比如在建设期就要注重资金风险ꎬ防止资金链的断裂ꎮ
３.１.２　 综合性

所谓综合性ꎬ是因为核电企业的财务状况需要一整套比较全面的指标体系来衡量ꎮ 同时ꎬ核电企

业的财务风险分析也不能只考虑企业的财务状况ꎬ还应反映企业的经营状况和发展前景ꎮ
３.１.３　 动态性

核电企业的发展与经营ꎬ一般都要历经很长的周期ꎬ因此应该用动态的眼光来分析核电企业的目

前财务情况和未来发展趋势ꎬ尤其是应该反映企业最近几年的财务状况ꎮ
３.１.４　 灵敏性

核电既是高投入产业ꎬ同时也是高风险产业ꎮ 因此核电企业财务预警系统所选用的财务指标、对
整个产业的财务活动过程中的变化情况应该能准确、科学、及时地作出反映和回馈ꎬ能够成为企业财

务活动运行的“晴雨表”ꎬ并在企业财务状况恶化时ꎬ能够及时发出警报信息ꎮ
３.１.５　 实用性

最后一点就是要注重实用性ꎮ 核电企业的风险通常涉及许多问题ꎬ牵涉很多方面ꎬ既有产业内部

的战略考虑ꎬ还有行业部门之间的宏观协调ꎮ 因此财务风险预警系统所选用的财务指标体系和模型

应该简单易行ꎬ具有可操作性ꎮ 既要全面反映问题ꎬ又不可过于复杂ꎮ
所以ꎬ在财务风险预警系统建设以及核电企业财务风险防控上ꎬ应当首要抓住的重点就是财务分

析指标的设置和分析模型设计ꎬ下面就接着探讨这一问题ꎮ

３.２　 以财务指标与模型为重心ꎬ量化财务风险预警系统

财务预警体系建设的关键是财务数据或财务指标模块建设ꎮ 这是核电企业财务风险防范的重中

之重ꎬ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措施建设和技术防范ꎮ
建立财务指标体系ꎬ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选择相关财务指标ꎬ即解决财务风险预警系统“数据来

源”的问题ꎮ
一般而言ꎬ首先是建立企业盈利能力指标ꎮ 而企业盈利能力指标主要包括销售利润率、总资产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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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率和净资产收益率三项子指标ꎮ
其次ꎬ核电企业由于是高投入行业ꎬ在企业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需要举债筹集资金ꎬ那么企业

就要权衡举债经营的财务风险ꎬ确定债务比例ꎬ考虑债务清偿能力ꎮ 因此需要设置企业偿债能力指

标ꎮ 偿债能力指标主要包括流动比例和资产负债率两项子指标ꎮ 其中流动性比例是指一定期限内流

动资产与流动负债之比ꎬ这是衡量企业短期偿债能力的重要指标ꎮ
最后就是规划核电企业发展潜力的指标ꎮ 核电企业的发展潜力指标主要包括销售增长率和资产

增长率两项子指标ꎮ 发展潜力是衡量企业生产经营的发展后劲和持续能力ꎬ因此需要关注核电企业

发展潜在力指标的变动ꎬ进而可以提早预警并及时防范核电企业财务风险状况ꎮ
同时ꎬ还要设计、建立财务指标分析模型ꎬ这主要是解决有了指标体系后ꎬ如何进一步量化、具体

分析和解决潜在财务风险问题ꎮ 通常而言ꎬ财务风险预警系统需要量化为四个子系统ꎮ 它们分别是

信息系统、预测系统、警报系统和对策系统ꎬ下面就简明扼要地阐述它们的相应要求ꎮ
３.２.１　 信息系统

信息系统的主要功能是收集、筛选、评价和传递ꎮ 信息收集的主要任务是根据特定的预警现象把

有关信息收集起来ꎬ重点在于收集信息的范围ꎬ涉及面应当尽量广泛ꎮ 信息筛选就是要对收集到的全

部信息进行多次分析研究ꎬ筛选出需要的信息ꎮ 一旦完成了信息筛选工作ꎬ还必须进一步评价ꎬ以确

定这些信息项的实际重要程度ꎮ 对各核电企业而言必须保证信息的真实性和客观性ꎬ从而保证母公

司中国核电通过对信息的整理归纳得出最真实的决策依据ꎮ 如果把相关信息的收集、筛选、评价和传

递ꎬ拓展至集团公司ꎬ那么就能够为集团最高管理层提供辅助决策功能ꎮ 比如目前集团公司依托财务

公司建立的现金流管控系统ꎬ就是把集团各成员单位的现金流信息自下而上地传递到系统中ꎬ由财务

公司对集团整个现金流信息进行加工处理和归纳ꎮ 因为集团公司下属企业和产业众多ꎬ因此现金流

等财务指标分析结果的传递应当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ꎮ
３.２.２　 预测系统

其工作重点是按照财务预警的要求对信息进一步处理ꎬ分析计算各种预警指标ꎮ
我们可以根据先前建立的核电企业盈利能力指标引入杜邦分析法ꎬ利用几种主要的财务比率之

间的关系来综合地分析核电企业的财务风险状况ꎮ

图 １　 净资产收益率

如图 １ 所示ꎬ净资产收益率是整个分析系统的起点和核心ꎬ该指标的高低反映了投资者的净资产

获利能力的大小ꎮ 净资产收益率是由销售报酬率ꎬ总资产周转率和权益乘数决定的ꎮ 总资产收益率

是销售利润率和总资产周转率的乘积ꎬ是企业销售成果和资产运营的综合反映ꎬ要提高总资产收益

率ꎬ必须增加销售收入ꎬ降低资金占用额ꎮ 权益系数表明了企业的负债程度ꎮ 该指标越大ꎬ企业的负

债程度越高ꎬ它是资产权益率的倒数ꎮ 资产负债率高ꎬ权益乘数就大ꎬ这说明企业负债程度高ꎬ企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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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较多的杠杆利益ꎬ但风险也高ꎻ反之ꎬ资产负债率低ꎬ权益乘数就小ꎬ这说明企业负债程度低ꎬ企业会

有较少的杠杆利益ꎬ但相应所承担的风险也低ꎮ
３.２.３　 警报系统

警报系统的主要功能是根据前面的判断结果决定是否发出警报ꎬ以及发出何种度的警报(如轻

度、中度、重度等)ꎬ将确定的警报等级送交风险管理部门ꎬ并引起决策管理层的警觉ꎬ起警示作用ꎮ
３.２.４　 对策系统

财务风险预警体系中的对策系统ꎬ亦称排警与防警系统ꎬ主要功能是根据警报系统发出的警报情

况ꎬ寻找导致核电企业财务状况恶化的原因ꎬ为管理层提供线索或提示ꎬ以采取相应的对策与措施ꎬ从
而达到事前化解、防范财务风险ꎬ及时阻止财务状况进一步恶化ꎬ使核电企业的财务状况转危为安ꎬ避
免类似财务风险再次发生ꎮ

４　 对集团财务风险防控的启示

核电企业财务风险预警系统主要围绕着企业经营环境、财务管理波动、财务管理进程以及由此引

发的财务风险和财务危机等重点环节进行预警和预测ꎬ进而及时提出对策ꎬ排解核电企业财务风险ꎬ
这是控制核电财务风险的重要内容ꎬ决定着核电企业财务风险管理的有效性ꎮ

中核集团公司下属 １００ 多家成员企业ꎬ范围涵盖了核军工、核电、核燃料、核应用技术等领域ꎬ具
有自身特殊的产业特点ꎬ因此财务风险预警系统的搭建应当采取与一般核电企业不同的预警指标和

防控措施ꎮ 这一方面突出的表现就是集团公司规模大ꎬ层次较多ꎬ容易形成上下信息不对称的局面ꎬ
使管理层不能及时发现可能引起财务风险的隐患ꎬ因此要建立覆盖整个集团的长期财务预警体系ꎮ
同时ꎬ不同的成员企业还应根据各自板块划分和功能定位特点ꎬ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财务指标ꎬ作为财

务分析指标体系的组成部分ꎬ而不能盲目采用统一的财务分析指标ꎬ应根据不同的情况ꎬ分层次建立

相应的财务分析指标体系ꎮ 通过分析财务风险形成过程ꎬ采用定性预警分析和定量预警分析相结合

的方法ꎬ建立切实有效的财务风险预警机制ꎬ做到早发现、早启动、早处理ꎮ 具体来说就是要做到以下

几个方面ꎮ

４.１　 分类指导ꎬ重点监控ꎬ定期报告

根据历史盈亏和当年现金流情况ꎬ集团公司可将所属成员企业分为一般风险单位、较大风险单

位、重大风险单位、特大风险单位四类进行财务风险控制ꎮ 通过财务风险预警系统ꎬ企业对较大、重大

和特大风险单位进行重点监控ꎮ 对于较大风险单位财务风险情况采取月度报告制度ꎬ对于重大和特

大风险单位的财务风险情况采取每周报告制度ꎮ

４.２　 预警信息收集和传递

集团公司应以信息化系统为信息收集和传递的平台ꎬ及时掌握财务风险预警所需的各类财务分

析指标及财务信息资料ꎬ资料的来源应是开放式的ꎮ 预警信息系统不仅包括预警资料的收集ꎬ还要包

括对收集资料的加工处理、分析判断和防范、处置措施等信息ꎬ诊断企业潜在的财务风险并及时消除

财务危机的专家咨询系统ꎮ 对收集、加工、分析和整理后的资料和措施建议等信息ꎬ要及时逐级汇总

和上报集团公司风险管理部门ꎮ

４.３　 建立预警指标体系

集团公司财务风险预警系统应采用的财务指标一般包括三类ꎮ 一是财务安全运营监测指标ꎬ判
断企业集团财务是否处于安全运营状态ꎬ分析研究的着眼点是考察现金流入与现金流出彼此间在时

间、数量及其结构上的协调对称程度ꎮ 主要包括现金净流量比例、营业现金流量比例、现金流量综合

匹配率等ꎮ 二是财务风险变异性监测指标ꎬ判断实现收益与承担风险的均衡性ꎮ 主要包括债务期限

结构比率、经营杠杆系数与财务杠杆系数等ꎮ 三是财务危机经济承受能力监测指标ꎬ主要考察到期债

务与资产变现在数量、期限及其结构等方面的协调匹配关系ꎮ 它包括流动性比例、资产负债率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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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三类指标外ꎬ集团公司应根据各成员单位实际ꎬ适当增加一定数量的定量预警指标ꎬ提
高预警质量ꎮ 另外集团各成员单位还要根据自身实际ꎬ参照国家行业标准对上述指标进行细分和量

化ꎬ 结合本企业历史指标和发展趋势ꎬ确定一个标准值ꎬ定期计算本企业的相关财务指标ꎬ与标准值

进行比较ꎮ 通过对每期实际值与标准值的差异分析ꎬ并结合现金流量预算系统ꎬ找出存在财务风险的

可能方面ꎬ编制财务风险管理报告ꎬ层层上报ꎬ形成一个自下而上的财务预警系统ꎮ

４.４　 定量与定性预警分析相结合

由于单变量分析模式过分强调流动资产项目ꎬ多变量模式则更注重盈利能力ꎬ所以在对财务指标

进行定量预警分析的时候ꎬ集团财务风险分析预警人员应综合运用财务指标进行单变量及多变量预

警分析ꎬ比如在运用资产负债率、资产收益率等单变量指标不能很好预测企业运营中的危机时ꎬ可以

采用多变量预警分析模式ꎬ通过安全边际率和资金安全率来进行企业财务状况安全的判断ꎬ如图 ２
所示ꎮ

图 ２　 两个指标结合起来进行企业安全率判断

安全边际率(经营安全角度)＝ 安全边际额 /现有(预计)销售额＝[现有(预计)销售额－保本销售

额] /现有(预计)销售额

资金安全率(资金安全角度)＝ (资产变现金额－负债额) /资产账面金额 ＝资产变现率－资产负

债率

一般而言ꎬ当资金安全率与安全边际率均大于零时ꎬ表明集团营运状况良好ꎬ可以适当采取扩张

策略ꎻ当资金安全率大于零ꎬ而安全边际率小于零时ꎬ表明集团财务状况尚好ꎬ但营运效率欠佳ꎬ应进

一步拓展营销能力ꎻ当安全边际率大于零ꎬ而资金安全率小于零时ꎬ表明集团财务状况已露险兆ꎬ业已

处于过度经营状态ꎬ应改善资本结构ꎬ调整信用政策ꎬ加大账款回收力度ꎻ若两个比率均小于零ꎬ表明

企业集团业已陷入危险境地ꎬ财务危机随时可能爆发ꎮ
若经定量模型分析ꎬ其中的重要财务指标已接近警戒值ꎬ企业处在危险或很危险状态ꎬ则需结合

专家意见、财务人员的经验等运用定性评价模型作进一步风险预测ꎮ 比如运用“四阶段症状分析”方
法对收集的信息进行定性分析ꎬ如图 ３ 所示ꎮ

一般情况下ꎬ风险预警分析人员首先通过定性与定量的预警分析快速排除影响小的财务风险ꎬ将
分析人员的主要精力放在分析有可能造成重大影响的财务风险上ꎮ 有重点地分析财务风险的成因ꎬ
评估其可能造成的损失ꎮ 根据财务风险成因ꎬ针对性地制订处置财务风险的应对措施ꎮ 风险预警指

标出现重大异常之一的ꎬ应立即进行财务风险应急处理ꎬ并上报集团公司管理层ꎮ
同时ꎬ集团公司应充分发挥财务公司作为资金管理平台、金融服务平台的优势ꎬ协助集团财务部

构建好财务分析的指标体系ꎮ 财务公司应充分利用其结算、现金流预算系统的优势ꎬ对成员企业的财

务风险进行跟踪、测评和信息反馈ꎮ 通过财务分析指标等专业手段发现成员企业可能存在的相关财

务风险ꎬ上报集团财务部并通知成员企业ꎮ 集团风险管理部门可以基于以上分析从财务风险预测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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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运用“四阶段症状分析”方法

营风险ꎬ进而实时注意动态风险管理中的风险预警ꎬ当出现风险预警信号时ꎬ集团风险管理部门应及

时会同财务管理部门向集团公司管理层汇报ꎬ以决定是否采取进一步的防范风险措施ꎮ 在财务风险

动态管理的基础上ꎬ进一步强化集团在资金财务集中管理上的功能ꎬ实现对集团整体财务资源统一筹

措、配置、控制与优化ꎻ充分发挥集团整体资金规模优势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ꎬ降低财务成本以及化解、
规避财务风险的目的ꎬ从而保证整个集团公司的良性健康发展ꎮ

５　 结语

目前集团公司“走出去”战略正在深入推进ꎬ在“走出去”的过程中ꎬ财务风险是“走出去”风险中

不可避免、必须应对的众多风险之一ꎮ 而财务风险防范则是一个综合复杂且动态变化的问题ꎮ 除了

前述的财务风险防控措施之外ꎬ其通常还涉及到其他相关制度建设ꎬ比如提高财务管理人员风险意

识、强化畅通集团内部财务关系、确立会计控制监督的独特地位等ꎬ在此就不赘述ꎮ 集团财务风险防

控机制及其建设也是一个围绕静态的财务规范与动态的企业经营的管理体系ꎬ是企业对财务风险进

行评估、控制、监控与应对的系统ꎮ 如前所述ꎬ集团公司自身的中央企业特质ꎬ同时又兼具市场经济环

境下现代企业的主体要素ꎬ在应对财务风险这一课题时ꎬ会因为自身非常特殊的经营性质和运营模式

不同而与其他产业有很大不同ꎻ还要提醒的就是ꎬ即便是在集团内部、集团总部与板块公司、支持服务

机构之间也存在着不同的财务风险防范方式与管理模式ꎮ
总之ꎬ财务风险防范与控制是一项系统性工程ꎬ应当跳出传统思维惯性束缚ꎬ充分借鉴国内外的

经验教训ꎬ从更加宏观的高度来分析集团公司的财务风险ꎬ加强财务风险管控对策与措施研究ꎮ “十
三五”是集团公司深化改革发展的重要机遇期ꎬ核工业在国家创新驱动战略中将扮演重要角色ꎬ核电

“走出去”上升为国家战略ꎬ核能国际合作发展空间广阔ꎬ国内核电仍将保持平稳较快的发展速度ꎮ
建立新型财务风险管理体系和快速反应机制ꎬ提高财务风险量化管理能力ꎬ完善财务风险管理技术手

段和快速应对能力ꎬ必将为积极推进我国核电事业发展ꎬ不断提高核科技工业的整体水平和国际竞争

力ꎬ努力实现核工业又好又快安全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ꎮ

参考文献:
[１]　 谢科范.风险管理博导丛书:企业风险管理[Ｍ].第 ２ 版.武汉: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４.
[２]　 杨毅平.我国水电企业海外投资关键风险评价与控制研究[Ｄ]ꎬ河海大学博士学位论文ꎬ２０１０.
[３]　 郑芳芳ꎬ班娜.财务风险预警模型的研究与分析[Ｊ].中国新技术新产品ꎬ２０１１ꎬ２２.
[４]　 赵炎.对集团公司财务风险管理的思考[Ｊ].价值工程ꎬ２０１１ꎬ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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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燃料生产企业 ＭＥＳ 系统中经验反馈模块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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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杨丽丽(１９８４—)ꎬ女ꎬ北京人ꎬ助理工程师ꎬ硕士ꎬ现主要从事 ＭＥＳ 系统业务设计和测试工作ꎮ

摘要:经验反馈作为一种管理工具ꎬ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ꎮ 在当前智能制造的大环境背景下ꎬ建立一

套体系化、信息化的经验反馈管理模式已经成为共识ꎮ 数字化的经验反馈系统能够使信息传递更加及时、完整ꎬ各单

位之间可以实现经验的共享、交流ꎮ 本文介绍 ＭＥＳ 系统中经验反馈的实现过程及在核燃料产业中的应用ꎮ
关键词:ＭＥＳ 系统ꎻ经验反馈

核燃料元件制造产业是我国核工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ꎬ为了适应新形势和新要求ꎬ核燃料企业

必须加快推进核燃料元件智能化研发制造ꎬ全面提升研发、生产、管理和服务的智能化水平ꎮ 但与国

外一流企业相比ꎬ核燃料制造产业存在数字化生产线建立不完全ꎬ科研生产基础管理环节信息化程度

不完善ꎬ科研、设计、试验数字化协同能力不强等方面的问题ꎬ所以智能工厂建设任务更加紧迫ꎮ
生产制造执行系统(ＭＥＳ)是一套对生产现场综合管理的集成系统ꎮ ＭＥＳ 用集成的思想替代原来

的设备管理、质量管理、生产排程、数据采集软件等车间需要使用的孤立软件系统ꎬ在信息化系统中具有

承上启下的作用ꎬ是一个信息枢纽ꎬ强调信息的实时性ꎮ ＭＥＳ 从生产计划的执行、生产过程的追溯、设备

的正常高效使用、保证产品质量、进行人工排班及合理激励等多个维度对生产现场进行集成管理ꎮ
经验反馈系统是生产管理与过程系统的一个重要环节ꎬ主要用于对生产过程的各种异常行为和

结果进行分析与纠偏ꎬ并固化生产过程中形成的良好经验ꎬ是 ＭＥＳ 系统中进行正负反馈ꎬ不断完善管

理的有效手段ꎮ

１　 经验反馈的概念

经验反馈是指生产活动过程中涉及安全、质量、环保、交通等方面的偶发事件或异常情况时ꎬ对有

关信息及时收集、传递、分析、处理并进行总结的要求ꎮ
经验反馈包括问题经验反馈和良好实践经验反馈两大类ꎮ 其中ꎬ问题经验反馈是指对安全、质

量、环保等领域已发生的问题ꎬ或异常情况的过程、原因、纠正和预防措施等有关信息进行收集、分析、
总结和应用ꎬ以防止共性问题重复发生或降低问题造成的影响ꎻ良好实践经验反馈是指管理方法的探

索与应用、各项改进的手段与实施、各类活动的组织与管理等方面形成的措施可行、成效显著的经验ꎮ
持续并有效地开展经验反馈工作是一个企业控制过程优化管理、固化成果、降低风险、持续改进

的有力手段ꎮ 国家核安全局发布的«运行核电厂质量经验反馈管理办法»对核电厂质量领域开展经

验反馈工作的范围、流程等提出了明确的要求ꎬ各核电厂积极响应、建立了标准化、信息化和动态管理

的经验反馈状态报告管理系统ꎬ取得了良好的效果ꎮ 核燃料元件生产企业作为核工业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ꎬ对核电乃至核军工事业的安全、高效发展至关重要ꎬ在 ＭＥＳ 系统中有效开展经验反馈工作十

分必要ꎮ

２　 经验反馈的输入及分级

经验反馈的输入源于异常信息和良好实践ꎮ 在 ＭＥＳ 系统中ꎬ各项工作均存在一种理想状态或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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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状态ꎬ这种理想或受控状态或者源于某些先进的管理方法ꎬ或者源于生产过程能力ꎬ或者源于程序

文件的规定等ꎬ这个状态是整个 ＭＥＳ 系统乃至企业运行的“纲”ꎮ 当实际运行中ꎬ出现偏离这个“纲”
的情况时ꎬ即有必要启动经验反馈工作ꎬ这里的偏离有可能是没有达到“纲”的要求ꎬ也有可能是优于

“纲”的要求ꎮ 当没有达到要求时ꎬ有必要通过经验反馈工作识别其偏离的原因ꎬ如计划失准ꎬ设备能

力不足、人员失误等ꎬ以逐步改进ꎻ当优于要求时ꎬ有必要通过经验反馈工作将采取的手段和方法固化

和加强ꎮ
在工厂的实际运行过程中ꎬ发生偏离的状态往往会很多ꎬ如果对所有偏离都使用相同的标准进行

原因分析、纠正和预防措施的制订和实施ꎬ可能会消耗企业资源ꎬ实施效果也可能不尽人意ꎮ 因此ꎬ有
必要对经验反馈信息根据其影响、发生频率等因素进行分级ꎬ以指导经验反馈工作的开展ꎮ

ＭＥＳ 系统中经验反馈功能结合核燃料企业的管理模式、行业特点等实际情况建立ꎮ 为了做好经

验反馈工作ꎬ首先要规定燃料企业中经验反馈工作的归口管理部门ꎬ即生产计划科ꎮ 由于经验反馈工

作是质保体系维护的一个手段ꎬ所以一般经验搜集ꎬ监督工作都由生产计划科的质量员负责ꎬ审核工

作由生产计划科负责人处理ꎮ 此外ꎬ各车间负责人ꎬ如车间科室主任负责本区域的工作ꎬ并受到归口

部门的管理和指导ꎮ

３　 经验反馈信息及处理

在核燃料生产产业中ꎬ经验反馈包括厂内经验反馈和厂外经验反馈ꎮ

３.１　 厂内经验反馈流程

厂内员工均有责任汇报生产过程中发生的异常情况ꎬ及不符合技术管理要求的状态和行为ꎬ然后

提交该区域的负责人进行处理ꎮ 系统中厂内经验反馈流程图如图 １ 所示ꎮ

图 １　 厂内经验反馈流程

对事件经过分析整理后ꎬ分厂员工填写经验反馈单ꎻ经验反馈单通过 ＭＥＳ 系统提交给车间 /科室

主任ꎻ车间 /科室主任对本部门员工提交的经验单进行审核ꎬ重要的经验提交反馈给分厂审查小组ꎬ不
具代表性的经验拒绝并给出原因ꎻ分厂审查小组对经验内容进行评审ꎻ评审完成后评审小组组长根据

评审意见调整经验反馈单内容ꎬ并且确定经验的范围、级别等ꎬ然后在修改完成后发布经验ꎮ
经验发布后ꎬ按区域通知厂内员工学习经验内容ꎬ员工学习完成后填写学习体会及学习建议ꎮ 然

后ꎬ确认学习完毕ꎬ提交建议ꎮ
生产计划科质量员可以在系统中查看没有按时完成经验学习任务的人员名单ꎬ或者经验单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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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ꎬ对延期人员进行记录和催促ꎮ
所有需阅知经验的员工学习完成后ꎬ质量员关闭经验反馈单ꎬ并将所有数据存档ꎮ 生产科负责人

可以将经验单发送至总长ꎮ

３.２　 厂外经验反馈流程

厂外经验反馈信息主要通过其他兄弟单位、国内外企业、组织协会的建设项目、交流培训或者研

讨活动等获取ꎮ
本系统中厂外经验反馈由归口部门生产计划科的质量员收集、筛选、编辑ꎬ然后按照程序在系统

中上报提交生产计划科负责人进行审核ꎮ 负责人审核通过后ꎬ确认发布该厂外经验ꎮ
经验发布后通知相关科室人员进行学习ꎬＭＥＳ 系统中主要通过在线学习的方式ꎬ并记录学习时

间情况ꎬ提出反馈意见ꎮ 如果有员工没有开始学习ꎬ或者没有完成ꎬ质量员发送学习催促通知单ꎬ提醒

员工尽快完成学习ꎮ
最后ꎬ生产计划科的质量员统计学习状况ꎬ整理反馈意见ꎬ当全部学习完成并整理数据完成后ꎬ关

闭经验信息单ꎮ

图 ２　 厂外经验反馈流程

３.３ 建立经验反馈数据体系

ＭＥＳ 系统中建立经验反馈体系ꎬ实现经验反馈信息的填报、统计、状态跟踪等功能ꎮ
经验反馈作为一种管理工具ꎬ正在逐步被较多的项目、组织所采用ꎬ其作用也被实施单位取得的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所证实ꎮ 经验反馈工作需要建立一套运行有效的经验反馈体系并通过信息收

集、筛选、处理等工作开展经验反馈工作ꎮ 大量及时的收集信息并建立经验反馈信息库是经验反馈的

关键ꎮ

４　 结束语

核燃料企业工作的长期实践总结证明ꎬ经验反馈对总结经验、减少问题重复发生起到了很重要的

作用ꎮ 对以后经验反馈工作还应该继续加强信息收集ꎬ保证经验信息全面ꎻ加强对重要反馈信息的宣

传、学习ꎻ尽快实现经验反馈工作系统化、数字化运作ꎻ落实经验反馈工作激励机制ꎬ充分发挥基层员

工在经验反馈中的作用ꎮ

参考文献:
[１]　 邹平国.核电工程设备监理经验反馈体系的构建[Ｊ].核动力工程ꎬ２００９ꎬ３０(４).
[２]　 唐占山.经验反馈体系建设[Ｊ].城市建设理论研究:电子版ꎬ ２０１３(１).
[３]　 宋平.第三代核电建造阶段的经验反馈体系建设[Ｊ].四川建筑科学研究.２０１４ꎬ ４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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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万蕾(１９８９—)ꎬ女ꎬ硕士ꎬ工程师ꎬ现主要从事小型堆法规标准研究、执照申请等工作ꎮ

摘要:海上小型堆浮动核电站作为民用核设施与海洋工程的结合体ꎬ定位为海上浮动核设施ꎮ 本文调研分析了 ＦＰＳＯ
等的涉及多个监管部门的工程结合体ꎬ吸取它们的监管经验和教训ꎬ结合现有陆上大堆与民用船舶的审查流程ꎬ提出

海上小型堆浮动核电站的执照申请和监管的建议方案:海上小型堆浮动核电站的设计审查与运行监管由核安全主管

部门承担安全监管的总体责任ꎬ可结合相关行业其他主管部门共同开展审查和监管工作ꎻ营运单位承担海上浮动核

电站的安全总体责任ꎬ对船体(平台)的设计应联合有经验的机构进行评估ꎻ建议监管部门互相认可对方职责范围内

的安全审查结果ꎮ 对于不明确或需监管部门共同决策的问题ꎬ建议通过双方协调机制解决ꎮ
关键词:小型堆ꎻ浮动核电站ꎻ安全监管

２１ 世纪初ꎬ国际原子能机构(ＩＡＥＡ)明确表示ꎬ将鼓励发展和利用安全、可靠、经济可行与核不扩

散的中小型反应堆ꎮ ＩＡＥＡ 将反应堆电功率在 ３００ ＭＷ 以下的核反应堆机组定义为小型堆ꎬ３００ ~ ７００
ＭＷ 定义为中型堆ꎬ统称为 “中小型发应堆”ꎬ简称 “中小型堆 ( ＳＭＲꎬ Ｓｍａｌｌ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ｕｍ － ｓｉｚｅｄ
Ｒｅａｃｔｏｒｓ)”ꎮ 美国核管会(ＮＲＣ)将电功率低于 ３５０ ＭＷ 的反应堆通称为小型模块反应堆ꎮ 并且在

ＩＡＥＡ 的基础上加入了模块化的理念ꎬ即小型模块化反应堆ꎬ英文简称 ＳＭＲ(Ｓｍａｌｌ Ｍｏｄｕｌａｒ Ｒｅａｃｔｏｒ)ꎮ
小型堆根据其应用环境不同ꎬ可分为陆上小型堆和海上小型堆ꎮ 海上小型堆能够为用户提供可

靠的热、电、汽、水分布式能源供给方案ꎬ可应用于海岛、钻井采油平台等无法建立大堆的区域ꎮ 安全

性高、建造周期短、应用灵活ꎮ 目前ꎬ世界范围内海上小型堆主要有俄罗斯的 ＫＬＴ－４０Ｓ 浮动式核电站

设计、法国国有船舶制造企业的 ＦＬＥＸｂｌｕｅ 设计及中国企业的海上小型堆浮动核电站设计ꎮ
海上小型堆的特点可简要概括为“浮动堆”三个字ꎬ“浮”指的是海上小型堆的作业地点为水面ꎬ

与陆上传统大型压水堆的土建基础截然不同ꎻ“动”指的是海上小型堆的运行厂址不固定ꎬ可根据需

要采取拖航或自航的方式移动到作业地点ꎻ“堆”是指不同于传统海洋工程ꎬ海上小型堆工程的船体

平台上搭载着反应堆ꎬ作为能源供给来源ꎮ 海上小型堆突破空间限制ꎬ使核电可移动化ꎮ
２０１５ 年年底ꎬ国家发改委复函同意中国广核集团、中国核工业集团和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上小

型堆项目纳入能源科技创新“十三五”规划ꎮ 发改委批准同意中广核开展实验堆建设ꎬ条件成熟时启

动示范工程ꎬ定位为批量化建设堆型ꎮ 对于中广核 ＡＣＰＲ５０Ｓ 来说ꎬ其意义深远ꎬ这是对 ＡＣＰＲ５０Ｓ 技

术先进性的肯定ꎬ代表着 ＡＣＰＲ５０Ｓ 已进入国家序列ꎮ

１　 定位

中广核 ＡＣＰＲ５０Ｓ 海上小型堆是民用核设施与船舶工程的结合体ꎬ我们将其定位为海上浮动民用

核设施ꎬ其根本属性还是民用核设施ꎬ船体平台是小型堆的搭载结构ꎮ
根据发改委批复ꎬ中广核可开展实验堆建设ꎬ意味着根据战略需求ꎬ中广核可以建设海上小型堆

的实验堆ꎬ且是满足后续示范项目需求、经相关核安全审批后可应用于工程项目的实验堆ꎮ
对于实验堆来说ꎬ近期目标是完成实验堆平台的研发、设计ꎬ并在船厂和设备厂完成设备制造、平

台建造、设备安装、装料和系泊调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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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示范工程来说ꎬ要根据示范工程要求对实验堆平台进行优化ꎬ补充建造示范工程所需的陆上

基地、电网、储能装置等设施ꎮ
中广核 ＡＣＰＲ５０Ｓ 海上小型堆定位于服务海洋建设、助力海洋能源供给、海岛市场开发、海洋军事

部署、关键技术研发等海洋强国措施ꎮ

２　 国际实践对海上小型堆浮动核电站监管模式的借鉴意义

２.１　 国际核动力船舶监管实践

目前国际小型堆的研发已达设计认证阶段ꎮ 小型堆操作、许可进程、法律和监管框架依然是小型

堆发展的重要问题ꎮ 海上小型堆的监管目前也处于摸索阶段ꎬ但可参考国际上浮动核电站的监管

实践ꎮ
俄罗斯船用核动力装置的 ９ 项 ＮＰ 系列法规和 ５ 项 ＲＢ 系列导则ꎬ分别属于联邦法规和安全导

则ꎬ是由俄罗斯当时的核安全监管机构发布的ꎬ不过在 ２００４ 年前的是由俄罗斯国家核辐射安全委员

会(Ｇｏｓａｔｏｍｎａｄｚｏｒ)发布ꎬ之后由重组的监管机构联邦生态、技术工艺和原子能监督局(Ｒｏｓｔｅｋｈｎａｄｚｏｒ)
发布ꎮ 所以ꎬ俄罗斯船用核动力装置均由 Ｒｏｓｔｅｋｈｎａｄｚｏｒ 负责ꎬＲｏｓｔｅｋｈｎａｄｚｏｒ 直接对总理负责广泛地

负责工业安全和环境保护ꎮ 在核安全监管方面ꎬ负责颁发核设施营运许可证与监督相关核活动ꎬ包括

核设施的选址、建造、运行和退役、核用料及核废料的处理、放射性废物管理、设计与实施核能利用的

相关政策、以及起草并批准核安全标准及法规ꎮ
俄罗斯破冰船 Ａｒｋｉｔａ 将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双核反应堆破冰船ꎬ并将加入 Ｒｏｓａｔｏｍｆｌｏ 舰队来帮

助维护国家防御并航行于北极ꎮ 中国目前的破冰船虽未装备核动力ꎬ但均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

建制ꎬ接受军队监管ꎮ
目前ꎬ针对小型堆监管审查遇到的监管挑战ꎬ国际原子能机构(ＩＡＥＡ)在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９ 日第 ５７

届 ＩＡＥＡ 大会上通过成立小型堆监管机构论坛(ＳＭＲ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ｓ' Ｆｏｒｕｍ)决定ꎬ该论坛期望形成小堆监

管问题的立场声明ꎮ

２.２　 我国 ＦＰＳＯ 的政府监管

我国目前尚无海上浮动核设施的监管模式和标准可循ꎬ但根据其多重特性的特点ꎬ可借鉴我国浮

式生产储油卸油装置(ＦＰＳＯ)ꎮ ＦＰＳＯ 是兼有船舶工程和油气工程的双重特性ꎬ检验的规则涵盖海事

和石油行业的大量多重标准ꎮ
我国领海作业的 ＦＰＳＯ 主管机构包括国家能源局、国家海洋局、中国海事局、国家安监总局海油

安办多个部门ꎮ ＦＰＳＯ 拟建前ꎬ油田开发者需向国家能源局递交设计书ꎻ得到批准后ꎬ开发者需向海

洋局备案ꎻＦＰＳＯ 建造完毕后ꎬ开发者要向海事局申请检验海上试航、拖航ꎻ海上系泊回接安装时ꎬ海
洋局和海事局对其进行联合检查ꎬ海洋局侧重海域污染检查ꎬ海事局侧重船舶巷道安全核查ꎮ 投产

前ꎬ业主须向海油安办申请“安全生产许可证”并接受检查ꎮ 投产后的运营阶段ꎬ海油安办和海洋局

分别进行生产安全和防污染方面的阶段巡检[１]ꎮ ＦＰＳＯ 从拟建、建造到投产运营的主线里ꎬ要经过如

上环节和部门监管ꎬ流程图见图 １ꎮ
多个监管部门对 ＦＰＳＯ 均颁布了相关规则ꎬ也均有法律依据ꎬ但他们之间的规则不尽相同ꎬ甚至

略有冲突ꎮ ＦＰＳＯ 的形式多种多样ꎬ航行方式也不尽相同ꎬ片面狭义地将其定义为固定设施或船舶都

不够全面ꎬ对 ＦＰＳＯ 特殊工况分析属性分析不够科学细致ꎬ是导致监管产生分歧的原因之一ꎮ 另外ꎬ
各监管部门的规则分工不够明确ꎬ界限不够清晰ꎮ 不同监管部门对 ＦＰＳＯ 同样的内容ꎬ如浮性稳性、
系泊、防污染等都有要求ꎬ检验重复性强ꎬ分工不明确ꎮ

目前我国 ＦＰＳＯ 监管方面还存在一些争议ꎮ 海洋局、海事局、海油安办均对 ＦＰＳＯ 监管有法律依

据ꎬ但这些法律依据较为片面狭义ꎬ不科学ꎮ 且各部门分工界面不明确ꎬ部分条款重复、冲突ꎬ不切

实际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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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ＦＰＳＯ 监管流程

２.３　 世界各沿岸国、船旗国政府对 ＦＰＳＯ 的监管

巴西是世界上拥有较多 ＦＰＳＯ 的国家之一ꎬ巴西 ＦＰＳＯ 的主管机构是国家石油天然气和生物质能

管理局(ＡＮＰ)和 ＤＣＰꎮ 巴西于 １９９７ 年明确规定:隶属于巴西矿产能源部的 ＡＮＰ 负责天然气、石油生

产和开采的审批ꎻＤＣＰ 负责船舶交通以及巴西水域包括海上浮式装置的设施监管ꎮ ＤＣＰ 颁布了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ꎬ将 ＦＰＳＯ 和固定平台纳入监管范围ꎮ
美国是海洋油气工程起步最早的国家ꎬ其近海油气开发由矿产管理局(ＭＭＳ)和美国海岸警卫队

(ＵＳＣＧ)两部门联合管理ꎮ ＭＭＳ 隶属美国内政部(ＤＯＩ)ꎬ负责国家近海大陆架上的油气及其他矿产

的开发、开采和审批ꎻＵＳＣＧ 隶属美国国土安全部(ＤＨＳ)ꎬ负责海洋环境保护、海事航运安全、海洋渔

业、保护领海大陆架上的海洋矿产的合法开采ꎮ 有关模组块油气水处理部分(包含海底立管)由 ＭＭＳ
负责ꎬ有关主船体(包括生活区)、舾装、原油外输有 ＵＳＣＧ 负责ꎻ单点系泊部分ꎬ双方联合负责ꎬＭＭＳ
主导ꎮ

可以看出ꎬＦＰＳＯ 作为油气储能装置ꎬ必定属于能源部门的管理范畴ꎻ同时ꎬ由于其载体具有海上

运输装置的特征ꎬ又需要船舶、海事等部门的配合管理ꎮ

３　 海上小型堆浮动核电站监管模式思考

３.１　 模式对比与分析

(１)陆上核电厂核安全监管流程

经过多年的发展ꎬ我国已经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陆上核电厂核安全监管体系ꎮ 以首次装料前的

流程为例ꎬ整个审批过程可以简单分为审评线和监督线ꎮ 在核电厂的建造、首次装料前ꎬ国家核安全

局对设计及建造相关报告进行文件审查ꎬ通过文件审查核电厂的设计能否满足核安全要求ꎮ 同时ꎬ对
土建结构的建设过程以及核安全级设备的设计、制造和安装过程进行现场监督ꎬ监督建造过程是否是

按设计文件执行的ꎮ 陆上核电厂的核安全监管流程参见图 ２ꎮ
(２)民用船舶建造阶段监管流程

我国的民用船舶行业采取国际上通行的做法ꎬ根据船舶的特点和用途ꎬ确定采用的入级规范ꎬ向
船级社申请入级ꎬ并在设计和建造过程中向船级社申请入级检验ꎮ 在完成所有入级检验并获颁发入

级检验证书后ꎬ再向相应的海事局申请运营许可ꎮ 我国民用船舶的一般监管流程参见图 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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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陆上核电厂执照申请简易流程

图 ３　 民用船舶审查流程

(３)对比和分析

海上小型堆浮动核电站是民用核设施与海洋工程的结合体ꎬ上述列出的陆上核电站与民用船舶

监管流程都不能完全适用海上小型堆浮动核电站ꎮ 重要监管差异点对比及分析见表 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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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监管模式差异对比及分析

差异点 陆上大型压水堆 民用船舶 对比与分析

设计审查

在核电厂的建造、首次装料前ꎬ国
家核安全局对设计及建造相关报

告进行文件审查

船级社根据相关规范及规定对

船舶设计图纸进行审图

浮动核电站的设计审查

设计核安全与船体平台

安全两方面ꎬ以核安全

局审查为主

设备设计和建造

重要核级设备的生产厂家需进行

设备鉴定并向核安全局取证

对土建结构的建设过程以及核安

全级设备的设计、制造和安装过程

进行现场监督

上船设备的生产厂家需向船级

社取证

船级社对船舶建造过程进行建

造检验

船厂向海事局申请海试ꎬ海试

合格后才正式向业主移交船舶

浮动核电站的设备设计

和建造资质需得到双方

监管部门的认可或双方

互认

运行监管

业主需向核安全局申请运行许可

证ꎬ并在后续运行中接受核安全局

及其他相关监管部门(能源局、海
洋局等)的监管

业主在正式运营前需向海事局

申请运营许可ꎬ接受海事局及

其他相关监管部门(海洋局等)
的监管

浮动核电站的运行监管

以核安全局监管为主ꎬ
其他相关部门为辅

３.２　 监管原则建议

ＦＰＳＯ 在建造之初ꎬ与海上小型堆浮动核电站现在面临的情况相似ꎬ由于其安全监管涉及到的部

门多ꎬ国内并无完善的监管体系ꎮ 既有安全生产部门对石油安全生产进行监管ꎬ又有海洋环境主管部

门对海上污染物排放进行监管ꎬ同时涉及到海上试航和托航ꎬ需要接受海事部门的监管ꎮ
根据国外核动力商船、破冰船、浮动核电站的监管实践ꎬ及 ＦＰＳＯ 的监管经验ꎬ海上小型堆浮动核

电站的设计审查与运行监管由核安全主管部门承担安全监管的总体责任ꎬ可结合相关行业其他主管

部门共同开展审查和监管工作ꎮ

３.３　 思路及框架探究

如果将核电厂理解为反应堆和承载结构ꎬ陆上核电厂的承载结构为土建结构ꎬ而如果放在海上ꎬ
承载结构就为船体平台ꎮ 经过梳理陆上核电厂和民用船舶的监管体系ꎬ反应堆的监管很清晰ꎬ无论反

应堆是建在陆地上还是海洋上ꎬ核安全监管由核安全主管部门负责ꎮ 对于承载结构ꎬ由于其安全性与

反应堆的安全性直接相关ꎬ陆上核电厂由核安全主管部门直接负责其监管ꎮ 对于海上小型堆浮动核

电站ꎬ由于其在海上的航行ꎬ还要接受海上安全主管部门的监管ꎮ 对于船体平台ꎬ由于其也与反应堆

的安全相关ꎬ同样也要接受核安全主管部门的监管ꎬ只不过对船体平台安全性的审查方式需要核安全

主管部门和海上安全的主管部门商定ꎮ
整体来看ꎬ海上小型堆浮动核电站应定义为民用核安全设施[２]ꎬ遵守民用核设施的建造许可证

申请、首次装料申请和运行许可证申请的全流程要求ꎮ 但在其中结合船体平台的检验流程ꎮ
业主在向国家核安全局(ＮＮＳＡ)申请建造许可证时ꎬ船体平台设计的相关图纸、文件需提前呈送

船检部门进行审查ꎬ船检部门结合 ＮＮＳＡ 提出的要求ꎬ要确认船体平台设计能否达到船检标准ꎻ业主

向国家核安全局(ＮＮＳＡ)提交的初步安全分析报告中需要适应性添加船体平台审查结果ꎬ说明船体

平台设计能够满足核安全要求ꎬ将其作为 ＮＮＳＡ 进行核安全审查的输入条件ꎮ 船体建造、重要设备制

造过程中ꎬＮＮＳＡ 和船检部门要根据要求进行监督和审查ꎮ
在完成建造后、装料前ꎬ业主要向 ＮＮＳＡ 申请首次装料许可ꎬ提交最终安全分析报告ꎮ 装料和海

试完毕后ꎬ船厂正式将浮动核电站交付业主ꎬ业主不仅需向 ＮＮＳＡ 申请运行许可证ꎬ还要向海事局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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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营运证ꎻ只有获得双方监管部门的运行许可后ꎬ该海上小型堆浮动核电站才可以正式投运ꎮ

图 ４　 海上小型堆浮动核电站执照申请建议

３.４　 实践和计划行动

国家核安全局在 ２０１４ 年发布«小型压水堆核动力厂安全审评原则»(试行)ꎬ并就海上小型堆浮

动核电站的监管审评召集相关单位召开多次工作会议ꎬ讨论浮动核电站的审评原则等问题ꎮ 国家核

安全局还积极参与国际小型堆监管机构论坛ꎬ提出中国的监管见解与思路ꎮ
中广核已开展阶段性调研ꎬ并配合监管部门进行多方交流ꎬ研究相关安全监管工作ꎬ参与国际小

堆监管审查工作讨论ꎮ 中广核后续将联合有经验的船舶检验机构对浮动核电站的总体安全进行评

估ꎬ并继续研究和完善浮动核电站监管模式ꎬ供国家监管部门参考使用ꎮ

４　 建议

对于海上小型堆来说ꎬ涉及到监管部门应有国家核安全局、中国海事局、国家海洋局等部门ꎮ 但

目前对于该海上浮动民用核设施ꎬ监管部门的分工尚未明确ꎬ相关规定也还未发布ꎮ 对于这块空白区

域ꎬ建议监管部门从最初就监管分工进行明确划分ꎬ在分工明确的基础上再对该新型设施的具体审查

和检验要求进行详细研究并制定相关标准ꎮ
将国外 ＦＰＳＯ 监管模式类比到海上小型堆ꎬ海上小型堆首先作为民用核设施ꎬ它必须接受国家核

安全局的监管ꎬ其次ꎬ船体平台方面需要接受中国海事局的审查和监管ꎮ
为避免海上小型堆发生国内 ＦＰＳＯ 监管不明确的情况ꎬ监管部门对海上小型堆科学定义ꎬ纳入登

记制度ꎬ按照海上小型堆系泊方式及航行方式等具体工况特性ꎬ对于不同种类的海上小型堆制定行之

有效、操作性强的规则、规范和登记管理办法ꎮ 将海上小型堆纳入海事局的登记管理制度ꎬ对海上小

型堆进行监管而防止人命和环境污染危害ꎮ
其次ꎬ明确各部门职责ꎬ实施联合管理ꎮ 国家核安全局对于核设施安全生产的监督胜过海事局ꎬ

而对于海上遇险等事故的应急预案救援等海事领域ꎬ海事局则经验丰富、资源充足ꎮ 可参照国外做

法ꎬ两部门划分责任界限ꎬ实施联合管理ꎬ核安全局承担主导责任ꎮ 核安全局负责海上小型堆的反应

堆设计、生产运营活动、放射性污染防治等进行监督管理ꎬ而主船体的建造、试航、拖航等则由海事管

理机构进行监督管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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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低、中放废物处置库管理运营模式研究及
对我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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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雪(１９８２—)ꎬ女ꎬ河北正定人ꎬ副研究馆员ꎬ硕士ꎬ现主要从事核科技信息情报研究工作ꎮ

摘要:核电站运行和退役ꎬ都会产生一定量的放射性废物ꎮ 目前ꎬ全国运行核电站已产生近 １０４ ｍ３ 低、中放废物ꎬ暂存

在各核电厂的废物暂存库中ꎬ有些库已爆满ꎬ甚至有些早期的容器已腐蚀ꎻ预计到 ２０２０ 年ꎬ将累计产生约 ４×１０４ ｍ３

低、中放废物ꎬ处置问题亟待解决ꎮ 处置库建设迫在眉睫ꎬ但管理运营模式尚不能确定ꎮ 本文对国外低、中放废物处

置库管理运营模式进行了研究ꎬ以期对我国相关工作提供帮助ꎮ 本文概述了世界上低、中放废物处置库管理运营模

式的整体情况ꎻ选取了在管理运营模式上有代表性的四个国家ꎬ详细分析了每个国家在处置库的管理机构、管理体

制、运营模式和收取费用上的特点ꎮ 最后ꎬ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ꎬ提出几点启示和建议ꎮ
关键词:低、中放废物ꎻ处置库ꎻ管理模式ꎻ运营模式

核电站运行和退役ꎬ都会产生一定量的放射性废物ꎮ 每百万千瓦压水堆核电机组ꎬ运行期间每年

约产生 ５０~１００ ｍ３低、中放废物ꎬ退役期间则会产生更多的低放废物ꎮ 目前ꎬ全国运行核电站已产生

近 １ 万 ｍ３低、中放废物ꎬ暂存在各核电厂的废物暂存库中ꎬ有些库已爆满ꎬ甚至有些早期的容器已腐

蚀ꎻ预计到 ２０２０ 年ꎬ将累计产生约 ４ 万 ｍ３低、中放废物ꎬ处置问题亟待解决ꎮ 核行业主管部门科工局

正在制订新的区域处置规划ꎮ
处置库建设迫在眉睫ꎬ但管理运营模式尚不能确定ꎮ ２００７ 年国家有关部委曾对拟新建民用处置

库运营模式做过研究ꎬ但因各核电公司协调失败而无果ꎮ 现在时过境迁ꎬ核电布局和背景环境都已发

生重大改变ꎬ需要重新确定适合的管理运营模式ꎮ 因此ꎬ本文对国外低、中放废物处置库管理运营模

式进行了研究ꎬ并对我国处置库管理模式提出了几点启示和建议ꎮ

１　 世界低、中放废物处置库管理运营模式分析

国际上约 ６８ 个核能生产或涉及部分核燃料循环的国家和地区需要管理其低、中放废物(ＬＩＬＷ)ꎬ
其中有 ３６ 个国家拥有低、中放废物处置设施[１]ꎮ 因各国国情不同ꎬ对处置库的管理模式也复杂多样ꎮ

国际上主要采用 ３ 种组织机构负责低、中放废物处置库的建造和运营ꎬ分别是国家机构 /国企、公
共机构和商业公司ꎮ 目前ꎬ有 １５ 个国家拥有在运低、中放废物处置库ꎬ其中法国、韩国、西班牙、乌克

兰、南非和中国组建了国家机构 /国企ꎬ既负责处置库建造又负责其运营ꎻ英国是国家建造、公共机构

拥有、商业公司签合同运营处置库的交叉模式ꎻ还有一些国家是由商业公司建造和运营处置库ꎬ包括

核电联合公司(如瑞典、芬兰和日本)ꎬ或者专门的商业性废物管理公司(如美国) [ ２ ]ꎮ
在处置库建造和运营资金筹集方式上ꎬ主要有 ３ 种:①废物产生者直接为建造筹资并支付实际运

行费用(如法国)ꎻ②由废物产生者向有关机构按核发电量支付费用ꎻ③借款建造ꎬ在运营期间按处置

废物体积大小和活度高低做基准收费后偿还(如美国)ꎮ
对于处置费用定价ꎬ英国、德国、西班牙、比利时、瑞士、斯洛伐克、荷兰、挪威等国是由国家确定

的ꎬ法国和日本是与处置设施运营者协商确定的ꎬ墨西哥是两种情况都存在ꎬ美国是各州自己定价ꎮ
而在处置费用支付模式上ꎬ又可划分为独立基金供给模式和废物产生者从自身专项账户中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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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处置费的模式ꎮ 例如ꎬ比利时、乌克兰、西班牙、芬兰、瑞典(退役产生废物)等国采取设立专项基

金提供保障的形式ꎻ美国(能源部核设施)采用的是政府预算报销模式ꎻ法国、德国、英国、美国(商业

核电站)、日本、瑞士、瑞典(核电厂运行期间产生废物)等国则采取了废物产生者专项账户提供处置

资金模式[ ３ ]ꎮ
采取基金模式的国家都已建立一套管理系统控制废物产生者的废物管理的支付活动和财务预算

更新频度ꎮ 政府和相关主管部门有责任管理该项支付以建立废物管理基金ꎬ而这些国家的废物管理

者或者废物产生者则负责依据废物类型和工作计划每年评估废物管理的费用ꎮ
本文选取了在低、中放废物处置库管理运营模式上有代表性的四个国家———美国、英国、法国和

瑞典ꎬ对其特点进行详细分析ꎮ

２　 美国低放废物处置库管理运营模式特点

２.１　 军、民低放废物分线管理ꎬ监管部门和经费来源都不同

美国放射性废物军民分线ꎬ能源部(ＤＯＥ)主管军工核废物ꎬ核管会(ＮＲＣ)主管民用核废物ꎬ环保

署(ＥＰＡ)监管所有废物的辐射安全环保安全ꎮ
ＤＯＥ 在运 ６ 座低放废物(ＬＬＷ)处置库ꎬ但也可以使用私营的处置库ꎮ ＤＯＥ 的 ＬＬＷ 处置库收取

的处置费用由国家预算提供资金ꎬ采取预收费模式ꎬ通常仅包含设施运行和维护费用ꎬ场址前期已发

生费用由国会预算提供ꎬ而关闭费用和监管费用则需另行取得国会授权ꎮ
美国共有 ８ 个商业 ＬＬＷ 处置库ꎬ目前已关闭 ４ 个ꎬ还有 ４ 个在运营ꎮ 处置费由各营运单位负责ꎬ

依据所在州的法律制定ꎬ通过商业合同获取ꎮ

２.２　 处置库市场化早期发展迅速ꎬ因安全问题关闭一半

美国于 １９６２ 年开放了商业 ＬＬＷ 处置库许可证申请ꎬ迎来蓬勃发展ꎬ到 １９７１ 年在运的商业 ＬＬＷ
处置库已有六个ꎮ 早期ꎬ美国处置废物要求不严ꎬ设施简陋ꎬ到了 １９７９ 年有三个处置库由于放射性泄

漏等各种原因而关闭ꎬ另有 ２ 个处置库也因运输问题发生过暂时关闭[４]ꎮ 这些直接导致商业 ＬＬＷ 处

置库容趋于紧张ꎮ

２.３　 处置库区域配置不均衡ꎬ废物运输成本上涨ꎬ安全隐患突显

三个处置库关闭后ꎬ还运营的两个分布在西部ꎬ一个分布在东南部ꎮ 美国核电站大部分在东部ꎬ
特别是东北部产生的 ＬＬＷ 要占全美商业 ＬＬＷ 的 ３４％ꎮ 将东部 ＬＬＷ 运往西部处置ꎬ费用上升 ２ ~ ３
倍ꎮ 并且伴随着运输路程增加ꎬ事故几率与居民集体剂量当量也成倍上升ꎮ 美国在 １９７１—１９７９ 年的

９ 年中ꎬ运输 ＬＬＷ ５ 万次ꎬ发生事故 ３１２ 起ꎬ事故率为 ０.６％[４]ꎮ
此外ꎬ西部两库所在州表示不愿接收其他州的废物ꎮ 这样废物处置重担压到了东南部处置场上

(承担了全国 ＬＬＷ 的 ７９％)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ꎬ三个在运处置库的州政府都制定了各种废物处置限

制规定ꎬ包括废物接收量限额、接收废物的要求和提高收费标准等ꎮ

２.４　 国家出台法律解决ꎬ创新协议州管理模式

美国国会关注到所出现的问题ꎬ于 １９８０ 年和 １９８５ 年先后通过了«低放废物政策法»和«低放废

物政策法修订案»ꎮ 法案认为各州是其辖区内产生商业 ＬＬＷ 活动的得益者ꎬ应肩负起 ＬＬＷ 处置和监

管责任ꎻ要求各州自建或通过协议联合起来开发共有的处置库ꎻ规定了各州处置目标和没有达到标准

时财政惩罚的办法ꎮ

２.５　 新模式实施过程不顺畅ꎬ近年终取得成效

颁布法案后ꎬ多数州签署了协议ꎬ并一度计划建造 １２ 座新场址ꎬ执行了大量的设计和选址计划ꎬ
但由于公众的反对和地方政府的不支持ꎬ处置库迟迟建不起来ꎮ １９９２ 年一个库满关闭ꎬ仅剩 ２ 个库

在运ꎬ政府一直面临各方压力ꎮ 直到德克萨斯州于 ２０１２ 年新开放了一个处置库ꎬ这一问题才得以

解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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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商业 ＬＬＷ 处置形成垄断ꎬ处置费用飙升

目前在运的 ４ 个商业处置库中ꎬ１ 个为私营公司所有ꎬ其余归各自州所有ꎬＮＲＣ 授权各州审批、监
管和定价的责任ꎮ 州政府将处置库的营运交商业公司管理ꎬ收取附加费用ꎬ并定期进行审查ꎮ 由于具

体收费标准由各州决定ꎬ规定了各种接收限制和标准ꎬ且各不相同ꎬ形成垄断ꎮ 过去几十年中ꎬ处置费

一直在增长ꎬ除了几次大幅增长外ꎬ基本上每两年增长 １０％左右ꎮ

２.７　 处置成本上涨ꎬ倒逼核电站从源头废物最小化ꎬ利基市场催生废物中间商帮助减容

处置费用的增长和废物包接收标准的提高ꎬ使核电站注意从源头上控制废物产生量ꎬ积极实施废

物最小化ꎬ压水堆电站的低放固体废物产生量从 １９８０ 年的 ５００ ｍ３ / ( ＧＷａ)降到现在的２０~３０
ｍ３ / (ＧＷａ)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低放废物处置价格的快速增长促成利基市场的产生ꎬ催生了专业管理和处置低

放废物的公司ꎮ 核电站开始外包低放废物的处理ꎬ废物处理商能够管理从生产到处置过程中的废物

或任何核电站需要的服务ꎮ 目前ꎬ美国大约有十家废物处理商ꎬ其中有些处理商的放射性废物管理只

是其部分子业务ꎮ 美国已基本形成了核电站负责发电等主营业务ꎬ而废物管理业务总包给专业的废

物管理公司的模式ꎬ市场化运作已相当成熟ꎮ

３　 英国低放废物处置库管理运营模式特点

３.１　 核退役局统一管理ꎬ采取市场化策略ꎬ管理体制独具特色

１９８２ 年起ꎬ英国各核电厂和政府成立了联合组织 Ｎｉｒｅｘꎬ统一管理低、中放废物ꎮ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ꎬ
Ｎｉｒｅｘ 的人员和职能被整合到英国核退役局(ＮＤＡ)ꎮ ＮＤＡ 不直接管理归其所有的 １７ 个核场址ꎬ而是

成立了 ７ 家场址许可公司ꎬ并授予其场址管理和运营合同ꎮ 为了向场址许可公司的管理引入竞争ꎬ
ＮＤＡ 建立了母体组织制度ꎬ通过招标选择并签订合同ꎮ 母体组织由业界单个企业或企业联盟构成ꎬ
负责一个或多个场址许可公司的战略管理ꎮ

英国共有 ２ 个 ＬＬＷ 处置库ꎬ其中一个只接收敦雷场址产生的废物ꎬ由其场址许可公司敦雷场址

恢复有限公司经营和管理ꎮ 该公司母体组织是卡文迪什敦雷伙伴公司ꎬ股东为卡文迪什核公司、
ＣＨ２Ｍ Ｈｉｌｌ、优斯公司ꎮ 另一个是能接收全国 ＬＬＷ 的国家处置库ꎬ由其场址许可公司低放废物处置库

有限公司运营ꎮ 该公司母体组织是英国核废物管理公司ꎬ股东为优斯公司、斯图兹维克公司和阿海珐

公司ꎮ

３.２　 处置库容紧张ꎬ出台系列配套政策

根据英国最新发布的 ２０１３ 年国家放射性废物库存报告ꎬ未处置 ＬＬＷ 有 ６９ ６００ ｍ３ꎬ预计来自现

有设施寿命终止前的 ＬＬＷ 为 １１５ 万 ｍ３ꎬ目前的处置库容量远远达不到需求[ ５ ]ꎮ 虽然正在为未来规

划更多的处置设施ꎬ但 ＬＬＷ 处置库的潜在容量远小于预计的处置需求ꎮ 因此ꎬ英国制定了一系列配

套政策ꎬ为 ＬＬＷ 长期管理提供了灵活性和可持续方法ꎮ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ꎬ英国政府发布了«长期管理英国固体低放废物的政策»ꎮ 作为响应ꎬＮＤＡ 代表政府

于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５ 年发布了«英国核工业固体低放废物管理战略»ꎬ目的是提供一套顶层框架ꎬ使相关

机构能在该框架内灵活制定低放废物管理决策ꎬ确保解决方案安全、环境友好、经济有效、反映相关

ＬＬＷ 特点ꎮ 其核心是废物层级管理制度ꎬ即按层级考虑首选方法ꎬ而不再像过去那样把处置作为重

点ꎬ这将有效利用现有处置库容ꎮ 该策略通过“国家低放废物计划”具体执行ꎮ

３.３　 处置库运营商发展成核废物管理服务供应商ꎬ价目明晰

低放废物处置库有限公司与废物产生者签订合同ꎬ明确服务和价格ꎬ规范废物接收标准等ꎮ 值得

注意的是ꎬ政府和 ＮＤＡ 有意将其转变为核工业废物管理服务供应商ꎬ使其有能力开发新的或改进的

废物管理替代方案ꎮ 因此ꎬ该公司现在能够提供广泛的废物管理服务并附有明确的服务价格ꎬ服务包

括了废物特性调查、金属和可燃废物处理、超级压实、包装、极低放和低放废物处置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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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法国低放废物处置库管理运营模式特点

４.１　 建立专门的放射性废物管理机构ꎬ统一管理全国放射性废物

法国国家放射性废物管理局(ＡＮＤＲＡ)统一负责全国放射性废物管理ꎮ ＡＮＤＲＡ 最初成立于

１９７９ 年ꎬ原是法国原子能委员会的一个分支机构ꎮ 根据«１９９１ 年废物法»ꎬ从原子能委员会独立出来

成为一个具有工商性的公共机构ꎮ ＡＮＤＲＡ 具体负责废物处置库的选址、建造、运营、封闭以及封闭

后的监护ꎻ规定处置库废物包的接收标准ꎻ研究高放和中放长寿命放射性废物深层地质处置ꎻ掌握全

国放射性废物的总量等ꎮ 国家财务审查委员会负责评估 ＡＮＤＲＡ 对资金的管理状况ꎮ

４.２　 废物产生者按预留的处置空间分摊处置库建设费用ꎬ通过处置库业务发票支付运营费用

法国处置库的建造费用ꎬ是由废物产生者直接提供资金ꎮ ＡＮＤＲＡ 与主要的废物产生者

(ＡＲＥＶＡ、ＣＥＡ、ＥＤＦ)签订建造协议ꎬ各产生单位之间按预留的处置空间来分摊整个处置库的建设费

用ꎬ废物产生者之间可交换或出售其库容量ꎮ 具体支付办法是:废物产生者按处置库的资金需求预计

情况每季度末支付下一季度的费用ꎻ若实际建造费用与预期有出入ꎬ再根据实际情况结算ꎮ 芒什处置

库建造时投资 ７.４ 亿美元ꎬ关闭费 ８ ７００ 万美元ꎻ奥布处置库建造投资 ２.６７ 亿美元ꎮ
对于处置库的运营费用ꎬＡＮＤＲＡ 每 ５ 年与主要的废物产生者签订合同ꎬ确定未来 ５ 年处置库的

年度运营预算ꎮ 奥布处置库作为成本和业务中心ꎬ每年通过 ＡＮＤＲＡ 向废物产生者提供处置业务发

票ꎬ完成合同预算的支取ꎮ 芒什处置库关闭前收费标准 ４８０~１ ４８０ 美元 / ｍ３、运行费 ３ ０００ 万美元 / ａꎻ
奥布处置库收费标准 １ ６００ 美元 / ｍ３ꎬ运行费 ４ ０００ 万美元 / ａ[６]ꎮ

４.３　 处置库管理经验世界先进ꎬ堪称样板

ＡＮＤＲＡ 与各废物产生者及其他分包商之间共同制定了废物综合管理系统ꎬ旨在合理费用下保

证放射性废物的安全处理和处置ꎮ ＡＮＤＲＡ 建立了废物包跟踪系统ꎬ将各废物产生者、处置库与

ＡＮＤＲＡ 的巴黎总部实现联网ꎬ统一跟踪管理废物包处理处置全过程ꎮ 该系统主要功能包括:认别单

个废物包(每个废物包有唯一的身份标识条形码)ꎻ确认废物包的特性(废物类型、主要放射性核素及

其比活度、固化方式、包装容器的类型、在处置库中将要放置的位置等)ꎻ确认废物包与其相关文件是

否一致ꎬ并批准装运ꎻ跟踪废物包ꎬ从废物产生单位到最终处置库中的定位ꎻ根据特定的衰变程序ꎬ可
以随时提供处置库中总的放射性活度和主要核素的最新清单ꎮ

法国共有两个 ＬＬＷ 处置库和一个极低放废物处置库ꎬ其中第一个处置库已装满关闭ꎬ现在变成

了一座 ３００ ｍ 宽ꎬ６００ ｍ 长ꎬ高十几米的小山丘ꎬ留下监测和安保人员不足 １０ 人ꎮ ２０００ 年进行了两次

关于监测情况和液体流出物安全性的公众质询ꎬ没有发现不可接受的安全问题和环境影响ꎮ
法国低、中放废物处置库设计、运营经验已十分成熟ꎬ甚至出口到了西班牙(Ｅｌ Ｃａｂｒｉｌ 处置库)ꎮ

我国在 １９９５ 年也曾因为建造北龙处置库而专门去法国考察先进处置库管理经验ꎮ

５　 瑞典低放废物处置库管理运营模式特点

５.１　 核电公司联合成立专业废物管理公司ꎬ基金提供运作经费

瑞典各核电公司于 １９７７ 年联合成立了瑞典乏燃料和放射性废物管理公司(ＳＫＢ)ꎬ专职负责管理

和处置各合作方营运核设施所产生的放射性废物ꎮ
ＳＫＢ 自称是非营利公司ꎬ每三年提交一次经费预算ꎬ经瑞典辐射安全管理局评审后ꎬ从“核废物

基金”获取拨款ꎮ 根据«资金安排法»ꎬ瑞典核电监查委代表 ＳＫＢ 每年向核电站按每 ｋＷ∙ｈ 提取废物

基金ꎬ２０１６ 年最新收费标准为 ０.０４ＳＥＫ / (ｋＷ∙ｈ) [７]ꎮ

５.２　 核电站运行期间产生的废物管理费用由其内部账户支付

瑞典政府征收核废物基金ꎬ用于乏燃料管理和退役过程中产生废物的管理ꎬ以及相关研究工作ꎬ
但不包括核电站运行期间产生废物的管理ꎮ 在核废物基金之外ꎬ核电公司建立内部保障金ꎬ用于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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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电站厂区内放射性废物贮存管理和送到处置库的处置费用ꎮ

５.３　 滨海岩硐处置值得参考借鉴

国际上低、中放废物的处置ꎬ主要采用近地表处置ꎮ 对于一些国土面积较小ꎬ人口密度大ꎬ经济发

达或环保政策严的国家ꎬ尤其是在沿海核电厂附近ꎬ会采用滨海岩硐处置ꎮ 世界上目前建有 ４ 个低、
中放废物滨海岩硐处置库ꎬ分别是瑞典的 ＳＦＲ 处置库、芬兰的 Ｏｌｋｉｌｕｏｔｏ 处置库和 Ｌｏｖｉｉｓａ 处置库、韩国

的月城处置库ꎮ
瑞典 ＳＦＲ 建在海底 ６０ｍ 深的花岗岩中ꎬ１９８８ 年投入运行ꎬ处置容量 ６.３ 万 ｍ３ꎬ目前运行和维护

工人约 ３０ 人ꎮ ＳＫＢ 考虑核电厂退役ꎬ提出了扩建计划ꎬ要增建 ８ 条废物处置拱道ꎬ处置容量增加至

２０ 万 ｍ３ꎬ预计 ２０２０ 年后可投入使用ꎮ ＳＦＲ 处置库建设投资 ７.４ 亿 ＳＥＫꎬ运行费用约 ４０００ 万 ＳＥＫ / ａꎬ
收费标准为 ２３００~４５００ 美元 / ｍ３ [ ８ ]ꎮ

６　 对我国的启示与建议

６.１　 借鉴美国由国家出台法律的模式ꎬ给予激励政策ꎬ加速解决处置库选址难题

美国政府认为ꎬ各州享受了核电带来的利益ꎬ也应有责任处置和监管核电厂运营产生的低、中放

废物ꎬ并由议会通过了«低放废物法»和其修正案ꎬ规定各州自建或联合成协议州共同建立低放废物

处置库ꎮ 目前ꎬ所有州的核电厂都有低、中放废物处置的去处ꎮ
上述法案还对建立处置库的东道主州规定了一系列的激励政策ꎬ促进地方政府开展相关工作的

积极性ꎬ包括:处置库收费由各东道主州定价ꎻ给予税收、惩罚性罚款等方面的利好政策ꎻ对本协议州

内废物产生者收费有折扣ꎻ对协议州外废物产生者有 ２０％的附加费ꎻ废物接收标准、体积和活度上限

等指标由各州决定等ꎮ 这些政策为东道主州带来了可观的收入、提供了就业机会ꎮ 这种方式也有缺

点ꎬ美国各处置库基本形成垄断ꎬ处置价格一直在增长ꎮ
我国环保部曾经在新建核电审批上附加有“必须落实放射性废物的处置地点”的要求ꎬ但效力不

够ꎮ 科工局正在制订新版的区域处置规划ꎬ希望能加快处置库选址进程ꎮ
本文建议ꎬ由国家或部委出台足够分量的法规条例等ꎬ强制要求各省或者自建、或者签订省间协

议(无处置库的省向愿意接收废物的处置库所在东道主省缴纳补偿金等)建造共同的低、中放废物处

置库ꎬ并给予财政、税收等方面的激励政策ꎬ可以放开定价权ꎬ但要由国家相关部门监督和定期审计ꎬ
防止形成垄断ꎮ

６.２　 借鉴瑞典模式ꎬ废物产生者联合成立废物管理公司ꎬ运营处置库

瑞典、芬兰和日本都是由核电公司联合起来ꎬ成立了专门的废物管理公司ꎬ负责处置库的选址、建
造、运营和关闭后的监管等工作ꎮ 这样有利于调动废物产生者送废物去处置的积极性ꎮ

本文建议ꎬ各废物产生者(中核集团、中广核集团、国电投集团等)联合成立废物管理公司ꎬ负责

处置库的选址、建造、运营和关闭后的监管ꎮ 鉴于两部委曾经尝试过推动成立股份公司ꎬ但因股比确

定和利益协调问题ꎬ最终方案流产ꎮ 笔者在此希望ꎬ作为国务院核设施主管部门的科工局、国家能源

局、国家环保部和核安全局等部委能深入协调各利益相关方ꎬ也希望作为央企的各核电公司ꎬ应从国

家战略层面来考虑ꎬ各自做出一定让步ꎬ共同推动低、中放废物处置场的建设ꎬ早日突破我国低、中放

废物处置困局ꎮ

６.３　 借鉴美、英处置库运营商服务模式ꎬ开拓联合废物管理公司服务范围

美国处置库收费是由东道主州定价ꎬ包含了税收等附加费和运营成本等ꎬ并给予处置库运营公司

一定的营利空间(最高能达到 ２９％)ꎮ 处置库运营商隶属于美国各大废物处理公司ꎬ可以提供各种废

物处理、打包、运输和减容等服务ꎬ核电厂一般将废物管理业务外包给这些废物处理公司ꎬ后者可以充

分利用各种资源ꎬ提高废物管理效率ꎬ使利润最大化ꎮ 英国的处置库运营商也能提供上述各项废物管

理的服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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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建议ꎬ给核电公司联合成立的废物管理公司以适当的利润空间ꎬ这样可以促进各省建设处置

库的积极性ꎬ也有利于联合废物公司的成立ꎮ 同时还建议ꎬ联合废物管理公司除了处置库业务ꎬ更要

开拓诸如废物处理、固化、减容、打包和运输等方面的服务ꎬ按照能提供的资金、技术、设备等方面综合

考虑ꎬ各核电公司再协调股份占比和利润分配等方面的事项ꎬ采用完全的市场化运作ꎮ

６.４　 借鉴法国处置库先进经验ꎬ提高处置库管理水平ꎬ提升公众信心ꎬ实现双赢

法国建有先进的废物综合管理系统:废物管理各个环节操作规范化ꎻ每个废物包有唯一的身份标

识条形码ꎬ能标识废物包各项属性(废物类型、主要放射性核素及其比活度、固化方式、包装容器的类

型、在处置库中将要放置的位置等)ꎻ跟踪废物包ꎬ从废物产生单位到最终处置库中的定位等ꎮ 另外ꎬ
法国还专门建有极低放废物处置库ꎬ可以缓解低、中放废物处置库的库容压力ꎮ 法国处置库的成功运

行ꎬ增加了公众信心ꎬ减少了反核压力ꎬ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各省只愿建核电不愿建“厕所”的态度ꎮ
本文建议ꎬ引进法国的先进管理经验或自主研发ꎬ提高我国低、中放废物处置库的管理水平ꎬ增加

了公众信心ꎬ解决低放废物处置困局ꎬ最终实现双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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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技术经济与 中国核科学技术进展报告(第五卷)
管理现代化分卷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５)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新疆中核天山铀业有限公司
七三七厂组织文化分析与思考

刘　 然
(新疆中核天山铀业有限公司ꎬ新疆 伊宁 ８３５０００)

摘要:企业文化联系着企业的精神层面与物质层面ꎬ随着企业文化理论研究的深入发展ꎬ企业文化对企业经营绩效产

生的重要影响越来越受到关注ꎬ企业文化在企业竞争力中发挥着重要作用ꎮ 新疆中核天山铀业有限公司七三七厂

(以下简称七三七厂)是中国第一座采用原地浸出工艺并实现工业化生产的矿山企业ꎬ现在是新疆中核天山铀业有限

公司的二级分支机构ꎬ后者成立于 ２００２ 年ꎬ目前是核工业八大骨干矿山企业之一ꎬ其下属的其他三个分支机构均是借

鉴七三七厂的经验发展起来的ꎬ研究七三七厂的组织文化对于我国的天然铀生产企业有着重要意义ꎮ 文章采用内部

档案资料了解七三七厂组织概况ꎬ采用个别访谈与调查问卷结合的定性分析法重点分析领导风格、员工士气与内部

关系、企业战略、内部管理、薪酬激励制度、价值观分析、经营理念等状况ꎬ采用组织文化评价量表的定量分析法重点

分析主导文化类型、现状文化与期望文化的差距、支配主导文化的强度、企业不同业务单元文化的一致性与差异性ꎮ
通过对企业文化不同维度进行测量ꎬ达到尽可能全面了解七三七厂组织文化现状ꎬ并将文化测评结果进行应用ꎬ结合

国内企业文化建设的常见误区ꎬ挖掘组织文化建设中的误区与缺陷ꎬ提出合理化建议ꎬ促进组织文化建设的发展ꎮ
关键词:企业文化ꎻ分析ꎻ建议

关于企业文化的研究开始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ꎬ初期主要是探讨基本理论ꎬ随着经济的发展ꎬ进
入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ꎬ企业文化与企业经营绩效的关系方面的应用研究逐渐受到关注ꎬ企业文化被认

为对企业长期经营业绩有着显著影响ꎬ并且很有可能成为决定企业兴衰的关键因素ꎮ 新疆中核天山

铀业有限公司七三七厂(以下简称七三七厂)作为中国第一座采用原地浸出工艺并实现工业化生产

的矿山企业ꎬ有着悠久的组织文化积淀ꎬ这篇应用型的小文章主要运用定性与定量结合的方法对七三

七厂的组织文化进行测评及分析ꎬ尽可能比较全面地了解其组织文化现状ꎬ并为其提出若干关于组织

文化建设的建议ꎮ

１　 企业文化理论回顾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企业文化理论研究主要内容是探讨企业文化的概念与结构ꎻ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企
业文化理论研究主要内容是其在企业发展中作用的内在机制ꎮ

１.１　 ８０ 年代企业文化理论回顾

威廉大内分析了企业管理与文化的关系ꎬ提出了“Ｚ 型文化”“Ｚ 型组织”等概念ꎬ特累斯迪尔

和艾兰肯尼迪提出了企业文化的五要素及企业文化的分析方法ꎬ托马斯彼得斯和小罗伯特沃

特曼提出了企业文化在公司管理中具有惊人的力量ꎮ 爱德加沙因成为了定性研究的代表ꎬ主要采

取现场观察、访谈等方法对概念和深层结构进行系统探索ꎬ并且建立了评估步骤ꎮ 罗伯特奎恩成为

了定量研究的代表ꎬ主要通过建立一些模型对企业文化的一定特征和不同维度进行研究ꎮ 罗伯特
奎恩与肯伯雷将竞争价值理论模型扩展到对组织文化的测评ꎬ以探测组织文化深层结构和与组织价

值、领导、决策、发展策略有关的基本假设ꎮ 同时ꎬ爱德加沙因对组织文化的概念进行了系统的阐

述ꎬ提出了关于企业文化的发展、功能和变化以及构建企业文化的基本理论ꎮ

１.２　 ９０ 年代企业文化理论回顾

本杰明斯耐德建立了一个关于社会文化、组织文化、组织气氛与管理过程、员工的工作态度、工
作行为和组织效益的关系模型ꎬ提出组织文化通过影响人力资源进而影响组织效益ꎮ 霍夫斯帝德将

２７



其提出的民族工作文化的四个特征扩展到对组织文化的研究ꎬ结合定性分析法与定量分析法并附加

维度ꎬ构成一个企业文化研究量表ꎮ 爱德加沙因增加了在组织发展各个阶段如何培育、塑造组织文

化ꎬ组织主要领导如何应用文化规则达成组织愿景ꎬ并且增加了组织亚文化研究部分内容ꎮ 此外ꎬ爱
德加沙因与沃瑞本尼斯进行了企业文化在企业发展不同阶段的变化过程的实证分析ꎮ 特瑞斯
迪尔和艾兰肯尼迪提出了稳定文化的重要性ꎬ寻求企业领导在维持企业竞争力与工人需求的平衡

性的途径ꎮ

２　 方法与分析

２.１　 定性分析

关于七三七厂企业文化的定性分析方法主要选取个别访谈法和调查问卷法ꎮ
２.１.１　 个别访谈

在七三七厂的全体人员中选取若干人员进行有针对性的访谈ꎬ其中包括高层管理者 ３ 人ꎬ中层管

理者 ８ 人ꎬ普通员工 １２ 人ꎮ 企业文化访谈提纲主要包括讨论组织中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以及阻碍其

现阶段发展的思想观念、文化传统和行为习惯ꎬ组织的优势及劣势ꎬ组织的发展前景ꎬ组织文化建设ꎬ
个人价值观方面ꎮ

访谈结果主要认为七三七厂的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是艰苦创业、自力更生、吃苦耐劳的精神ꎬ而
阻碍其快速发展的思想观念、文化传统和行为习惯主要是由于生产作业环境与交际圈较封闭ꎬ人员思

想比较保守ꎬ不易接受新事物ꎬ且组织与市场接轨少ꎬ计划经济观念依然是主流观点ꎬ员工已经习惯了

计划经济的分配模式ꎮ
关于组织的优势和劣势方面ꎬ优势主要为组织背景优势ꎬ相对于常规开采的地浸采铀技术优势ꎬ

制度方面的顶层设计优势ꎬ劣势主要是资源劣势ꎬ创新能力不足ꎬ组织需要在人力资源方面进行改革ꎬ
如转变人员观念ꎬ提高人员素质ꎬ引进新人才ꎬ增加组织活力等ꎮ

关于组织的发展前景方面ꎬ机遇主要受国家“核电走出去”与“航天事业高速发展”的影响ꎬ加上

国家对于天然铀生产的支持ꎬ海外合作与铀矿开拓增多ꎬ天然铀需求较好ꎬ生产水平逐步提高ꎬ而目前

组织的挑战主要是目前技术瓶颈ꎬ在现有水平下可大量开采的铀矿资源的缺乏ꎬ加上国际铀价较低ꎬ
产品成本较高ꎬ缺乏竞争力ꎮ

在组织内部管理中ꎬ管理队伍中的人员素质差异较大ꎬ员工整体水平不高ꎬ自主性差ꎬ导致管理效

率不高ꎬ工作任务虽然进行分解层层落实ꎬ但是整个体系灵活性较差ꎮ 高层受访者认为组织坚持经营

发展的指导思想或原则主要是建立技术团队ꎬ引进先进的管理模式ꎬ坚持技术进步、科技创新、管理创

新ꎬ逐渐引入市场机制ꎬ进行下属机构的改革ꎮ
在组织文化建设方面ꎬ高层受访者认为当前企业文化建设的目的和期望主要是弘扬核工业精神ꎬ

打造“四有”员工队伍ꎬ提高员工爱岗敬业的精神ꎬ使员工感恩企业ꎬ团结友爱ꎬ其他受访者认为当前

企业文化建设的目的主要是提高员工爱岗敬业的精神ꎬ使员工感恩企业ꎬ对企业文化建设的期望主要

集中在经济收入的提高ꎬ工作成绩得到认可ꎮ
关于个人价值观方面ꎬ受访者看待成功的标准皆各不相同ꎬ主要涉及到丰富个人学识、取得创新

成果、忠诚企业、有亲和力、满足心愿、丰厚的收入、得到公认等多个方面ꎮ 这和预期的结果差异较大ꎮ
２.１.２　 调查问卷

此次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 １４０ 份ꎬ共回收 １１４ 份调查问卷ꎮ 问卷调查主要内容为领导风格、员工

士气与内部关系、企业战略、内部管理、薪酬激励制度、价值观分析、经营理念等状况ꎮ 在调查问卷开

始部分设置了几个关于组织文化建设的满意度方面的问题ꎬ其中认为单位开展文化宣传活动效果很

好的人数占 １７.５４％ꎬ认为效果好的人数占 ５０.８８％ꎬ认为效果一般的人数占 ３０.７０％ꎬ认为效果不太好

的人数占 ０.８８％ꎻ认为领导十分重视组织文化工作的人数占 ２２.８１％ꎬ认为重视的人数占 ６３.１６％ꎬ不
太清楚是否重视的人数占 １１.４０％ꎬ认为不太重视的人数占 ２.６３％ꎻ完全认同组织文化的重要性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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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人的认可的人数占 ２６.３２％ꎬ基本认同的人数占 ５２.６３％ꎬ说不准是否认同的人数占 １７.５４％ꎬ不
太认同的人数占 ３.５１％ꎻ认为现有的组织文化对企业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的人数占 ２０.１８％ꎬ认为

有一定作用的人数占 ７５.４４％ꎬ认为没有作用的人数占 ０.８８％ꎬ认为自己说不清楚是否有作用的人数

占 ３.５１％ꎮ 从结果上可见七三七厂人员对于组织文化建设总体上持满意态度ꎬ也基本认同组织文化

的重要性ꎬ但明显认为现有的组织文化对企业发展的促进作用需要提高ꎮ 关于领导风格方面的调查ꎬ
其中认为上一级主管领导根本不可能履行职责的人数占 ２.６３％ꎬ认为存在较少可能性能够履行职责

的人数占 ７.０２％ꎬ认为非常可能履行职责的人数占 ７６.３２％ꎬ认为只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可能履行职

责的人数占 １４.０４％ꎻ认为上一级主管领导根本不可能能够尽心尽力地工作的人数占 ０.８８％ꎬ认为存

在较少的可能性能够尽心尽力地工作的人数占 ８.７７％ꎬ认为非常可能尽心尽力地工作的人数占 ７８.
０７％ꎬ认为只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可能尽心尽力地工作的人数占 １０.５３％ꎻ认为领导者和管理者对他

们所倡导的一切完全能做到身体力行的人数占 ２５.４４％ꎬ认为基本可以做到的人数占 ５３.５１％ꎬ认为有

些特殊情况下可以做到的人数占 １０.５３％ꎬ认为只是表面上可以做到的人数占 ８.７７％ꎬ认为完全做不

到的人数占 ０.８８％ꎻ表示在工作过程中根本不可能表达自己的意见与感受的人数占 １３.１６％ꎬ表示有

时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见的人数占 ４０.３５％ꎬ表示有时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感受的人数占 １４.９１％ꎬ表示

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见与感受的人数 ２６.３２％ꎬ非常同意报酬与工作努力程度成正比的人数占 ２１.
９３％ꎬ持同意态度的人数占 ５６.１４％ꎬ不同意的人数占 １５.７９％ꎬ很不同意的人数占 ３.５１％ꎻ认为与上一

级主管领导的人际关系不佳根本不可能阻碍其在单位的职业发展的人数占 １４.０４％ꎬ认为存在较少的

可能性会阻碍其发展的人数占 ３５.９６％ꎬ认为非常可能会阻碍其发展的人数占 ３２.４６％ꎬ认为只在某些

特定的情况下才可能阻碍其发展的人数占 １３.１６％ꎻ认为与主管的人际关系状况根本不可能改变自己

与周围同事的人际关系状况的人数占 １０.５３％ꎬ认为有较少的可能性会改变其人际关系状况的人数占

４７.３７％ꎬ认为非常可能会改变其人际关系状况的人数占 ２７.１９％ꎬ认为只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才可能

会改变其人际关系状况的人数占 １２.２８％ꎻ表示主管领导对其方式使其毫无尊严的人数占 ５.２６％ꎬ表
示有时受到尊重的人数占 ２５.４４％ꎬ表示工作中很受尊重的人数占 １８.４２％ꎬ表示基本受到尊重的人数

占 ４９.１２％ꎬ认为在工作中自己有强烈的自豪感的人数占 ３７.７２％ꎬ认为有时有自豪感的人数占 ４１.
２３％ꎬ认为没有自豪感的人数占 １１.４０％ꎬ表示不知道是否自豪感的人数占 ７.８９％ꎮ 从结果上可见ꎬ管
理者履职、尽职与工作中起表率作用的情况基本一致ꎬ有近 １ / ３ 的员工对管理者工作状况持负面态

度ꎬ且员工对管理者的信任度有待提高ꎬ多数员工能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甚至感受ꎬ但也存在部分

员工根本不能自由表达意见与感受ꎬ上级主管领导对于员工个人需求基本关心ꎬ通过调查可以粗略判

断放任型领导和专制型领导并不占主要ꎬ但也存在一定数量ꎬ但并不能判断组织中目前是民主型领导

风格占主体ꎬ从员工认为自己是否在工作中受上级主管领导的尊重与是否有工作积极性可见组织中

管理者需要协调自己同员工之间关系ꎬ尤其是少部分过度在意维护权威与地位的管理者ꎮ 关于员工

士气与内部关系方面的调查ꎬ员工总体上精神状态较好ꎬ但有一定数量的员工追求工作“过得去”ꎻ 认

为组织凝聚力较强ꎬ协作能力一般的人数约为 １ / ２ꎬ认为组织内部凝聚力强ꎬ协作能力强的人数约为

１ / ３ꎬ其余为认为二者都较弱的人数ꎻ员工基本上受到周围人的尊重ꎬ仅有 ７.０２％的员工表示自己不受

周围人的尊重ꎬ但员工成就感不足ꎬ有 ２８.９５％的员工表示自己很有成就感ꎬ有 ５５.２６％的员工表示自

己有一点成就感ꎻ员工基本上认为组织的工作环境较好ꎬ企业内部提供了较好的工作机会ꎬ但认为最

可以提高积极性的因素是收入的增加ꎬ表示在本企业工作最想得到的是高薪酬的人数占 ３５.０９％ꎬ选
择社会的尊重的人数占仅 ５.２６％ꎬ选择自身能力提高的人数占 ２８.９５％ꎬ选择自我价值的实现的人数

占 １７.５４％ꎮ 关于企业战略方面的调查ꎬ员工基本上认为非常有必要让企业的每位员工清楚地了解企

业战略与使命ꎬ认同企业有清晰的目标能振奋和激励员工ꎬ而且表示组织成员对战略目标已经达成共

识ꎬ表示非常了解本企业的战略目标的人数占 １１.３０％ꎬ表示了解的人数占 ６７.５４％ꎬ表示不了解的人

数占 １９.３０％ꎻ认为企业目前的最大优势是分别技术、管理、人员素质与其他的人数基本相同ꎬ结合个

别访谈部分ꎬ这三个因素有待整体上进一步提高ꎬ员工对于组织目前处于何种阶段看法与对组织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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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态度不一ꎬ认为处于稳步发展阶段的人数占 ４９.１２％ꎬ认为目前组织处于徘徊阶段的人数占 ６.１４％ꎬ
认为处于转型阶段的人数占 １６.６７％ꎬ认为处于衰退阶段的人数占 １８.４２％ꎬ认为处于高速提升阶段的

人数占 １.７５％ꎬ表示不清楚的人数占 ２.６３％ꎻ认为企业的前景会更好的人数占 ５４.３９％ꎬ认为和以前差

不多的人数占 １３.１６％ꎬ认为会变差的人数占 １１.４０％ꎬ认为说不清楚的人数占 １９.３０％ꎮ 关于企业内

部管理方面的调查ꎬ目前组织与员工沟通的渠道畅通ꎬ对目前组织与员工沟通的渠道或方式非常满意

的人数占 ８.７７％ꎬ表示满意的人数占 ６９.３０％ꎬ表示不满意的人数占 ２１.０５％ꎻ员工对组织提供的员工

培训基本满意ꎬ但对于组织缺少的培训类型态度不一致ꎬ认为本企业最缺少的培训类型是企业文化的

人数占 １４.０４％ꎬ认为最缺少管理培训的人数占 １０.５３％ꎬ认为最缺少专业技术培训的人数占 ３４.２１％ꎬ
认为最缺少业务技能培训的人数占 ２０.１８％ꎬ认为最缺少行业研究培训的人数占 １.７５％ꎻ员工基本同

意组织各项规章制度符合以人为本的理念ꎬ认为有欠缺的人数占 １１.４％ꎬ认为根本不符合的人数占 ４.
３９％ꎻ员工普遍需要提高的方面是敬业精神与专业知识与技能ꎬ认为组织最需要提高的方面为营销的

人数占 ２５.４４％ꎬ认为是内部管理的人数占 ２１.０５％ꎬ认为是生产的人数占 ２９.８２％ꎬ认为是技术的人数

占 ３.５１％ꎬ认为是产品质量的人数占 ０.８８％ꎬ这与实地调研的预期存在较大差距ꎬ组织内部处理日常

事务基本遵守行政流程ꎬ员工比较明确工作职责与工作权力ꎬ组织企业能基本做到遵守管理制度ꎬ认
为企业的管理制度有欠缺的人数占 ３６.８４％ꎬ认为没有欠缺的人数占 ４２.９８％ꎬ不知道管理制度的人数

占 １.７５％ꎬ不清楚是否有缺陷的人数占 １７.５４％ꎻ相关部门配合工作较好ꎬ在相关部门合作的事务中ꎬ
各部门职责界定比较明确ꎬ但各部门有时存在推诿扯皮现象ꎮ 关于薪酬激励制度方面的调查ꎬ员工对

组织的薪酬管理制度基本持满意态度ꎬ认为组织对员工绩效的评判方式基本公平ꎮ 关于价值观方面

的调查ꎬ完全同意引导和激励公司发展的最主要因素是企业的核心价值观的人数占 ３３.３３％ꎬ基本同

意的人数占 ４９.１２％ꎬ说不准的人数占 １４.０４％ꎬ不太同意与根本不同意的人数均占 ０.８８％ꎬ员工基本

同意“即使有不同意见ꎬ尊重集体做出的决定对员工来说十分重要”的观点ꎬ通常情况下ꎬ员工表示会

为了集体的利益牺牲个人利益ꎬ但认为企业的工作氛围最让自己感到自豪的人数占 １.７５％ꎬ认为是发

展前景的人数占 １４.９１％ꎬ认为是员工收入的人数占 ２７.１９％ꎬ认为是工作的稳定性的人数占 ３４.２１％ꎬ
认为是社会赞誉的人数占 １.７５％ꎬ认为没有地方感到自豪的人数占 ０.８８％ꎻ认为选择从事目前的工作

最贴切的理由是高薪与高福利的人数占 ３５.０９％ꎬ而认为能激发潜力与想象力的人数占 １３.１６％ꎬ认为

是不断学习新的知识与技能 ２１.９３％ꎮ 关于经营理念调查方面ꎬ认为最能体现您单位的经营理念是与

员工共成长的人数占 ４４.７４％ꎬ认为是技术创新的人数占 １９.３０％ꎬ认为是质量高标准的人数占 １０.
５３％ꎬ认为是优质服务的人数占 ０.８８％ꎬ认为是成本领先的人数占 ７.８９％ꎮ

２.２　 定量分析

利用组织文化评价量表的中文译本分别对组织文化的现状与期望五年后的状态进行测评ꎬ各测

量指标均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５ 级量表法ꎬ共发放 １４０ 份测评量表ꎬ回收 ９９ 份测评量表ꎮ 数据统计所使用的软

件为 ＳＰＳＳ１６.０ꎮ 采用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 系数评判量表的内部信度ꎬ四种文化类型的信度检验结果均

大于 ０.７０ 的判定标准ꎬ组织文化现状的测评数据中团队文化的信度为 ０.８３６ꎬ灵活文化的信度为 ０.
８６５ꎬ市场文化的信度为 ０.７９９ꎬ层级文化的信度为 ０.７４３ꎬ结果表明组织文化现状测评的结果符合研究

分析的要求ꎮ 期望五年后状态的测评数据中团队文化的信度为 ０.９７０ꎬ灵活文化的信度为 ０.９６６ꎬ市场

文化的信度为 ０.９６０ꎬ层级文化的信度为 ０.９６４ꎬ结果表明期望五年后组织文化状态的测评结果符合研

究分析的要求ꎮ 在组织文化现状的测评数据中团队文化的均数为 ２２.７６ꎬ灵活文化的均数为 ２２.３２ꎬ市
场文化的均数为 ２２.５９ꎬ层级文化的均数为 ２３.１９ꎮ 主导特征维度中团队文化的均数为 ３.８３ꎬ灵活文化

的均数为 ３.６４ꎬ市场文化的均数为 ３.８５ꎬ层级文化的均数为 ３.８９ꎮ 领导风格维度中团队文化的均数为

３.９３ꎬ灵活文化的均数为 ３.８２ꎬ市场文化的均数为 ３.９７ꎬ层级文化的均数为 ３.８１ꎮ 员工管理维度中团

队文化的均数为 ３.８９ꎬ灵活文化的均数为 ３.６５ꎬ市场文化的均数为 ３.７３ꎬ层级文化的均数为 ３.８２ꎮ 组

织凝聚力维度中团队文化的均数为 ３.６５ꎬ灵活文化的均数为 ３.７５ꎬ市场文化的均数为 ３.９２ꎬ层级文化

的均数为 ３.８２ꎮ 战略重点维度中团队文化的均数为 ３.６ꎬ灵活文化的均数为 ３.８４ꎬ市场文化的均数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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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７ꎬ层级文化的均数 ３.９３ꎮ 成功标准维度中团队文化的均数为 ３.８７ꎬ灵活文化的均数为 ３.６４ꎬ市场文

化的均数为 ３.５６ꎬ层级文化的均数为 ３.９３ꎮ 在期望五年后组织文化状态的测评数据中团队文化的均

数为 ２２.０４ꎬ灵活文化的均数为 ２２.２５ꎬ市场文化的均数为 ２２.１４ꎬ层级文化的均数为 ２２.２１ꎮ 主导特征

维度中团队文化的均数为 ３.６７ꎬ灵活文化的均数为 ３.６５ꎬ市场文化的均数为 ３.７４ꎬ层级文化的均数为

３.６７ꎮ 领导风格维度中团队文化的均数为 ３.６６ꎬ灵活文化的均数为 ３.７７ꎬ市场文化的均数为 ３.７２ꎬ层
级文化的均数为 ３.７０ꎮ 员工管理维度中团队文化的均数为 ３.７３ꎬ灵活文化的均数为 ３.６１ꎬ市场文化的

均数为 ３.６７ꎬ层级文化的均数为 ３.６９ꎮ 组织凝聚力维度中团队文化的均数为 ３.６３ꎬ灵活文化的均数为

３.７１ꎬ市场文化的均数为 ３.７５ꎬ层级文化的均数为 ３.６７ꎮ 战略重点维度中团队文化的均数为 ３.６６ꎬ灵
活文化的均数为 ３.８１ꎬ市场文化的均数 ３.６０ꎬ层级文化的均数 ３.７５ꎮ 成功标准维度中团队文化的均数

为 ３.７１ꎬ灵活文化的均数为 ３.７２ꎬ市场文化的均数为 ３.６８ꎬ层级文化的均数为 ３.７５ꎮ 结果表示ꎬ目前主

导文化类型为层级文化ꎬ而期望五年后主导文化类型为灵活文化ꎮ 可以根据数据描绘出组织文化的

轮廓图ꎬ由于篇幅限制ꎬ这里只绘制出总体的组织文化现状轮廓图与期望五年后状态中的轮廓图ꎬ如
图一所示ꎬ其中实线被连接起来用来表示组织文化现状轮廓ꎬ虚线被连接起来用来表示期望五年后状

态中的组织文化轮廓ꎮ 从绘制的组织文化轮廓图可见ꎬ各类型文化的差距较小ꎬ且每一个文化类型都

较均衡ꎮ 由各维度的组织文化现状轮廓图与期望五年后状态中的轮廓图可见ꎬ组织文化的一致性较

好ꎬ但在领导风格(现状)维度中ꎬ市场文化等分最高ꎬ层级文化得分最低ꎬ在员工管理(现状)维度中ꎬ
团队文化等分最高ꎬ层级文化得分较低ꎮ 在主导特征(期望)维度中ꎬ市场文化得分最高ꎬ灵活文化得

分最低ꎬ在员工管理(期望)维度中ꎬ团队文化得分最高ꎬ灵活文化得分最低ꎬ在组织凝聚力(期望)维
度中ꎬ市场文化得分最高ꎬ灵活文化得分较低ꎬ在成功标准维度(期望)中ꎬ层级文化得分最高ꎬ灵活文

化得分较低ꎮ 由各维度的现状与期望状态的对比可见ꎬ各维度中各个文化类型的指标强度增减较小ꎬ
减少强度较大的有主导特征中维度中的层级文化ꎬ领导风格维度中的团队文化与市场文化等ꎮ 进一

步按照部门性质分类进行取样ꎬ采用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 系数评判量表的内部信度ꎬ四种文化类型的信

度检验结果均大于 ０.７０ꎮ 关于组织的文化现状测评ꎬ对于部门分类为生产的样本ꎬ团队文化的均数为

２２.７１ꎬ灵活文化的均数为 ２２.３２ꎬ市场文化的均数为 ２２.ꎬ５７ꎬ层级文化的均数为 ２３.１６ꎮ 对于部门分类

为管理的样本ꎬ团队文化的均数为 ２５ꎬ灵活文化的均数为 ２４.８８ꎬ市场文化的均数为 ２３.１３ꎬ层级文化

的均数为 ２３.１３ꎮ 对于部门分类为业务的样本ꎬ团队文化的均数为 ２３.６７ꎬ灵活文化的均数为 ２３ꎬ市场

文化的均数为 ２３.８３ꎬ层级文化的均数为 ２４.１７ꎮ 对于部门分类为后勤的样本ꎬ团队文化的均数为 １６.
３３ꎬ灵活文化的均数为 １４.３３ꎬ市场文化的均数为 １９ꎬ层级文化的均数为 ２２.３３ꎮ 关于期望五年后组织

文化状态的测评ꎬ对于工作分类为生产的样本ꎬ团队文化的均数为 ２２.３５ꎬ灵活文化的均数为 ２２.４８ꎬ市
场文化的均数为 ２２.ꎬ３７ꎬ层级文化的均数为 ２２.４５ꎮ 对于工作分类为管理的样本ꎬ团队文化的均数为

２０.１３ꎬ灵活文化的均数为 ２０.７５ꎬ市场文化的均数为 ２０.７５ꎬ层级文化的均数为 ２０.２５ꎮ 对于工作分类

为业务的样本ꎬ团队文化的均数为 ２２.３３ꎬ灵活文化的均数为 ２２.６７ꎬ市场文化的均数为 ２２.３３ꎬ层级文

化的均数为 ２２.６７ꎮ 对于工作分类为后勤的样本ꎬ团队文化的均数为 １８ꎬ灵活文化的均数为 １９.３３ꎬ市
场文化的均数为 １９.３３ꎬ层级文化的均数为 ２０ꎮ 由组织整体的组织文化轮廓图与各部门的组织轮廓

图对比可见ꎬ组织中也存在着文化的非一致性ꎬ管理部门的现状文化主导类型不同为灵活文化ꎬ管理

部门的期望文化主导类型不同为灵活文化与市场文化ꎬ业务部门的期望文化主导类型为灵活文化与

层级文化ꎬ后勤部门的主导文化类型为层级文化ꎮ

３　 讨论

３.１　 中国国有企业文化建设误区

虽然近年来中国国有企业对于企业文化建设高度重视ꎬ但在企业文化建设过程中还存在不少误

区ꎬ使企业文化建设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ꎬ主要体现在文化建设过程中文化理论与生产经营的结合效

果不佳ꎻ过分强调领导风格作用ꎻ文化建设急功近利ꎻ忽略文化建设阶段性目标ꎻ文化建设交互性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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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七三七厂组织文化轮廓图

足ꎻ忽略理性层面的系统性阐述ꎻ过分强调文化的作用等ꎮ

３.２　 关于组织文化建设的若干建议

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部分ꎬ对七三七厂组织文化建设提出以下建议ꎮ
３.２.１　 突破领导意识束缚ꎬ构建共同价值体系

结合七三七厂的文化特征与组织架构及制度特征ꎬ建议组织突破企业领导者的意识束缚ꎬ管理者

所倡导的个人文化离组织所需要的文化是有差距的ꎬ从而避免将企业文化建设变成领导者所倡导的

意识形态或者领导建造个人功绩的运动ꎮ 组织文化需要与现实环境兼容ꎬ组织文化要与组织的长期

发展目标与所处的环境相符ꎬ要结合实际情况ꎬ注重组织的动态变化ꎬ梳理并完善组织制度ꎬ逐步引导

员工思想观念的转变ꎬ构建共同的价值体系ꎮ
３.２.２　 文化建设全员参与ꎬ注重理性层面的系统阐述

不能把组织文化建设等同于组织文化的宣贯活动ꎬ组织文化建设也不是领导交办的一件事情ꎬ不
能成为企业经营发展中的一个项目ꎬ组织文化建设伴随着组织的其他各项活动ꎬ在组织竞争力中有核

心作用ꎬ组织文化只有全员参与才能起到实效ꎬ要避免组织文化建设变成档案室中的资料集ꎬ对于组

织文化建设不能只强调形式ꎬ对于理念、制度、规范等ꎬ要注重从理性层面给予系统的阐述ꎬ让员工真

心接受ꎬ明白组织文化建设活动的意义ꎬ不断提高员工对组织文化成果的响应程度ꎮ
３.２.３　 减低组织文化的非一致性强度

从分析结果来看ꎬ七三七厂存在着组织变革的趋势ꎬ但无论如何ꎬ组织文化的非一致性对于组织

向更高层发展是一种阻碍ꎬ建议提高组织文化一致性使组织在日后的发展中平稳过渡ꎬ达不到一定稳

定程度的变革必定会引起混乱ꎮ
３.２.４　 提高组织管理水平

建议通过人力资源建设途径提高组织整体人员素质ꎬ尤其是领导能力、管理水平以及个人文化水

平ꎮ 七三七厂要由层级文化主导向灵活文化主导发展ꎬ需要付出巨大的精力ꎬ这其中还包含着管理者

的个人魅力ꎬ员工个人素质的提升是必要的ꎬ如果管理者不能资源改变ꎬ组织文化将会停滞不前ꎮ
３.２.５　 提升全面质量管理水平

将组织文化建设与全面质量管理相结合ꎬ使其相互促进ꎬ寻求更加合理的全面质量管理方案ꎬ关
注一些团队文化活动与灵活文化活动ꎬ如员工参与、开放式交流、技术团队建设、确定新的成绩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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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新的问题解决方案、与供应商及顾客建立良好关系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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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技术经济与 中国核科学技术进展报告(第五卷)
管理现代化分卷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５)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以落实党组织领导地位为宗旨的国有企业
职工董事制度改革研究

张　 乐
(中核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摘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要求明确国有企业党组织在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中

的法定地位ꎬ创新国有企业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途径和方式ꎮ 法人治理结构是处理法人各种契约关系的制度

设计ꎬ核心参与者包括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ꎮ 职工董事制度是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特征之一ꎬ是
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本文将对现行职工董事制度运作机制进行梳理ꎬ研究探讨建立党组织领导的职

工董事选举机制ꎬ创新职工董事履职模式管理ꎬ从而强化党组织领导职工参与公司治理ꎬ落实党组织在公司治理中的

领导作用ꎮ
关键词:公司治理ꎻ职工董事选举ꎻ职工董事履职评价

我国的职工董事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特有的一种崭新的公司治理方式ꎬ是职工参与民主

管理企业的最高形式ꎮ 持续完善职工董事制度不仅是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ꎬ也是我国

社会主义本质的具体体现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对职工参与董事会运作作出了明确规定ꎬ为国

有企业应当设置职工董事提供了法律支撑ꎮ 职工董事制度建立十余年来ꎬ其运行有效性距离预期尚

有较大差距ꎬ亟待改进完善ꎮ ２０１５ 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
对新形势下国有企业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提出了总体要求ꎬ亦为有效改进职工董事制度提出

了新的解决思路ꎮ

１　 我国职工董事的内涵与功能

１.１　 职工董事定义

职工董事是由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或全体职工大会、工会会员大会ꎬ为便于行文ꎬ本文以下统称

“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依照法定程序进入公司董事会、代表企业职工行使决策权利的职工代

表ꎮ 根据«企业民主管理规定»①第三十九条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监事不得兼任职工董事ꎻ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和董事不得兼任职工监事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

规定:高级管理人员ꎬ是指公司的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ꎬ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和公司章程规定的

其他人员ꎮ 因此ꎬ“职工董事”是与基于股东权利产生的“股东董事”②相对应的ꎬ且“职工”语义并不

包括企业高级职位职工ꎮ

１.２　 职工董事职权

«公司法»第四十五条至第四十九条对董事和董事会职权作出了一般性规定ꎬ并未对职工董事职

权进行特别规定ꎬ因此从法律层面ꎬ职工董事职权与一般董事职权视为一致ꎮ

«董事会试点中央企业职工董事履行职责管理办法»③(以下简称:«职工董事履职管理办法»)第

９７

①

②

③

«企业民主管理规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３ 日由中共中央纪委 、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监察部、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以总工发〔２０１２〕１２ 号印发ꎮ
本文中“股东董事”均包括独立董事ꎮ
国资委关于印发«董事会试点中央企业职工董事履行职责管理办法»的通知ꎬ国资发群工〔２００９〕５３ 号ꎮ



四条规定“职工董事享有与其他董事同等的权利”ꎬ同时要求“职工董事在履行董事职责时ꎬ应该履行

由本办法规定的特别职责ꎮ”因此ꎬ职工董事职权包括一般职权(全部董事均拥有职权)和特别职权

(职工董事特有)ꎮ
职工董事的一般职权ꎬ包括作为董事会成员行使决策职权(董事会决策采取一人一票制)、监督

经营层执行董事会决定职权等ꎻ职工董事的特别职权ꎬ包括履行关注和反映职工合理诉求、代表职工

利益和维护职工合法利益ꎮ

１.３　 我国职工董事制度功能定位

董事会作为公司主要经营决策机构ꎬ是一个反映各相关方利益和诉求的平台ꎮ 我国的职工董事

作为企业一般员工的代表成为董事会的成员ꎬ是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立的工人阶级在我国

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领导者和主人翁的法律地位的表现形式之一ꎬ是职工参与企业决策管理、
切实维护职工权益的重要保障ꎮ 基于现有制度设计ꎬ我国职工董事具有如下功能定位ꎮ

第一ꎬ反映职工诉求ꎬ维护职工权益ꎮ 从法律角度来看ꎬ企业与职工系通过劳动合同、基于契约关

系联结在一起ꎬ双方是平等法律主体ꎮ 但是在现实中ꎬ由于企业在资源掌控方面、人力资源供求常态

等方面存在优势ꎬ必然相较于劳动者处于主导地位ꎮ 企业的经营行为难免会对劳动者权益造成损害ꎬ
职工董事制度便赋予了职工选举代表参与董事会的权利ꎬ从而能在董事会这一平台上通过与企业出

资人进行沟通、协商等方式表达自身诉求ꎬ维护自身权益ꎮ
第二ꎬ激发职工积极性ꎬ增强主人翁责任感ꎮ 职工董事作为职工代表参与董事会决策ꎬ有助于将

一般员工智慧上升至公司决策层面ꎬ切实调动职工为企业经营管理出谋划策的积极性、创造性ꎮ 包含

了职工智慧的董事会决定将因为具有群众基础而更容易获得有效推进ꎮ
第三ꎬ优化企业治理结构ꎬ完善经营监督机制ꎮ 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是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ꎬ

对于国有企业来说ꎬ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代表作为出资人ꎬ企业实际管理权则是由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

掌握ꎮ 职工参与董事会决策能够加强对企业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的监督与约束ꎬ弥补现代企业制度

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带来的股东监督劣势ꎮ

２　 国有企业职工董事的产生程序

２.１　 国有企业职工董事候选人范围

如前文所述ꎬ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和监事不得兼任职工董事ꎻ«国有独资公司董事会试点企业职工

董事管理办法(试行)»④(以下简称:«职工董事管理办法»)第六条则明确规定公司党委(党组)书记

和未兼任工会主席的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纪检组组长)不得担任职工董事ꎻ«企业民主管理规定»
第三十八条规定ꎬ工会主席、副主席应当作为职工董事、职工监事候选人人选ꎮ

综上所述ꎬ可以确定不得担任职工董事的企业职工范围如下:
(１)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总会计师ꎻ
(２)公司党委(党组)书记ꎻ
(３)未兼任工会主席的党委(党组)副书记、纪委书记(纪检组组长)ꎻ
(４)公司监事ꎮ
必须作为职工董事候选人的企业职工范围如下:
(１)工会主席ꎻ
(２)工会副主席ꎮ
«公司法»对“高级管理人员”范围界定较为狭窄ꎬ仅限定于业务管理序列高级管理人员ꎬ«职工董

０８

④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国有独资公司董事会试点企业职工董事管理办法(试行)»的通

知ꎬ国资发群工〔２００６〕２１ 号ꎬ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３ 日发布实施ꎮ



事管理办法»则扩展至企业党务管理序列高级管理人员ꎮ 由于我国国有企业职务序列较为复杂⑤ꎬ上
述法律与规章在列举的禁止担任职工董事的领导职务时是难以做到覆盖全面的ꎮ 基于职工董事制度

的立法原意ꎬ笔者认为对“高级管理人员”应作扩大解释ꎬ即应包括企业经营层业务管理序列、党务管

理序列的最高决策层的全部成员(兼任工会主席的党组织副书记除外)ꎮ

２.２　 国有企业职工董事候选人确定机制

«职工董事管理办法»第七条规定:职工董事候选人由公司工会提名和职工自荐方式产生ꎮ «企
业民主管理规定»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则更为详细:职工董事、职工监事候选人由公司工会根据自荐、
推荐情况ꎬ在充分听取职工意见的基础上提名ꎬ经职工代表大会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方可当选ꎬ并
报上一级工会组织备案ꎮ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ꎬ«企业民主管理规定»将员工自荐职工董事程序纳入了

工会提名范畴ꎬ即职工自荐能否提名成为职工董事候选人决定权在工会ꎬ并非一经自荐即成为职工董

事候选人ꎮ
此外ꎬ«职工董事管理办法»第九条规定:职工董事选举前ꎬ公司党委(党组)应征得国资委同意ꎻ

选举后ꎬ选举结果由公司党委(党组)报国资委备案后ꎬ由公司聘任ꎮ 这实际上是对职工董事候选人

提名和聘任均加设了核准要求ꎮ 不过此规定仅适用于中央企业中建立董事会试点的国有独资公司ꎬ
对其他国有企业并无此要求ꎮ

２.３　 国有企业职工董事选举程序

我国企业的董事均经选举产生ꎮ «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四十四条分别规定ꎬ股东会负责“选举

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监事”ꎬ“董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

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ꎮ 因此ꎬ职工董事的产生程序是:在企业工会确定职工董事候选人

后ꎬ由职工代表大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差额选举产生职工董事ꎮ
需要注意的是ꎬ职工董事按照企业章程规定的民主选举方式一经选举即刻当选ꎬ而不需要经过股

东会再行选举或表决同意ꎬ即民主选举是职工董事产生的唯一有效程序ꎬ而并非股东会选举的前置

环节ꎮ⑥

３　 国有企业职工董事的罢免程序

３.１　 职工董事罢免权力机构

职工董事选举程序与股东董事不同ꎬ罢免程序亦不相同:股东董事的任免权力均归属于企业股东

会ꎬ职工董事罢免权归属于企业职工董事选举机构ꎬ即职工代表大会ꎮ 职工董事不履行职责或者犯有

严重过错的ꎬ经三分之一以上的职工代表联名提议、经职工代表大会全体代表过半数通过可以罢免ꎮ

３.２　 职工董事罢免条件

«职工董事管理办法»对于应当罢免职工董事的情形进行了明确ꎬ包括:(一)职工代表大会年度

考核评价结果较差的ꎻ(二)对公司的重大违法违纪问题隐匿不报或者参与公司编造虚假报告的ꎻ
(三)泄露公司商业秘密ꎬ给公司造成重大损失的ꎻ(四)以权谋私ꎬ收受贿赂ꎬ或者为自己及他人从事

与公司利益有冲突的行为损害公司利益的ꎻ(五)不向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报告工作或者连续两

次未能亲自出席也不委托他人出席董事会的ꎻ(六)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应予罢免的行为ꎮ

３.３　 职工董事罢免流程

«职工董事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至第二十五条对职工董事罢免流程进行了详细规定ꎮ 罢免职

工董事ꎬ须由十分之一以上全体职工或者三分之一以上职工代表大会代表联名提出罢免案(罢免案

１８

⑤

⑥

如部分国有企业设有总经理助理、总工程师、首席信息官、首席风险官等ꎮ
部分企业由于行业监管要求(如银行业企业)ꎬ拟任董事需经行业监管部门进行任职资格审核ꎬ经核准后具备

董事履职资格ꎮ 股东董事和职工董事均属于核准范围ꎬ该任职资格要求与由哪个机构选举产生并无关系ꎮ



需写明罢免理由)ꎬ在职工代表大会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ꎮ 罢免案经职工代表大会过半数

的职工代表同意(公司未建立职工代表大会的经全体职工过半数同意)即获得通过ꎮ

４　 国有企业职工董事履职管理

４.１　 职工董事日常管理权规定模糊

«职工董事履职管理办法»第十四条至第十八条ꎬ对于职工董事的培训、履职指导和评价考核等

日常管理作了详细规定ꎮ 令人较为不解的是ꎬ相关条款中多次使用了“公司董事的委派(选聘)机构”
这一概念ꎬ并不十分妥当ꎮ

首先ꎬ«公司法»第六条规定ꎬ国有独资公司设董事会ꎬ董事会成员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委

派ꎻ但是ꎬ董事会成员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ꎮ 即对于董事会试点中央企业来

说ꎬ董事的委派和选聘机构并不一致ꎮ 对于其他国有企业来说也是如此ꎬ全部董事均由公司进行聘

任ꎮ 因此ꎬ股东董事、职工董事的选举机构、聘任机构是不同的ꎬ«职工董事履职管理办法»第十四条

规定的“职工董事的上岗培训、履职指导和评价考核等日常管理由公司董事的委派(选聘)机构负责”
显然是不够明确的ꎮ

其次ꎬ仅就职工董事来看ꎬ推荐、选举、聘任流程的相关主体分别为工会、全体职工大会、公司ꎬ
“公司董事的委派(选聘)机构”亦不唯一ꎬ无法指向单一主体ꎮ 从本办法第十六条“公司董事的委派

(选聘)机构在对董事的工作绩效进行评价时ꎬ应听取公司工会和监事会关于职工董事履行特别职责

的意见”、第十七条“公司职代会每年应向公司董事的委派(选聘)机构提出职工董事履职行为的评价

性意见”等条款可知ꎬ“公司董事的委派(选聘)机构”并非工会、职工代表大会、公司ꎬ那这一机构具体

是哪个机构仍是含糊不清的ꎮ

４.２　 职工董事考核评价管理

关于职工董事的日常管理问题ꎬ尤其是考核评价管理ꎬ笔者认为ꎬ应当采取“双主体”管理机制ꎬ
即职工代表大会和公司治理层机构分别进行ꎮ

从权利来源于授权主体这一基本原理来看ꎬ职工董事是受公司职工委托、作为职工代表来担任的

企业董事ꎬ肩负着履行关注和反映职工合理诉求、代表职工利益和维护职工合法利益的特别职责⑦ꎮ
董事是作为利益相关方的代表在董事会行使公司管理者职权的ꎬ其履职情况是否体现了权利授予

方———职工代表大会的意愿ꎬ评价权利自然应归属于职工代表大会ꎮ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ꎬ董事会作为企业权力机构ꎬ其成员表达意见、参与决策应奉行企业利益至

上准则ꎮ 职工董事履职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利益行为ꎬ是否真正具备董事履职能力ꎬ都需要由公司来进

行评价ꎮ 因此ꎬ公司层面亦需要由相应机构对职工董事进行考核ꎬ且考核范围是全体董事ꎬ并非仅针

对职工董事ꎮ 由于«公司法»对于董事考核权归属未明确规定ꎬ在实践中有的企业由股东会负责ꎬ有
的企业由监事会负责ꎮ 笔者认为由监事会负责实施董事考核更为恰当:一是董事考核权与监事会法

定职责中对董事监督权、纠正权的客体有重合之处ꎬ开展实施更为顺畅ꎻ二是股东会运作系由董事长

主持ꎬ监督考核难以实现回避原则ꎬ另外实践中还存在机构股东由董事出任股东代表的情况ꎬ由监事

会实施考核工作更公允ꎬ也更具有便宜性ꎮ

５　 党组织在我国职工董事制度领导作用研究

５.１　 党组织在我国职工董事制度作用发挥现状

在我国现行制度以及实践中ꎬ职工董事制度是定位于代表职工行使职权ꎬ其权力源于工会ꎬ向工

会负责ꎬ对于党组织对职工董事制度领导作用并未作安排ꎮ 从法律法规规章层面ꎬ«公司法»无相关

２８
⑦ «董事会试点中央企业职工董事履行职责管理办法»第三条、第四条ꎮ



规定ꎬ«企业民主管理规定»只概括性的规定了“企业民主管理工作应当坚持党的领导”ꎬ«职工董事履

职管理办法»明确了“企业党组织应支持职工董事全面履行董事职责”ꎬ并列明四点要求:(一)确定工

会负责人人选ꎬ应考虑兼备职工董事的资格和能力ꎬ如该人选具备董事履职的资格和能力ꎬ一般应推

荐为职工董事的候选人ꎮ (二)职工董事由非工会负责人担任时ꎬ可以推荐职工董事作为工会副主席

候选人或兼任工会组织中其他相当的职务ꎮ (三)为职工董事开展调查研究、了解职工队伍的思想状

况等履职活动提供相应的条件ꎮ (四)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应定期与职工董事交换意见和沟通情况ꎬ帮
助职工董事及时了解和掌握企业的有关情况ꎮ 应该说ꎬ«职工董事履职管理办法»中对于党组织的职

责规定的更侧重于如何支持职工董事发挥作用ꎬ也即党组织以发挥服务功能为主ꎮ
综上所述ꎬ我国立法定位侧重于工会在职工董事中的管理责任ꎬ党组织角色相对虚化ꎮ

５.２　 职工董事制度中加强党组织领导的意义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指出ꎬ一些国

有企业仍然存在现代企业制度还不健全等问题ꎬ部分企业内部人控制、利益输送、国有资产流失等问

题突出ꎮ 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深化国企改革的重要目标ꎬ坚持党对国企改革领导是改革的必然

要求ꎮ 因此ꎬ坚持并不断完善职工董事制度ꎬ将有利于改善和解决上述问题ꎬ而加强党组织领导作用ꎬ
将是提升职工董事制度实施效果和推进国企改革的决定性因素ꎮ

６　 以强化党组织领导为宗旨的国有企业职工董事制度改革

６.１　 制度设计方案思路

强化党组织对职工董事制度的领导ꎬ核心是充分发挥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ꎬ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完

善公司治理统一起来ꎬ明确党组织在职工董事制度中的法定地位ꎬ在对职工董事制度进行全面梳理的

前提下ꎬ对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途径进行创新ꎬ并通过企业章程予以制度化ꎮ
根据现有法律ꎬ职工董事的选举权、罢免权均归属于企业职工代表大会ꎮ 党组织应在职工董事候

选人推选、考核评价、培训教育、强化履职宗旨等方面深入发挥领导作用ꎮ

６.２　 职工董事候选人推选

在推选职工董事候选人方面ꎬ«职工董事履职管理办法»规定的党组织职责是较为间接的:由于

工会负责人必须成为职工董事候选人ꎬ因此在确定工会负责人时应选择具备担任董事资质的人选ꎬ以
便增加其当选为职工董事的可能性ꎮ 如工会负责人未能当选职工董事ꎬ则推荐职工董事担任工会其

他职务ꎬ以便保持职工董事与工会保持天然联系ꎮ
在公司治理中应坚持党管干部原则ꎬ职工董事作为职工代表参与董事会决策ꎬ其决策权在位阶方

面甚至高于企业高管ꎮ 职工董事接受监事会(或股东会)考核监督ꎬ考核主体层级亦不低于企业高

管ꎮ 因此ꎬ笔者建议可以参照企业高管模式对职工董事进行管理ꎮ
因此ꎬ党组织对于职工董事候选人推荐应发挥主导作用ꎮ 应当在职工董事候选人提名前增加考

察环节ꎮ 对于通过职工自荐、工会推荐的职工董事候选人ꎬ由党组织负责对其进行考察ꎮ 考察内容包

括政治素质、道德品德、知识水平、群众基础等方面ꎬ切实发挥党组织的干部考察权ꎬ将各方面胜任职

工董事的候选人提名至企业职工代表大会ꎮ

６.３　 职工董事履职管理

职工董事一经职工代表大会合法选举产生后即当选ꎮ 在职工董事履职管理方面ꎬ应实行企业党

组织领导、工会负责实施的管理体制ꎮ 具体分工方面ꎬ由党组织负责确定职工董事履职管理计划ꎬ工
会负责执行ꎻ党组织负责开展职工董事政治、思想等理论培训与培训ꎬ工会负责履业务能力培训及职

工董事履职的支持、配合、协助工作ꎮ
党组织负责组织召开的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相关议题的会议ꎬ应邀请职工董事列席会议ꎮ 会议如

由其他机构组织召开的ꎬ党组织应要求组织者邀请职工董事列席会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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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组织和工会要特别注重职工董事培训和学习ꎬ提高职工董事履职所需的专业素质和工作能力ꎮ
企业应以制度形式明确职工董事参加培训学习所需的时间ꎮ

企业应通过建立制度形式ꎬ明确职工董事与党组织、工会、职工代表大会的定期沟通机制和年度

工作报告机制ꎮ

６.４　 职工董事考核评价

本文提出职工董事应当采取“双主体”考核体制ꎬ其中党组织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是主体之一ꎮ
企业党组织、工会、职工代表大会应每年听取职工董事述职报告ꎬ对职工董事履职情况进行无记

名投票测评ꎮ 测评主要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董事会会议出勤情况(含通讯表决情况)、就相关决议事项

开展调查研究、反映职工诉求和意愿等履职活动的记录、勤勉尽职程度和履行职责的能力等ꎮ
经法定程序发起或考核结果证明不胜任的职工董事ꎬ党组织应要求工会发起罢免程序ꎬ并通过谈

话等方式与职工董事进行真诚交流ꎬ坦诚指出职工董事不足ꎬ争取理解与信任ꎮ

７　 结论

从 ２００４ 年«公司法»首次发布明确起算ꎬ职工董事制度在我国已有 １３ 年发展历史ꎮ 坦白说ꎬ在
实践中该项制度的有效性、实效性一直广受诟病ꎬ主要原因还是制度不完善、执行打折扣、管理不统

一ꎮ 在职工董事制度中强化党组织领导作用ꎬ一方面有助于在公司治理体系中发挥党组织领导与核

心作用ꎬ另外对于职工董事制度本身也有极大裨益———统一领导、规范协同必将有助于职工董事制度

在国有企业治理体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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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核集团新员工集中培训优化工作

陈璐璐
(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ꎬ北京 １００８２２)

　 　 　 　 　 　 　 　 　 　 　 　 　 　 　 　 　 　 　 　 　 　 　 　 　 　 　 　 　 　 　 　 　 　 　 　 　 　 　 　 　 　 　 　 　 　　
　

　
　 　　　　　　　　　　　　　　　　　　　　　　　　　　　　　　　　　　　　　　　　　　　　　　

　
　

　
　

作者简介:陈璐璐(１９８３—)ꎬ女ꎬ安徽六安人ꎬ经济师ꎬ硕士研究生ꎬ人力资源管理ꎮ

摘要:新员工构成了企业人力资源战略的重要一环ꎬ是企业提高自身竞争力ꎬ实现长远、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人才保障

和影响因素ꎮ 中核集团近几年来对新员工培训采取了集中培训的方式ꎬ不断固化新员工入职培训的组织模式、制度

体系和培训标准ꎬ逐步实现资源统筹利用和新员工培训的提质增效ꎬ促进新员工与企业共同成长ꎮ
关键词:新员工培训ꎻ组织社会化ꎻ核工业精神

随着知识经济社会的发展ꎬ人作为知识、信息和技术的载体ꎬ已经逐步取代了资金和装备ꎬ成为影

响企业竞争力的最关键因素ꎮ 新员工培训作为企业人力资源战略的重要环节ꎬ关系到企业未来的可

持续发展ꎮ 作为中国“头号央企”的中国核工业集团(以下简称“中核集团”)ꎬ十分重视新员工培训

和职业生涯的规划工作ꎬ力图通过组织集中培训和分厂锻炼等方式ꎬ不断固化新员工入职培训的组织

模式、制度体系和培训标准ꎬ助力新员工迅速增强实干技能、融入核工业文化ꎬ逐步实现资源统筹利用

和新员工培训的提质增效ꎮ 本文旨在分析目前中核集团培训现状ꎬ探讨中核集团新员工集中培训的

优化工作ꎮ

１　 中核集团培训现状

中核集团目前已初步建立起以公司战略为导向的培训体系、“三位一体”的教育培训层次和覆盖

全职业生涯的领导力培训链条ꎮ 充分利用集团内外各种资源ꎬ形成以集团公司内部资源为主ꎬ高院校

等外部资源为辅的教育培训格局ꎬ其中集团培训内部依托平台为核工业管理干部学院和核工业研究

生部ꎬ提出了集团公司对内(面向全体员工、供应商、客户、监管部门)、对外(面向“走出去”目标国)
培训体系建设方案ꎬ并对职工教育经费试行部分集中管理、统筹使用ꎬ每年在经费范围内安排集团公

司当年培训项目安排ꎬ同时对集团公司培训体系建设、教材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培训能力建设和职业

能力建设等给予必要的支持ꎮ 中核集团教育培训工作加大对集团公司战略的承接ꎬ通过分析集团公

司使命、愿景、ＪＹＫ 战略目标、年度工作会报告等ꎬ突出抓好若干重大培训项目ꎬ结合产业发展急需ꎬ组
织开展国际化经营人才培训和项目高级管理人才培训ꎬ更新观念、凝聚共识、提升综合素质ꎻ精益求

精ꎬ做好赴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研修班、赴新加坡专题研修、赴台塑精益管理研修班等高层次培训ꎻ结
合完善领导力链条需要ꎬ举办中青年骨干培训班、新任党组管理干部培训班、党组管理干部能力提升

研修班等 １１０ 多个培训项目ꎬ为承接集团战略、提升集团核心竞争力继续做好人才资源培育和储备ꎮ

２　 新员工培训相关理论

培训理论为培训活动的开展提供了思路和方向ꎮ 本文所探讨的“新员工”主要指的是中核集团

接收的高校应届毕业生ꎮ 中核集团通过集中培训ꎬ使新员工熟悉集团公司企业文化、管控模式、产业

结构和经营现状等内容ꎬ熟悉本集团和所属单位的业务要求ꎬ实现“校园人”向“社会人”的转变ꎮ
目前ꎬ学术界关于新员工培训主要有以下几个理论ꎮ 一是组织社会化理论ꎬ主要是指新员工为适

应所在组织的价值体系、组织目标和行为规范而改变自己行为和态度的学习与调适过程ꎮ 关于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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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社会化的研究是近年来西方组织行为学领域的焦点ꎬ其成果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及培训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ꎮ 其中“组织社会化”概念于 １９６８ 年由美国学者 Ｓｃｈｅｉｎ 首次提出[１]ꎬ后来逐步演变为

组织社会化策略理论ꎬ其重点是采取积极有效的方法带领和促进员工尽快地融入组织ꎬ减少新员工因

盲目摸索、自我成长对企业和个人造成无谓的耗损ꎬ尽可能降低磨合成本ꎮ 因此ꎬ新员工入职培训应

涵盖企业历史、企业架构、目标和愿景、企业语言、沟通技能及专业基础ꎬ加大时间力度ꎬ迅速完成从门

外汉到门内人的转变ꎮ 二是新员工价值生命周期理论ꎬ该理论提出一个新员工在企业里某一个岗位

的成长和成熟ꎬ可以按 ６ 个月为一个周期ꎬ分为四个阶段[２]:“学习投入阶段”ꎬ新员工到企业工作初

始 ６ 个月内ꎬ这一阶段是新员工了解企业的阶段ꎻ“价值形成阶段”ꎬ７~１２ 个月ꎬ这时新员工关注在企

业内部和周边所得到的认可和肯定ꎬ归属感逐渐形成ꎻ“能力展现阶段”ꎬ１３ ~ １８ 个月ꎬ此阶段应着重

挖掘新员工在管理能力、综合素质、分析解决问题上的潜力ꎬ并鼓励创新ꎻ“价值提升阶段”ꎬ１８ ~ ２４ 个

月ꎬ此阶段是在认同企业整体价值观基础上的延续和升华ꎬ应关注提升员工潜在的管理能力和动手能

力ꎮ 三是新员工心理思维模式理论ꎬ提出深入洞察其心理思维模式是做好新员工培训的基础ꎬ新员工

主要有四个方面心理特征ꎬ分别是对周围的一切感到好奇、希望迅速被团队接纳、获得组织认可和要

求有明确的职业生涯规划[３]ꎮ
综合以上理论分析ꎬ新员工培训是一个多周期系统性地逐步提升的过程ꎬ要系统性地分阶段进

行ꎬ并充分体现每个阶段的特点ꎬ从新员工心理特征出发ꎬ针对新员工不同的价值阶段ꎬ运用适合的组

织社会化策略手段ꎬ优化组织新员工培训工作ꎮ

３　 中核集团新员工培训管理特色

新员工集中培训是中核集团近几年来最引人注目的培训项目ꎬ中核集团结合完善“准员工—新

员工—一线管理者—新任部门管理者—部门管理者骨干—新任党组管理干部—党组管理干部骨干—
成员单位一把手”的领导力培养链条需要ꎬ将新招聘的 ２ ０００ 余名高校毕业生ꎬ安排至四川成都、湖南

衡阳、陕西西安、甘肃嘉峪关、北京等营地ꎬ开展为期 ８ ~ １０ 天的入职培训ꎬ在央企间产生了积极的影

响ꎬ同时培养了内训师队伍ꎬ促进了培训教材和课程体系建设ꎬ锻炼了教育培训的队伍ꎬ取得良好的

反响ꎮ

３.１　 结合“四个一切”ꎬ强化核工业精神

一个企业的发展需要传承历史ꎬ传承文化和精神ꎬ这是实现企业长远目标的源动力ꎬ是企业成功

的根本ꎮ “事业高于一切ꎬ责任重于一切ꎬ严细融入一切ꎬ进取成就一切”的核工业精神是对核工业人

几十年来优良传统的真实写照ꎬ也是核工业人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精神食粮ꎬ更是核工业人为之坚

守的信仰ꎮ 结合核工业精神ꎬ通过企业文化、先进人物事迹报告、“６０ 周年历程回顾话剧”等丰富多样

的形式ꎬ让核工业精神入心入脑ꎬ激发新员工历史使命感ꎬ坚定理想信念ꎬ增强组织认同感ꎬ促使新员

工理解、融入和坚守核工业精神ꎮ

３.２　 关注员工成长ꎬ采取分段式培训模式

遵循新员工成长规律ꎬ在 １ 年的时间里ꎬ开展 ９ 天的集中脱产培训和 １１ 个月的岗位分散培训两

个阶段ꎬ其中集中脱产培训目标在于帮助新员工初步了解企业概况和文化等ꎬ明确企业的价值观和核

心理念ꎬ提升组织认同感ꎬ适应组织文化氛围ꎬ加快职业心理转变ꎮ 此阶段由中核集团人力资源部门

主导ꎬ选择重点成员单位或依托校企合作通过高校“压茬”开展ꎮ 这一阶段的培训课程主要包括企业

发展历程、企业文化、产业布局与组织架构、企业发展规划、人力资源管理与员工职业生涯规划、职业

道德等ꎮ 考虑到培训对象主要为“９０ 后”员工ꎬ培训过程尽量体现参与、互动的特点ꎬ通过主题演讲、
现场参观、英才对话等方式ꎬ培养新员工的团队协作意识和对企业的认同感ꎻ岗位分散培训阶段培训

目标在于帮助新员工认识岗位ꎬ实现角色的初步转变ꎬ并逐渐熟练掌握专业技能ꎬ实现从适应岗位到

胜任岗位的转变ꎮ 这一阶段主要由新员工所在单位和各部门组织实施ꎬ采取集中授课、岗位培训和

“师带徒”相结合的培养方式ꎮ 具体来说ꎬ又细分为岗位认知培训和项目引导培训ꎬ最终通过使新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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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单独负责或作为主要成员参与一个项目中ꎬ在集中脱产培训和岗位认知培训的基础上ꎬ全方位提升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ꎮ

３.３　 强化管理责任ꎬ实现多层面合作

为促进新员工培训顺利进行ꎬ建立组织领导机构ꎬ明确开展新员工培训不仅仅是集团总部人力资

源部门的责任ꎬ更是内部培训机构、新员工所在单位责无旁贷的工作ꎮ 总部人力资源部门要把握新员

工培训方向ꎬ设计新员工培训总体要求ꎬ组织集中脱产培训ꎬ跟踪、检查岗位分散培训阶段培训情况ꎬ
评估培训效果ꎻ企业内部培训机构结合实际ꎬ精选培训教师ꎬ实施新员工培训ꎬ并在新员工岗位分散培

训阶段提供及时必需的培训场地和培训服务ꎻ新员工所在单位要积极沟通ꎬ组织新员工参与岗位分散

培训ꎬ挑选工作导师ꎬ了解工作表现ꎬ积极发现问题并循序渐进地加以改进ꎮ

３.４　 开展培训评估ꎬ提升培训质量

为了使新员工培训取得良好效果ꎬ中核集团加强新员工培训评估工作ꎬ不仅从反应层和学习层面

对新员工开展培训效果评估ꎬ更从行为层面进行评估ꎬ以科学全面了解新员工的培训效果ꎬ达到不断

优化新员工培训方案的目的ꎮ 在反应层评估方面采取组织学员填写问卷、召开学员代表座谈会的方

式ꎬ从培训针对性、教师授课质量、学习收获和后勤服务质量等方面ꎬ重点评估新员工对培训的满意

度ꎻ学习层评估采用测试的方式ꎬ重点评估新员工对知识的掌握程度ꎻ在行为层评估方面主要分散安

排在岗位分散培训阶段ꎬ通过测试、访谈、座谈会、导师评价、工作手册记录和汇报等方式分散进行ꎬ重
点评估新员工的工作表现和业绩水平ꎮ 同时为不断巩固提升好的做法ꎬ优化现有方案ꎬ在新员工培训

的两个阶段分别由企业内部培训机构和新员工所在单位负责统计分析数据ꎬ编写培训评估报告ꎬ作为

后续改进工作的依据ꎮ
根据 ２０１６ 年度新员工培训情况ꎬ中核集团组织了培训评价问卷调查ꎬ有效问卷 ６０５ 份ꎬ按照最高

分 ５ 分计算ꎬ整体平均分 ４.７ 分ꎬ这较真实的反映了当前中核集团新员工培训的实际情况ꎮ 新员工培

训取得了很好的培训效果ꎬ学员反响强烈ꎬ促进了新职工从“校园人”向“职场人”转变ꎬ同时也促进了

内训师队伍的建设ꎮ

４　 中核集团新员工集中培训优化的思考

随着新员工集中培训的逐年推进ꎬ中核集团仍在持续不断地探索实践各种方式办法ꎬ以期提高培

训工作的特色化、网络化和精细化ꎮ

４.１　 加强营地特色化建设

目前中核集团新员工集中培训营地相当大程度依托校企合作高校ꎬ主要是考虑每个营 ３００ ~ ５００
名新员工培训的承载力等因素ꎮ 因为新员工集中脱产培训的主要目的是促进“校园人”向“企业人”
的转变ꎬ随着中核集团新员工集中培训的常态化ꎬ应提早谋划早作准备ꎬ逐步将营地全部设在各重点

成员单位ꎬ充分利用各营地现有条件ꎬ突出特色ꎬ增强新员工对企业的全面了解ꎬ增进对企业文化和价

值观的认同ꎬ传递企业价值观和核心理念ꎬ同时也有利于本企业的培训基地建设ꎮ

４.２　 将培训课程延伸到网络

新员工的组织社会化过程需要大约一年ꎬ目前中核集团每年 ２ ０００ 余名新员工在完成几天的集

中培训后即进入岗位分散培训阶段ꎬ很难有机会再进行集中授课ꎬ为提高新员工的组织融入度ꎬ使新

员工能持续快速地参与学习培训ꎬ可探索设计新员工网络培训系统ꎬ充分利用信息化资源ꎬ在这一平

台上提供关于企业制度、企业文化以及行为规范等全方面的信息ꎬ使其逐渐接受和形成组织所期望的

态度和行为模式ꎬ同时安排正式、正规、有计划的网络培训ꎬ提高员工组织认同感ꎬ提高培训效果ꎮ

４.３　 进一步完善培训评估工作

根据美国学者唐∙柯克帕特里克在 １９５９ 年提出的柯氏四级评估模型[４]ꎬ目前中核集团新员工培

训中已践行了反应评估、学习评估和行为评估三级评估ꎮ 但还未涉及结果评估ꎬ结果评估主要是将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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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上升到组织层面ꎬ判断培训是否给企业的经营成果带来具体而直接的贡献ꎮ 新员工培训的根本目

的就是为了让员工快速融入企业生产经营ꎬ从而为企业发展提供保障ꎬ而结果评估也正是围绕这一主

旨进行的ꎮ 这一评估不仅对企业生产经营产生积极影响ꎬ同时也对企业员工的工作能力和业绩水平

把关ꎬ是对培训效果最直接最根本的检验ꎮ 这一层级的评估实施难度系数较高ꎬ集团下一步将随着新

员工培训的推进酌情予以实施ꎮ

５　 结束语

新员工是企业人力资源战略的重要一环ꎬ也是影响企业竞争力的最关键因素ꎮ 新员工的培训是

一个多周期系统性地逐步优化提升的过程ꎮ 通过中核集团近几年来对新员工培训的实际效果和反馈

来看ꎬ通过强化核工业精神、采取分段式培训模式、实现多层面合作、开展培训评估等有效措施ꎬ培训

取得了良好的成效ꎮ 今后ꎬ中核集团的新员工培训仍将以提质增效为中心ꎬ围绕培训工作的特色化、
网络化和精细化来开展ꎬ进一步夯实集团人才资源培育和储备的基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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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技术经济与 中国核科学技术进展报告(第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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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核工程类专业工程教育认证工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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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２０１６ 年 ６ 月我国成为«华盛顿协议»第 １８ 个正式成员ꎬ这标志着我国工程教育在实现国际多边互认方面取得了

重大进展ꎬ经认证的工程专业本科学位将得到美、英、澳等所有该协议正式成员的承认ꎮ 核工程类专业认证委员会经

过多年筹备在此良机应势而出ꎬ完成了首个认证试点———哈尔滨工程大学核科学与核技术专业ꎮ 本文就认证工作体

系及感悟提出浅见ꎮ
关键词:工程教育认证ꎻ核工程类专业ꎻ工作体系

当前我国工程教育体量已居世界第一ꎮ 截至 ２０１５ 年我国在普通高校开设工科专业类 ３１ 个ꎬ占
专业类总数的 ３４％ꎬ共计 １６ ２４９ 个工科专业ꎬ占专业布点总数的 ３２％ꎬ工科在校生人数约 ５２５ 万人ꎬ
占全部本科在校生人数的 ３３％ꎬ占到了全世界工科的 ３８％[１]ꎮ 在国家经济高速增长的形势下ꎬ我国

核工业迅猛发展ꎬ这对核工程在国防安全、环境保护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ꎬ对核工程类专业高等

教育质量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ꎮ
目前ꎬ核行业已进入高速发展期ꎬ根据对用人部门及核电发展需求情况分析ꎬ预测到 ２０２０ 年核科

技工业需要核专业本科以上人才约 １３ ０００ 人ꎮ 需求学历结构包括本科 ６０％ꎬ硕士 ３０％ꎬ博士 １０％ꎮ
由于实际输送到核科技工业系统就业的学生远低于核专业毕业生数ꎬ到 ２０２０ 年需要培养核专业人才

要比上述预测数字还要大ꎮ 因此ꎬ核工业面临艰巨的人才培养任务和科学技术发展的要求ꎮ[ ２ ]

１　 核工程类专业教育现状

１.１　 我国核工程类专业的发展

我国核工程类专业的发展大体可分为以下几个时期ꎮ
(１)核工程类专业创建初期———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

中国的核工程教育是应军事需要而出现的ꎬ核工业发展是工程教育发展最大的推动力ꎮ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中期为适应我国核武器研制需要ꎬ专业创建完全以工程需要为目标ꎮ 创建初期参照前苏联模

式ꎬ根据工程需求和学校专业背景ꎬ在教育部、矿业部一些直属理工科大学中建立了对应核工程需求

的各自独立、设置很细的专业ꎮ
例如ꎬ当时的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就包括了以下专业:
２１０－１ 核电子学　 　 　 　 　 　 　 　 　 ２２０ 同位素分离

２１０－２ 实验核物理　 　 　 　 　 　 　 　 　２３０ 核材料

２１０－３ 加速器　 　 　 　 　 　 　 　 　 ２４０ 反应堆

２１０－４ 剂量防护　 　 　 　 　 　 　 　 　 ２５０ 放射化工

此时的核工程类专业是一个以核为中心的不同专业方向的集合ꎬ这有利于集中国家力量搞好核

工程ꎬ在分层式的金字塔型人才培养模式下ꎬ不同专业基础集中在一起形成了中国核工程类专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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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色ꎮ
(２)核工程类专业规范时期———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经过“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ꎬ１９８６ 年首次正式公布了全国统一的核工程类专业目录ꎬ包括铀矿

地质勘查、核动力装置等 ８ 个专业ꎮ
以下是 １９８６ 年教育部文件———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内容:
十九、原子能类

１９０１ 铀矿地质勘查　 　 　 　 　 　 １９０７ 核动力装置

１９０２ 同位素分离　 　 　 　 　 　 　 １９０６ 加速器

１９０３ 核材料　 　 　 　 　 　 　 　 １９０７ 核电子学与核技术

１９０４ 核反应堆工程　 　 　 　 　 　 　１９０８ 核化工

(３)核工程类专业调整时期———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教育改革的深入ꎬ核工业进入一个相对低潮的时期ꎬ１９９３ 年为

了体现通识教育的改革思想ꎬ核工程类专业被归并为“核技术”和“核工程”ꎮ １９９８ 年核工程类专业

合并为“核工程与核技术”并归入“能源动力类”ꎮ 同时国家科委进行学科调整ꎬ将核工程与核技术相

关的研究生学科合并为“核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ꎬ下设四个二级学科ꎬ包括核能科学与工程、核燃料

循环与材料、核技术及应用、辐射防护与环境保护ꎻ将与核物理相关学科合并为“物理学”下的“等离

子体物理”“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等学科ꎻ将与核地质铀矿冶相关学科合并入“矿产普查与勘探”
“水文学及水资源”“采矿工程”等学科ꎮ 这种分散处理使各高等学校的核工程类专业教育普遍被削

弱ꎬ部分专业学科濒临消亡ꎬ所在院系被边缘化ꎮ
以下是 １９９８ 年教育部文件———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的内容:
０８０５ 能源动力类

０８０５０１ 热能与动力工程　 　 　 ０８０５０２ 核工程与核技术

(４)核工程类专业发展时期———２１ 世纪初至今

随着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对清洁能源的迫切需求ꎬ国家制定了核电高速发展的长期规划ꎬ核工

程技术在国防、安全、环境、医疗等领域的地位日趋重要ꎬ核工程类专业人才的供需矛盾越来越明显ꎬ
促使核工程类专业教育在 ２１ 世纪出现大发展ꎮ

核工程类专业人才的供需矛盾不单在数量上ꎬ同时也表现在教学内容如何适应发展需求上ꎮ 大

量核工程项目的启动亟需来了能用的人才ꎬ这与当时的通才教育产生了矛盾ꎮ 一方面新建和复建的

核专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ꎬ另一方面又需要谋求更细的专业方向适应不同的市场需求ꎮ ２００７ 年ꎬ除
目录内已设的“核工程与核技术”专业和目录外的“工程物理”专业ꎬ在部分院校建立一批专业方向更

细的“国控专业”ꎬ即“核化工与核燃料工程”“辐射防护与环境工程”“核反应堆工程”“核技术”以及

“核物理”ꎬ以满足核工程中不同的业务要求(表 １) [１]ꎮ 由于核物理不属于核工程类ꎬ故称为“４＋１ 国

控专业”ꎮ

表 １　 核工程类专业本科招生专业一览表

学科门类 一级学科 二级学科(专业)

代码 名称 学科代码 学科名称 学科代码 学科名称

０８ 工学 ０８２２ 核工程类

０８２２０１ 核工程与核技术

０８２２０２ 辐射防护与核安全

０８２２０３ 工程物理

０８２２０４ 核化工与核燃料工程

本世纪以来(２００１—２０１６ 年度)经教育部备案或审批同意设置了一大批新建或复建的本科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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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工程类专业(表 ２)ꎮ
表 ２　 新建及复建本科层次核工程类专业一览表(２００１－２０１６ 年度)

序号 设置年份 学校名称 专业名称

１ ２００１ 四川大学 核工程与核技术

２ ２００３ 华北电力大学 核工程与核技术

３ ２００４ 苏州大学 核工程与核技术

４ ２００５ 东华理工学院 辐射防护与环境工程

５ ２００５ 西南科技大学 辐射防护与环境工程

６ ２００５ 西南科技大学 核工程与核技术

７ ２００６ 成都理工大学 辐射防护与环境工程

８ ２００６ 东华理工学院 核化工与核燃料工程

９ ２００６ 兰州大学 辐射防护与环境工程

１０ ２００６ 兰州大学 核化工与核燃料工程

１１ ２００６ 南华大学 核化工与核燃料工程

１２ ２００６ 沈阳工程学院 核工程与核技术

１３ ２００６ 重庆大学 核工程与核技术

１４ ２００７ 武汉大学 核工程与核技术

１５ ２００７ 华南理工大学 核工程与核技术

１６ ２００７ 电子科技大学 核工程与核技术

１７ ２００７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核工程与核技术

１８ ２００７ 东北电力大学 核工程与核技术

１９ ２００７ 南华大学船山学院 核工程与核技术

２０ ２００７ 哈尔滨工业大学 核化工与核燃料工程

２１ ２００７ 哈尔滨工程大学 辐射防护与环境工程

２２ ２００７ 南京理工大学 辐射防护与环境工程

２３ ２００７ 南华大学 辐射防护与环境工程

２４ ２００８ 哈尔滨工程大学 核化工与核燃料工程

２５ ２００８ 中山大学 核工程与核技术

２６ ２００９ 华中科技大学 核工程与核技术

２７ ２００９ 烟台大学 核工程与核技术

２８ ２００９ 咸宁学院 核工程与核技术

２９ ２００９ 四川大学 核化工与核燃料工程

３０ ２０１０ 东南大学 核工程与核技术

３１ ２０１０ 长春工程学院 核工程与核技术

３２ ２０１０ 江苏科技大学 核工程与核技术

３３ ２０１０ 南京工程学院 核工程与核技术

３４ ２０１０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 核工程与核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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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设置年份 学校名称 专业名称

３５ ２０１０ 西南科技大学 核化工与核燃料工程

３６ ２０１０ 中山大学 核工程与核技术

３７ ２０１１ 三峡大学 核工程与核技术

３８ ２０１１ 成都理工大学 核化工与核燃料工程

３９ ２０１２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辐射防护与核安全

４０ ２０１２ 华北电力大学 辐射防护与核安全

４１ ２０１５ 江苏科技大学 核工程与核技术

注:表中信息由中华人名共和国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网站内容整理而来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ｏｅ.ｇｏｖ.ｃｎ / ｓ７８ / Ａ０８ / ｇｊｓ＿ｌｅｆｔ /
ｍｏｅ＿１０３４ / ｓ４９３０ /

１.２　 我国核工程类专业的现状

我国核专业从诞生到发展都与国家的政策、战略、需求息息相关ꎬ是直接为国家宏观目标服务的ꎮ
其注重实用价值ꎬ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特点源于其诞生之始ꎮ 核工程类本科专业人才培养主要依赖

于一批建有核专业的高等院校ꎬ这些高校中大部分是随着我国核事业创建而建立的传统高校ꎮ 他们

目标明确ꎬ特色突出ꎬ在核事业处于低潮时坚持办学ꎬ经过长期核专业办学经验的积累ꎬ是核工程类本

科专业人才培养的核心力量ꎮ 随着核工业的积极发展ꎬ新建的核工程类专业成倍出现ꎬ这些学校有着

不同的专业基础和业务背景ꎬ也有明确的培养目标和服务对象ꎬ但相较传统专业ꎬ欠缺优秀教师的引

领及科研传承ꎮ
传统核工程类专业虽然有着历史悠久、品牌响亮、技术和专业性突出等优势ꎬ但也存在教学体系

固化等问题ꎬ亟需引入新的教学理念打破固有格局ꎮ 新建核工程类专业由于存在历史底蕴方面的弱

势ꎬ品牌效应自然不可同传统专业相提并论ꎮ 因此会造成生源、学生就业以及科研资金及政策方面的

短板ꎮ 新建专业想要对此进行改善ꎬ进行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便是不二之选ꎮ 以认证促提升ꎬ提高教学

质量ꎬ提高毕业生解决实际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是“治本”良策ꎮ

２　 核工程类专业工程教育认证的意义

核工程类专业工程教育认证是与«华盛顿协议»各项规则、标准实质等效的ꎬ通过第三方机构实

施的对本科层次的某一核工程类专业的面向其全体学生的合格性评价ꎮ
我国实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目标:一是“构建中国工程教育的质量监控体系ꎬ推进中国工程教

育改革ꎬ进一步提高工程教育质量”ꎻ二是“建立与工程师制度相衔接的工程教育认证体系ꎬ促进工程

教育与企业界的联系ꎬ增强工程教育人才培养对产业发展的适应性”ꎻ三是“促进中国工程教育的国

际互认ꎬ提升国际竞争力ꎮ” [ ４ ]

开展核工程类专业工程教育认证的意义为何?

２.１　 学生

在现实生活中学生在高考选择专业时以什么为依据? 除了他人多年以后的个体感知和口碑外ꎬ
能否提前了解相关信息? 社会公众可以借由有公信力的来自第三方的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来确信专业

的质量符合期望ꎬ并因教学质量的适时改进而得到更好的学习成果ꎮ

２.２　 用人单位

企业招募员工要以什么为准入标准来判断应聘者的专业素质是否满足需求? 除了多年的用人经

验和资深 ＨＲ 的火眼金睛ꎬ能否有客观的依据? 企业可以借由专业经工程教育认证合格而得到该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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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毕业生培养质量的保证信息ꎮ 在多数实行执业或注册工程师制度的工业化国家ꎬ从认证合格的专

业取得学历ꎬ甚至成为进入该专业工作或取得职业执照的先决条件ꎬ这是值得我国借鉴的也是未来的

趋势ꎮ 由于认证的补充标准须企业、行业专家参与制订、修订ꎬ不仅可以推动校企合作ꎬ还可以使专业

标准、培养方案、甚至课程设计得到适时的调整ꎬ从而保障毕业生的学习成果能够适应行工业发展需

求ꎬ满足用人单位需求ꎮ

２.３　 教学管理者

专业的举办者、领导和教师在进行教学质量检验时除了自评外ꎬ能否有来自外部的校准和客观的

标尺? 认证过程将推动教职人员参与评估和规划ꎬ推动自评和自我改进ꎬ从而使教学工作能够达成标

准ꎬ满足社会需求ꎻ专业也因通过认证而提高社会声望ꎬ增强对优质生源的吸引力ꎮ
　 　 当前ꎬ我国核工业已经从适度发展迈向积极发展ꎬ并力争到 ２０２０ 年将核电在电力装机容量的比

重提高到 ５％ꎬ不过相比接近 ２０％的世界平均水平我们的发展前景不可估量ꎬ核工程类人才需求量亦

不可估量ꎮ 随着核工业全球化ꎬ核工程教育全球化亦成为必然趋势ꎮ 建立完善的质量保障体系ꎬ通过

制度化的手段保证并不断提高核工程教育的质量ꎬ实施核工程类专业工程教育认证是符合国家战略、
教育改革以及行业发展的必然选择ꎮ

３　 核工程类专业工程教育认证的理念

３.１　 ＯＢＥ———“以学习成果为导向(Ｏｕｔｃｏｍｅ Ｂａｓｅ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这要求专业形成的人才培养方案要向用人单位开放、向学生开放ꎬ此方案中要体现公开、清晰、明
确和可测量的毕业要求ꎬ认证时将考查毕业五年内的学生都在干什么、能力如何ꎬ并以此作为实现人

才培养目标的判断依据ꎮ 这与我们传统上高等教育评估所秉持的“评建结合、重在建设”即“投入导

向(Ｉｎｐｕｔ－Ｂａｓｅｄ)”有所不同ꎮ 工程教育的主要产品是工程技术人才ꎬ在满足市场对工程技术人才需

求量的同时ꎬ确保所培养人才的质量才是本科工程教育的根本任务ꎮ

３.２　 ＳＣ———“以学生为中心(Ｓｔｕｄｅｎｔ 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核工程教育的目的是为工程、企业界培养合格的工程技术人才ꎬ因此认证所关注的是学校为学生

成才所设计的培养方案的合理性和可行性ꎬ以及为贯彻这样的培养方案所采取的措施的落实情况ꎬ这
就要求学校要转变教学工作的导向ꎬ所有的课程、教学资源、各种评价都要围绕学生学到了什么、掌握

了什么来进行ꎮ 这使专业的着眼点由“教”转变到“学”ꎮ 学生是核工程教育的接受者ꎬ是国家未来的

建设者ꎮ 国家需要多样化的工程技术人才ꎬ希望营造一种人人成才、终身学习、持续发展的良好氛围ꎬ
只有“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ꎬ才能培养出学生学习工程的可持续动力和自豪感ꎮ 如果一味以教材、
知识传授、教师兴趣为中心ꎬ教育很可能与学生的需要、用人单位的需要不一致ꎬ甚至相背离ꎮ

３.３　 ＣＱＩ———“持续改进(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从事核工程教育的每一所高校都有着自己的独特之处ꎬ也因所处地区、发展历程不同而有着自己

的具体情况ꎮ 为保障各专业的教育质量达到基本要求ꎬ工程教育专业认证要求专业形成质量保障机

制ꎬ强调全员参与、全程评价和持续改进ꎮ 认证结果具有时效ꎬ专业需不断进行改进ꎬ才能使认证结果

持续有效ꎮ

４　 核工程类专业工程教育认证工作体系

４.１　 认证特点

(１)认证对象是经教育部批准的本科层次已有连续三届毕业生的核工程类专业ꎬ而非高等院校ꎻ
(２)认证是自愿的ꎬ而非强制性的ꎬ由非营利性第三方组织实施ꎬ且被认证专业需缴纳认证费用ꎻ
(３)具有认证信息保密和利益冲突回避政策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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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具有监督、认证结论申诉和中止认证政策ꎻ
(５)支持专业的多样性和个性化ꎬ重视专业个性和特色ꎻ
(６)来自教育界、企业界的认证专家通过统一培训、见习后进行现场考查ꎮ

４.２　 组织机构

核工程类专业工程教育认证是在中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协会领导下开展的ꎮ 最高权力机构是会

员大会ꎬ理事会是其执行机构ꎬ其监督机构为监事会ꎬ办事机构为秘书处ꎬ学术委员会和认证结论评审

委员会在理事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ꎮ 核工程类专业认证委员会是认证协会设置的专业类认证委员

会ꎬ其秘书处设立在中国核学会(图 １)ꎮ

图 １　 组织结构

４.３　 认证标准

认证标准由通用标准及核工程类专业补充标准组成(图 ２)ꎮ 通用标准包括学生、培养目标、毕业

要求、持续改进、课程体系、师资队伍和支持条件 ７ 个方面ꎮ 专业必须同时满足通用标准及补充标准ꎮ
补充标准规定了课程体系、师资队伍和支持条件方面的特殊要求ꎮ 目前使用的核工程类专业工程教

育认证补充标准尚在实践检验中ꎬ适用于核工程类四个专业ꎮ

图 ２ 　 认证标准体系

４.４　 认证程序

认证程序分为 ６ 个阶段:申请和受理、自评并提交自评报告、自评报告审阅、现场考查、审议和形

成认证结论、认证状态保持ꎮ
(１)申请和受理:自愿申请认证的高校在规定时间内 (通常在每年 ９ 月)提出某一具体专业的认

证申请书ꎬ经专业认证委员会审核后ꎬ做出受理或不受理的结论ꎬ不受理的需向申请专业说明理由ꎬ专
业可在达到申请条件后重新提出申请ꎮ

(２)自评并提交自评报告:申请认证的专业在规定时间内通过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管理信息系统

提交自评报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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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自评报告审阅:核工程类专业认证委员会审阅专业提交的«自评报告»ꎬ并做出通过、补充修

改 «自评报告»和不通过三种结论ꎮ
(４)现场考查:对于通过或经修改完善«自评报告»达到要求的专业ꎬ委员会将委派现场考查专家

组进行为期三天的现场考查ꎬ核实«自评报告»的真实性和准确性ꎬ了解未能在«自评报告»中反映的

有关情况ꎬ考查结束后 １５ 日内ꎬ专家组需向委员会提交«现场考查报告»ꎮ 在现场考查阶段ꎬ专家需

通过深度访谈、听课看课、考查走访、文档审阅、交流反馈共五项技术进行全面的问题导向的考查

工作ꎮ
(５)审议和形成认证结论:首先ꎬ专业收到«现场考查报告»后核实问题ꎬ于 １５ 日内向委员会回复

意见ꎻ接下来ꎬ委员会召开工作会ꎬ审议«自评报告»«现场考查报告»和专业的回复意见ꎬ形成委员会

的认证结论建议交由认证结论评审委员会审议ꎬ任何结论建议均需进行无记名投票ꎬ且须达到与会委

员 ２ / ３ 以上ꎮ 最终的认证结论以理事会的通过为准ꎮ 如专业对结论有异议ꎬ可提出申诉ꎬ由监督与仲

裁委员会作出裁决ꎮ
(６)认证状态保持:认证结论为“通过认证ꎬ有效期 ６ 年(有条件)”的ꎬ专业需在第三年年底前提

交改进报告ꎬ由专业委员会根据改进情况决定“继续保持有效期”或“中止有效期”ꎬ结论为“通过认

证ꎬ有效期 ６ 年”的ꎬ需在第三年提交改进报告进行备案ꎮ 如通过认证的专业在有效期内对课程体系

做出重大调整ꎬ或师资、办学条件等发生重大变化ꎬ应立即申请对调整或变化部分进行重新认证ꎮ 专

业委员会会在有效期内随机开展回访工作ꎬ以检查认证状态的保持情况及持续改进情况ꎮ 为保障认

证状态的连贯性ꎬ已通过认证的专业须在有效期届满至少一年提交新周期的认证申请书ꎮ
整个认证程序可以归结为:专业举证、专家认证ꎮ 核工程类专业认证委员会及认证专家通过被认

证专业“说、做、证”三个环节来进行考查ꎬ并据此做出结论ꎮ

４.５　 认证工作办法

核工程类专业认证工作办法是基于«工程教育认证工作指南» (２０１６ 版)的ꎬ此外还有更具针对

性、指导性更强的«核工程类专业认证委员会工作办法和常用文件»ꎮ 其中包括:核工程类专业补充

标准修订办法、核工程类专业认证委员会的会议制度、核工程类专业认证委员会秘书处工作条例、核
工程类认证专家管理办法、申请书审核办法、自评报告审核办法、等 １１ 个指导具体工作的文件和工作

办法ꎮ 这些文件涵盖了核工程类专业认证工作的全部工作阶段以及所涉及的各个工作对象ꎮ

５　 认证工作的作用

５.１　 以认证促建设ꎬ形成良性闭环

当前核工程类专业人才的培养数量、层次和质量不能满足核事业和核科技工业发展的需要ꎮ 部

分专业方向人才还严重不足ꎬ无法满足我国核电站建设规模和远景规划ꎮ 目前新建核工程类专业ꎬ相
当数量来自原动力机械或热能工程ꎬ缺乏核工程教育底蕴ꎬ培养目标也首先是核电站工作人员ꎬ对培

养质量缺少有效监控ꎮ 另外ꎬ由于全国核工程快速发展ꎬ而前一时期核专业和核科技工业单位缺乏吸

引人才的竞争力ꎬ面临人才青黄不接的局面ꎮ
通过认证促进专业建设ꎬ为企业输送优质人才ꎬ为专业培育优秀教师ꎮ 而无论是企业的人才还是

专业的教师又将成为认证专家ꎮ 由此形成了良性的闭环ꎬ促进教育质量的持续提升、行业的持续

发展ꎮ

５.２　 以认证促发展ꎬ推动工程师资格认证国际化

国际职业工程师注册的准入门槛 “ ３Ｅ” 分别是教育 (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经验 (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和考试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ꎮ 核工程类专业工程教育认证是基于我国成为«华盛顿协议»正式成员后ꎬ针对教育这

一环节开展的ꎮ 这意味着通过认证的专业ꎬ其毕业生在«华盛顿协议»各成员国家申请工程师执业资

格时享有与成员国毕业生同等待遇ꎮ 可见ꎬ作为注册工程师制度的前提和基础ꎬ工程教育认证注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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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认证的良性闭环

注册工程师制度相生相伴ꎮ
目前在教育部的推动下ꎬ通过核工程类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已成为核工程类专业进行“卓越工程

师培养计划”的入场券ꎬ但学生毕业后成为注册工程师ꎬ实现国际流动仍在制度上存在壁垒ꎮ 工程师

的执业注册制度是对从事与人民生命、财产和社会公共安全密切相关的从业人员实行资格管理的一

种专业资格注册制度ꎮ 按照国际惯例ꎬ工程师的注册一般要达到“３Ｅ”要求ꎬ而教育要求就是要求注

册申请人持有从经过认证的高等教育机构的专业点获得的学位ꎮ
这将对高校的专业设置和教育教学模式带来不小的挑战ꎬ并将突出体现在对学生实践能力和职

业素养的培养方面ꎮ 因此ꎬ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应从高校这一源头开始把关ꎬ提升办学层次ꎬ注重教育

质量ꎬ严格按照注册工程师的标准进行专业培养ꎬ为注册工程师制度的顺利开展打好基础ꎮ 加入«华
盛顿协议»是实现工程师国际互认的先决条件ꎬ为核工程类专业技术资格认证国际化奠定基础ꎮ

６　 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由于我国的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尚在初建阶段ꎬ成为«华盛顿协议»正式成员的十年历程是艰难

的ꎬ相较其他国家和地区在专业提交认证申请时便需缴纳费用ꎬ我国的工程教育专业认证虽然在文件

中明确申请认证的专业需要缴纳费用ꎬ但截至目前ꎬ尚未进行收费ꎬ也无对外公开的明确的收费政策

和标准ꎮ 仅靠教育部的资金支持ꎬ专家、秘书仅在进行现场考查时能获得微薄的津贴ꎬ专业认证委员

会每年只能获得少量经费ꎬ是无法调动和维持专家、秘书的工作积极性的ꎬ是无法满足专业认证委员

会的日常良性运作的ꎮ 这种依赖专家对教育、对行业、对国家宏观发展而奉献的半志愿者的运营模

式ꎬ是不符合«华盛顿协议»要求的ꎬ是不利于认证工作长远发展的ꎬ是不可持续的工作模式ꎮ 只有尽

快在工作推广和经费来源方面去行政化ꎬ实施国际通行的运营工作体系ꎬ建立并实施认证收费政策ꎬ
才是可持续的工作模式ꎮ

７　 结语

核工程类专业从建立到发展走过了一甲子ꎬ有过万众瞩目的辉煌ꎬ也有过阶段性的低潮ꎮ 由于专

业性强适应面窄ꎬ与市场经济比较难以接轨ꎬ加之我国核工业在相当长时间内发展低迷ꎬ因此核工程

类专业在几次调整中普遍被削弱ꎬ逐步被边缘化ꎬ甚至被关停并转ꎮ 近年虽有大量新建和复建专业ꎬ
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少ꎮ

核工程类专业工程教育认证是具有开创性的工作ꎬ尚处于起步阶段ꎮ 认证工作开展的基础还需

要不断巩固加强:①需要不断增加合格的认证专家数量ꎬ提高认证专家专业水平ꎻ②需要不断加强认

证工作宣传推广力度ꎬ让更多核工程教育界、企业界人士和社会群体认识到认证工作的意义ꎬ从而积

极参与进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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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努力推进四年本科工程教育的认证外ꎬ还应逐步向注册工程师和从业资格方向拓展ꎬ提高核工

程类人才在国际人才市场的竞争力ꎮ 注册工程师制度与工程教育认证工作直接相关ꎬ与工程教育认

证逐步整合成为一个完整体系ꎬ不仅能简化机构设置和运营成本ꎬ也将为核工程类人才提供最大程度

的便利ꎬ助力核工业全球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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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中国经济变革、金融业发展以及中央银行制度的完善ꎬ传统支付系统历经了多次改革ꎬ在多国央行和国际组织热

议数字货币的背景下ꎬ区块链技术正日益走进公众视野和政策层面ꎮ 本文从比特币起源和演变谈起ꎬ阐述了区块链的由来

和本质ꎬ区块链与传统支付体系框架的区别ꎬ展望了区块链在国内外金融行业及公共领域的应用前景与设想ꎬ揭示了区块链

技术当前所面临的观念约束ꎬ法律制度约束及竞争性技术挑战ꎬ尚有技术瓶颈需要突破ꎬ技术风险需要化解ꎮ 区块链技术的

发展驱动了新型支付模式的诞生ꎬ加强了支付参与者的支付风险管理ꎬ对培养和促进良好、完善的社会信用环境意义不容

忽视ꎮ
关键词:传统支付清算系统ꎻ比特币ꎻ区块链ꎻ金融风险ꎻ启示ꎻ挑战ꎻ

１　 传统支付清算系统

１.１　 传统支付清算系统的发展现状

从某种层面的理论上ꎬ可以将支付看作是货币资金的实际转移ꎬ而传统的支付清算系统则可以看

作是一种用以实现债权债务清偿及货币资金转移的法定金融支付ꎮ 长期以来ꎬ为促进国民经济健康

平稳发展ꎬ加快社会资金周转ꎬ将支付系统作为货币转移的载体和机制ꎬ并在社会经济中发挥着基础

性地位和作用ꎬ保证了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效率ꎬ且不可或缺ꎮ １９４８ 年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成立ꎬ从某

种意义上讲ꎬ传统支付系统历经了多次改革ꎬ目前已逐步形成由中央、工、农、中、建五大联行并立ꎬ以
大小额支付为核心ꎬ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支票、银行汇票处理ꎬ同城票据交换ꎮ 经济金融活动以支付系

统为基础ꎬ随着人民银行人民币跨境支付业务的推出ꎬ国际化趋势进一步明显ꎬ并成为全球关注的重

点ꎮ 但是ꎬ支付清算法律制度的相关条例还不够明确ꎬ有关法规制度还不够完善ꎬ这大大阻碍了新兴

支付工具的推广与应用ꎬ偏远地区的农村经济支付需求满足力度有限ꎬ机构配置短缺ꎬ总体上还处于

半空白状态ꎬ所以进一步将账户向唯一化、同一化、协同化推进ꎬ丰富多元化的支付清算系统是开放式

运营发展ꎬ社会经济正常运转必不可少的运作方向ꎮ

１.２　 传统支付清算系统的风险分析

风险因素是社会经济运行机制中无法去除的经济现象ꎬ而支付系统风险是现代支付管理与实践

的重要内容ꎬ关系着金融市场与社会大局的安定ꎮ 支付系统风险简单来说ꎬ可以分为微观层面的风险

和宏观层面的风险ꎬ二者需要统筹兼顾ꎬ不可忽视任何一方ꎮ
１.２.１　 用户信息的安全性问题

(１) 网络是支付系统运转的基础ꎬ相关信息在支付账户上的存储量很大ꎬ如果支付系统在传播上

出现问题ꎬ就增大了各种不确定因素的隐患ꎬ变相导致相关信息泄露ꎬ威胁资金安全ꎬ甚至造成不必要

的损失ꎬ所以系统安全风险是与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密不可分的ꎮ
(２) 传统支付清算至今尚未形成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协同发展模式ꎬ区域性强ꎬ用户之间差异

性显著ꎬ所以这就需要将各自为战的局面打破ꎬ与支付平台的区域性扩张水平相匹配ꎮ
(３) 现金、票据、银行卡的处理方式的共同特点是不易携带ꎬ容易丢失ꎬ而且通过中心机构处理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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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较长ꎬ效率较低ꎬ成本相对较高ꎮ
(４) 利率的市场化暂时不会带来金融支付的恶性竞争ꎬ这是政府财政可控的一面ꎬ但是利率的高

低波动ꎬ直接影响到人行存贷款比例的浮动比重ꎬ最终导致风险经济ꎬ对银行的利润与资本带来无法

预估的严重后果ꎮ 一些发展国家在成熟的资本市场上一般取 １０ 年期国债利率作为无风险利率ꎬ但是

由于中国资本市场还不够成熟ꎬ无风险利率的标准也大不相同ꎬ１０ 年期国债利率、１ 年期贷款利率、５
年期存款利率等都可以作为无风险利率ꎬ因此更突出了传统支付面临的风险与挑战ꎮ

(５) 汇率的风险会使转换外国货币的汇率降低ꎬ从而导致支付效率下降ꎬ这是对现行支付清算系

统的又一轮冲击波ꎮ 所以要保持合理的外债结构和外债金额ꎬ加强内部管控和风险管控ꎬ创造一个良

好的外部环境ꎬ最终实现支付清算系统的协同共赢发展ꎮ

２　 比特币的演变及区块链的起源

２.１　 区块链的起源要从比特币的诞生及演变说起

(１) 比特币最早可以追溯到 ２００８ 年年末ꎬ密码学小组发表的论文«比特币:一种点对点的电子现

金系统»中首次提出了比特币的概念ꎬ比特币由此而诞生ꎮ 它的诞生引起了全世界的密切关注ꎬ它的

发展历程可以说是从一堆没有价值的数字上一点点地成长起来ꎬ从无到有ꎬ自下而上ꎬ历经 ７ 年之久ꎮ
比特币作为一种数字代码ꎬ它的总数量是十分有限的ꎬ目前已有将近 １５１０ 万被挖掘ꎬ具有极强的稀缺

性ꎮ 它不是一种真实的数字货币ꎬ是虚拟的ꎬ是通过分布式网络系统生成的ꎬ独立运行于中央银行及

其他金融机构ꎬ不依赖于特定的中心化机构ꎬ而是网络节点的参与ꎮ
(２) 比特币的性质与 Ｑ 币类似ꎬ但是可以用来进行套现和在网络游戏中购买各种网络工具ꎬ很

少用于日常的物品交换与购买ꎮ 那么比特币到底是如何获得的呢? 第一种方法是用现实货币兑换网

路系统中的比特币ꎬ通俗的讲也就是从某人处交易取得ꎻ第二种方法就是通过自己劳动ꎬ经过对特定

问题的计算解答而获得ꎬ这个运行的过程可以叫作挖矿与淘金ꎮ 所以可以将比特币看作是一个系统ꎬ
一个生命体ꎬ一种状态ꎬ长期占据了绝大多数数字加密货币市场的份额ꎬ占有加密数字货币市值的

９０％ꎬ发行并流通于金融衍生市场ꎬ给世界支付领域带来的影响是瞩目的、客观的ꎮ ２００９ 年诞生之

初ꎬ比特币的身价可以说是极其低廉ꎬ但是经过这些年的多轮热炒ꎬ一度被炒作至难以想象的价格ꎬ大
起大落ꎬ直至最后崩盘收场ꎬ中国市场占全球比特币交易市场的份额已超过了 ５０％ꎮ

(３) 比特币作为区块链最早最成功的应用ꎬ其演变过程也暴露出了很多问题ꎮ 首先ꎬ价格呈现高

波动性ꎬ炒作性较强ꎬ交易成本和费用随币值的上涨也有大幅提高ꎬ形成了交易的高风险性ꎻ其次ꎬ由
于比特币容量的管理限制ꎬ使得它的处理速度及运算速度都达到了极限ꎬ面临着更新的挑战ꎬ更加剧

了比特币的隐蔽性ꎬ并导致广泛用于不正当的交易和经常性的外汇转移ꎬ致使监管层对比特币的反击

接踵而来ꎬ 被大部分国家监管机构拒之门外ꎮ 随着人们对比特币的不断热嘲之风以及近年来平淡下

滑的走势ꎬ一种新的生命力正在延续和爆发ꎬ大有彻底改变传统金融支付系统的趋势ꎬ这就是区块链

的加入ꎬ比特币可以说是区块链应用场景之一ꎬ是最成功的一个案例ꎬ解决了去中心化信任的问题ꎬ具
备了区块链的技术特征ꎬ跨境实时结算或成现实ꎬ如果真有那一天ꎬ那么价值的互相传递将如同日常

的微信或邮件一样ꎬ可以实现实时免费在全球范围内的传递ꎮ

３　 区块链的概述

３.１　 区块链是一个动态的点对点网络ꎬ相当于分布式账本

在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支付清算理论与政策高层论坛会议上ꎬ区块链技术受到了一些政府部门、金融机

构、科技企业以及资本市场主流机构人士的密切关注ꎬ区块链定义至今仍然是一个既新鲜又带有很多

疑问的名词解释ꎬ对于大部分人士来说还比较陌生ꎮ 所谓区块链就是一种让人们在无须信任的情况

下ꎬ通过共享事件的记录和日志达成共识的一种技术ꎬ共享的记录和日志分布式的存储在整个网路

中ꎬ并对所有参与方进行验证ꎬ由此免除了第三方的介入ꎮ 它相当于一本公开的分布式电子总账ꎬ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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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参与者在这个电子总账里的记录都可以实时被传播到整个网络系统中ꎬ所以每个客户端的信息几

乎是同步更新ꎬ每个客户端的备份也是同步的ꎮ 因此区块链实际上是把现在传递信息的互联网变成

了一个传递价值的新一代互联网ꎬ是来源于比特币这样的一个创新技术ꎬ是金融支付产业通过多年比

特币的背后技术找到的新的定位ꎮ 核心相当于一个全球性的分布式数据库ꎬ是一个动态的点对点的

网络ꎬ是开放式的ꎬ不需要像银行这样的一个中性化的节点来做中间人ꎮ 在互联网中ꎬ任一节点的权

利和义务都是均等的ꎬ系统中的所有节点都参与数据的记录和验证ꎬ将计算结果通过分布式传播发送

给各个节点ꎬ相当于每个参与的节点都是“自中心”ꎮ

图 ４－１　 区块链的动态点对点网络

３.２　 区块链的研究层次

从某种技术上讲ꎬ可以将区块链具体分为四个层次:分别是网络层、数据层、通用协议层和商业应

用层ꎮ 首先ꎬ将区块链的最底层称之为网络层ꎬ比特币是这个层次最突出的表现ꎻ其次ꎬ在最底层即比

特币区块链之上的一个层次为数据层ꎬ可以看作是一个分步式的电子账本ꎬ应用于所有数据的记录与

储存ꎬ也是最有信息量的一个层次ꎻ再次ꎬ第三个层次就是区块链的通用范本层ꎬ存储着大量的通信协

议与合约ꎻ最后一个层次就是商业应用层ꎬ应用于金融、互联网、医疗等各个领域ꎬ目前仍处于初级程

度ꎬ离可以应用的阶段还有很大的距离ꎮ

３.３　 区块链的相关链接

在区块链宏观的定义中ꎬ又并列存在着一些相关的链接ꎬ公有链、私有链和联盟链ꎬ其中私有链和

联盟链是近几年才呈现的专有名词ꎮ 公有链与私有链形成了鲜明地对比:公有链状态明确分明ꎬ信息

完全公开ꎬ不受任何限制ꎬ而私有链希望使用区块链但并不想完全将信息公开ꎬ成本低ꎬ有效率ꎬ隐私

得到了充分尊重ꎮ 而联盟链是指区块链信息由多个人录入ꎬ在联盟中的对象是可以分享信息的ꎬ而处

于联盟之外的就没有资格也无法获得相关信息ꎬ它好比一个区块链联盟ꎬ可以吸收多家巨头银行或金

融机构的参与ꎬ同时可以将区块链的应用推广到全球交易中ꎬ也为未来能够在全世界范围实现真正的

公有链提供了必不可少的一步ꎮ

４　 区块链技术对传统清算系统存在问题的化解方向

４.１　 分布式控制

区块链技术基于点对点的分布式控制ꎬ从根本改变了中心化的信用创造ꎬ基于共识建立信任ꎬ改
变传统互联网模式中陌生人之间通过可信任第三方机构进行交易ꎮ 区块链技术是在机器之间建立信

任网络ꎬ参与者通过技术背书非中心化信用机构来达成共识ꎬ降低了信用风险ꎬ使交易双方无须借助

第三方信用中介条件下开展交易ꎬ实现了全球低成本的价值转移ꎬ颠覆性化解和创造信用机制ꎮ

４.２　 减少不对称性ꎬ 简化交易流程

通过区块链技术进行支付ꎬ不涉及中间机构ꎬ构建了一套通用的分布式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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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协议ꎬ使实时支付清算服务和跨境支付变得更便捷ꎬ提升处理效率ꎬ简化交易流程ꎬ减少了金融

信息的不对称性ꎬ最终实现金融共享ꎬ资源的优化配置ꎮ

４.３　 降低风险

区块链中每个参与者在记账并生成区块时都加盖时间戳ꎬ传播到全网点ꎬ
每个参与者都能获得一份完整数据库的拷贝ꎬ使得系统数据可靠性较高ꎬ不易被泄露ꎬ欺诈风险

得以降低ꎮ

５　 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前景与设想

区块链技术目前在身份管理、智能合约等方面的应用设想ꎬ以下介绍两个

区块链在公共服务领域的应用前景:

５.１　 案例一:乌克兰基于区块链进行国有资产管理

一个基于区块链的在线拍卖系统于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在乌克兰的敖德萨地区启动ꎮ 通过区块链的技

术使国有资产被放置到网上ꎬ没有任何人能够在出售或者租用的过程中控制或者伪造信息ꎬ同时将身

份识别、公共记录、银行服务等各种公共服务与区块链技术进行整合ꎮ 国有资产在乌克兰的现有系统

中是非常集中的ꎬ在被出售或者租出的过程中往往出现严重的国有资产流失等腐败问题ꎬ该系统以去

中心化且非常透明的方式来租赁和处置国有资产ꎬ使该领域的腐败问题得以协助解决ꎮ

５.２　 案例二:欧盟推进区块链技术在税收领域的应用

据统计ꎬ欧盟每年的增值税收入缺口约在 １ꎬ５１０ 亿欧元至 １ꎬ９３０ 亿欧元之间ꎮ 区块链和分布式

账本技术可以创建一个欧洲全境的增值税标准和协议ꎬ从收据到银行存单ꎬ将所有的增值税会计交易

统一起来ꎬ应对由于欧盟各成员国税收规则不同而带来的差异ꎬ使偷税漏税行为比现有的审计方式更

容易被发现ꎬ增强了整个经济体中实时交易的透明度ꎬ帮助政府减少了欺诈行为ꎬ降低运作及监管

成本ꎮ

６　 区块链技术对财务公司支付结算的影响

对于金融机构而言ꎬ区块链技术既是机遇又是挑战ꎬ作为新兴技术ꎬ面临的安全、监管、容量、时效

性等诸多方面的限制ꎮ 目前的区块链技术还很难处理复杂执行逻辑的应用场景ꎮ 财务公司是我国为

支持企业集团发展而设立的一类特殊金融机构ꎬ主要从事集团内部资金集中管理业务以及内部存款、
贷款、结算等业务ꎮ 其中ꎬ支付结算业务是财务公司的基础业务ꎬ是进行资金集中管理和为成员单位

提供服务的主要手段ꎮ 自 １９８７ 年第一家财务公司成立以来ꎬ财务公司的支付结算业务就以一种相对

独特的方式存在和发展着ꎮ 它的结算模式大体可分为三种:企业身份银行代理结算模式ꎬ银行现金池

结算模式ꎬ总分账户模式ꎮ 在区块链技术背景下ꎬ财务公司去除中央银行的中间环节ꎬ实现自主支付

结算ꎬ改变现有以集中清算为特征的支付模式将会是财务公司行业共同期待的发展趋势ꎬ也是未来国

内外支付普遍关注的发展动向ꎮ

７　 区块链的风险认识与启示

７.１　 区块链是将颠覆未来还是昙花一现

看似简单的一句话却正是我们需要深刻思考的问题ꎮ 现阶段区块链的技术理论和应用尚处于初

级阶段ꎬ所掌握的只是区块链的基础框架和基本原理而已ꎬ尤其在交易操作过程中ꎬ需要实现一个从

人力的全能处理业务到机器完全自动处理上的全新转变ꎬ其中存在的技术、安全、效率、信任等问题或

许可能还需要 ３~５ 年的时间去讨论研究ꎬ才可以真正得出实用性的结论ꎬ无形中增加了谨慎的预期ꎬ
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与滞后也将导致区块链相关经济活动的市场主体风险ꎮ 所以我们可以推测ꎬ在不

久的将来ꎬ区块链技术虽然可以逐渐在股票、债券、合约交易、证明、租赁、财务、审计、跨境支付等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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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管理领域得到广泛应用ꎬ但现阶段ꎬ加强完备的支付平台系统ꎬ培养完善的支付信用环境ꎬ仍是财务

公司保证金融业务支付效率ꎬ保证集团金融资金安全的重点任务之一ꎮ

７.２　 面临的挑战

在互联网金融外滩峰会上ꎬ万向控股副董事长、万向区块链实验室发起人肖风也曾对区块链有过

这样的分享:“从 ２０１４ 年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投资了 ２３ 家创业公司ꎬ成立了区块链的 ＶＣ 基金ꎮ 共投

资了 ７０００ 多万美元ꎮ 在这 ２０ 多家公司中ꎬ国内只有一家ꎬ剩下都是海外的公司ꎬ包括欧洲、美国、亚
洲(新加坡、韩国等)ꎮ 目前为止ꎬ区块链的落地技术都不能直接应用在金融支付清算系统当中ꎬ因为

它还不够成熟、完善ꎬ目前来说这是一个宏大的工程ꎬ所以要想封装很困难ꎬ现在还没有人在这方面进

行投资ꎮ”由此而言ꎬ区块链的应用仍有待于更深入地研究与开发ꎬ还面临着更高端的技术考验和合

规性问题ꎮ 在短时期内ꎬ区块链还很难取代现有的支付清算系统ꎬ所以我们要站在某一角度辩证地看

待区块链的未来ꎬ不要像互联网金融一样再次陷入一个片面性、绝对化的误区ꎬ从而在发展过程中增

加更多无谓的试错成本ꎬ这也是我们将面临的巨大挑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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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技术经济与 中国核科学技术进展报告(第五卷)
管理现代化分卷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５)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核能配合光伏风能用于小规模调水设想

王光德
(中广核研究院有限公司ꎬ广东 深圳 ５１８０３１)

摘要:我国西北面临严重干旱ꎬ水资源匮乏ꎬ旱灾频发ꎬ常出现饮水危机ꎮ 南水北调(西线)、南水西调方案因为工程造

价高、环境生态影响等等不可能实施ꎮ 西部“弃光弃风”严重ꎬ设想利用核能ꎬ配合西部消纳受限的光伏和风能ꎬ以此

作为动力ꎬ从雅鲁藏布江上游拉萨河旁多水库抽水ꎬ沿交通线建立输水管网工程和储水工程ꎮ 论证了调水规模约几

亿立方米饮水是可行的ꎮ 此工程可缓解西北极度缺水状态ꎬ应对极度干旱天气下人畜饮水危机ꎬ增加西北光伏和风

能当地消纳水平ꎬ以促进西北经济社会稳定和谐发展ꎮ
关键词:小型堆ꎻ核能应用ꎻ光伏发电ꎻ风能ꎻ调水工程ꎻ蓄水ꎻ干旱

中国的西北地区极度缺水ꎬ荒漠化ꎬ沙化严重ꎬ制约了当地的发展ꎮ 水是宝贵的资源ꎬ地下水开采

难度加大ꎬ近地表水大面积受到污染ꎬ生态破坏ꎮ 严重缺水危及那里的人们生存ꎬ西北开发了水利工

程ꎬ采用农业节水措施、人工增雨、雨水收集等办法ꎬ可是对干旱气候带来的旱灾无能为力ꎬ驱使人口

向南方迁移ꎮ 为解决西北、华北严重缺水问题ꎬ水利学者提出多种调水方案ꎬ“南水北调大西线”调水

方案、引入印度洋暖湿气流、海水西调、朔天运河等方案[１－３]ꎬ然而这些方案目前没有工程可行性ꎮ 气

候逐渐变暖ꎬ喜马拉雅冰川融化加快ꎬ北方未来可能出现极端干旱气候ꎬ西北部人畜饮用水将面临短

缺危机ꎮ 可行的新调水方案日益迫切ꎬ设想应用核能和光伏风能小规模调水ꎬ应对旱灾时人畜饮水危

机ꎬ维护社会稳定ꎮ

１　 西北缺水干旱ꎬ灾情严重

西北地区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五省区ꎬ总面积 ３０３ 万平方公里ꎬ占全国国土面积的

３１.６９％ꎮ 该区域地形复杂多样ꎬ存在着平原、高原ꎬ山地、绿洲、沙漠、草地等不同生态环境类型ꎮ 由

于西北地区地处内陆干旱半干旱的大陆性气候带ꎬ受海洋性气候影响较弱ꎬ年降水稀少ꎬ气候干旱ꎬ旱
灾发生率居高不下ꎬ水资源严重短缺ꎬ导致人畜饮水困难ꎮ

旱灾频发ꎬ严重威胁人畜生存ꎬ大量人口内迁ꎬ影响社会发展ꎮ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５ 日ꎬ宁夏中部干旱

带由于持续干旱造成 １６.４ 万人口、７.９ 万头大家畜、１２８ 万只羊饮水困难ꎮ 宁夏 ２０１５ 年自 ５ 月至 ８ 月

发生持续干旱ꎬ固原、吴忠、中卫、银川等 １２ 个县区、１０５ 万人受灾ꎬ因干旱需饮水救助 ４５ 万人ꎻ农作

物受旱面积 １７０ 千公顷ꎬ绝收 ５０ 千公顷ꎬ直接经济损失约 ５ 亿元ꎮ
西北地区由于干旱缺水生态环境已显得极为脆弱ꎬ然而群众为了生产、生活和生存的需要对水资

源的开采力度却并未减小ꎬ大大超过了该地区水资源的承载能力ꎬ加之人们对生态环境进行保护的意

识不强ꎬ所以形成了今天水资源紧缺、生产发展受阻、经济发展用水挤占生态用水的局面ꎮ 水资源开

发利用的不合理及过度开采地下水导致了生态环境的迅速恶化ꎮ 主要表现在水体受到污染ꎬ生态环

境遭到破坏ꎬ土地沙漠化、盐渍化ꎬ地面植被覆盖率降低ꎬ湖泊萎缩甚至消失ꎬ河道断流等方面ꎮ
２０ 世纪西北一批水利工程被规划和实施ꎬ以求解决干旱缺水问题和贫困人口脱贫问题ꎮ 如甘肃

省“引大入秦”工程、南阳渠灌溉工程以及宁夏回族自治区的盐环定工程、扬黄扶贫灌溉工程ꎬ巨额的

工程投资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ꎬ而且多数已经成为社会包袱[１]ꎬ加剧了生态环境恶化ꎮ 西北干早地

区绿洲十分脆弱ꎬ一旦出现生态问题就会全线崩溃ꎮ
不仅严重缺水干旱ꎬ生态破坏ꎬ而且黄河流域水土流失ꎬ水污染严重ꎮ 上游河段水受到污染ꎬ污染

物成分日渐复杂ꎬ污染程度不断加重ꎮ 以黄河甘肃段为例ꎬ现每年的污水排放量近 １０ 亿立方米ꎬ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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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废水占 ８６％ ꎬ生活污水占 １４％ꎮ 在排放的污水中ꎬ达标的不足一半ꎮ 全流域枯水期 ４ 类水质河

段 １１００ 公里ꎬ ５ 类水质河段 ２４０ 公里ꎬ超 ５ 类水质河段 １６０ 公里ꎬ这些河段因水质恶化已完全失去使

用价值ꎬ 使原本十分脆弱的水环境雪上加霜ꎬ引发新的水资源矛盾和问题ꎮ 水资源紧缺和污染不仅

使西部许多地区脆弱的生态平衡遭到严重破坏ꎬ 而且危及正常的工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ꎬ 目前甘肃

省仍有 １０００ 多万人吃水问题没有得到解决[２]ꎮ
气候的变暖是干旱加剧的重要原因ꎮ 近 ５０ 年来ꎬ西北地区气温呈显著的上升趋势ꎬ降水变化空

间差异突出ꎬ西北地区整体暖干化趋势明显ꎬ局部出现暖湿现象ꎮ 气候变暖使冰川退缩ꎬ雪线上升ꎬ冻
土消融ꎬ湿地退化ꎬ湖泊萎缩ꎬ河流流量减少ꎬ水资源越来越短缺ꎬ出现生态环境恶化问题ꎮ 学者们预

测由于生态平衡破坏ꎬ未来西北干旱将更加严重ꎮ
西部普遍采取了发展农业节水措施ꎬ收集雨水ꎬ人工增雨ꎬ开发水利工程ꎬ合理调度用水ꎬ水资源

立法等等措施ꎬ建设节水型社会ꎬ取得明显的节水效果ꎮ 但是整体上沙漠化荒漠化没有遏制ꎬ生态没

有恢复ꎬ缺水的状态没有改变ꎮ 未来清洁饮用水资源非常宝贵ꎬ干旱季节水是救命的物资ꎬ从远处调

水也许是可行的办法ꎮ

２　 优选的水源雅鲁藏布江ꎬ宝贵的清洁水资源

喜马拉雅冰川被认为是亚洲的水塔ꎬ雅鲁藏布江、长江和黄河源头发源于此ꎮ 雅鲁藏布江水量丰

沛ꎬ流向境外ꎮ 由于气候变暖ꎬ气温升高ꎬ在过去的 ２０ 年间喜马拉雅山脉西北部气温上升了

２.２ ℃ [３]ꎬ喜马拉雅地区的冰川急剧退缩ꎬ发源于此的长江、黄河上游来水均明显减少ꎮ 水资源越发

宝贵ꎬ需考虑利用雅鲁藏布江的水源ꎮ
拉萨河提供了很好的取水条件ꎬ已建有多个大水库ꎬ流过拉萨市区ꎬ拉萨河年平均径流量为 ６０ 多

亿立方米ꎮ 拉萨河发源于念青唐古拉山南麓嘉黎里彭措拉孔马沟ꎬ流经那曲、当雄、林周、墨竹工卡、
达孜、城关、堆龙德庆ꎬ至曲水县ꎬ是雅鲁藏布江中游一条较大的支流ꎬ全长 ４９５ 公里ꎬ流域面积 ３１ ７６０
平方公里ꎬ最大流量 ２ ８３０ 立方米 /秒ꎬ最小流量 ２０ 立方米 /秒ꎬ年平区流量 ２８７ 立方米 /秒ꎮ

拉萨河为季节性河流ꎬ拉萨河上已经建立 ４ 道拦水坝ꎬ具有发电灌溉等功能ꎮ 拉萨河水库库容 ２.
２４ 亿立方米ꎬ调节库容 １.０７ 亿立方米ꎮ 拉萨河上最大的工程是旁多水利枢纽ꎬ距离拉萨市 ６３ 公里ꎬ
在拉萨上游ꎬ库容 １２.２２ 亿立方米ꎮ 西藏旁多水利枢纽工程地处拉萨河流域中游ꎬ扼拉萨河干流─热

振藏布和乌鲁龙曲、扒曲两条支流的汇合口ꎬ坝址控制流域面积 １６ ３７０ 平方公里ꎬ年径流量６２.４８亿立

方米ꎮ 旁多水利枢纽正常蓄水位 ４ ０９５ 米ꎮ 水库水质好于国标Ⅱ类水[４－６]ꎬ随环境保护工作开展ꎬ水
源保护ꎬ水质进一步变好ꎮ

西藏被称为“世界上最后一方净土”ꎬ富含优质水源ꎬ平均年淡水资源总量达 ４ ３９４ 亿立方米ꎬ占
全国的 １５.９４％ꎬ是中国淡水资源最丰富的省区ꎮ 可惜无污染或污染少的天然水大多数没有利用ꎬ流
到境外ꎬ汇入印度洋ꎮ

为解决水资源短缺问题ꎬ人们也提出各种大规模调水方案ꎬ如引入印度洋暖湿气流、海水西调、朔
天运河、南水北调(西线)等方案ꎮ 这些方案工程浩大ꎬ技术难度极大ꎬ投资规模巨大ꎬ生态风险大ꎬ工
程周期长风险大[７－１１]ꎮ 这些方案仅仅设想罢了ꎮ 然而详细研究水系ꎬ这几年的青藏铁路开通了ꎬ拉萨

河上游已经建立 ３ 座水库ꎮ 假设从此取水 ２ 亿立方米ꎬ仅仅占年径流 ３.２％ꎮ 小规模从拉萨河上游调

水应该是可行的ꎬ可以输送几亿立方米清洁饮用水ꎮ

３　 调水设想方案及有利条件

３.１　 调水设想方案

设想应用先进 ５０ 兆瓦小规模核能装置(小型压水堆或高温气冷堆)ꎬ从西藏雅鲁藏布江上游拉

萨河旁多水库抽水ꎬ经过处理后达到饮用水标准ꎬ使用管道输水ꎮ 管道沿青海线公路或青藏铁路线铺

设(类似输油管道)ꎬ输送到人口相对集中缺水地区ꎬ建立管网和储水水塔ꎮ 再使用当地绿色可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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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作为动力进行远距离支流输送ꎬ泵送到更广泛的地区ꎬ缓解西部极度缺水干旱状态ꎬ应对大旱情

况下人畜饮水危机ꎮ 管道使用直径 １ ０２０ 毫米 ＴＰＥＰ 钢管ꎬ使用寿命 ５０ 年ꎮ
极端干旱的情况下ꎬ设想为 ３ ０００ 万人口供应饮用水ꎬ每日人均最少供应量 ２ 升计算ꎬ每日需要

输水 ６ 万立方米水ꎬ则每年需要输送 ２ １９０ 万立方米水ꎮ 如果年输水 １ 亿立方米ꎬ加上储水设施的作

用ꎬ这足够可以供 ５ ０００ 万人饮用水和 ５ ０００ 万头牲畜的饮水ꎬ安全度过旱灾ꎮ 如果按照城市居民生

活用水和饮用水每人每月 ４ 立方米水计算ꎬ５００ 万人口ꎬ每天需要 ６６.７ 万立方米水ꎬ年需要抽水 ２.４
亿立方米水ꎮ 具体需水量取决于旱情持续时间ꎬ受灾范围及人口、养殖的牲畜头数ꎮ

西藏雅鲁藏布江具有丰富的淡水资源ꎬ其上游拉萨河上已经建立梯级大型水库和水利发电站ꎬ库
容大ꎬ水质好于Ⅱ类水ꎬ而且青藏铁路线已经建成ꎬ为小规模抽水工程提供了良好的条件ꎮ 小规模抽

水工程易于实现ꎬ项目风险小ꎮ 本工程小规模调水ꎬ设计年调水 ０.３ ~ ２.５ 亿立方米ꎬ使用管道输送清

洁饮用水ꎬ为沿线牧区牧民ꎬ缺水的西北城市输送饮用水ꎮ

３.２　 我国已经掌握核能技术ꎬ产能相对过剩

我国大陆核电发展至今已有四十余年ꎬ经历了核电起步、适度发展、积极发展和安全高效发展 ４
个阶段ꎮ 截至 ２０１６ 年年底ꎬ我国大陆在运行核电机组共 ３５ 台ꎬ总装机容量 ３ ３６０ 万千瓦ꎬ约占全国

发电总量的 ２.２％ꎬ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在建核电机组规模最大的国家ꎮ 根据«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提出的目标ꎬ２０１５ 年前我国在运核电装机达到 ４ ０００ 万千瓦ꎬ在建 １ ８００ 万千瓦ꎮ
到 ２０２０ 年我国在运核电装机达到 ５ ８００ 万千瓦ꎬ在建 ３ ０００ 万千瓦ꎮ

我国自主成功开发了实验快堆、高温气冷堆、第三代压水堆华龙一号ꎮ 核电站安全运行了近 ３０
年ꎬ没有出现过 １ 级及以上事故ꎮ 目前小型堆(小规模模块化压水堆)的自主化研发进展顺利ꎮ 国内

项目造就了一批经验丰富的研发、建造人员和运行人员ꎬ以及全套产业链和完善的质保体系ꎬ核电设

备国产率已超过 ８０％ꎮ 然而受国内电力增长迟缓ꎬ现有核电弃电率达 １９％ꎬ核能产业面临寻找新的

增长点和新的应用ꎮ
由于三代核电度电成本超过二代核电ꎬ核电受到燃煤发电、水电、光伏发电的挑战ꎮ 因为煤价格

持续低迷ꎬ煤电具有成本优势ꎮ 光伏的度电成本已经降到 ０.６ ~ ０.８ 元ꎬ业界预计 ２０２２ 年将实现平价

上网ꎮ 风电电价 ０.５３ 元ꎬ已经低于居民用电价ꎬ业界预计 ２０２０ 实现平价上网ꎮ 我国“十三五”规划光

伏年均装机量大概 ２０ 吉瓦ꎬ可再生清洁能源的大发展必然挤占其他能源的份额ꎮ 德国弃核转向清洁

再生能源ꎬ表明可再生能源的未来生命力ꎮ
中国核电在 ２０３０ 年左右可能遇到发展瓶颈ꎬ理由如下:１)全国电力需要增长缓慢ꎻ２)核电场址

稀缺性ꎻ３)核电型号竞争ꎬ内陆核电安全性争论不休ꎬ核电成本上升ꎬ竞争力下降ꎻ４)可再生新能源快

速发展ꎬ成本明显降低ꎻ５)国际煤、油、气价格长期低迷ꎻ６)民众对核事故担心ꎬ对核电的支持理解有

限ꎬ担心内陆核电安全性ꎻ７)核电机组寿命 ６０ 年ꎬ机组数达顶峰ꎬ与美国法国相似ꎬ高峰过后进入低

谷ꎮ 而核电在其他非电业务ꎬ如供热、制氢、海水淡化、动力、航天堆、航母等ꎬ可进一步大显身手ꎮ

３.３　 西北具有光伏和风能优势ꎬ弃电现象普遍

根据国家能源局发布的统计数据ꎬ２０１６ 年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 ３ ４５４ 万千瓦ꎬ累计装机

容量 ７ ７４２ 万千瓦ꎬ新增和累计装机容量继续位列全球第一ꎮ ２０１６ 年全国风电、光伏发电量合计达

３ ０７１亿千瓦时ꎬ占全国发电量的 ５.１３％[１２]ꎮ ２０１６ 年全国弃风和弃光电量依然分别达到 ４９７ 亿千瓦时

和 ７４ 亿千瓦时ꎬ较上年分别增加了 ４６.６％和 ８５％ꎬ个别地区全年弃风率甚至超过 ５０％ꎮ 西北地区占

全国风能和光伏发电 ８０％ꎬ弃风、弃光问题已成为新能源发展的主要矛盾ꎮ
我国部分地区“弃风弃光”的现象却愈发严重ꎬ全国平均弃风率达到 １５％ꎬ西北地区平均弃光率

高达 ３０％ꎮ 此前ꎬ新能源装机快速发展的“后遗症”被媒体频频爆出ꎬ如“甘肃千亿风电基地停摆”ꎬ风
机和光伏组件晒太阳等报道ꎮ 经测算ꎬ２０１０ 年至 ２０１６ 年ꎬ弃风电量累计达到 １ ４９４ 亿千瓦时ꎬ直接经

济损失超过 ７９５ 亿元ꎮ 更为严重的是ꎬ在这些问题短期内无法得到解决的同时ꎬ风电装机还在持续

上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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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风弃光”ꎬ限电形势加剧ꎬ主要原因是全国电力需求放缓ꎬ风电光伏发展太快ꎬ而本地消纳不

足ꎬ以及部分地区配套电网建设与项目建设不协调等原因所致ꎮ 面对“弃风弃光”的严峻形势ꎬ加强

风、光电消纳力度已经成为当务之急ꎮ 如果使用风能和光伏太阳能泵水不仅可以提高本地的电力消

纳能力ꎬ缓解“弃风弃光”问题ꎬ而且可以缓解缺水问题ꎬ解决严重制约西北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ꎮ

４　 方案初步可行性分析

４.１　 工程技术可行性

流体的管道运输是一种非常先进可靠的技术ꎬ如石油和天然气通过管道实现远距离输送ꎬ城市自

来水管道ꎮ 可再生能源风能和光能发电设备电能输出不稳定ꎬ波动大ꎬ能量密度小ꎮ 风能和光伏能的

分布式、小容量特点适合为广阔的低人口密度地区送水ꎬ适合用于支流及末端泵水ꎮ
方案设想小功率核动力反应堆用于主干段抽水提供动力ꎬ管道沿铁路线或公路线铺设ꎬ主干段约

２ ０００ 公里ꎮ 利用拉萨河上已经建成水库ꎬ无需建设大的土木工程ꎬ其容量足够可以供小规模调水ꎮ
虽处在高海拔、寒冷和干旱区ꎬ但所涉及的水处理、管网、水塔、加压站等无特别的技术难度ꎮ 取水扬

程小于 １００ 米ꎮ 取水位置高程约 ４ ０００ 米ꎬ对受水区具有自流能力ꎮ
我国已经掌握核电关键技术ꎬ具有自主化开发能力和设备制造能力ꎬ核能的安全性得到显著提

高ꎮ 尤其是具有第四代特征的高温气冷堆可能批准在内陆地区建设ꎮ 项目利用ꎬ没有明渠ꎬ没有大的

土木工程ꎬ也没有移民必要ꎬ也无大量原料和燃料运输需求ꎬ对于高原生态无不良影响ꎬ工程周期短和

施工量小ꎮ 项目涉及的技术均是成熟的产业ꎮ

４.２　 工程经济可行性

西藏大力发展天然饮用水产业ꎬ加强了水资源的管理和水源保护ꎮ 拉萨河水来源于冰川雪融化

和降水ꎬ是优良的饮用水源ꎬ随着环境保护加强ꎬ水质变好ꎬ保障了长期清洁水源供应ꎮ 西藏的冰川矿

泉水天然ꎬ没有受到污染ꎬ受到消费者欢迎ꎮ 青藏高原湖泊水资源总储量占全国湖水储量的 ７０％以

上ꎬ西藏大力发展饮用水产业有得天独厚的条件ꎮ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ꎬ逐渐形成了以拉萨、日喀则、林芝等地为主的西藏天然饮用水生产格局ꎮ

２０１５ 年ꎬ西藏天然饮用水产业全年产量达 ４２.５６ 万吨、同比增长 １７８％ꎮ 矿泉水产品的平均售价还从

２０１４ 年的每吨 ７１２４ 元上升至 ２０１５ 年的每吨 ７ ９２７ 元ꎮ 根据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制定的«西藏自治

区天然饮用水产业发展规划»(２０１５ 年至 ２０２５ 年)到 ２０２５ 年ꎬ西藏天然饮用水设计产能达到 １ ０００ 万

吨ꎬ形成 ４００ 亿元至 ８００ 亿元的产值规模ꎮ
然而由于运价高ꎬ交通条件是西藏水“走出去”的瓶颈之一ꎮ 目前主要依靠青藏线铁路运输ꎮ 西

藏铁路货运发送量在 ２０１２ 年达到近几年最高值ꎬ为 ８３.４５ 万吨ꎮ 以目前的技术装备能力ꎬ铁路没有

那么大的运输能力满足水业规划需要ꎮ 借鉴中俄原油由火车运输改为管道输送ꎬ运输成本大减ꎬ如果

使用管道运输ꎬ运输成本会极大降低ꎬ运输问题可以解决ꎮ
采用类比法估计总费用ꎬ参照西北较大的宁夏红寺堡扬水工程和中俄石油管道工程的成本ꎮ

１９９８ 年开建的红寺堡扬水工程共有骨干泵站 ２６ 座ꎬ装机总容量 ２１.１１ 万千瓦ꎬ干渠总长 ２９３ 千米ꎬ设
计引水流量 ３７.７ 立方米每秒ꎬ年引水量 ５.１７ 亿立方米ꎬ总投资 ３６.６９ 亿元ꎮ 中俄第一原油管道总长

１ ０００公里(俄境内 ７２ 公里)ꎬ设计年输油 １ ５００ 万吨ꎬ最大年输油 ３ ０００ 万吨ꎮ 中俄原油管道中国境

内段工程总投资 ８０ 亿元ꎬ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已建成ꎮ 假设 ５０ＭＷ 小型堆作为源头动力ꎬ三代核电单位造

价 ３ ６００ 美元 /千瓦ꎮ 预估总工程费用约 ２００ 亿元(不包括末端支线网)ꎮ
西北部城市居民用水限量供应ꎬ阶梯定价ꎬ水价比其他地区高很多ꎮ 以宁夏银川为例分析ꎬ目前

(２０１５ 年)银川生活用水限量价(每户每月 １２ 方)每方 ３.３ 元ꎬ超量价每方 ３４ 元ꎬ特种行业用水每方

２８ 元ꎮ 兰州的水价比银川稍低ꎬ兰州自来水近 ９ 年内 ５ 次提价ꎮ 但是黄河水受到比较严重的污染ꎬ
兰州自来水也经常受到污染ꎮ 西北缺水地区平均年度水价同比上涨超过 １０％ꎮ 西北地区地下水超

量开采ꎬ储量越来越少ꎬ品质下降ꎬ水价逐年上涨ꎮ 估计 ２０２５ 年兰州银川水价达到每方 ８.５６ 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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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河上游旁多水利枢纽水库水质能够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ＧＢ ３８３８－２００２)Ⅱ类水域

标准ꎬ其库容约 １２ 亿方ꎬ水量丰富ꎮ 以管道的方式输送到人口密集缺水地区ꎬ还可以发展桶装水市

场ꎬ提高利润ꎮ 如果乐观估计年泵水 １ 亿方ꎬ输向严重缺水的城市ꎬ根据居民对水价的接受意愿ꎬ以
２０ 元每方计算ꎬ年毛收入 ２０ 亿元ꎬ成本 １４ 亿元ꎬ估计 ４０ 年收回投资ꎮ 一线城市桶装水价每桶(１８.９
升)超过 ２０ 元ꎮ 如果罐装成桶装水则收入更高ꎬ不过重大民生工程不应该以盈利为目的ꎮ

初步估计我国西北弃光弃风 ２０１６ 年直接经济损失超过 ２２８ 亿元ꎮ 宁夏 ２０１５ 年大旱灾直接经济

损失 ５ 亿元ꎮ 为救济旱灾ꎬ政府发放受灾补助ꎬ运用大量车辆为受灾地区人畜送饮用水ꎮ 即使正常年

份西部城市缺水ꎬ经济发展受限ꎬ旱灾的时候人畜饮用水危机ꎮ 如果半成的风能和光能可利用到调水

工程ꎬ一方面可以提高循环能源本地消纳水平ꎬ一方面可以解除经济发展瓶颈ꎬ应对旱灾发生时灾区

饮用水危机ꎬ而且优质清洁水源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ꎬ可增加工农业产出ꎬ粗略估计每年间接经济效

益超过 ８０ 亿元ꎮ

５　 展望

总之ꎬ可以预见的未来ꎬ缺水将威胁经济发展乃至人们生存ꎬ缺水成为不得不解决的问题ꎬ远距离

调水是必须的ꎬ直接输送和储存饮用水将是最好的方案ꎬ预防大旱之年人们的饮用水严重短缺危机ꎮ
为解决水资源短缺问题ꎬ首先现实的办法是:恢复生态ꎬ控制人口ꎬ保持人与自然生态协调和谐发

展ꎬ根据水资源承载力ꎬ限制经济开发规模和速度ꎮ 节约用水ꎬ循环用水ꎬ合理调配水资源ꎬ完善水资

源立法ꎬ控制水污染ꎮ 维护好现有水利工程ꎬ建立储蓄水工程ꎬ发挥工程效能ꎮ 其次考虑调水ꎮ
西部具有光伏和风能发电优势ꎬ限电严重ꎬ国内钢铁行业产能过剩ꎬ产品价格低迷ꎮ 受到国内电

力需求增长减弱ꎬ核电发展速度受到压制ꎬ不能基荷方式满发ꎮ 应用过剩的电力和钢铁产能ꎬ开发小

调水工程可以起到一举多得的效果ꎮ 可以提高光伏和风能当地消纳水平ꎬ水的供应可以促进经济发

展ꎬ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ꎬ应对饮用水危机ꎬ减少国家灾害补贴和减轻脱贫压力ꎮ
现有的核准核电工程项目数与国内具有的核电开发能力不匹配ꎬ核电行业庞大的人员和设备产

能暂时相对过剩ꎮ 核能应用解决重大民生问题(如缺水、雾霾)是很好的突围方向ꎮ 核能的低碳清洁

性和高能量功率密度ꎬ其他能源不能与之争锋ꎬ配合可循环能源这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ꎬ替代石化燃

料ꎬ实现低碳化ꎬ这样的利国利民的工程一定能得到国家支持ꎮ
可能的问题:１)尽可能提高能源的效率ꎬ核蒸汽系统驱动抽水机械泵ꎬ期望 ５０％以上能源使用效

率ꎬ避免先转换成电能ꎬ抽取的水可以用作冷却热井ꎻ２)环境恶劣ꎬ冬季温度低ꎬ海拔高ꎬ可能爆管ꎬ维
护难ꎻ３)沙尘暴和冻土造成不可靠支撑和覆盖ꎻ４)少数民族地区ꎬ恐怖活动时有发生ꎬ跨国河流调水

利用也可能招致邻国反对ꎻ５)国家和地方支持力度ꎻ６)优化取水点和输送管道路线ꎮ
只要水的问题解决ꎬ西部广阔的大地焕发生机ꎮ 与那些多年讨论南水北调西线工程比ꎬ该方案具

有灵活性ꎬ可选址的水源多ꎬ能源动力技术成熟ꎬ费用低ꎬ工期短ꎬ可分段实施ꎬ技术可靠ꎬ无须大规模

的土木工程ꎬ对环境生态没有破坏性ꎮ
南水北调中线和东线总投资额 ５ ０００ 亿元ꎬ设计年调水 １００ 亿立方米ꎮ 中线 ２０１５ 年全年调水 ３０

亿立方米ꎬ受水区较高的水价也被认可ꎬ带来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ꎮ 此设想的方案虽然不能大规模送

水ꎬ可是风险小ꎬ可以缓解严重缺水的局面ꎬ特别是面对可能出现的极端干旱气候ꎬ人畜没有饮用水ꎬ
缓解生存危机和严重的社会问题ꎮ 在钢铁和核电的产能也相对过剩ꎬ西北“弃风弃光”背景下开展此

方案小规模调水ꎬ无疑对多个过剩行业发展提供机会ꎬ增加就业ꎬ促进西北经济发展ꎮ
限于个人能力、学识、时间限制ꎬ未能深入分析ꎮ 望尽早开展可行性研究ꎬ尽早开展调水工程ꎬ解

决民生问题ꎬ促进平衡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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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建平(１９７６—)ꎬ男ꎬ北京ꎬ系统分析师ꎬ经济学学士ꎬ现主要从事 ＭＥＳ 系统业务设计及实施工作

摘要:随着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 战略的提出及信息技术在制造企业中的推广应用ꎬＭＥＳ 日益得到生产制造企业重视ꎬ成为

核燃料生产企业发展的必然ꎮ 由于 ＭＥＳ 系统具有提高企业对生产全过程的监督和控制能力ꎬ提高企业生产效率ꎬ帮
助企业有效利用现有生产资源ꎬ对企业做到精细化管理ꎬ降低企业生产成本等优势ꎬ国内生产制造企业开始有序地选

择实施应用 ＭＥＳ 系统ꎮ 我国核燃料元件制造企业的 ＭＥＳ 市场还处于起步阶段ꎬ面对众多不同品牌的 ＭＥＳ 系统ꎬ如何

能够做到的大浪淘沙ꎬ如何评估与比较? 是核燃料制造企业选择面临的困惑和问题ꎮ 本文将从我国核燃料企业 ＭＥＳ
应用现状着手ꎬ探讨企业 ＭＥＳ 选型中存在的普遍问题、应对策略及量化评价模型ꎮ
关键词:ＭＥＳ 系统ꎻ 选型策略ꎻ 模糊综合评价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ꎬ结合中国智能制造 ２０２５ 战略ꎬ采用制造执行系统(ＭＥＳ)对核燃料元件生产

企业生产过程中的数据进行采集、整理、加工、分析、传递ꎬ为企业生产决策层提供可靠详实的第一手

数据ꎬ最大限度地降低经营风险与成本ꎬ把握发展机遇ꎬ提高企业竞争力ꎬ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ꎬ是现

代化生产制造企业的必由之路ꎮ 我国核燃料制造企业的 ＭＥＳ 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ꎬ面对众多不同品

牌的 ＭＥＳ 系统ꎬ如何 ＭＥＳ 系统进行科学的选型一直是困扰企业的问题ꎮ

１　 核燃料元件制造企业车间生产管理现状

生产车间管理是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主战场ꎬ在目前的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ꎬ企业的车间生产

管理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ꎮ 诸如生产信息不透明ꎬ不能实时显示生产状态ꎻ生产计划变更频繁ꎬ
生产车间柔性得不到保证ꎻ生产过程缺乏有效的防错控制ꎻ 生产过程缺乏完整的追溯体系ꎻ 在产品

的质量控制上ꎬ不能及时发现和处理异常ꎻ生产设备的使用状况无法实时掌握ꎬ设备利用不均ꎻ 在日

趋严重的成本压力下ꎬ无法跟踪实时成本ꎮ
许多企业认识到信息管理系统的重要性ꎬＭＥＳ、ＭＲＰＩＩ 等管理信息软件已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实施

与应用ꎬ先进的数控装备、生产设备、机器人等也已成为许多企业生产的主力ꎮ 但在两者之间ꎬ尚缺乏

有效的配合ꎬ无法进行良好的信息交互ꎬ企业得不到生产状况的实时反应ꎬ对于不断变更的市场需求

无法快速响应ꎬ同时ꎬ加工过程的信息不透明也成为导致生产效率得不到提高的重要原因之一ꎮ

２　 核燃料元件制造企业 ＭＥＳ 选型的问题

２.１　 需求宽泛ꎬ缺乏针对性

由于对 ＭＥＳ 理念和企业的实际业务缺乏一定的理解ꎬ企业在提出 ＭＥＳ 的需求时ꎬ往往比较宽

泛ꎬ缺乏针对性ꎬ甚至将目标与需求混为一谈ꎮ 例如ꎬ企业 ＭＥＳ 需求分析时往往会提出追溯管理的需

求ꎬ但很多企业停留在系统需要提供追溯管理的需求ꎬ管理水平较高的企业会进一步细化ꎬ要实现对

原材料、产成品、生产操作过程、生产组织、过程质量、过程工艺参数等的追溯ꎮ 但由于具体的追溯流

程、追溯机理等缺乏针对性的描述ꎬ为未来企业实施带来隐患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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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随大流ꎬ跟着大企业走

我国核工业燃料企业由于历史原因(如受制于保密需要)ꎬ信息化起步较晚ꎬＭＥＳ 选型没有成熟

的先例可循ꎬ所以往往在选型过程中ꎬ跟着大企业走ꎮ 于是盲目的跟风而不考虑企业自身情况ꎬ便选

择了和大企业一样的系统ꎬ结果花了大钱ꎬ选择了不适应企业生产方式的 ＭＥＳ 系统ꎬ企业的生产效率

得不到改善ꎬ甚至会对现有生产方式造成冲击ꎬ导致 ＭＥＳ 成为“鸡肋”ꎮ

２.３　 预算取平均、价格走极端

从预算角度来讲ꎬ企业对 ＭＥＳ 产品实施及应用没有概念ꎬ预算自然做不出来ꎬ于是乎采取简单平

均的办法ꎬ预算取平均数ꎬ而不是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及实现目标ꎮ 造成的结果往往是预算严重不足

或预算浪费ꎮ
从实际成本来讲ꎬ企业主管部门由于没有经验去判断好与坏ꎬ且在预算充裕的情况下ꎬ往往会选

择对自己最安全的作法ꎮ 选择最贵最有名的ꎬ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元砸下去ꎬ效果却未必和投入成正

比ꎮ 一旦出状况ꎬ可以说都已经选择了公认的最贵最好的牌子了ꎮ 相反ꎬ在预算不是很充裕的情况

下ꎬ选择最便宜的ꎬ万一跑不起来ꎬ损失也不会那么大ꎮ

２.４　 贪大求全ꎬ唯功能ꎬ唯概念ꎬ不切实际

企业在制定需求时ꎬ往往不看企业管理现状及信息化应用的情况ꎬ将 ＭＥＳ 中的很多高级功能

提出来(例如车间生产高级排程、高级调度功能等)ꎬ好高骛远ꎬ不切实际ꎮ 并不是说这些功能不需

要ꎬ而是要在整体规划的前提下分清轻重缓急ꎬ把握主要矛盾ꎬ解决重点问题ꎬ而不是眉毛胡子一

把抓ꎮ 更有甚者ꎬ把 ＭＥＳ 看做包医百病ꎬ包打天下的神器ꎬ试图用 ＭＥＳ 解决企业生产及管理中的

所有问题ꎮ

２.５　 需求与实际应用脱节ꎬ不考虑与现有系统的集成

在考虑需求时ꎬ一定要结合信息化的应用现状ꎬ把集成问题考虑清楚ꎬ例如与 ＭＥＳ 系统的集成ꎬ
与 ＰＤＭ 系统的集成ꎬ与工艺管理的集成以及车间自动化系统的应用情况等ꎬ而且要明确集成目标、集
成机理、如何实现、需要相关系统做什么配合等ꎬ都需要明确地描述出来ꎮ

２.６　 忽视后续维护服务

在选型过程中ꎬ在选择软件厂商的时候ꎬ企业通常会忽视考察后续维护服务情况ꎬＭＥＳ 系统不是

普通的软件ꎬ买卖完成后便可安然无忧ꎬ后续的维护过程极为重要ꎬ在考察 ＭＥＳ 厂商时ꎬ往往对于对

方的实施团队以及方案、价格作了太大的关注ꎬ而忽略后期维护服务能力ꎮ

３ 核燃料 ＭＥＳ 选型应对策略

核燃料元件制造企业在对 ＭＥＳ 系统进行选型时ꎬ一定要结合自身的行业特点ꎬ对自身需求要有

明确的认识ꎬ不贪大求全ꎬ过分信赖软件厂商的宣传ꎬ一定要有自己的选型思路与策略ꎮ

３.１　 确定选型团队

在选型开始之前ꎬ首先需要确定选型团队ꎬ由于核燃料生产企业 ＭＥＳ 涉及到生产过程中的调度、
生产技术计划等职能部门及化工、组装、辅助等各个生产车间ꎬ牵扯到各个部门之间的协同ꎬ为避免日

后项目实施时出现部门之间的争论ꎬ达到管理的精细ꎬ企业在项目经理人选的确定上应该极为慎重ꎬ
需要他有资历和能力做好部门之间的协调ꎬ因此ꎬ企业项目经理最好由企业的高层领导担任ꎬ并且最

好对各个部门之间都比较了解ꎬ有相关的管理经验ꎬ在项目中严格的实施一把手原则ꎬ负责关键环节

的决策ꎬ以避免项目开始后再出现众口纷纭的状况ꎮ
在确定项目经理后ꎬ对于项目组成员的确定上ꎬ需要选择业务部门以及 ＩＴ 部门的合适的人员参

与到 ＭＥＳ 项目中来ꎬ明确各人权责ꎬ避免在项目推进过程中ꎬ出现权责不明的情况ꎮ 必要时可借由第

三方咨询服务机构ꎬ介入到企业的选型过程中ꎬ起到监督促进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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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梳理流程ꎬ明确需求

目前很多企业在得知 ＭＥＳ 具有提高生产效率ꎬ改善生产状况的特点时ꎬ通常会提出两个疑问:
ＭＥＳ 到底是什么? ＭＥＳ 能为我带来哪些效益? 这时ꎬ企业需要明确观念ꎬ不是 ＭＥＳ 能为我带来什

么ꎬ而是我需要 ＭＥＳ 给我带来什么?
核燃料生产企业 ＭＥＳ 具有强烈的行业特征以及个性化ꎬ企业在进行选型时ꎬ首先应该弄清企

业想要的是什么ꎬ根据企业所处行业特点ꎬ进行详细的需求分析ꎬ理顺企业业务流程ꎬ找出生产过

程中的短板与问题点ꎬ再来确定近期的目标与长远需求ꎬ分段实施ꎬ避免出现贪大求全的情况ꎮ 只

有自身的生产流程理顺了ꎬ才能发现问题ꎬ通过 ＭＥＳ 解决问题ꎬ否则ꎬ项目最终只会失败ꎮ 对于某

些没有成熟解决方案的行业ꎬ企业需根据自身情况ꎬ确定是自主开发还是联合软件厂商来做针对

性的开发ꎮ

３.３　 合理选择功能模块

按照制造执行系统(ＭＥＳ)规范第 ３ 部分:功能构件(ＳＪ / Ｔ １１６６６.３－２０１６)的建议ꎬＭＥＳ 核心模块

共具有 １１ 个ꎬ企业在初始选择时不能一味贪大求全ꎬ将 １１ 个模块一起实施ꎬ这样既浪费时间、精力、
财力ꎬ同时还会由于仓促的上马ꎬ出现一系列的问题ꎮ 通常企业选择 ＭＥＳ 系统的主要目的在于实现

生产过程控制ꎬ物料信息及时反馈ꎬ设备监控ꎬ及时防错与预警ꎬ质量控制ꎬ产品追溯等方面ꎬ对应来

说ꎬ企业最迫切的需求ꎬ在于首先应实施生产资源分配与监控ꎬ作业计划和排产ꎬ数据采集ꎬ过程管理ꎬ
质量管理等模块ꎮ 对于流程行业来说ꎬ在模块选择上通常以数据采集ꎬ产品质量管理ꎬ设备维护ꎬ质量

管理ꎬ产品追溯等模块为主ꎬ而离散行业则侧重于生产资源分配与监控ꎬ生产调度ꎬ作业计划和排产等

模块ꎮ
因此ꎬ企业在确定实施的模块时ꎬ需把握好需求与功能的关系ꎬ一方面充分考虑系统的实用性、适

应性和可靠性ꎬ避免盲目的选择一些目前应用不到的模块ꎬ另一方面ꎬ在满足近期需求的前提下ꎬ还需

考虑到系统的开放性和扩展性ꎬ为以后系统的升级做好准备ꎮ

３.４　 数据集成与接口

从三层企业集成模型中可以看出ꎬＭＥＳ 位于计划管理层与底层控制之间ꎬ对于与 ＭＥＳ 以及底层

自动化数据的交互要求非常之高ꎬ目前核燃料生产企业底层生产控制系统虽已基本实现了基础自动

化和过程自动化ꎬ并且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系统ꎬ但是每个系统都有各自的处理逻辑、数据

库、数据模型和通信机制ꎬ缺乏必要的整合ꎬ缺乏信息资源的共享和生产过程的统一管理ꎮ 更重要的

是ꎬ在 ＭＥＳ 所关注的各项资源中ꎬ生产过程信息在企业的管理系统中它始终是“离线”的ꎬ生产过程

信息始终不能连续、自动、完整的反映在企业管理系统中ꎬ管理信息系统和生产控制系统之间ꎬ存在一

个信息流通上的断层ꎮ
因此ꎬ考虑到 ＭＥＳ 承上启下的关键位置和作用ꎬ企业在选择 ＭＥＳ 系统时ꎬ需根据企业自身信息

化系统应用情况ꎬ以及底层自动化设备的应用情况ꎬ充分考虑到数据接口的问题ꎬ使 ＭＥＳ 系统能与企

业自有的信息系统紧密的结合起来ꎬ发挥最大的效用ꎮ

４　 ＭＥＳ 选型评价模型

４.１　 评价模型的建立

模糊综合评价方法是一种适合于软件选型的建模方法ꎬ是一种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综合性方法ꎬ
有良好的理论基础ꎮ 特别是多层次模糊综合评判方法ꎬ其通过研究各因素之间的关系ꎬ可以得到相对

科学的软件优选方案ꎮ

４.２　 评价模型使用步骤

多层次模糊综合评价在 ＭＥＳ 中涉及的指标较多时ꎬ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ꎬ我们可以采用多层次

模糊综合评判方法ꎮ 对于 ＭＥＳ 选型而言ꎬ采用二级模糊评价就足以解决问题了ꎬ如果实际中要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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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层次ꎬ那么可以用建二级模糊综合评判的方法类推ꎮ
下面介绍一下二级模糊综合评判法模型建立的步骤ꎮ
第一步:将因素集 Ｕ ＝ ｕ１ꎬｕ２ꎬꎬｕｎ{ } 按某种属性分成 ｓ 个子因素集 Ｕ１ꎬＵ２ꎬꎬＵｓ ꎬ其中 Ｕｉ ＝

ｕｉ１ꎬｕｉ２ꎬꎬｕｉｎ{ } ꎬｉ ＝ １ꎬ２ꎬꎬｓ ꎬ且满足:
① ｎ１ ＋ ｎ２ ＋ ｎｓ ＝ ｎ
② Ｕ１ ∪ Ｕ２ ∪ Ｕｓ ＝ Ｕ
③ 对任意的 ｉ ≠ ｊꎬＵｉ ∩ Ｕ ｊ ＝ ∅
第二步:对每一个因素集 Ｕｉ ꎬ分别做出综合评判ꎮ 设 Ｖ ＝ ｖ１ꎬｖ２ꎬꎬｖｍ{ } 为评语集ꎬ Ｕｉ 中各因素

相对于 Ｖ 的权重分配是:
Ａｉ ＝ ａｉ１ꎬａｉ２ꎬꎬａｉｎ( )

若 Ｒ ｉ 为单因素评判矩阵ꎬ则得到一级评判向量:
Ｂ ｉ ＝ Ａｉ°Ｒ ｉ ＝ ｂｉ１ꎬｂｉ２ꎬꎬｂｉｍ( ) ꎬ ｉ ＝ １ꎬ２ꎬꎬｓ
第三步:将每个 Ｕｉ 看作一个因素ꎬ记为:
Ｋ ＝ ｕ１ꎬｕ２ꎬꎬｕｓ{ }

这样ꎬ Ｋ 又是一个因素集ꎬ Ｋ 的单因素评判矩阵为:

Ｒ ＝

Ｂ１

Ｂ２

⋮
Ｂｓ

é

ë

ê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
úú

＝

ｂ１１ ｂ１２  ｂ１ｍ

ｂ２１ ｂ２２  ｂ２ｍ

⋮ ⋮ ⋱ ⋮
ｂｓ１ ｂｓ２  ｂｓｍ

é

ë

ê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
úú

每个 Ｕｉ 作为 Ｕ 的部分ꎬ反映了 Ｕ 的某种属性ꎬ可以按它们的重要性给出权重分配

Ａ ＝ ａ１ꎬａ２ꎬꎬａｓ( ) ꎬ于是得到二级评判向量:
Ｂ ＝ Ａ°Ｒ ＝ ｂ１ꎬｂ２ꎬꎬｂｍ( )

如果每个子因素集 Ｕｉꎬｉ ＝ １ꎬ２ꎬꎬｓ ꎬ含有较多的因素ꎬ可将 Ｕｉ 再进行划分ꎬ于是有三级评判模

型ꎬ甚至四级、五级模型等ꎮ
下面以某核燃料公司 ＭＥＳ 选型为例ꎬ对模型应用加以说明ꎬ首先筛选出 ＭＥＳ 潜在目标供应商浙

大中控、用友、石化盈科、南京科远ꎬ 然后选出其中一家ꎬ根据 ＭＥＳ 系统厂家选型的基本指标要求ꎬ将
对 ＭＥＳ 选型影响的因素分为 ＭＥＳ 公司产品与技术( Ｕ１)、行业案例( Ｕ２)、售后服务与支持( Ｕ３)和
综合实力( Ｕ４)４ 个大的一级指标和 １８ 个小的二级指标ꎮ 如下表所示:

ＭＥＳ 指标指标体系及综合评价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　 价

优秀 良好 一般 较差 差

产品与技术

基础平台的成熟度 ０.３ ０.５ ０.１５ ０.０５ ０

应用模块成熟度 ０.２ ０.２ ０.４ ０.１ ０.１

实时数据库成熟度 ０.４ ０.４ ０.１ ０.１ ０

稳定性及安全性 ０.１ ０.３ ０.３ ０.２ ０.１

异构系统集成能力 ０.１ ０.２ ０.５ ０.２ ０.１

行业案例

离散制造型企业案例 ０.１ ０.３ ０.５ ０.２ ０

流程制造型企业案例 ０.２ ０.３ ０.３ ０.１ ０.１

核行业 ＭＥＳ 案例 ０.２ ０.３ ０.３５ ０.１５ ０

近 ３ 年 ＭＥＳ 实施案例 ０.１ ０.３ ０.４ ０.１ ０.１

近 ３ 年 ＭＥＳ 合同金额 ０.１ ０.４ ０.３ ０.１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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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　 价

优秀 良好 一般 较差 差

售后服务

与支持

实施服务体系 ０.３ ０.４ ０.２ ０.１ ０

７∗２４ 服务 ０.１ ０.４ ０.３ ０.１ ０.１

知识转移 ０.２ ０.３ ０.４ ０.１ ０

本地化服务 ０.４ ０.３ ０.２ ０.１ ０

综合实力

公司规模 ０.８ ０.１５ ０.５ ０ ０

产品和服务品牌 ０.２ ０.６ ０.１ ０.１ ０

资金与经营能力 ０.５ ０.４ ０.１ ０ ０

研发投入与咨询能力 ０.１ ０.３ 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请专家设定指标权重ꎬ一级指标权重为: Ａ ＝ ０.４ꎬ０.３ꎬ０.２ꎬ０.１( )

二级指标权重为:
Ａ１ ＝ ０.２ꎬ０.３ꎬ０.３ꎬ０.２( )

　 　 　 　 　 　 　 　 　 　 　 　 　 Ａ２ ＝ ０.３ꎬ０.２ꎬ０.１ꎬ０.２ꎬ０.２( )

　 　 　 　 　 　 　 　 　 　 　 　 　 Ａ３ ＝ ０.１ꎬ０.２ꎬ０.３ꎬ０.２ꎬ０.２( )

　 　 　 　 　 　 　 　 　 　 　 　 　 Ａ４ ＝ ０.３ꎬ０.２ꎬ０.２ꎬ０.３( )

对各个子因素集进行一级模糊综合评判得到:
Ｂ１ ＝ Ａ１°Ｒ１ ＝ ０.３９ꎬ０.３９ꎬ０.２６ꎬ０.０４ꎬ０.０１( )

Ｂ２ ＝ Ａ２°Ｒ２ ＝ ０.２１ꎬ０.３７ꎬ０.２３５ꎬ０.１２５ꎬ０.０６( )

Ｂ３ ＝ Ａ３°Ｒ３ ＝ ０.１５ꎬ０.３２ꎬ０.３５５ꎬ０.１２５ꎬ０.０６( )

Ｂ４ ＝ Ａ４°Ｒ４ ＝ ０.２７ꎬ０.３５ꎬ０.２４ꎬ０.１ꎬ０.０２( )

这样ꎬ二级综合评判为:

Ｂ ＝ Ａ°Ｒ ＝ ０.４ꎬ０.３ꎬ０.２ꎬ０.１( ) °

０.３９ ０.３９ ０.２６ ０.０４ ０.０１
０.２１ ０.３７ ０.２３５ ０.１２５ ０.０６
０.１５ ０.３２ ０.３５５ ０.１２５ ０.０６
０.２７ ０.３５ ０.２４ ０.１ ０.２

é

ë

ê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

＝ ０.２８ꎬ０.３７ꎬ０.２７ꎬ０.２７ꎬ０.０９ꎬ０.０４( )

根据最大隶属度原则ꎬ认为该公司 ＭＥＳ 产品及实施能力为良好ꎮ 同理可对其他公司进行依次评

价ꎬ最后根据评价结果择优选取适合的厂家ꎮ 需要说明的是ꎬ在最后评判结果中ꎬ当几个评判结果之

和不为“１”时ꎬ可以直接取用评判结果ꎬ也可先对评判结果进行归一化处理ꎬ再取用评判结果ꎮ
以上说明了如何运用综合模糊评价法解决核燃料企业 ＭＥＳ 产品选型的问题ꎬ该方法能很好地将

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结合起来ꎬ为软件选型方案的量化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ꎮ

５　 结束语

ＭＥＳ 系统是高度集成的生产制造企业信息系统ꎬ对 ＭＥＳ 系统的评估是一项非常复杂的作业ꎬ也
是 ＭＥＳ 系统实施过程中最为关键的一个环节ꎮ 本文通过对核燃料生产制造企业 ＭＥＳ 系统选型过程

中存在的问题剖析ꎬ探索并找出解决策略和评价模型ꎮ

４１１



参考文献:
[１]　 杨宁. 巧选 ＥＲＰ [Ｊ].前沿论丛ꎬ２００９ꎬ２.
[２]　 谢合明ꎬ马法尧ꎬ徐刚ꎬ等. 生产过程管理 [Ｍ].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４:１５－１８.
[３]　 陈英武ꎬ谭跃进ꎬ罗鹏程ꎬ等. 系统工程原理 [Ｍ]. 北京:科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０:２３５－２５０.
[４]　 国际、国家标准 [１] ＳＪ / Ｔ １１６６６.１－２０１６ꎬ制造执行系统(ＭＥＳ)规范第 １ 部分:模型和术语 [Ｓ].
[５]　 国际、国家标准 [２] ＳＪ / Ｔ １１６６６.３－２０１６ꎬ制造执行系统(ＭＥＳ)规范第 ３ 部分:功能构件 [Ｓ].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ꎬ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ＭＥＳ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ｆｕｅ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ＬＩ Ｊｉａｎ￣ｐｉｎｇꎬＬＩ Ｘｕｅ￣ｆｅｎｇꎬＹＡＮＧ Ｌｉ￣ｌｉꎬＷＡＮＧ Ｈａｏ￣ｙｉ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ꎬ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４８)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２０２５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ꎬ ＭＥ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ꎬ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ｆｕｅ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ｔｏ ｂｅｃｏｍｅ 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ｌｅ. Ａｓ ｔｈｅ ＭＥ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ｈａｓ 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ꎬ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ꎬ ｈｅｌ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ｔｏ ｍａｋ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ꎬ ｆｉｎ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ｏｓｔ ａｎｄ ｓｏ ｏｎ. Ｔｈ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ｓｔａｒｔ Ｏｒｄｅｒｌ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ｈｉｎａ'ｓ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ｆｕｅ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ＭＥＳ ｍａｒｋｅｔ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ｉｎ ｉｔｓ ｉｎｆａｎｃｙꎬ ｉ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ｏｆ ｍａｎ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ｂｒａｎｄｓ ｏｆ ＭＥＳ ｓｙｓｔｅｍꎬ ｈｏｗ ｃａｎ ｗｅ ｄｏ Ｅｂｂ Ｔｉｄｅꎬ ｈｏｗ ｔｏ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ｅ? Ｉｓ ｔｈｅ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ｆｕｅｌ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ｃｈｏｏｓｅ ｔｏ ｆａｃ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ｕ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ｗｉｌｌ ｓｔａｒ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ｆｕｅ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 ｏｕｒ ｃｏｕｎｔｒｙꎬ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ꎬ
ｃｏｐ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ｓ ｉｎ ＭＥＳ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ＭＥＳ ｓｙｓｔｅｍꎻ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ꎻ ｆｕｚｚｙ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５１１



核技术经济与 中国核科学技术进展报告(第五卷)
管理现代化分卷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５)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核电科研与生产业务一体化管理平台应用与实践

任宇阳ꎬ项　 萍
(核动力运行研究所ꎬ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２２)

　 　 　 　 　 　 　 　 　 　 　 　 　 　 　 　 　 　 　 　 　 　 　 　 　 　 　 　 　 　 　 　 　 　 　 　 　 　 　 　 　 　 　 　 　 　　
　

　
　 　　　　　　　　　　　　　　　　　　　　　　　　　　　　　　　　　　　　　　　　　　　　　　

　
　

　
　

作者简介:任宇阳(１９８８—)ꎬ男ꎬ湖北人ꎬ工程师ꎬ硕士ꎬ从事信息化建设工作

摘要:核动力运行研究所(以下简称“１０５ 所”)是专业从事核动力运行技术研究和技术服务的科研机构ꎮ ２００７ 年ꎬ１０５
所融入了发起单位的优质资产、市场以及管理运作优势控股ꎬ成立了中核武汉核电运行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控股公司”)ꎮ 随着核电的高速发展ꎬ１０５ 所和控股公司双体制运营管理的矛盾日益突出ꎬ科研与生产交叉式管理、
项目资源调配不均、运行效率低下等一系列问题亟待解决ꎮ 本文以 １０５ 所践行科研与生产业务一体化管理体系为例ꎬ
在介绍其调整优化自身组织结构和制度规范的同时ꎬ建立了科研与生产业务一体化管理体系及信息化管理平台ꎬ平
台覆盖 １０５ 所和控股公司经营管理、项目管理、采购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设备库存管理、质量安全管理以及财务管理

七大部分ꎬ阐述了该平台在核电科研机构的应用与实践ꎮ 科研与生产业务一体化管理平台成功上线运行ꎬ大幅地提

高了 １０５ 所的管理工作水平和效率ꎬ满足了日益多元化的市场竞争需要ꎮ
关键词:核电科研院所ꎻ一体化管理ꎻ科研与生产

核动力运行研究所(以下简称“１０５ 所”)是专业从事核动力运行技术研究和技术服务的科研机

构ꎮ ２００７ 年ꎬ１０５ 所融入了发起单位的优质资产、市场以及管理运作优势控股ꎬ成立了中核武汉核电

运行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控股公司”)ꎮ 随着核电的高速发展ꎬ１０５ 所和控股公司双体制运

营管理的矛盾日益突出ꎬ科研与生产交叉式管理、项目资源调配不均、运行效率低下等一系列问题亟

待解决ꎮ 为解决 １０５ 所和控股公司体制机制矛盾ꎬ实现科研和生产的一体化ꎬ必须通过构建以价值协

同为导向的科研院所一体化运营管理体系ꎬ建设保障该体系稳步运行的科研与生产业务一体化信息

管理平台(以下简称“ＢＩＳ 平台”)ꎬ以保障企业高效运营ꎮ

１　 实施背景

(１)实现 １０５ 所和控股公司全面融合ꎬ培育科研与生产业务一体化管理的现实需要

１０５ 所作为国内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核动力运行技术服务专业化科研院所ꎬ在改革发展中深刻

感受到要长久保持在核电技术服务领域的领先地位ꎬ必须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ꎬ切实保障 １０５ 所自身

“科研”和其控股公司“生产”以及两者业务管理上的全面融合ꎮ 因此ꎬ１０５ 所必须从价值创造视角ꎬ
通过构建科研与生产兼顾的内外部价值体系ꎬ整合资源实现规模化和标准化ꎬ纵向打通提升一体化效

率ꎬ在整个核电领域建立起企业核心竞争力ꎬ保证企业长期稳定发展ꎮ
(２)推进体制、机制和组织创新ꎬ全面深化改革的客观需要

３０ 多年来ꎬ１０５ 所从过去单一执行国家指令性计划、完全为军方服务的核动力运行维护科研院

所ꎬ逐步转变为军民融合发展的市场竞争单位ꎬ并在 ２００７ 年成立了控股公司ꎮ 但 １０５ 所本部仍沿用

平行职能式管理模式ꎬ业务在部门间流转缓慢ꎬ工作效率低下ꎬ且所本部和控股公司在组织机构、管理

体系上均存在差异ꎬ难以形成 １＋１>２ 的管理合力ꎮ
因此ꎬ１０５ 所亟需深化改革ꎬ调整组织架构ꎬ推进体制创新ꎮ 只有在统一的价值理念指导下进行

一体化运营管理体系改革ꎬ科学调整组织架构ꎬ各部门才能有效配合ꎮ １０５ 所重新梳理各部门业务范

围ꎬ改善多头管理、管理真空ꎬ建立起了真正的端到端流程ꎬ九大部门合署办公ꎬ在精简部门的同时ꎬ实

６１１



现了本部与控股公司的系统对接ꎻ增设了国际业务部门以适应国际化发展的需要ꎻ将“流程、组织、业
务”融为一体ꎬ实现了业务管理中的动态调整ꎮ

(３)资源存在冲突ꎬ资源配置规划及管理机制缺位

随着科研和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ꎬ对资源(如人员、仪器、设备、核电工作持证、资格等)的需求也

在不断增长ꎬ虽然这些资源也可以一定程度增长ꎬ但相对科研和生产项目而言ꎬ资源是有限的ꎮ 在没

有相应的信息系统之前ꎬ１０５ 所不能动态地收集项目的各项资源使用情况ꎬ这使得企业无法对资源进

行有效而充分的管控ꎬ资源不断交替使用从而导致资源冲突ꎬ同时还存在资源配置不平衡(如一部分

资源没有有效分配ꎬ造成闲置)、行为因素(如完工不报告)等问题ꎮ 此外ꎬ紧缺资源频繁地在几个不

同项目之间切换使用ꎬ极大降低了工作效率ꎬ从而又对更多项目造成了不利影响ꎮ
(４)提升信息协同水平ꎬ适应多元化市场竞争的必然需要

１０５ 所原有的信息系统多由业务部门主导建立的“孤岛”式系统ꎬ各系统标准各异、相互独立、数
据上多头管理、重复录入ꎬ信息冗余ꎬ对业务处理的效率和质量都造成了较大的影响ꎬ对企业自身的信

息化建设提出了诸多的挑战ꎮ
为切实解决上述几点问题ꎬ实现业务流程在不同部门间、不同管理层级间的协调、高效运转ꎬ让人

员、客户、供应商、合同、项目和设备资产等核心数据共享、价值共创ꎬ实现各项资源合理动态调配ꎬ
１０５ 所迫切需要建立一个集约高效的信息协同系统ꎬ以满足 １０５ 所的合署化运作和一体化管理ꎮ

２　 建设科研与生产业务一体化管理平台

为保障一体化运营体系的实现ꎬ切实推进 １０５ 所一体化运营体系建设ꎬ必须建立人、财、物、信息、
科技等资源集约化管理ꎬ而信息技术是实现对其支撑的唯一途径ꎮ 为此ꎬ１０５ 所提出以“科研＋生产服

务型”为出发点ꎬ坚持科研生产与信息化全面融合为目标ꎬ以项目管理为主线ꎬ构建了 ＢＩＳ 科研与生产

业务一体化信息管理平台ꎮ

２.１　 明确 ＢＩＳ 信息协同平台的需求

ＢＩＳ 信息协同平台需实现数据的全方位共享、运营的全过程管控、管理的有效协同、系统的自主

研发ꎬ其需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①全面性:ＢＩＳ 平台建立 １０５ 所与五大利益相关者的信息共享和互通ꎬ覆盖 １０５ 所从经营、项目、

采购、财务等企业运营的方方面面ꎬ全面落实 １０５ 所九个职能部门、五大生产中心和两个分公司的各

项管理体系ꎮ
②全程性ꎮ ＢＩＳ 平台体现所和控股公司多维管理的事前计划、事中管理与事后控制反馈思维ꎬ让

全所能够根据一体化平台的信息反馈全面描述、准确判断 １０５ 所运营管理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与可能

性风险ꎬ并快速做出响应ꎮ
③协同性ꎮ ＢＩＳ 平台要求各功能模块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ꎬ各业务环节、运营节点、

科研生产流程与管理过程等形成严格的标准ꎬ要求各流程节点的部门之间、项目之间和员工之间能够

实现资源共享、团队协作与有效协同ꎬ以提升业务一体化平台的整体效能ꎬ符合企业内外部控制各环

节、各部门、各主体间有序协同的内在需要ꎮ
④自主性ꎮ 目前市场上流行的 ＭＩＳ 管理信息系统或 ＥＲＰ 企业资源计划系统对于项目类型繁杂

且存在多个核算主体的企业业务支撑性严重不足ꎬ要实现一体化必须根据组织结构、生产运营特征、
业务处理流程、财务管理模式、科研生产项目等属性定制符合科研生产特征的管理信息系统ꎮ 在经过

长达一年多的信息系统调研和可行性分析后ꎬ１０５ 所于 ２０１２ 年开始走上 ＢＩＳ 平台自主研发道路ꎮ
⑤高安全性ꎮ ＢＩＳ 平台在设计时ꎬ对核心主数据进行了高强度加密ꎬ并保证所有调用必须经过认

证才能使用ꎮ 此外ꎬ作为以 Ｅｘｃｅｌ 为底层的系统ꎬＢＩＳ 平台确保了 Ｅｘｃｅｌ 本身的最高宏安全级别ꎬ这使

得平台除自身安全之外ꎬ增加了 Ｅｘｃｅｌ 本身的“保护层”ꎬ最大限度地确保了系统的安全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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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一体化管理平台设计思路

ＢＩＳ 平台整体架构设计结合了现代企业管理和科研院所管理理念ꎬ借鉴 １０５ 所在核电企业建设

Ｎ１－ＥＡＭ(企业资产管理)、Ｎ１－ＥＲＰ(企业资源计划)和 Ｎ１－ＥＣＭ(企业内容管理)等信息系统建设中

的经验ꎬ以“一次输入ꎬ相互勾稽”为原则ꎬ以项目管理为主线ꎬ在企业内部协同整合人、财、物和信息

流ꎬ推动企业项目管理、组织管理、控制管理、绩效管理、决策管理的系统化建设ꎮ
ＢＩＳ 平台分为数据平台层、一体化业务层和决策支撑层三个层面ꎬ以各业务数据为基础支撑ꎬ通

过一体化业务的管理与协同ꎬ实现 １０５ 所和控股公司科研生产的全面落地ꎬ并通过决策支持层为企业

提供战略规划和决策指导ꎮ 其整体框架如图 １ 所示ꎮ

图 １　 业务一体化信息管理平台(ＢＩＳ)整体框架

为确保平台的顺利建设ꎬＢＩＳ 平台定位为“一把手工程”ꎬ采用两条线方式进行部署:横向为责任

部门、业务部门、技术部门的分工协作ꎻ纵向为 １０５ 所、控股公司和分公司三个层面贯彻执行ꎮ 多层

级、多业务部门的交叉合作、共同努力ꎬ形成了推进合力ꎬ使 ＢＩＳ 平台顺利进行ꎮ

２.３　 自主研发

目前ꎬ主流的综合性一体化管理平台如 ＳＡＰ、用友 ＮＣ 等ꎬ对核电科研院所这种横纵项目交叉、需
要多项目合理调配的管理模式缺乏有效支撑ꎻ而像 Ｏｒａｃｌｅ Ｐｒｉｍａｖｅｒａ Ｐ６、邦永 ＰＭ２、智邦国际项目管理

系统等ꎬＰ６ 软件价格比较昂贵ꎬ软件功能和易用性上在本土化方面差一些ꎬ邦永和智邦国际是国内厂

商ꎬ系统有着较为优秀的项目管理体系ꎬ但邦永主要定位于房地产、工程相关企业ꎬ智邦国际侧重客户

关系和多项目的管理ꎮ 所以ꎬ无论是在国际上还是在国内ꎬ还没有一个软件平台能支持核电科研院所

领域对科研、生产以及管理业务的统一管理ꎬ实现人财物的一体化管控ꎬ并支持在项目计划和执行过

程中动态调配不同资源ꎬ确保资源的最大化利用ꎮ 因此ꎬ在调研了多家项目管理型企业实施资源管理

系统的案例后ꎬ１０５ 所开始利用其自身在信息化建设上的专业人员自主开发实施资源管理系统－ＢＩＳ
业务一体化管理系统ꎮ

ＢＩＳ 系统通过 Ｊａｖａ 与 Ｅｘｃｅｌ.Ｎｅｔ 平台相结合的开发模式ꎬ采用 Ｏｒａｃｌｅ １１ｇ 数据库ꎬ并使用分布式服

务器的方式ꎬ把应用服务器、中间件服务器和数据库服务器分离ꎬ最大限度地提升系统性能ꎬ大大降低

了数据库服务器的运算压力ꎬ并保证了数据的安全可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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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业务一体化信息管理平台(ＢＩＳ)导航界面

２.３　 功能亮点

①动态跟踪和管控项目进度节点

项目进度节点管控主要是有关月度节点完成情况的监督检查ꎮ 按照以前的做法ꎬ每月的项目进

度节点需要人工从科研生产实施计划的项目进度节点中筛选出来ꎬ１０５ 所里每年项目数量高达上千

个ꎬ每月需要进行重复的筛选才能避免遗漏ꎮ 另外ꎬ每个项目进度节点的完成都必须提供判据文件ꎬ
由于判据文件占用空间较大ꎬ包括各种报告、评审文件等ꎬ往往需要单独的文件夹进行保存ꎬ在审核和

确认节点是否完成时需要传递并来回查找ꎬ费时费力ꎮ
建立一体化管理体系后ꎬ项目经理每月填写项目月报时ꎬ就上传涉及月度节点完成情况的说明和

判据文件ꎬ经过生产研发中心审核和确认ꎬ项目月度节点完成情况将自动汇总ꎬ完成节点数量、延误数

量、节点完成率、判据文件都一目了然ꎮ 此办法既方便中心和项目经理查询结果ꎬ也可方便在月度生

产例会直接使用通报ꎬ真正意义上实现了项目节点过程的动态管理和跟踪ꎮ
②实施二级三类五部门量化项目考核

“二级”是指项目按照所级(一级)和中心级(二级)两个层次进行管理和考核ꎬ“三类”是指任务

来源按照生产项目、生产(研发)项目和研发项目三大类进行管理和考核ꎬ“五部门”是指发挥五个职

能部门的作用ꎬ多维度进行检查评分ꎮ 计划部门重点对进度与过程控制进行检查评分ꎬ质量控制和安

全部分由质安部门评分ꎬ成本控制部分由财务部门评分ꎬ文件报告由综管部门评分ꎬ顾客满意度由经

营部门评分ꎮ 通过信息化协同的运用ꎬ科研和生产的项目考核已成功实现线上自评、部门初评、汇总

终评ꎬ其中关键性指标全部实现自动评分ꎮ 此考核管理真正做了到考核有标准ꎬ扣分有依据ꎬ考核结

果可作为项目控制和项目评价的重要依据ꎬ极大地提升了项目管理的效率和效果ꎮ
③建立多项目动态管控

１０５ 所作为承担核电运行领域科研项目的中坚力量ꎬ在同一时间内同时有许多科研项目需要完

成ꎬ这些科研项目同时需要使用各种资源ꎬ如人员、资金、仪器、设备等ꎮ 此外ꎬ随着核心控股公司的成

立ꎬ１０５ 所内部又不断形成新的生产及技术服务等项目ꎬ这导致其一直处于多项目管理环境之中ꎮ 然

而ꎬ由于资源有限、模式简单、方法单一等原因ꎬ造成项目管理整体效率不高ꎬ在应对多项目和多任务

管理上缺少有效的方法ꎮ
ＢＩＳ 平台通过结合约束理论模型ꎬ对现行组织中所有的项目进行筛选、评估、分级、分类ꎬ根据评

估结果拟定资源分配计划ꎬ并在多项目进行的过程中ꎬ通过多项目的资源使用情况以及来自企业外部

的动态信息的反馈ꎬ实时动态地调动管理所有资源ꎬ以获取最佳的项目实施组合ꎮ 平台将两类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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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多项目管控体系框架

人力资源和仪器设备资源、三大主体－１０５ 所、控股公司总部和控股公司分公司、六项支撑要素－组织

机构、项目制度、评价改进体系、风险控制、预算管理和人才体系的全面融合ꎬ有效提升了资源利用率ꎬ
形成了评价－改进的良性循环体系ꎬ降低项目延期风险和企业运营成本ꎬ实现了人才体系结构优化ꎬ
大幅提升了综合运营水平ꎮ

２.４　 构建科研生产一体化运营决策的“智慧大脑

１０５ 所在 ＢＩＳ 平台基础之上ꎬ建立了决策智能子系统ꎬ为管理层快速、准确、科学决策提供重要依

据ꎮ 此子系统能够将事务型数据汇总、分类整理ꎬ转换成为管理层所需的分析型数据ꎬ管理层通过数

据发现 １０５ 所科研生产运营营中存在的优势与薄弱环节ꎬ从全局性、系统性角度思考 １０５ 所运作状况

及发展趋势ꎬ为领导决策提供科学依据ꎮ
决策智能子系统建立了四种辅助运营决策的数据模型ꎬ如下图 ４ 所示ꎮ
①指标预警:通过对设置指标预警ꎬ及时发现问题ꎬ比如收入预警、成本预警、项目交付预警、人员

总量预警、库存预警ꎻ
②运营监控:通过业务分析模型ꎬ从多个维度对运营情况进行深入分析ꎬ以掌握具体的运营情况

和问题ꎻ通过数据的关联分析、钻取分析ꎬ结合一些外部数据和资料ꎬ分析出现问题的原因ꎻ
③经营预测:根据统计学的理论和方法ꎬ通过预测模型进行指标预测ꎬ分析指标发展趋势ꎬ以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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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战略方向和实施策略ꎻ
④决策模型:通过决策推演等方式ꎬ来辅助运营决策ꎬ如设定将来希望利润可达值ꎬ推算出相应的

的收入、成本、人力资源、固定资产投入等ꎮ

图 ４　 决策智能子系统模型

目前ꎬ决策智能子系统在 １０５ 所一体化运营管理中主要应用于以下四个方面ꎬ如下图 ５ 所示ꎮ
①财务管理分析:财务分析主要从利润情况、期间费用情况、现金情况、现金流向、固定资产、工资

构成和财务杜邦分析为主题对数据进行了剖析ꎻ
②营销管理分析:主要以客户情况、合同情况、收入情况为主题ꎬ全面分析了销售各个环节的数

据ꎬ总结出了营销管理过程中的客观规律ꎮ
③项目管理分析:主要针对项目管理环节的各个方面进行数据剖析ꎬ从进度计划和项目预算等方

面进行分析ꎬ为同类项目提供了参考依据ꎻ
④人力资源管理分析:主要以人力总量、人力成本、人力投资回报等方面进行数据分析ꎬ指导人员

优化配置ꎮ

图 ５　 决策智能子系统应用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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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论

核动力运行研究所自 ２０１２ 年启动科研生产业务一体化体系建设ꎬ并从 ２０１４ 年初开始研发 ＢＩＳ
平台ꎬ采取分步实施上线的策略ꎬ目前七大模块已正式运行近两年时间ꎮ ＢＩＳ 平台以核电科研院所

“科研＋生产”管理模式为出发点ꎬ坚持科研生产与管理业务全面融合为目标ꎬ以项目管理为主线ꎬ实
现从经营管理、项目管理、采购管理、设备库存管理、质量安全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到财务管理的全过

程管理ꎬ支持各环节业务、各业务单元的审批流转ꎬ支持项目各资源动态调配ꎬ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发挥

各项资源ꎮ ＢＩＳ 平台的主要创新点如下:
(１)首次实现了在核电科研院所领域对科研、生产以及管理业务的统一管理ꎬ实现在项目计划和

执行过程中动态调配不同生产部门核心技术力量和设备资源ꎬ形成了各司其职、高效协同的科研生产

业务一体化管理平台ꎻ
(２)首次针对核电科研院所纵横向课题交叉实施的情况和矩阵式的项目管理模式ꎬ通过区分课

题来源、项目过程管理模式和财务核算体系ꎬ实现了科研型项目和生产型项目的综合性协同管理ꎻ
(３)首次通过标准化接口与财务总账系统全面对接ꎬ实现了财务预算体系和核算体系的纵向贯

通ꎬ为研究所发展提供全面有效的决策分析报告ꎻ
(４)简化数据共享与交换的复杂度:采用了基于 ＳＯＡ 的数据共享和交换技术ꎬ简化了各部门间和

各项目间的数据共享和交换的复杂度ꎬ提高了数据的可移植性ꎬ降低了应用系统的建设和维护成本ꎻ
(５)建立了适合核电科研院所管理的决策智能子系统ꎬ通过将事务型数据汇总、分类整理ꎬ转换

成为管理层所需的分析型数据ꎬ通过图表等多种形式ꎬ展现数据间隐藏的内在规律ꎬ进而展开多维度、
多层次分析ꎬ为管理层快速、准确、科学决策提供重要依据ꎮ

ＢＩＳ 业务一体化平台的开发设计ꎬ不仅仅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ꎬ更是 １０５ 所全面推行管理现代

化的一次重大变革ꎮ 它大幅地提高了 １０５ 所的管理工作水平和效率ꎬ各部门的信息沟通大大加强ꎬ实
现了三个规范化－数据规范化、业务规范化和信息处理流程规范化ꎬ实现了科研、产、供、销四大主数

据的统一ꎬ在高速发展的核电领域ꎬ切实提升了 １０５ 所的核心竞争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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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恰希玛核电工程 ３ / ４ 号机组
调试质量管理的实践与经验

李文峰ꎬ 董黎明ꎬ 黄国炤ꎬ 金跃玲ꎬ 任　 忠ꎬ 赵　 方ꎬ 朱玉隆
(中核核电运行管理有限公司ꎬ浙江 嘉兴 ３１４３００)

　 　 　 　 　 　 　 　 　 　 　 　 　 　 　 　 　 　 　 　 　 　 　 　 　 　 　 　 　 　 　 　 　 　 　 　 　 　 　 　 　 　 　 　 　 　　
　

　
　 　　　　　　　　　　　　　　　　　　　　　　　　　　　　　　　　　　　　　　　　　　　　　　

　
　

　
　

作者简介:李文峰(１９８７—)ꎬ男ꎬ大学本科ꎬ工程师ꎬ现主要从事核电质保监督监查等工作

摘要:巴基斯坦恰希玛核电站工程是我国第一个对外出口的核电项目ꎬ在核电出口的调试质量管理方面已取得一些

成功经验ꎮ 本文以恰希玛核电站工程 ３ 号 / ４ 号机组为例ꎬ系统阐述了调试质保体系的建立、实践、成功经验和重要启

示ꎬ以期能对我国核电出口项目调试质量管理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ꎮ
关键词:巴基斯坦ꎻ核电ꎻ调试ꎻ质量ꎻ经验

巴基斯坦恰希玛核电工程是我国第一个对外出口的核电项目ꎮ 恰希玛核电工程 ３ 号 / ４ 号机组

以恰希玛 ２ 号机组为参考电厂ꎮ ３ 号机组(以下简称“Ｃ３”)和 ４ 号机组(以下简称“Ｃ４”)分别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和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１ 日开工浇灌第一罐混凝土ꎬ单台机组从核岛浇灌第一罐混凝土到临时

验收的合同建设工期为 ６９ 个月ꎮ
调试是“使安装好的核电站部件和系统运转并验证其性能是否符合设计要求和有关准则的过

程ꎬ包括无核反应和带核反应的试验”ꎮ
中核核电运行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ＣＮＮＯ”)是该项目的调试和试运行管理承包商ꎮ 参考

ＩＡＥＡ ５０－Ｃ－Ｑ(１９９６ 版)、５０－ＳＧ－Ｑ１２(１９９６ 版)、核安全法规及导则、承包合同编制了调试项目质量

保证大纲和相关管理程序ꎬ以指导调试工作的开展ꎮ 那么 Ｃ３ / Ｃ４ 调试过程中都有哪些成功经验和启

示有助于提升我国核电出口项目的调试质量管理绩效呢? 本文将系统介绍 ＣＮＮＯ 在恰希玛核电工

程三号 /四号机组调试质量管理方面的实践和经验ꎬ以期能给我国核电出口项目调试质量管理起到一

定的借鉴作用ꎮ

１　 调试质保体系的建立

１.１　 文件体系

现场体系文件包括调试质保大纲(以下简称“质保大纲”)及其相关的管理程序和技术文件等ꎮ
见图 １ꎮ

图 １　 质保文件体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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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１　 质保大纲

包含五方面内容:质量政策声明(分为依据、质量方针、质量目标和承诺等 ４ 部分)ꎬ引言(分为概

述、目的和范围、责任、定义、参考文件等 ５ 部分)ꎬ管理(分为大纲文件、组织与职责、接口与职责转

移、策划与资源管理、分级、培训与授权、不符合项和纠正措施、文件与记录、环境与人因、辐射、工业安

全和保卫、应急演习和响应等 １２ 部分)ꎬ执行(分为重大事件、设计变更、临时变更、试运行、交接班、
标识、状态控制、采购、计量、装卸贮存、场地清洁和验证等 １２ 部分)ꎬ评定(分为自我评定和独立评定

２ 部分)ꎮ 大纲附件为调试组织机构图、外部接口关系图和调试管理程序清单ꎮ
本大纲体现了质量绩效持续改进的特点ꎬ适用于全部调试人员ꎬ包括中核运行调试项目部、调试

分包商、巴方业主(以下简称“ＰＡＥＣ”)和项目总包方中原公司(以下简称“ＣＺＥＣ”)等单位的参与调

试人员ꎮ
１.１.２　 管理程序

针对大纲 “管理”“执行”和“评定”３ 个方面的 ２６ 部分内容ꎬ编制相关管理程序 ３５ 份ꎬ大致可以

分为“组织机构”“质保”“安全”“接口”“实施”和“文件”等 ６ 大类ꎮ 除此之外ꎬ对现场库房、车辆、考
勤和休假管理等也编制了管理程序ꎬ进行了规范化管理ꎮ

所有管理程序均由相关负责人 /小组长编制ꎬ经公司主管领导批准生效ꎮ 质保在项目开始前负责

审查程序与质保大纲的一致性和适用性ꎬ并在调试过程中根据现场工作情况进行修订ꎮ
１.１.３　 技术文件

调试项目部还编制了针对具体设备操作的专门技术方案、重大调试试验过程的工业安全和消防

工作方案、设备保养专项计划等技术文件十几份ꎻ针对两台机组共 ５６７ 项大纲调试试验项目、部分非

大纲项目、试运行操作编制了相应的调试试验规程和试运行规程ꎮ 所有文件在使用过程中ꎬ根据实际

需要进行适应性修订ꎮ

１.２　 质保体系

１.２.１　 内部质保体系

按照质保大纲要求建立了内部调试质保体系ꎮ 见图 ２ꎮ 其中ꎬ安全质量组拥有足够权力和组织

独立性ꎬ有权制止一切违反安全与质量保证的行动ꎮ

图 ２　 内部调试质保体系图

１.２.２　 外部接口关系

作为该项目的调试和试运行承包商ꎬ调试项目部与项目总包方 ＣＺＥＣ、巴方、设计院和安装公司

等众多单位均有接口关系ꎮ 见图 ３ꎮ
１.２.３　 整个工程的质保体系

根据分工和接口关系ꎬ调试项目部的内部质保体系是整个工程质保体系的重要组成ꎬ在整个工程

的四层质保体系中位于第一层ꎮ 见图 ４ꎮ

２　 调试质量管理的实践

为确保调试质保体系的有效运转ꎬＣＮＮＯ 调试项目部根据“卓越绩效”原则ꎬ采取了多种切实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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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外部接口关系图

图 ４　 整个工程的质保体系图

效的举措ꎮ

２.１　 公司专项组检查

调试实施过程中ꎬ调试项目部每年均要接受公司检查组的现场专项检查ꎬ一般包括调试组织机构

运作的有效性、质保、试运行、现场应急、工业安全、劳保和工器具等方面ꎬ以查找管理缺陷和隐患ꎬ推
广良好实践ꎬ提升管理绩效ꎮ

２.２　 接受外部质保监查 /质保管理检查

调试开展过程中ꎬ调试项目部接受了多次外部质保监查和质保管理检查ꎬ并配合 ＰＡＥＣ 接受了世

界核电运营协会 ＷＡＮＯ 组织的年度评估 /回访ꎮ 见表 １ꎮ 在不同的调试阶段ꎬ外部检查的侧重点也有

所不同(如调试前期的文件体系完整性检查、调试中期的程序执行有效性检查等)ꎬ这有助于推动现

场质量管理绩效的不断提升ꎮ
表 １　 外部质保监查 /质保管理检查

项目 接口 检查内容 频度

质保管理检查 ＰＮＲＡ 质保大纲要素—调试管理、业绩、文件和评估等 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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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项目 接口 检查内容 频度

质保监查 ＰＡＥＣ 分全范围监查、专项监查和对调试分包商监查 ３ 类 调试前中期

质保监查 ＣＺＥＣ 全范围监查 每年

ＷＡＮＯ 组织评估 ＰＡＥＣ 调试、经验反馈管理方面 每年

注:１. 外部质保监查 /质保管理检查的开展形式与国内质保监查基本相同ꎻ
２.针对外部质保监查 /质保管理检查所提问题ꎬ调试项目部均及时开发纠正行动ꎬ并进行举一反三的整改落实ꎮ

２.３　 管理审查和三体系评审

现场调试项目部的管理审查和三体系评审纳入了中核运行的年度管理评审工作中ꎬ调试项目部

经过自我审查后ꎬ审查报告提交公司级会议审查评价ꎬ主要评价一年来调试质保体系和现场三体系的

运转情况及其有效性ꎬ以持续改进和提高三体系管理水平ꎮ 质保体系的评价内容包括组织机构及职

责、人员培训、管理程序体系建设、调试项目的计划和实施、缺陷和不符合项、质保监查监督、以及大纲

有效性和适用性的总体评价ꎮ

２.４　 自我评估[１]

按照公司管理提升、«自我评估»、以及调试项目部«管理者自我评定程序»的要求ꎬ每年对调试项

目的过程控制进行自我评估ꎬ查找强项、不足和待改进项ꎬ制定纠正行动ꎬ持续改进ꎮ

２.５　 内部质保监查

２.５.１　 对调试项目部监查

调试项目部每年组织 １ 次对调试和试运行各专业组全范围的质保监查ꎬ主要依据的是调试质保

大纲和相关管理程序ꎮ 安全质量组在年底制定下一年的质保监查计划ꎬ质保人员按计划组织监查并

跟踪发现问题 /观察意见的整改和落实ꎮ
２.５.２　 对调试分包商监查

　 　 调试分包商作为调试活动的重要参与者ꎬ必须建立完善的质保体系并持续改进ꎮ ＣＮＮＯ 建

立了合格供方名录数据库ꎬ每年组织对重要调试分包商进行质保监查ꎬ要求其编制分包项目的质保大

纲、试验大纲、试验方案和规程等文件ꎮ 质保人员在分包项目开始前ꎬ对分包商准备的这些文件进行

质保审查ꎮ

２.６　 质保监督

２.６.１　 专项监督

对于重要调试专项(如电站性能试验、汽轮发电机组轴系振动测量和调整试验)或调试过程ꎬ安
全质量组会在年底编制下一年度的专项监督计划ꎬ并按照监督计划和管理程序要求ꎬ检查调试管理工

作的开展是否有效ꎬ寻求改进机会ꎮ
２.６.２　 随机监督

在不同的调试阶段ꎬ质保人员会根据此阶段的重要质量管理风险ꎬ确定监督重点ꎬ进行现场随机

监督ꎬ发现管理或人员行为的偏差立即纠正ꎻ发现设备缺陷则填写工单进行处理ꎮ

２.７　 选点试验的见证

这是现场质量管理工作的主要内容ꎬ通过四方见证ꎬ不仅能够保证重要试验项目按程序要求有序

进行ꎬ也是对调试质保体系运行有效性的验证ꎮ
２.７.１　 试验项目选点

在调试开始前ꎬＰＮＲＡ、ＰＡＥＣ 和 ＣＺＥＣ 对 ＣＮＮＯ«调试大纲»进行评审ꎬ并按照逐级覆盖原则、系
统设备 /试验的重要性ꎬ选出了 １５７ 项需要质保见证的调试试验项目ꎮ 见表 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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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Ｃ３ / Ｃ４ 质保选点试验统计

机组 总数 含新增点 Ｈ 点 Ｗ 点 Ｒ 点 ＰＮＲＡ 选点 ＰＡＥＣ 选点 ＣＺＥＣ 选点 ＣＮＮＯ 选点

Ｃ３ ７３ ４ ４ ６４ ５ ６４ ７１ ７１ ７３

Ｃ４ ８４ １５ ５ ６７ １２ ６１ ８２ ８２ ８４

注:１. 与国内的步骤选点不同ꎬＣ３ / Ｃ４ 是项目选点ꎬ选点后需对试验的每一步骤进行见证(Ｒ 点除外)ꎻ
２.对于 Ｈ 点ꎬ如巴方在通知时间的 １ 小时后仍未到场(Ｗ 点－半小时)ꎬＣＮＮＯ 可直接开始试验ꎬ与国内不同ꎬ这里

Ｈ 点的放行主要体现在进场会先决条件的检查放行上ꎻ
３.新增点原本不属于选点项目清单ꎬ是应巴方要求后加入的ꎬ有的不需要召开进 /离场会ꎮ

２.７.２　 见证

ＰＮＲＡ、ＰＡＥＣ、ＣＺＥＣ 和 ＣＮＮＯ 四方质保部门讨论制定了«Ｃ－３ / Ｃ－４ 项目调试阶段 ＱＡ 活动实施

接口程序»ꎬ规定了四方的职责ꎬ用于指导选点项目见证活动的开展ꎮ 见证过程见图 ５ꎮ

图 ５　 选点项目的见证过程

见证过程中各项活动的具体内容ꎮ 见表 ３ꎮ
表 ３　 见证过程中各项活动的内容

项目 通知 /提交时间 内容

提交试验规程 提前至少 ２ 周 提交最新版规程ꎬ如有修订需提前 １ 周提交 ＰＡＥＣ / ＰＮＲＡ

召开进场会 提前 ７２ 小时 核对规程有效性、试验人员资质、工器具标定、临时设施 /变更、中交证书 /遗留项

试验见证 提前 ２４ 小时 按质保活动检查清单验证试验是否按规程执行ꎬ如时间变更ꎬ应提前 ５ 小时通知

召开离场会 提前 ２４ 小时 审查试验报告是否满足验收准则ꎬ讨论试验中发现的问题ꎬ签署四方会签单

提交试验报告 离场会结束 四方会签单原件作为报告的一部分共同提交ꎬ质保编写选点试验监督报告

注:试验报告提交后ꎬＰＮＲＡ 和 ＰＡＥＣ 会组织对调试报告进行审查ꎬ调试项目部需要针对审查发现的问题进行解

释或出具修订单ꎬ并回函答复ꎮ

２.８　 事件报告、发现问题、偏差缺陷和不符合项的跟踪处理及反馈

２.８.１　 事件报告

调试项目部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事件报告体系ꎬ一切异常或有疑问的情况均属于报告范围ꎮ 项目

部根据事件的严重程度分级管理ꎬ进行事件原因分析、开发纠正行动并跟踪落实ꎬ最后进行学习反馈ꎮ
此制度的执行不仅保证了事件的及时报告ꎬ也有助于培育现场浓厚的质量文化氛围ꎮ

Ｃ３ / Ｃ４ 调试期间共填报事件报告 １７ 份ꎮ
２.８.２　 发现问题

调试期间ꎬ调试项目部接受 ＰＮＲＡ(２ 次)、ＰＥＡＣ(５ 次)和 ＣＺＥＣ(２ 次)外部监查 /质保管理检查

共 ９ 次ꎬ组织内部监查 ２ 次ꎮ 对所有发现事实进行分类统计ꎮ 见表 ４ꎮ 通过纠正行动的跟踪落实ꎬ保
证了质保管理体系的有效运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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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监查 /质保管理检查发现事实的分类统计

发现事实 比例

管理程序执行问题 ５９％

管理程序编制问题 ２２％

接口问题 ７％

设备缺陷 ５％

调试分包商管理 ７％

由表 ４ 可见ꎬ保证调试管理程序的有效执行是调试质量管理中的重点和难点ꎬ需要质保人员借助

多种资源并采取有效手段进行控制ꎮ
２.８.３　 偏差缺陷和不符合项

在调试试验见证和现场监督过程中ꎬ会发现偏差缺陷和不符合项等问题ꎮ 对于管理偏差ꎬ需要采

取纠正行动ꎻ对于设备缺陷ꎬ则要在计算机信息管理软件系统(以下简称“ＣＭＩＳ”)中填报缺陷ꎬ安排

工单进行处理ꎻ对于不符合项ꎬ关闭后ꎬ其记录需要永久存档ꎮ 随着调试的进展和现场质量管理水平

的不断提高ꎬ调试中后期的管理偏差已很少ꎮ
对巴方发现的偏差缺陷进行分类统计ꎮ 见表 ５ꎮ

表 ５　 巴方发现的偏差缺陷的分类统计

类型 中文名称 提出单位 比例

ＣＴＩＲ 选点试验见证报告 ＰＮＲＡ ２０％

ＧＳＲ 普通监视报告 ＰＮＲＡ ４％

ＮＣＮ 不符合项通知 ＰＡＥＣ ６９％

ＤＲ 缺陷报告 ＰＡＥＣ ２％

ＳＤＮ 系统缺陷通知 ＰＡＥＣ ３％

Ｌｅｔｔｅｒ 信函 ＰＡＥＣ ２％

对以上偏差缺陷产生的原因进行分类统计ꎮ 见表 ６ꎮ
表 ６　 巴方发现偏差缺陷的原因的分类统计

产生原因 比例

程序 /规程不适用 １０％

程序 /规程执行不力 ９％

系统设备缺陷 ６４％

设备维护保养不力 １７％

表 ５ 中的主要偏差缺陷类型 ＮＣＮꎬ主要由设备缺陷造成ꎮ 国产设备生产和安装质量的不稳定成

了制约调试质量管理绩效提升的主要因素ꎮ

２.９　 质量趋势分析和阶段总结

２.９.１　 质量趋势分析

质保每个季度进行调试质量趋势分析ꎬ内容包括质保监督监查、管理评审、选点试验见证、不符合

项、偏差缺陷、趋势分析、改进建议和下阶段活动安排等ꎮ 通过汇报ꎬ有助于项目总包方 ＣＺＥＣ 及时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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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建安单位的工作ꎬ保证调试工作的顺利进行ꎻ也有助于更好的反映调试质量的控制状态ꎬ及时发现

质量问题[１]ꎮ
以 ２０１６ 年巴方发现的“程序 /规程执行不力”类缺陷为例ꎬ进行分析ꎮ 见图 ６ꎮ

图 ６　 巴方发现的“程序 /规程执行不力”类缺陷数量的折线图

从上图可以看出ꎬ“程序 /规程执行不力”类缺陷的数量ꎬ在 ２、３ 季度达到高峰后ꎬ在 Ｃ３ / Ｃ４ 调试

工作最紧张的第 ４ 季度却明显降低ꎮ 这说明了ꎬ随着调试工作的开展ꎬ现场质量管理的水平也在不断

提升ꎮ
２.９.２　 阶段总结

在每个调试阶段结束后均需编写阶段总结报告ꎬ质保部分主要包括质保实施状态、选点项目实施

情况、质量评价改进和异常事件等 ４ 个方面ꎮ 除此之外ꎬ每周要编写周总结和下周计划ꎮ
通过总结整理ꎬ能够更好地了解目前调试工作的进展ꎬ有助于下一阶段调试质量工作的准备[１]ꎮ

２.１０　 中巴质保月例会

每月召开的中巴质保例会是调试质保工作开展的有效协调机制ꎮ 通过会议跟踪工程质量管理状

况ꎬ就重要质量问题展开讨论ꎬ并确定下一阶段的质保工作计划ꎬ对保证现场调试质保工作的有效进

行大有裨益ꎮ

３　 成功经验和重要启示

３.１　 成功经验

３.１.１　 良好的核安全文化氛围作基础

得益于 ＣＮＮＯ 良好的核安全文化氛围的熏陶和“做一名有高度责任心的核电工作者”的核安全

文化价值理念的引导ꎬ现场调试人员都能充分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ꎬ相互之间密切配合ꎬ并在工作

中时刻心系安全质量ꎬ保持客观、开放的心态ꎮ 这是现场质量管理工作有效开展的基础ꎮ
３.１.２　 保证质保组织机构的独立性

　 　 按照核安全法规要求ꎬ质保的组织独立性从大纲文件体系到实际工作执行都得到了有效保

证ꎮ 质保的作用在调试工作中得到了足够重视ꎬ这才使现场质量工作的开展有了基本保障ꎮ
３.１.３　 管理组织扁平化

从图 ２ 中可以看出ꎬ现场扁平化的组织管理方式ꎬ能够让质保人员及时向项目部领导汇报现场质

量管理情况ꎬ并获得领导的指导和支持ꎮ 此外ꎬ还能通过与各专业组之间的直接沟通ꎬ实现质保信息

的有效传递和管理措施的快速落实ꎮ
３.１.４　 突出实效的管理

　 　 在调试管理中ꎬ进行有效分工、突出工作重点ꎬ能够节省人力、提高工作效率ꎮ 调试项目部程

序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ꎬ均突出了实效性ꎬ这使得调试项目部能够在人力有限的情况下保质保量地完

成艰巨的调试任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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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５　 与总包方的有效沟通

调试项目部与项目总包方 ＣＺＥＣ 之间建立了有效沟通渠道ꎬ并协助其充分发挥纽带的作用ꎮ 在

现场系统设备大量移交调试后ꎬＣＺＥＣ 制定了«Ｃ３ / Ｃ４ 调试管辖区域工作许可管理规定»ꎬ对调试工作

区域内的持票作业进行考核监督ꎬ从而保证了现场调试工作的有序开展ꎮ
３.１.６　 有效利用每日管理晚会、管理系统软件和微信等即时通讯工具

每天下班前 １ 小时ꎬ由调试项目部领导和各专业组组长参加的调试管理晚会是项目部内部信息

通报和工作协调的主要平台ꎬ也是一种现场管理的有效手段ꎮ 质保人员可以通过此平台获得和传达

质保信息ꎬ要求相关专业对质保工作予以配合和支持ꎮ
ＣＭＩＳ 管理软件、微信群等电子通讯工具ꎬ则是质保信息实时沟通的有效工具ꎮ

３.１.７　 依托秦山核电基地的强大资源

Ｃ３ / Ｃ４ 调试项目是 ＣＮＮＯ“一体两翼”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依托秦山核电基地强大的技术

和人力支持“后盾”ꎬ调试项目部先后克服了“Ｃ３ 稳压器安全阀”和“Ｃ４ 控制棒卡棒”事故造成的工期

延迟问题ꎬ实现了工程质量的按时验收ꎮ 另外ꎬ调试分包商的筛选和评价纳入到 ＣＮＮＯ 的供方资格

管理体系中ꎬ能够节约现场有限的调试资源ꎮ
３.１.８　 丰富的调试经验积累

大部分调试试验负责人都有秦山一期、恰希玛 Ｃ１ / Ｃ２ 和方家山的调试经验ꎬ对系统、设备性能和

试验内容吃得很透ꎮ 并且ꎬ秦山一期、恰希玛 Ｃ１ / Ｃ２ 调试的很多资料、技术改进和经验反馈也直接转

化应用到了 Ｃ３ / Ｃ４ 的调试工作中来ꎮ
３.２　 重要启示

３.２.１　 管理流程简化

调试管理工作需要突出实效ꎬ应当根据现场资源配置情况ꎬ在保证工作绩效不降低的前提下尽量

简化繁琐的纸质汇报流程ꎬ使工作人员在质量可控的情况下尽可能快地提高工作效率ꎬ以把主要精力

投放在调试质量控制上ꎬ而非繁琐的流程中ꎮ
３.２.２　 质保人员应建立与巴方和试验负责人的有效沟通

在跟巴方接口时ꎬ应考虑到巴方与中方作息时间的差异和宗教习惯ꎬ应有效利用邮箱、ＱＱ 和电

话等工具将试验见证点的最新安排及时通知给巴方质保人员ꎬ尤其是在夜晚、周末、节假日等巴方休

息时间ꎬ更应该提前告知巴方ꎬ让其事先做好见证准备ꎬ这能够使巴方有效配合调试质保工作ꎬ保证试

验按时开展ꎮ 在遇到调试试验分阶段进行且中间间隔时间较长的情况时ꎬ应当在每个试验阶段结束

后ꎬ告诉巴方下一阶段试验的大致安排ꎬ并在下次开始前提前 ２４ 小时通知见证ꎮ
由于巴方试验助手将自己理解为试验 ＱＣꎬ而中方则按合同要求将其视为试验组的一员ꎬ在遇到

巴方试验助手屡次通知却不能按时参加调试的情况时ꎬ试验负责人应当及时通过质保向 ＰＡＥＣ 管理

层反馈ꎬ获得对方的配合和支持ꎬ以避免发生不必要的误会ꎮ
质保人员也应当与试验负责人保持密切联系ꎬ并对试验准备、开展和试验内容心中有数ꎬ才能实

现调试质量的有效管控ꎮ
３.２.３　 阶段风险提醒

调试的每个阶段ꎬ其质量管理风险的防控重点均会有所不同ꎮ 质保人员应当在下个调试阶段到

来前ꎬ预先进行管理风险评估ꎬ提醒试验负责人和相关调试人员ꎬ做到防患于未然ꎮ
３.２.４　 质保工作要防微杜渐ꎬ始终保持高标准

尽管在质保选点试验的进场会上ꎬ巴方主要审查“人机法测”等要素ꎬ但按照管理程序要求ꎬ质保

人员还应当检查设备标识、隔离、许可证、风险分析、工前会、场地、人员设备的安全控制、防人因和人

员分工配合等项目ꎬ以及时发现并排除影响试验开展的不利因素ꎬ维护管理程序和规程的严肃性ꎬ防
微杜渐ꎮ
３.２.５　 管理程序和试验规程应确保一致、有效

Ｃ３ / Ｃ４ 的很多管理程序和调试规程是从秦山一期或 Ｃ１ / Ｃ２ 转化来的ꎬ但随着技术的改进和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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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的变化ꎬＣ３ / Ｃ４ 部分调试工作会有所改变ꎮ 因此ꎬ在管理程序和调试规程的编审过程中ꎬ应当结

合设计变更和现场的实际情况ꎬ进行适应性的修订ꎮ
３.２.６　 保证调试人员流动有序

现场有大批从 ＣＮＮＯ 其他部门、ＣＺＥＣ 借调的短期调试人员ꎬ他们在调试工作中也扮演着重要的

角色ꎮ 在人员更替过程中ꎬ应当注意工作的前后有效衔接ꎮ 质保也应当关注新进场人员的资格能否

满足工作要求ꎬ并及时将调试管理要求传达给对方ꎮ
３.２.７　 防范设备生产 /安装质量不稳定的风险

在整个调试过程中ꎬ现场发生了多起由于设备生产 /安装质量不稳定造成的调试工期延误、高温

蒸汽外喷和停机等事故ꎬ对人员和机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ꎮ 所有调试人员均应时刻保持“空杯心

态”ꎬ防范设备生产 /安装质量不稳定的风险ꎮ

５　 结语

坐落在中巴经济走廊上的巴基斯坦恰希玛核电工程ꎬ是中国一带一路 “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闪

耀明珠ꎬ是中巴两国人民传统友谊的见证ꎬ也是我国核电出口的标杆项目ꎮ 这两年ꎬ随着海外一个个

新核电项目开工的喜讯频频传来ꎮ 作为中核运行“一体两翼”战略重要部分的恰希玛 Ｃ３ / Ｃ４ 调试项

目ꎬ其开展过程中积累的成功经验和获得的重要启示ꎬ能够给我国核电出口项目的调试质量管理工作

提供一定的借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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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层次分析法的核能企业并购中企业价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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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核能应用是当今社会能源与经济发展的重点之一ꎬ对目标核能企业价值的正确评估是企业高效开展并购的现

实需求ꎬ本文以此为研究切入点ꎬ引入层次分析法建立了核能企业价值综合层次评估模型ꎮ 首先ꎬ以成本法求得的企

业价值为基础ꎬ引入财务因素 Ｆ、战略因素 Ｓ 和风险因素 Ｒ 三类分析项ꎬ形成核能企业价值评估的基准模型ꎻ其次ꎬ将
多层次指标体系分为四层:总目标层、目标层、准则层、指标层ꎬ共设置 ２７ 个基本评估指标ꎬ将财务、战略、风险各项因

素层层分解ꎬ确定指标权重ꎬ根据不同的战略动因形成判断矩阵ꎻ最后ꎬ对各项指标数据进行无量纲处理ꎬ结合权重系

数ꎬ对核能企业价值评估模型进行实证分析ꎮ 这一模型相较常规价值评估模型强调了核能企业特有的资源控制特点

和技术创新能力ꎬ揭示了舆情影响等风险因素ꎬ体现了核能企业价值评估中需要着重分析的因素ꎻ能够落实到具体的

量化基本评估指标ꎬ具有数据可达性ꎬ可为并购行为提供更为客观的决策支持ꎮ 该模型是在理论和方法层面对通用

性企业价值评估方法的新颖补充ꎬ也是我国企业价值评估机制的一项创新ꎮ
关键词:核能产业ꎻ层次分析法ꎻ企业并购ꎻ企业价值评估

并购(Ｍｅｒｇｅｒ ＆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ꎬＭ＆Ａ)的内涵非常丰富ꎬ合并是指两家以上的公司结合成一家公司ꎬ
原公司的权利与义务由续存或新设的公司承担ꎻ收购是指并购企业购买目标企业的资产、营业部门或

股票[１]ꎮ 采用并购的投资方式ꎬ已成为经济体中资源重新分配和企业战略实施的重要手段和措施ꎮ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ꎬ“一带一路”战略的坚实推进ꎬ中国企业之间的并购风起云涌ꎬ跨国并

购案例不断涌现ꎬ中国企业在世界经济体的话语权也不断增强ꎮ 根据目前的发展形势ꎬ我国的企业并

购正处于蓬勃发展期ꎬ受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和迎接外资企业的挑战ꎬ有实力的企业必须加快企业并

购和资产重组的步伐ꎬ通过整合来提高自身实力、强化企业竞争优势ꎮ
在能源发展领域ꎬ核能是重要的清洁能源ꎬ安全高效发展核电建设ꎬ推进核能综合利用[２]ꎬ是我

国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中的重要政策ꎮ 核能企业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开展积极的并购投资ꎬ对
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大有裨益ꎮ 核能企业的快速发展ꎬ有助于满足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不断增长的

能源需求ꎬ有效保障能源安全供应ꎬ实现电力工业结构优化和可持续发展ꎮ
在企业并购的过程中ꎬ对并购双方利益影响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对目标企业的定价决策ꎬ即:目

标企业的价值评估被认为是并购交易行为的核心ꎮ 在并购重组过程中ꎬ对一个企业的价值如何确定

是交易双方的矛盾集中点ꎮ 因此ꎬ研究企业的估价方法ꎬ特别是核能企业的价值评估方法ꎬ具有非常

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ꎮ

１　 企业价值评估理论模型及简析

随着工业经济的不断发展ꎬ企业价值评估已形成了系统性的研究体系ꎬ能够用于核能企业价值评

估的理论模型包含:资产价值基础法、市场相对估价法、折现现金流量法ꎬ上述模型各有优缺点ꎮ

１.１　 以资产为基础的理论模型

以资产为基础的企业价值评估方法ꎬ也称为资产价值基础法ꎮ 主要思路是通过对目标企业的资

产进行估价来评估其价值的方法ꎬ关键在于选择合适的资产评估价值标准ꎬ数据来源主要来自于企业

３３１



的资产负债表ꎮ 主要包括:成本法、账面价值法等ꎮ

１.２　 以市场为基础的理论模型

以市场为基础的企业价值评估方法ꎬ主要思路是通过在市场上找出与被评估企业相同或相似的

参照企业ꎬ以参照物的财务数据为基础计算得出参照物的价值比率ꎬ通过比较、分析、修正被评估企业

的财务要素ꎬ得出被评估目标企业的价值比率ꎬ进而求得企业的评估价值ꎮ 主要包括:企业价值比较

法、并购案例比较法ꎮ

１.３　 以收益为基础的理论模型

以收益为基础的企业价值评估方法ꎬ主要思路是将资金的时间价值引入到评估体系中ꎬ把未来收

益按照一定贴现率折现成现值ꎬ这一现值就是被评估企业的评估价值ꎮ 该理论把企业未来的盈利状

况引入企业价值评判标准中ꎬ多采用现金流量折现模型ꎮ

１.４　 现有理论模型在核能企业价值评估中存在的不足

现有企业价值评估理论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和成熟的体系ꎬ不同的评估方法分别从资产、获利能

力等不同角度对企业价值进行评估ꎮ 但是这些理论方法在应用于核能企业价值评估时还存在一些短

板ꎮ 核能产业体系是以原子核能利用为特色的产业ꎬ具有放射性特点ꎬ在企业运营中有高纯度、耐辐

照、高清洁度、高密封性等特点ꎬ企业运营成本与常规企业有显著不同ꎻ核能研究类企业具有知识技术

密集性特点[３]ꎬ核能研究成果对国家战略、行业发展都有深远的影响ꎮ 常规企业价值评估方法只着

重于企业的财务数据或现金流折现数据ꎬ不能全面反映核能企业在战略发展、财务指标、风险控制等

领域的企业特点ꎬ单纯采用现有理论模型容易出现无法客观量化体现企业价值的情况ꎮ 因此本文将

在现有理论模型的基础上ꎬ综合运用层次分析法ꎬ构建出适用于核能企业价值分析的综合层次评估

模型ꎮ

２　 核能企业价值综合层次评估模型

核能企业ꎬ包含核科技、核资源、核燃料、核电站与推进动力、核安全、核环保、核技术应用等各类

公司ꎬ大型基建项目涉及技术、经济、环境、安全、自主化等一系列方针政策ꎬ涉及国际核电未来发展趋

势和国家能源发展政策ꎬ涉及融资和对外合作ꎬ涉及建设周期和环境影响评价等各方面因素ꎮ 因此ꎬ
对于核能企业的价值评估需要应用系统工程的理论和方法ꎬ建立多层次的企业价值评估体系ꎬ采用定

性定量相结合的集成评估方法ꎮ 在主流企业价值评估模型的基础上ꎬ本文旨在构建一个能够较为全

面地评估分析核能企业整体价值的模型ꎮ 本文将在现有理论模型的基础上ꎬ综合运用层次分析法ꎬ将
核能企业在战略、财务、风险等领域的评估因素纳入分析体系ꎬ构建出适用于核能企业价值分析的综

合层次评估模型ꎮ
层次分析法(Ａｎａｌｙｔｉｃ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ＰｒｏｃｅｓｓꎬＡＨＰ)是将与决策有关的元素分解成目标、准则、方案等

层次ꎬ在此基础之上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的决策方法ꎮ 具体操作步骤是将一个复杂的多指标问题作

为一个系统通盘考虑ꎬ将总目标分解成为多个分目标或准则ꎬ进而分解为多指标的若干层次ꎬ通过定

性指标模糊量化方法计算每个层次的权重ꎮ

２.１　 核能企业价值评估模型框架

根据核能企业的发展特点ꎬ笔者认为此类企业价值评估需要考虑财务、战略、风险等因素共同驱

动的价值效应ꎮ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基本思路ꎬ本文将目标核能企业价值评估因素分为财务因素 Ｆ、战
略因素 Ｓ 以及风险因素 Ｒ 三个方面考虑ꎬ指标体系共设为四层ꎬ即总目标层、目标层、准则层、基本评

估指标层(简称指标层)ꎮ
根据上述思路ꎬ本文提出的具体企业价值评估模型为:

Ｖ＝Ｖｃｏｓｔ×(１＋０.３×Ｆ＋０.７×Ｓ－０.１×Ｒ)
其中:Ｖ———目标核能企业价值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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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ｃｏｓｔ———目标核能企业基础资产ꎬ即企业的资产价值基础法测算结果ꎻ
Ｆ———财务因素评估系数ꎻ
Ｓ———战略因素评估系数ꎻ
Ｒ———风险因素评估系数ꎮ

２.２　 企业基础资产价值计算方法

因为核能企业中非上市企业所占比例较高ꎬ在并购前企业资料多为基本财务数据和报表ꎮ 资产

价值基础法以资产负债表为基础ꎬ结合替代原则ꎬ评估企业表内及表外各项资产、负债价值ꎬ确定评估

对象价值ꎮ 这个价值可认为是公司所有投资人对公司的全部资产所要求的价值总和ꎬ是企业的整体

价值ꎬ也是本文进行企业价值评估的基础值ꎮ
Ｖｃｏｓｔ在财务报表中涉及科目主要包括流动资产、非流动资产、流动负债、非流动负债项下的各类

科目ꎬ根据实践经验ꎬ坏账准备、长期股权投资、无形资产等科目与账面价值存在部分调整项ꎮ

２.３　 指标体系构建与量化权重设计

在确定了企业价值评估的基准值后ꎬ笔者开始构建指标体系的准则层ꎬ准则层包括财务因素 Ｆ、
战略因素 Ｓ、风险因素 Ｒꎮ
２.３.１　 构建子准则层和基本评估指标

(１)财务因素评估系数 Ｆ
考虑到价值评估的成本与效益原则ꎬ笔者选取核能企业的部分关键指标来构建财务因素评估系

数 Ｆꎬ准则层和基本评估指标详见表 １ꎮ
表 １ 财务因素 Ｆ 的指标体系

序号 准则层 指标层

１ Ｆ１偿债能力 Ｆ１１资产负债率(％)＝ 负债总额 /资产总额×１００％

２ Ｆ１２速动比率(％)＝ 速动资产 /速动负债

３ Ｆ１３利息保障倍数＝(税前利润＋利息费用) /利息费用

４ Ｆ２盈利水平 Ｆ２１主营业务利润率(％)＝ 主营业务利润 /主营业务收入×１００％

５ Ｆ２２净资产收益率(％)＝ 税后净利润 /净资产×１００％

６ Ｆ２３总资产报酬率(％)＝ 息税前利润总额 /平均资产总额×１００％

７ Ｆ３运营效率 Ｆ３１应收账款周转率＝主营业务收入 /平均应收账款×１００％

８ Ｆ３２存货周转率＝主营业务成本 /平均存货×１００％

９ Ｆ３３总资产周转率＝主营业务收入 /平均资产总额×１００％

１０ Ｆ４发展能力① Ｆ４１主营业务增长率

１１ Ｆ４２净利润增长率

１２ Ｆ４３总资产增长率

注:①Ｆ４ 发展能力准则对应的基本评估指标均为同比值ꎬ公式在此不再赘述ꎮ

(２)战略因素评估系数 Ｓ
考虑到核能企业在国家军事、工业发展体系中的特殊性ꎬ笔者选取市场影响力、涉核资源控制能

力、技术创新能力三类准则层指标来构建战略因素评估系数 Ｓꎬ准则层和基本评估指标详见表 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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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战略因素 Ｓ 的指标体系

序号 准则层 指标层

１ Ｓ１市场影响力 Ｓ１１涉核企业所在行业竞争形态

２ Ｓ１２涉核产品在市场所占比例

３ Ｓ１３核产业链上下游关联企业数量

４ Ｓ２涉核资源控制能力 Ｓ２１核资源用量占所在集团总用量比例②

５ Ｓ２２涉核固定资产比重

６ Ｓ２２涉核企业工业总产值

７ Ｓ３技术创新能力 Ｓ３１涉核专利拥有数

８ Ｓ３２涉核产品投资回报率

９ Ｓ３３军工(或涉核)项目研发投入比率

注:②核资源主要包含铀资源、核燃料等ꎬ因我国涉及核资源的企业均为中央企业下属单位ꎬ故指标选择为占集

团总用量比例ꎮ

(３)风险因素评估系数 Ｒ
与常规企业相比ꎬ核能企业在宏观经济、社会舆论、生产经营事故社会影响方面有更高的敏感度ꎬ

对政策变动也有更强的反馈效应ꎮ 笔者选取涉核社会影响、经营稳定性、宏观经济影响三类准则层指

标来构建风险因素 Ｒꎬ准则层和基本评估指标详见表 ３ꎮ
表 ３　 风险因素 Ｒ 的指标体系

序号 准则层 指标层

１ Ｒ１涉核社会影响 Ｒ１１涉核项目舆情指数③

２ Ｒ１２生产经营事故危害程度

３ Ｒ２经营稳定性 Ｒ２１经营杠杆系数＝息税前利润变动率 /产销量变动率

４ Ｒ２２涉核企业股权结构稳定度

５ Ｒ３宏观经济影响 Ｒ３１利率、汇率风险

６ Ｒ３２社会用电量

注:③涉核项目舆情指数可采用搜索引擎中涉及核能的关键词语的指数指标ꎮ

２.３.２　 确定指标权重

(１)构建重要性程度判断矩阵

并购过程中对核能企业价值评估时ꎬ各个指标的重要程度不甚相同ꎮ 在建立层次结构的子准则

层和基本评估指标体系后ꎬ分别以财务、战略、风险为主线对各基本评估指标赋予重要性权重ꎬ构建判

断矩阵ꎮ 即通过在各层次方法中进行指标两两比较ꎬ由评估者赋予一定的分值然后加总平均ꎮ 一般

采用 ９ 级标度法赋值ꎬ将对比判断定量化ꎬ据此构成对应指标的判断矩阵 Ｑ ＝ [ｑｉｊ]ꎮ 即用 １、３、５、７、９
或 １ / ３、１ / ５、１ / ７、１ / ９ 来表示某指标相对于另一指标的重要程度ꎬ２、４、６、８ 及其倒数代表重要程度位

于相邻等级之间的级次ꎮ ｑｉｊ为 １ 表示两个指标具有相等重要性ꎬｑｉｊ数值越大代表指标 ｉ 比指标 ｊ 更重

要ꎮ 判断矩阵具有以下性质:

１)ｑｉｊ ＝
１
ｑ ｊｉ

　 ｉ≠ｊ　 １≤ｉꎬｊ≤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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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ｑｉｊ ＝ １　 １≤ｉ≤３
(２)计算权重系数

采用方根法计算各指标的相对重要程度ꎬ并得到归一化的权重系数 ａｉꎮ 计算公式为:

Ｗｉ ＝
ｎ

∏
ｎ

ｊ ＝ １
Ｋ ｉｊ 　 　 αｉ ＝

Ｗｉ

∑ ｎ

ｉ ＝ １
Ｗｉ

　 (１ ≤ ｉꎬｊ ≤ ｎ)

其中:Ｋ ｉｊ表示某一层面中指标 ｉ 相对于指标 ｊ 的相对重要性程度ꎻＷｉ 表示归一化的标度值ꎻαｉ 表

示权重ꎻｎ 表示指标总数量ꎮ
(３)一致性检验

计算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值 λｍａｘ、一致性指标 ＣＩꎬ进行一致性检验ꎬ具有满足一致性检验的判断

矩阵的特征向量的各个分量就是各个指标对上一级指标的权重ꎮ 一致性比例为 ＣＲ＝ＣＩ / ＲＩꎬ若 ＣＲ<０.
１ꎬ即认为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是可以接受的ꎮ ５ 阶以内的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 ＲＩ 取值[４]见表 ４ꎮ

计算最大特征值的公式如下:

λｍａｘ ＝
１
ｍ

∑ ｎ

ｉꎬｊ ＝ １
Ｋ１ｊαｉ

α１

＋
∑ ｎ

ｉꎬｊ ＝ １
Ｋ２ｊαｉ

α２

＋  ＋
∑ ｎ

ｉꎬｊ ＝ １
Ｋｍｊαｉ

αｍ

æ

è

çç

ö

ø

÷÷ ꎬＣＩ ＝
λｍａｘ － ｍ
ｍ － １

表 ４　 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 ＲＩ 表

矩阵阶数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ＲＩ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５８ ０.９０ １.１２ １.２４

各级指标权重均可采取该种方法进行ꎮ

２.４　 指标体系权重计算

根据上述指标权重计算方法ꎬ结合涉核企业的特点考虑ꎬ以战略因素 Ｓ 为例ꎬ对于目标层构建判

断矩阵 Ｍꎬ对于指标层构建判断矩阵 Ｍ１ 、Ｍ２和 Ｍ３ꎬ数据如下:

Ｍ１ ＝
１ １ / ５ １ / ３
５ １ ３
１ １ / ３ １

é

ë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ú

　 　 Ｍ２ ＝
１ ４ １ / ３

１ / ４ １ １ / ５
３ ５ １

é

ë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ú

　 　 Ｍ３ ＝
１ ３ １ / ２

１ / ３ １ １ / ５
２ ５ １

é

ë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ú

由 ＭＡＴＬＡＢ 程序根据上述方法进行具体计算ꎬ上述判断矩阵皆通过一致性检验ꎬ求得各指标权

重ꎬ得到战略因素 Ｓ 中各类指标相对于上一层指标的权重矩阵 αꎮ

２.５　 核能企业价值评估模型评估系数计算

在计算具体企业的财务、战略、风险因素评估系数时ꎬ需要选取目标核能企业数年的经营数据和

财务数据ꎬ对每个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ꎬ构建－１ 到 １ 范围内的矩阵ꎬ再与上述计算的判断矩阵权重

相结合ꎬ就可以得出财务、战略、风险因素评估系数ꎮ
针对适度指标(如:资产负债率、速动比率)等ꎬ可进行指标准换后的无量纲处理ꎬ具体为:

Ｚ ｉｊ ＝
１

１ ＋｜ ａ － νｉｊ ｜
其中ꎬａ 为适度指标的最优值ꎬνｉｊ为原指标值ꎬ转换后的 Ｚ ｉｊ采用均值化的无量纲处理ꎬ即每个数值

除以最优样本相对应的指标数据ꎬ无量纲后对应的指标矩阵为 Ｘ＝[ｘｉｊ]ꎮ
针对线性变化的指标或程度类指标ꎬ可以按每个数值除以最优样本进行无量纲化ꎬ处理后的指标

矩阵亦为 Ｘ＝[ｘｉｊ]ꎮ
以战略因素 Ｓ 为例ꎬ根据指标矩阵 Ｘ 和权重矩阵 αꎬ可以求得 Ｓｉꎬ包括 Ｓ１市场影响力ꎬＳ２涉核资源

控制能力和 Ｓ３技术创新能力ꎻ以 Ｓｉ为基础ꎬ结合指标层判断矩阵 Ｍ 对应的权重矩阵 βꎬ将最终求得战

略因素 Ｓ 的评估系数值ꎮ 运算过程具体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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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 ＝ [Ｘ ｉｊ] １×ｎ[α] ｎ×１ 　 　 Ｓ ＝ [Ｓｉ] １×３[β] ３×１

财务因素评估系数和风险因素评估系数计算方法相同ꎬ此处不再赘述ꎮ

３　 核能企业价值评估模型的实证分析与启示

３.１　 实证分析

本文主要以战略因素 Ｓ 为例进行实证分析ꎮ 根据已构建的针对目标层的判断矩阵 Ｍ 和针对指

标层的判断矩阵 Ｍ１、Ｍ２和 Ｍ３ꎬ由 ＭＡＴＬＡＢ 程序按照本文第 ２ 部分所述方法进行具体计算ꎬ进行判断

矩阵的一致性检验ꎬ求得各指标权重ꎬ具体数据明细如表 ５ 所示ꎮ

表 ５　 战略因素 Ｓ 准则层、指标层的判断矩阵和权重

序号 准则层 指标层 (１) (２) (３) 权重

１

２

３

Ｓ１市场影响力

(０.１０４７)

Ｓ１１涉核企业所在行业竞争形态 １ １ / ５ １ / ３ ０.１０４７

Ｓ１２涉核产品在市场所占比例 ５ １ ３ ０.６３７０

Ｓ１３核产业链上下游关联企业数量 ３ １ / ３ １ ０.２５８３

一致性检验　 　 　 Ｃ.Ｒ.(０)＝ ０.０３３１<０.１ꎻ通过一致性检验

４

５

６

Ｓ２涉核资源控制能力

(０.６３６９)

Ｓ２１核资源用量占所在集团总用量比例 １ ４ １ / ３ ０.２８４３

Ｓ２２涉核固定资产比重 １ / ４ １ １ / ５ ０.０９５１

Ｓ２２涉核企业工业总产值 ３ ５ １ ０.６２０６

一致性检验　 　 　 Ｃ.Ｒ.(０)＝ ０.０７１８<０.１ꎻ通过一致性检验

７

８

９

Ｓ３技术创新能力

(０.２５８４)

Ｓ３１涉核专利拥有数 １ ３ １ / ２ ０.２９５７

Ｓ３２涉核产品投资回报率 １ / ３ １ １ / ５ ０.１４７９

Ｓ３３军工(涉核)项目研发投入比率 ２ ５ １ ０.５５６４

　 　 　 　 　 　 一致性检验　 　 　 　 Ｃ.Ｒ.(０)＝ ０.００５１<０.１ꎻ通过一致性检验

根据实证结果ꎬ在战略因素中ꎬ涉核资源控制能力、技术创新能力与企业价值正相关ꎬ能够显著对

企业价值评估产生积极影响ꎬ具体到关键指标层面为涉核企业工业总产值、军工(涉核)项目研发投

入比例等ꎮ 财务因素 Ｆ 和风险因素 Ｒ 对应的判断矩阵、指标权重可按照上述方法逐一量化ꎮ 运用多

层次评估模型有助于并购方有效识别目标核能企业的战略价值ꎮ

３.２　 启示

结合实证研究结果ꎬ对核能企业并购双方有如下启示:
１.在核能企业并购的过程中ꎬ相较利润最大化ꎬ核能企业并购方更应关注价值最大化ꎮ 目标企业

价值并不仅仅表现为其现有资产价值ꎬ还包括并购整合后可能产生的核能方面的战略价值创造能力ꎬ
因此ꎬ并购方的着眼点不应仅在于目标企业现有资产价值ꎬ而应从实体价值和战略价值两个方面全面

考虑ꎬ同时正确识别、判断并购中可能面临的风险因素并进行有效防范ꎮ
２.对于并购目标核能企业而言ꎬ也要能正确识别自身价值ꎬ正确评估自身的涉核资源控制能力和

创新能力ꎬ防止发生价值低估、资产贱卖的现象ꎬ最终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ꎮ

４　 结论

对目标核能企业价值的正确评估是能源企业高效开展并购的现实需求ꎬ核能应用是当今社会能

源与经济发展的重点之一ꎬ本文的研究就是以此为切入点ꎬ通过对核能企业个性化指标的分析ꎬ以期

找到能够全面、客观分析核能企业价值的评估方法ꎮ
本文引入层次分析法建立了多层次核能企业价值评估模型ꎮ 首先ꎬ以成本法求得的企业价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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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ꎬ引入财务因素 Ｆ、战略因素 Ｓ 和风险因素 Ｒ 三类分析项ꎬ形成核能企业价值评估基准模型ꎮ 其

次ꎬ将多层次指标体系分为四层:总目标层、目标层、准则层、指标层ꎬ共设置 ２７ 个基本评估指标ꎮ 总

目标层包括三个准则层:财务、战略以及风险ꎮ 财务因素分为偿债能力、盈利水平、运营效率、发展能

力四方面ꎬ通过主营业务利润率、速动比率、应收账款周转率等财务指标进行分析ꎻ战略因素分为市场

影响力、涉核资源控制能力、技术创新能力三方面ꎬ通过涉核企业工业总产值、军工(涉核)项目研发

投入比例等关键指标进行分层ꎻ风险因素分为涉核社会影响、经营稳定性、宏观经济影响三方面ꎬ通过

涉核项目舆情指数、经营杠杆系数等指标反映ꎮ 随后ꎬ本文应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ꎬ保证核能

企业并购方能够根据不同的战略动因形成判断矩阵ꎮ 最后ꎬ对各项数据进行无量纲处理ꎬ结合权重系

数ꎬ对核能企业价值评估模型进行实证分析ꎮ
这一模型的优势体现在三方面:(１)针对核能企业的独特适用性ꎮ 该模型综合考量了核能企业

的财务指标、战略影响和风险因素ꎬ相较常规模型强调了核能企业特有的资源控制特点和技术创新能

力ꎬ揭示了舆情影响的风险因素ꎬ克服了采用传统方法可能出现的不同程度地偏离真实状况的缺陷ꎬ
体现了核能企业价值评估中需要着重分析的个性化特点ꎮ (２)具有层次性ꎮ 该模型将核能企业价值

进行层层分解ꎬ落实到具体的量化基本评估指标ꎬ体现在具体的判断矩阵和权重系数ꎬ具有数据可达

性ꎬ加强分析的定量基础ꎮ (３)具有可比性ꎮ 该模型能够对潜在的几个并购目标核能企业进行逐一

计算ꎬ比较分析他们在战略价值、实体价值上的竞争优势ꎬ能够更为客观地为并购行为提供决策支持ꎮ
在企业并购蓬勃发展的今时今日ꎬ正确评估企业价值ꎬ对于并购双方实现共赢具有重要的意义ꎮ

核能企业价值综合层次评估模型不仅能对涉核类企业价值做出有效评估ꎬ还可以合理解决管理层收

购、新股上市和企业并购等经济行为中各方对目标企业定价的分歧问题ꎮ 核能企业价值综合层次评

估模型是在理论和方法方面对通用性企业价值评估方法的一个新颖的补充ꎬ也是我国企业价值评估

机制的创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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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电子学与 中国核科学技术进展报告(第五卷)
核探测技术分卷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５)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快中子伴随 α 粒子方法检测包裹爆炸物技术

王　 强１ꎬ郑玉来１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ꎬ北京 １０２４１３)

摘要:基于快中子伴随 α 粒子方法的爆炸物检测技术是一种可有效探测隐藏爆炸物的中子探测技术ꎮ 基于该方法设

计了包裹爆炸物中子装置ꎬ并开展了相关的蒙特卡罗模拟计算和实验ꎮ 分别采用快中子非弹性散射直接测量方法和

快中子伴随 α 粒子方法进行了对比实验ꎻ计算了硅酸钇镥(ＬＹＳＯ)γ 射线探测器的探测效率和能量响应ꎬ并与实验进

行了对比ꎮ

　 　 　 　 　 　 　 　 　 　 　 　 　 　 　 　 　 　 　 　 　 　 　 　 　 　 　 　 　 　 　 　 　 　 　 　 　 　 　 　 　 　 　 　 　 　　
　

　
　 　　　　　　　　　　　　　　　　　　　　　　　　　　　　　　　　　　　　　　　　　　　　　　

　
　

　
　

作者简介:王强 (１９６９—)ꎬ男ꎬ本科ꎬ高级工程师ꎬ现主要从事爆炸物检测、放射性安检产品等科研工作ꎮ

关键词:蒙特卡罗模拟ꎻ伴随 α 粒子方法ꎻ爆炸物检测

当今世界恐怖事件时有发生ꎬ恐怖分子将爆炸物隐藏在包裹内再伺机引爆是其进行恐怖活动

的常用方式之一ꎮ 为有效检测隐藏爆炸物ꎬ迫切需要研制快速、准确识别爆炸物的检测设备ꎮ 目

前ꎬ爆炸物检测技术主要包括 Ｘ 射线法、中子技术[１ ] ꎮ 其中ꎬＸ 射线透射成像技术能够实现对物品

的密度分辨ꎬ但无法识别物品的元素成分ꎬ不能确认包裹中是否存在爆炸物ꎮ 中子技术可确定检测

区域的元素含量ꎬ被誉为爆炸物检测领域的“指纹”技术ꎬ具有高灵敏度、高准确度的特点ꎮ 中子检

测爆炸物技术主要有热中子法(ＴＮＡ)、快中子法(ＦＮＡ)、脉冲快热中子法(ＰＦＴＮＡ)、快中子伴随 α
粒子成像技术(ＡＰＩ－ＴＯＦ) [２] ꎮ 伴随 α 粒子检测技术可以实现检测区域的三维空间定位检测ꎬ进而

有效降低在检测过程中 １４ＭｅＶ 中子与被检测物品周围环境中产生的强 γ 辐射本底ꎮ 因此ꎬ该方法

具有较高的空间分辨本领和较强的识别爆炸物的能力ꎬ在隐藏爆炸物和毒品检测方面具有较大的

应用前景[３－５] ꎮ

１　 方法原理

１ １　 快中子非弹性散射

爆炸物的化学元素组成主要是 Ｃ、Ｈ、Ｏ 和 Ｎꎮ 日常用品的化学成分也主要是这 ４ 种元素ꎬ 但其元

素含量比与前者有相当大的差别ꎮ 只要能测定 Ｃ、Ｏ 和 Ｎ 的原子密度或相对含量ꎬ就可判别是炸药、
毒品ꎬ 还是其他的有机物ꎮ 快中子分析方法利用由氘氚反应产生的 １４ ＭｅＶ 快中子与 Ｎ、Ｃ 和 Ｏ 三种

元素作用发生非弹性散射:
ｎ＋１４Ｎ →１４Ｎ＋ｎ′＋５ １１ＭｅＶ γ
ｎ＋１２Ｃ →１２Ｃ＋ｎ′＋４ ４３ＭｅＶ γ
ｎ＋１６Ｏ →１６Ｏ＋ｎ′＋６ １３ＭｅＶ γ

此三个反应的 γ 射线能量很高ꎬ易于探测ꎮ 因此通过测量快中子引起的非弹性散射特征 γ 射线ꎬ
就可以确定物品中的 Ｃ、Ｎ 和 Ｏ 三种元素的含量ꎮ

１ ２　 伴随 α－γ符合检测原理

如图 １ 所示[６ ] ꎬ在 Ｔ(ｄꎬｎ)α 的核反应中ꎬ在质心坐标系ꎬα 与 ｎ 在 １８０°方向为一一对应ꎬ在时

间上是相关联的ꎮ 因此ꎬ 只要用 α 位置灵敏探测器测定 α 粒子的飞行方向就可以确定中子的飞行

方向ꎻ 只要测定 α 粒子和中子引起的 γ 射线随时间的变化ꎬ 由中子飞行速度就可以确定中子的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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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距离ꎻ 由中子的飞行方向和距离就可以确定被测元素的空间分布ꎮ 所以用伴随粒子法可以给出

Ｃ、Ｎ 和 Ｏ 三种元素含量的空间分布图ꎬ 从而实现对可疑爆炸物区域的空间定位检测ꎬ因而ꎬ该方法

具有较高的空间分辨本领和识别爆炸物的能力ꎮ 由于伴随 α 粒子检测方法可对与爆炸物作用的中

子进行标记ꎬ这样ꎬ可以有效降低在检测过程中 １４ ＭｅＶ 中子与被检测物品周围环境中产生的强 γ
辐射本底ꎮ

图 １　 伴随 α 粒子爆炸物检测技术原理图

２　 实验装置

爆炸物检测装置设计示意图如图 ２ 所示ꎬ装置主体为箱式设计ꎬ内有伴随粒子中子发生器、γ 探

测器、快电子学系统(包括多道分析器)等ꎮ 控制分析系统(笔记本电脑) 通过单根网线与主体相连ꎬ
以实现对爆炸物检测的远程控制ꎬ爆炸检测人员的辐射安全ꎮ 两个 Ｓａｉｎｔ － Ｇｏｂａｉｎ 公司生产的

ϕ７６ ｍｍ×７６ ｍｍ ＬＹＳＯ 探测器分别位于中子发生器两侧ꎮ 硅酸钇镥闪烁晶体具有高光输出、快发光衰

减、有效原子序数多、密度大等特性ꎬ并且物化性质稳定、不潮解、对 γ 射线探测效率高ꎮ 探测器与中

子发生器发射单元之间用钨板隔开以避免中子对探测器的直接照射ꎮ 采用俄罗斯 ＶＮⅡＡ 研制的

ＩＮＧ－２７ 型发生器作为中子源ꎬ该中子源共有 ９ 个尺寸为 １０ ｍｍ×１０ ｍｍ 的 α 探测器ꎮ α 探测器距离

中子管靶６ ２ ｃｍꎬ中子发生器的最大产额约 ５×１０７ / ｓꎮ 整个系统的时间分辨优于 ２ ｎｓꎮ

图 ２　 包裹爆炸物中子检测装置示意图

３　 蒙特卡罗模拟计算

３ １　 ＬＹＳＯ 探测器响应计算

为进一步研究 ＬＹＳＯ 探测器对爆炸物中富含的

Ｃ、Ｎ、Ｏ 三种元素与快中子非弹散射发出的特征 γ 射

线的性能ꎬ进行了相关的蒙特卡罗模拟计算ꎮ 计算

模型如下: ＬＹＳＯ 晶体尺寸为 φ６３ ｍｍ×５０ ｍｍꎬγ 射

线的入射方向为沿晶体中心轴垂直入射到晶体端

面ꎬ模拟计算爆炸物中 Ｃ、Ｎ、Ｏ 三种元素产生的

４ ４３９ ｋｅＶ、 ５ １０３ ｋｅＶ的特征 γ 射线在 ＬＹＳＯ 探测器

内的能量沉积特性ꎬ能量沉积谱见图 ３ꎬＬＹＳＯ 探测器

的全能峰效率和单逃逸峰效率以及它们比值列在

表 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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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能量为 ４ ４４ ＭｅＶ(ａ)和 ５ １１ ＭｅＶ(ｂ)在探测器上的能量沉积谱

表 １　 Ｃ、Ｎ、Ｏ 元素在 １４ＭｅＶ 作用下的特征 γ射线在不同探测器内能量沉积特性

能量 / ＭｅＶ 探测器 单逃逸峰效率 / ％ 全能峰本征效率 / ％ 全能峰与单逃逸峰效率比值

４ ４４
ＮａＩ ４ ４ ７ ３１ １ ６６

ＬＹＳＯ ６ ８６ ３５ ４５ ５ １７
ＢＧＯ ６ ３２ ４１ ０９ ６ ５０

５ １１
ＮａＩ ４ ６３ ６ ７８ １ ４６

ＬＹＳＯ ７ ６６ ３３ ６２ ４ ３９
ＢＧＯ ７ ００ ３８ ８９ ５ ５６

６ １３
ＮａＩ ４ ６９ ５ ３８ １ １５

ＬＹＳＯ ８ ５５ ３１ ５７ ３ ６９
ＢＧＯ ７ ７３ ３７ ３３ ４ ８３

从表 １ 中数据可以看出ꎬＬＹＳＯ 探测器的本征效率略低于 ＢＧＯ 探测器ꎬ但明显高于 ＮａＩ 探测器ꎮ
另外ꎬ由于 ＢＧＯ、ＬＹＳＯ 和 ＮａＩ 探测器在铯－１３７ 的 ６６１ ｋｅＶ γ 射线下的能量分辨率分别为:１５ ４％、７％
和 ７％ꎬ而具有较高能量分辨率的探测器可提高检测精度、缩短检测时间ꎮ 综上所述ꎬＬＹＳＯ 探测器具

有较好的能谱特性ꎬ可作为爆炸物检测所需的 γ 射线探测器ꎮ

３ ２　 模拟计算与实验对比

将模拟计算的石墨样品的特征 γ 射线在探测器内的脉冲幅度谱与实验测量数据按特征峰最高计

数相等进行比较ꎬ计算和测量的脉冲幅度谱的比较结果示于图 ４ꎬ可以看出ꎬ实验结果和模拟计算结果

的全能峰和单逃峰的峰形符合较好ꎬ进一步证明了模拟计算的正确性ꎮ

图 ４　 γ 探测器上的脉冲幅度谱的 ＭＣ 计算和实验数据比较

３



４　 实验

４ １　 石墨样品检测实验

为实现利用伴随 α 粒子技术检测爆炸物ꎬ进行了如下实验ꎮ 中子发生器的中子产额设定为 ４×
１０７ / ｓꎮ 对石墨、水、模拟 ＴＮＴ 炸药等多种样品进行了测量ꎮ 图 ５ 为对石墨样品采用直接测量和伴随 α
方法测量两种方法得到的 γ 探测器能谱ꎮ 测量时间为 ３０ ｍｉｎꎮ 从图 ５ 中可以看到ꎬ利用直接测量得

到的能谱很难识别 Ｃ 元素的 ４ ４４ ＭｅＶ 的特征 γ 射线峰ꎬ而利用伴随 α 方法测量得到的能谱很容易识

别出 Ｃ 元素的特征 γ 射线峰ꎮ 另外ꎬ直接测量谱的最高计数在 １０ 万左右ꎬ远高于伴随 α 方法测量谱

的约为 ３００ 的最高计数ꎮ 数据表明ꎬ利用快中子检测爆炸物时ꎬ快中子将与被检测物品周围环境中产

生的较强 γ 辐射本底ꎬ需使用伴随 α 方法抑制本底ꎬ提高信噪比ꎮ

(ａ) 直接测量

(ｂ) 伴随 α 方法测量

图 ５　 石墨样品的探测器能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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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２　 爆炸物模拟物及干扰物g谱

日常用品(如洗衣粉、奶粉等ꎬ其化学成分与爆炸物成分相近)与爆炸物共同放置时ꎬ其特征谱形

的区分度降低ꎬ图 ６ 为 ＴＮＴ 爆炸物模拟物与干奶粉的实验数据谱ꎬ图 ７ 为硝铵样品谱及解谱ꎮ 数据显

示ꎬ干奶粉的谱线与爆炸物的谱线非常相似ꎬ需要仔细分析其谱数据的差异性ꎬ给出准确判别ꎮ

图 ６　 ＴＮＴ 与干奶粉谱形的比较

图 ７　 硝铵样品谱及解谱

５　 结论

通过蒙特卡罗模拟计算为基于快中子的伴随 α 粒子技术的爆炸物检测系统的研制提供理论依

据ꎮ 对 ＬＹＳＯ 闪烁体探测器的效率模拟计算结果进行了分析ꎬ表明在伴随 α 粒子技术的隐含爆炸物

检测系统中ꎬＬＹＳＯ 探测器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ꎮ 快中子的伴随 α 粒子技术在检测爆炸物时ꎬ可在一

定程度上抑制了探测器上的干扰信号ꎬ提高了信噪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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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裂变偶在中子脉冲下的热电输出特性ꎬ建立了基于 ＡＮＳＹＳ 的理论模型ꎬ计算了裂变珠以及补偿材料中的伽

马沉积能量ꎬ得到了几种金属材料对裂变珠内伽马吸收所致温升的补偿结果ꎬ确定了以 φ１ ｍｍ 的铋珠、φ１ ｍｍ 的钛珠

以及 φ１ ｍｍ 的康铜珠作为补偿珠ꎬ通过与裂变铀珠进行反向串接的方式ꎬ实现了消除伽马辐射影响的裂变偶探测器

设计ꎮ
关键词:裂变偶ꎻ伽马补偿ꎻ热电势ꎻ能量沉积

１　 引言

裂变偶是一种热电型中子探测器ꎬ由于其特殊的结构与极快的响应特性ꎬ在快速上升的中子通量

测量中具有独特的优越性ꎮ 利用裂变偶测量裂变物质温升与时间的关系进而反映脉冲中子场的瞬态

特性ꎬ在国外已有相关报道[ １－４ ]ꎬ认为裂变偶在反应堆诊断与安全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ꎬ并在脉冲堆

以及核爆中子场的监测领域中得到了大量应用ꎮ 国内在近几年也开展了一些基础研究ꎬ取得了较明

显的进展[ ５ － ８ ]ꎮ
利用裂变偶进行脉冲堆堆芯中子通量监测ꎬ必须考虑伽马辐射对测量的影响ꎮ 裂变偶采用裂变

材料作为传感元件ꎬ其对中子与伽马辐射同时具有快响应ꎬ综合体现在探测器的热电输出上ꎬ反映的

是热电势输出与中子通量以及伽马射线的函数ꎮ 这一结果与中子通量的准确测量相冲突ꎬ必须采取

补偿的方法将伽马辐射效应消除ꎬ以便在整个堆容积上获得中子通量的准确测量ꎮ 本文针对裂变偶

在中子与伽马综合作用下的温升效应ꎬ建立了裂变偶的伽马补偿模型ꎬ开展了裂变珠以及补偿材料中

的伽马沉积能量计算ꎬ获得了选定材料对裂变珠内伽马吸收所致温升的补偿结果ꎬ并依据结果对不同

材料的补偿程度进行了比较分析ꎬ给出了可最大程度消除伽马影响的裂变偶结构设计ꎮ

２　 裂变偶伽马补偿模型的建立

裂变偶由一个采用铀材料制成的裂变珠 Ａ 和两根细热偶丝 Ｂ、Ｃ 构成(图 １(ａ))ꎮ 两根热偶引线

Ｂ 和 Ｃ 分别焊接在裂变珠 Ａ 上ꎬ形成两个热接触点ꎮ 裂变珠 Ａ 被入射中子和伽马通量的综合效应加

热ꎬ在两个热接点处产生温升ꎮ 同时ꎬ引线 Ｂ 和 Ｃ 是两种不同的金属材料ꎬ它们对入射的中子不响应ꎬ
产生的热电势输出仅仅是伽马能量的函数ꎮ 因此ꎬ裂变偶的输出热电势 ΔＵ 是中子与伽马共同作用

引起的温升的函数ꎮ 如果要裂变偶仅仅对中子通量响应ꎬ就必须消除从裂变珠 Ａ 以及热偶引线 Ｂ、Ｃ
的伽马加热产生的热电势ꎮ

将两种不同的热偶反向串联(图 １(ｂ))ꎬ当中子和伽马共同作用在探测器上时ꎬ第二种热偶的中

间金属 Ｄ 采用非裂变材料ꎬ对入射中子不产生响应ꎮ 由于两个热偶 ＢＡＣ 和 ＢＤＣ 是极性相反连接的ꎬ
所以金属 Ｂ 和 Ｃ 上因伽马能量加热而产生的接触热电势被抵消了ꎬ物体 Ａ 和 Ｄ 因伽马加热引起的温

升而产生的热电势也就被抵消了ꎮ 此时ꎬ裂变偶的输出热电势 ΔＵ 仅由裂变珠 Ａ 因中子能量沉积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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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裂变偶伽马补偿结构模型

热而产生ꎮ
为了分析图 １(ｂ)中第二种热偶 ＢＤＣ 的伽马补偿程度ꎬ首先进行以下假设ꎮ
(１) 第一热偶 Ａ 的尺寸足够小ꎬ以避免中子自屏蔽ꎬ确保在它的整个体积上被均匀加热ꎬ从而在

与热偶引线接触的两个结点上产生的温度一致ꎮ
(２) 热偶引线的几何尺寸足够小ꎬ使得由传导端面热辐射引起的传导损失可以忽略ꎮ
(３)第二热偶的中间金属 Ｄ 与所选择的金属 Ａ 有同样的密度ꎬ以使其对伽马加热有相同的响应ꎮ
(４) 裂变元件的热传导率无穷大ꎬ所以ꎬ在中子入射小珠引起裂变的有限时间内ꎬ热传导滞后于

裂变碎片在小珠内沉积的能量ꎬ且小珠内的温度平衡时间可以忽略ꎮ
(５) 裂变元件的热容量与温度无关ꎮ

２.１　 计算模型

ＣＦＢＲ－Ⅱ快中子脉冲堆在超瞬发临界状态运行时ꎬ能在几百微秒至十几毫秒的时间内产生超强

脉冲中子ꎬ单次脉冲的累积中子注量在堆芯辐照腔内接近 １０１７ｃｍ－２ꎬ在堆表面附近达到 １０１５ｃｍ－２ꎬ并伴

随伽马射线的产生ꎬ伽马与裂变中子的占比份额在 １０％以内ꎮ 采用蒙特卡罗方法计算得到 ＣＦＢＲ－Ⅱ
堆超瞬发 ４ ￠ 时的脉冲波形ꎬ如图 ２ 所示ꎮ

图 ２　 ＣＦＢＲ－Ⅱ堆超瞬发 ４ ￠ 时脉冲波形

将裂变偶置于脉冲辐射场下ꎬ中子和伽马同时在裂变珠内部沉积能量进而引起温升ꎬ这是两者综

合作用的体现ꎮ 因此ꎬ裂变珠的温升与其内部的沉积能量有着线性关系ꎮ 将裂变偶用于中子通量测

量时ꎬ为了得到温升与中子通量的线性关系ꎬ就必须采用伽马补偿的方法扣除裂变珠内的伽马沉积能

量ꎬ使得裂变珠温升仅仅反映中子引起的致热效应ꎮ
基于蒙特卡罗方法建立了 ＣＦＢＲ－Ⅱ脉冲堆堆芯处中子、伽马在裂变珠内的能量沉积计算模型

(图 ３)ꎮ 模型中ꎬ选用一种非裂变材料制成与裂变珠同样尺寸的补偿珠ꎬ并假设裂变珠和补偿珠位于

ＣＦＢＲ－Ⅱ堆辐照孔道内的同一平面上ꎬ二者表面相距 １ ｍｍꎬ由位置差异引起的中子、伽马注量差异可

忽略ꎮ
８



　 　
图 ３　 蒙特卡罗计算模型

基于该模型ꎬ选取不同材料的补偿珠ꎬ其形状尺寸均与裂变珠相同ꎬ为 φ１ ｍｍ 的实心球体ꎬ采用

ＭＣＮＰ５ 计算得到裂变珠和补偿珠内中子、伽马的沉积能量ꎬ以及由沉积能量引起的温升(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材料的中子(裂变)和伽马沉积能量计算结果

材料和尺寸

中子(裂变) 伽马

沉积能量

Ｊ /源中子

温升

Ｋ /源中子

沉积能量

Ｊ /源中子

温升

Ｋ /源中子

铀 φ１ ｍｍ １ ７８７×１０－１８ １ ５２８×１０－１５ ９ ７８×１０－２０ ８ ３７×１０－１７

铋 φ１ ｍｍ ０ ０ ４ ５５×１０－ ２０ ７ ２１×１０－１７

钼 φ１ ｍｍ ０ ０ ４ ０３×１０－ ２０ １ ７１×１０－１７

钨 φ１ ｍｍ ０ ０ ７ ２×１０－ ２０ ５ ３１×１０－１７

钛 φ１ ｍｍ ０ ０ ７ ８３×１０－２０ ０ ６３６×１０－１７

镍铬 φ１ ｍｍ ０ ０ １ ６５６×１０－２０ ０ ８１１×１０－１７

康铜 φ１ ｍｍ ０ ０ １ ６６×１０－２０ ０ ８７２×１０－１７

表中 ６ 种金属材料珠与裂变珠内的伽马致热比(温升)分别为:铋 ８６ １％、钼 ２０ ４％、钨 ６３ ４％、钛
７ ６％、镍铬 ９ ７％、康铜 １０ ４％ꎮ 比较这几种材料的伽马致热温升ꎬ可以发现:

(１)任意单一材料都不能完全补偿掉裂变珠内伽马能量沉积引起的温升ꎬ需要两种材料才能达到

较好的补偿效果ꎻ
(２)选用补偿材料时ꎬ需要关注材料的伽马自屏蔽效应ꎬ对于原子序数小的材料ꎬ其伽马自屏蔽效

应也相应减小ꎬ这在伽马补偿应用中具有一定优势ꎮ
根据表 １ 的计算结果ꎬ分别以铋、钛、康铜作为伽马补偿珠设计材料进行理论模拟和效果分析ꎮ

２.２　 伽马补偿型裂变偶温度响应计算模型所需的加热函数构造

为了计算裂变偶在 ＣＦＢＲ－Ⅱ堆瞬发临界下的温度响应ꎬ需要给出计算模型所需的加热函数ꎮ 采

用 ＣＦＢＲ－Ⅱ堆中子动力学方程[９ ]ꎬ结合表 １ 的计算结果ꎬ得到了针对 ＣＦＢＲ－Ⅱ堆超瞬发反应性为 ４ ￠
时ꎬ伽马补偿型裂变偶中的加热函数(表 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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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裂变偶内的中子、伽马加热函数

材料 加热函数

铀

裂变: Ｑｆ ＝ ２ １９６ × １０ －７ × ｅｘｐ(１８１６０ × ｔ)
(１ ＋ １ ８９８ × １０ －１０ｅｘｐ(１８１６０ × ｔ)) ２

伽马: Ｑｒ ＝ １ ２０２ × １０ －８ × ｅｘｐ(１８１６０ × ｔ)
(１ ＋ １ ８９８ × １０ －１０ｅｘｐ(１８１６０ × ｔ)) ２

铋 伽马: Ｑｒ ＝ ５ ５９４ × １０ －９ × ｅｘｐ(１８１６０ × ｔ)
(１ ＋ １ ８９８ × １０ －１０ｅｘｐ(１８１６０ × ｔ)) ２

钛 伽马: Ｑｒ ＝ ９ ６２５ × １０ －１０ × ｅｘｐ(１８１６０ × ｔ)
(１ ＋ １ ８９８ × １０ －１０ｅｘｐ(１８１６０ × ｔ)) ２

镍铬 伽马: Ｑｒ ＝ ２ ０３６ × １０ －９ × ｅｘｐ(１８１６０ × ｔ)
(１ ＋ １ ８９８ × １０ －１０ｅｘｐ(１８１６０ × ｔ)) ２

康铜 伽马: Ｑｒ ＝ ２ ０４１ × １０ －９ × ｅｘｐ(１８１６０ × ｔ)
(１ ＋ １ ８９８ × １０ －１０ｅｘｐ(１８１６０ × ｔ)) ２

３　 基于伽马补偿的裂变偶 ＡＮＳＹＳ 模拟

基于裂变偶结构ꎬ利用 ＡＮＳＹＳ ＷＯＲＫＢＥＮＣＨ 仿真工具建立了有限元计算模型(图 ４(ａ))ꎮ 以图

２ 结果作为模型输入条件ꎬ珠直径为 １ ｍｍꎬ偶丝直径为 ０ ０５ ｍｍ、长 ５ ｍｍꎬ设空气对流散热系数为

５Ｗ / (ｍ２℃)ꎬ热辐射发射率为 ０ ９ꎬ环境初始温度为 ２２ ℃ꎮ 考虑裂变时ꎬ仅在裂变珠内加载裂变所

沉积的能量ꎻ考虑伽马影响时ꎬ分别在裂变珠、补偿珠、偶丝上都加载相应的能量ꎮ 加载的热功率如图

４(ｂ)所示ꎮ

　
　 　 　 　 　 (ａ) 有限元模型　 　 　 　 　 　 　 　 　 　 　 　 　 　 　 　 　 　 　 　 　 (ｂ) 输入功率

图 ４　 ＡＮＳＹＳ 仿真模型

裂变偶输出热电势直接与接触点温度相关ꎬ在一定范围可近似成线性关系ꎮ 当裂变偶的细偶丝

远小于铀球时ꎬ接触面的温度主要由铀球决定ꎬ因此细偶丝与铋球、钛球等补偿珠接触时ꎬ其接触面的

温度也主要由相应小球决定ꎬ抵消伽马的影响本质上就是抵消铀球上伽马引起的温升影响ꎮ
为了分析不同材料补偿珠的补偿效果ꎬ在计算模型中将裂变珠替换为相应的补偿珠分别进行计

算ꎬ分别考虑不同条件下测点温度的变化ꎬ从而获得不同组合下可能达到的补偿效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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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伽马的影响分析

以 ＣＦＢＲ－Ⅱ堆超瞬发 ４ ￠ 时的脉冲波形作为模型输入条件ꎬ裂变中子和伽马共同作用时ꎬ裂变仅

发生在裂变珠内且均匀分布ꎬ而伽马分别在康铜偶丝、镍铬偶丝和裂变珠内沉积相应比例的能量ꎬ同
种材料内伽马沉积能量也均匀分布(图 ５)ꎮ

(ａ) 考虑伽马

　 　 　
(ｂ) 不考虑伽马

(ｃ) 考虑伽马

(ｄ) 不考虑伽马

图 ５　 伽马对铀珠温度分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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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 ０ ００２ ｓ 时沉积了 ９９％以上的能量ꎬ铀珠的最高温升分别为 ５８ ５０１ ℃和 ５５ ４６４ ℃(初始

环境温度为 ２２ ℃)ꎬ因此伽马额外贡献了 ３ ０３７℃ꎬ相当于裂变引起温升的 ５ ４７６％ꎮ 从温度分布看ꎬ
两种情况的偶丝接触面温度非常接近裂变珠温度ꎬ只是由于热传导的存在而略低于铀珠中心温度ꎮ

伽马对裂变偶测试温度的影响如图 ６ 所示ꎬ可以看出ꎬ在能量开始沉积、裂变珠温度迅速上升时ꎬ
由于伽马的贡献使得裂变偶的测试温度更高ꎬ主要体现在脉冲峰附近ꎬ而峰值过后温度就以非常缓慢

的速度降低ꎬ这主要是由热损失引起的ꎬ温度越高热损失越快ꎬ降温也越快ꎮ

(ａ) 考虑伽马

　
(ｂ) 不考虑伽马

(ｃ) 平均测点温升比较

　
(ｄ) 伽马贡献

图 ６　 伽马对温度测试的影响

３.２　 补偿珠补偿程度模拟

３.２.１　 铋珠补偿效果模拟

采用铋材料作为补偿珠ꎬ其结构模型与裂变偶相同ꎬ铋珠与裂变珠的几何尺寸相同ꎬ两端分别连

接康铜－镍铬热偶丝ꎬ计算结果如图 ７ 所示ꎮ 可以看出ꎬ测点温度与铋珠中心最高温度同样存在显著

的滞后ꎬ与裂变珠的变化趋势一致ꎬ只是在 ０ ００２ ｓ 时铋珠的最高温升仅 ２ ５６２ ℃ꎮ 铋珠和偶丝上温

度分布也与裂变偶情况基本相似ꎬ由于热传导ꎬ接触面温度略低于铋珠中心温升ꎮ
３ ２ ２　 钛珠补偿效果模拟

将裂变珠替换为相同尺寸的钛珠ꎬ计算结果如图 ８ 所示ꎮ 偶丝接触面温度在脉冲峰后出现了一

个小的峰值ꎬ然后又逐渐降低到接近钛珠的温度ꎬ如图 ８(ａ)所示ꎬ这与裂变珠以及铋珠的情况存在显

著差异ꎮ 由于偶丝温度高于钛珠温度ꎬ脉冲峰后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可以近似看做绝热过程ꎬ接触面温

度由偶丝和钛珠温度共同决定ꎬ但随着时间增加ꎬ偶丝靠近接触面附近由于热传导而迅速降低ꎬ因而

接触面温度仍然主要由钛珠主导ꎮ
２１



　 　 　
(ａ) 温度随时间变化　 　 　 　 　 　 　 　 　 　 　 　 　 　 (ｂ) 偶丝温度随距离变化

　 　 　 　 　 　
　 　 　 　 　 　 　 (ｃ) 温度分布云图 　 　 　 　 　 　 　 　 　 　 　 　 　 　 　 　 (ｄ) 温度分布

图 ７　 铋补偿珠补偿效果模拟

　
　 　 　 　 　 　 　 　 (ａ) 温度随时间变化　 　 　 　 　 　 　 　 　 　 　 　 　 　 (ｂ) 偶丝温度随距离变化

　 　 　 　 　 　 　 ｃ) 温度分布云图　 　 　 　 　 　 　 　 　 　 　 　 　 　 　 　 　 　 ｄ) 温度分布

图 ８　 钛补偿珠补偿效果模拟

在 ０ ００２ ｓ 时ꎬ 镍铬丝和康铜丝温度分布如图 ８(ｂ)所示ꎬ康铜丝和镍铬丝在偶丝中部有一段均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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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ꎬ相对于起始状态温升分别为 ０ ３１ ℃和 ０ ２８９ ℃ꎬ而靠近钛珠一端由于将热量传导给了钛温度较

低ꎬ另一端为初始设定固定温度ꎮ 钛珠中心温度在 ０ ００２ ｓ 时上升了 ０ ２２８ ℃ꎬ康铜丝和镍铬丝与之

接触面平均温升分别为 ０ ２３２ ℃和 ０ ２３ ℃ꎮ
３.２.３　 康铜珠补偿效果模拟

将裂变珠替换为相同尺寸的康铜珠ꎬ计算结果如图 ９ 所示ꎮ 康铜珠接触面温度与康铜珠中心温

度一致ꎬ偶丝与补偿珠之间温差非常小ꎬ在整个脉冲期间偏差不超过 ０ ００３ ℃ꎬ仅偶丝在两端由于边

界条件设置存在较大温度梯度ꎮ 在 ０ ００２ ｓ 时接触面温升约为 ０ ３１ ℃ꎬ略大于钛珠的贡献ꎮ

　 　 　 　 　 　 　 　 (ａ) 温度随时间变化　 　 　 　 　 　 　 　 　 　 　 　 　 　 　 (ｂ) 偶丝温度随距离变化

图 ９　 康铜补偿珠补偿效果模拟

３.３　 补偿效果分析与比较

比较以上三种补偿珠的补偿效果ꎬ结果表明ꎬ铋珠可以补偿掉大部分裂变珠中伽马的贡献ꎬ剩余

能量还需要其他补偿珠配合使用ꎮ 在裂变偶电路中通过串联补偿珠的方式来抵消伽马带来的影响ꎬ
可以建立 ４ 种补偿型裂变偶结构(图 １０(ａ))ꎮ 对这 ４ 种情况的补偿效果进行对比(图 １０(ｂ))ꎬ可以

看出ꎬ４ 种补偿结构都能消除大部分伽马的贡献ꎬ其中以第 ４ 种结构进行伽马补偿的效果最佳ꎮ

　
　 　 　 　 　 　 　 (ａ) 伽马补偿结构　 　 　 　 　 　 　 　 　 　 　 　 　 　 　 (ｂ) 不同补偿结构的效果比较

图 １０　 补偿结构效果比较

４　 结论

基于裂变偶模型ꎬ分别以铋、钛、钼、钨、镍铬、康铜金属作为伽马补偿材料ꎬ利用 ＡＮＳＹ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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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ｏｒｋｂｅｎｃｈ 有限元仿真工具ꎬ建立了中子脉冲监测中伽马补偿型裂变偶的计算模型ꎬ得到了不同补偿

材料对裂变珠内伽马吸收所致温升的补偿结果ꎬ并对补偿效果进行了对比分析ꎮ 结果表明ꎬ以 φ１ ｍｍ
的铋珠、φ１ ｍｍ 的钛珠和 φ１ ｍｍ 的康铜珠作为伽马补偿材料ꎬ通过与裂变铀珠进行反向串接的方式ꎬ
可以更好地消除伽马在裂变偶中的影响ꎬ而基于该结构设计的伽马补偿型裂变偶可以实现中子通量

的精确测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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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电子学与 中国核科学技术进展报告(第五卷)
核探测技术分卷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５)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利用广义谐波综合法改进高温气冷堆堆芯功率分布重构精度

周旭华１ꎬ李　 富２ꎬ王登营１ꎬ范　 凯２

(１ 北京核化安全研究所ꎬ北京ꎬ１０００７７ꎻ２ 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ꎬ北京ꎬ１０００８４)

摘要:在高温气冷堆中ꎬ控制棒运动是影响高温堆堆芯功率分布关键因素ꎮ 针对该特点ꎬ本文在谐波综合法的基础上

提出了蕴含控制棒棒位信息的广义谐波综合法ꎬ给出了考虑多种物理因素影响时的堆芯功率分布约束公式ꎮ 在此公

式中ꎬ控制棒运动对功率分布的影响由控制棒影响公式表达ꎬ温度变化、氙振荡以及其他未知的物理因素对堆芯功率

分布的影响由若干阶广义高阶谐波的组合表示ꎮ 然后ꎬ以 ＨＴＲ－ＰＭ 堆芯为对象ꎬ开展了利用芯外探测器读数重构堆

芯功率分布的数值模拟分析ꎬ证明了广义谐波综合法可显著改进功率分布重构精度ꎮ
关键字:广义谐波综合法ꎻ高温堆ꎻ堆芯功率分布重构

高温气冷堆示范电站(ＨＴＲ－ＰＭ)采用的是球床式高温气冷堆ꎬ堆芯无法布置中子探测器ꎬ只能根

据堆芯外的核测量重构堆芯功率分布ꎮ 在高温堆中ꎬ各物理因素对堆芯功率分布的影响通常是耦合

在一起的ꎮ 当控制棒运动时ꎬ通常伴随着堆功率水平的变化ꎬ进而引起冷却剂流量的变化ꎬ而堆芯内

的冷却剂、慢化剂、以及燃料的温度分布也将变化ꎬ这些都会使堆芯的中子截面参数发生改变ꎬ最终导

致堆芯的功率分布发生变化ꎻ更为重要的是ꎬ控制棒运动后ꎬ原有氙平衡状态将被打破ꎬ控制棒的运动

势必伴随着氙动态过程ꎮ
针对控制棒位置是影响堆芯功率分布的关键因素这一特点ꎬ提出了多物理因素影响下的功率分

布约束公式ꎮ 在该约束公式中ꎬ基波(功率的基础分布)和高阶谐波均展开为棒位的函数关系式ꎬ以保

证它们属于同一个完备集且具有正交性ꎬ从而将谐波综合法[ １ ] 推广到了广义谐波综合法ꎮ 即各阶谐

波均通过控制棒影响公式表示ꎬ影响公式中的特征分布代表了控制棒对各阶谐波的影响规律ꎮ 由控

制棒影响公式表示的各阶谐波称之为广义谐波ꎬ而其他物理因素对功率分布的影响由若干阶广义谐

波的线性组合表示ꎮ 然后利用探测器空间响应函数矩阵ꎬ实现功率分布、特征分布到探测器读数(响
应)的转化ꎬ得到一组芯外探测器读数的约束公式ꎮ 在实际应用中ꎬ如果约束公式中的未知量的数量

少于独立的探测器读数的数量ꎬ即可根据堆芯外的探测器读数求得控制棒的棒位以及各阶广义谐波

的系数ꎬ然后代入功率分布约束公式ꎬ重构出堆芯功率分布ꎬ实现功率分布在线监测ꎮ

１　 谐波综合法

谐波综合法认为ꎬ可用预先确定的名义堆芯的有限阶谐波的线性组合来表示实际堆芯可能随工

况变化的功率分布ꎮ 如果能通过有限的测量值(堆内或堆外的探测器)确定出谐波的组成系数ꎬ则就

直接确定出堆芯的三维功率分布ꎮ 本文中所指的谐波均为 Ｋ 本征值谐波集的裂变源ꎬ其基波即为裂

变源ꎮ 在准稳态过程中ꎬ堆芯内的裂变源正比于堆芯的功率分布ꎮ
由于谐波集的完备性ꎬ理论上实际堆芯功率分布可由名义堆芯的无限阶谐波的线性组合准确表

示ꎮ 而在实际应用中ꎬ堆芯功率分布可以由名义堆芯的有限阶谐波的线性组合近似地表示ꎬ并且已经

证明用有限阶谐波表达时的误差为堆芯参数扰动量的高阶小量[ １ ]ꎮ

ｐｒｅａｌ ≈ Ｐ × ａ ＝ ∑
Ｎ－１

ｉ ＝ ０
ａｉ ｐｉ (１)

式(１)中:ｐｒｅａｌ为正向计算求得的理想的功率分布向量ꎬ含 Ｎｐ个元素ꎬＮｐ为三维堆芯模型中活性区的网

格数ꎻＰ 是由 Ｎ 阶的谐波向量组成的谐波矩阵ꎬ其中的基波 ｐ０就是名义堆芯的功率分布ꎻａ 是展开系

数向量ꎮ
对于堆内具有较多核测仪表的反应堆ꎬ如典型的核电厂压水堆ꎬ谐波综合法用于重构堆芯功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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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已证明是可行、有效的[１ ꎬ ２]ꎬ即可根据堆内探测器读数反推出式(１)中的展开系数向量 ａꎮ
对于没有堆内核测量手段的反应堆而言ꎬ比如高温气冷堆ꎬ如仅仅依靠数量极为有限的堆外核测

量来重构堆芯功率分布ꎬ式(１)中的谐波阶数必然是非常有限ꎬ因此会显著降低功率分布重构精度ꎮ
有必要采取特殊的方法来减少式(１)中展开基的数量ꎮ

２　 广义谐波综合法与功率分布约束公式

以 ＨＴＲ－ＰＭ 为研究对象ꎬ研究了堆芯温度分布变化(由功率水平变化、冷却剂流量变化及入口温

度变化引起)对功率分布的影响ꎬ以及氙振荡过程中堆芯功率分布的变化规律ꎮ 结果表明ꎬ当第 １ ~ ３
阶高阶谐波取自当前棒位下的谐波集时ꎬ功率分布重构的精度能够改善ꎮ 为此ꎬ参照谐波综合法形

式ꎬ多物理因素影响下的堆芯功率分布的约束公式可以表示为:

Ｐｒｅａｌ ≈ Ｐｃｏｎ ＝ ａ０Ｐ０(Ｈ) ＋ ∑
Ｎ－１

ｉ ＝ １
ａｉＰ ｉ(Ｈ) (２)

其中 Ｈ 为 Ｋ 组控制棒的棒位ꎮ 在形式上ꎬ式(２)与谐波综合法功率分布拟合公式(１)一致ꎬ即由

基波 Ｐ０ 和有限阶的高阶谐波 Ｐ ｉ ( ｉ>１)的线性组合近似地表示堆芯的功率分布 Ｐｒｅａｌ ꎬ只不过此时的基

波和高阶谐波(特征分布)均为棒位的函数ꎮ
在文献[２ꎬ３]的研究表明ꎬ控制棒对功率分布的影响规律可以表示为控制棒影响公式ꎬ即棒位的

多项展开式ꎮ 以此类推可得ꎬ也可将控制棒对各高阶谐波的影响表示为棒位的多项展开式ꎬ使得约束

公式中的基波和高阶谐波均与棒位相关ꎬ即使用特定棒位下基波和高阶谐波 Ｐ ｉ(ｈ) ( ｉ ＝ １ꎬꎬＮ－１)ꎬ
并将控制棒的棒位作为待求变量引入功率分布约束公式中ꎮ 对于控制棒同步插入堆芯的工况ꎬ式(２)
可以写成如下形式:

Ｐｃｏｎ ＝ ａ０∑
Ｔ

ｊ ＝ ０
ｈ ｊＰ( ｊ)

０ ＋ ∑
Ｎ－１

ｉ ＝ １
ａｉ∑

Ｔ

ｊ ＝ ０
ｈ ｊＰ( ｊ)

ｉ (３)

Ｐ ｉ(ｈ) ＝ ∑
Ｔ

ｊ ＝ ０
ｈ ｊＰ( ｊ)

ｉ (４)

式中的 Ｔ 为棒位多项式的最高阶次ꎻＮ 为谐波的阶次ꎻ Ｐ ｉ(ｈ) 是与棒位相关的由控制棒影响公式

表示的谐波ꎬ称之为广义谐波ꎻ Ｐ( ｊ)
ｉ 为 ｉ 阶谐波的控制棒影响公式中的特征分布ꎻ ｈ 为 ８ 组控制棒的棒

位ꎮ 将式(３)表示为矩阵的形式:

ｐｒｅａｌ ≈ ｐｃｏｎ ＝ ∑
Ｎ－１

ｉ ＝ ０
ａｉ∑

Ｔ

ｊ ＝ ０
ｈ ｊ ｐ( ｊ)

ｉ (５)

式中 ｐｒｅａｌ 为堆芯所有 Ｎｐ个网格点的理想功率密度值构成的列向量(Ｎｐ×１)ꎬ通过正向仿真计算得

到ꎻｐｃｏｎ为重构功率分布向量(Ｎｐ×１)ꎻ ｐ( ｊ)
ｉ 为特征分布向量(Ｎｐ×１)ꎮ

通过探测器空间响应函数矩阵 Ｗ(Ｍ×ＮｐꎬＭ 为芯外探测器的个数)ꎬ可以将功率分布 ｐｒｅａｌ转化为

探测器读数向量 ｒｒｅａｌ(Ｍ×１):

ｒｒｅａｌ ＝ Ｗ × ｐｒｅａｌ ≈ Ｗ × ∑
Ｎ－１

ｉ ＝ ０
ａｉ∑

Ｔ

ｊ ＝ ０
ｈ ｊ ｐ( ｊ)

ｉ (６)

根据探测器读数向量 ｒｒｅａｌ ꎬ即可求得展开系数 ａｉ 和控制棒棒位 ｈ ꎬ然后根据式(５)重构出堆芯功

率分布ꎮ 当 ｉ＝ ０ 时ꎬ取 Ｔ>０ꎬ且当 ｉ>０ꎬ取 Ｔ＝ ０ 时ꎬ约束公式(５)退化为由控制棒影响公式与名义堆芯

(无控制棒)的高阶谐波的组合来约束堆芯的功率分布[ ２ ]:

ｐｃｏｎ ＝ ａ０∑
Ｔ

ｊ ＝ ０
ｈ ｊ ｐ( ｊ)

０ ＋ ∑
Ｎ－１

ｉ ＝ １
ａｉ ｐ(０)

ｉ (７)

而取 Ｔ＝ ０ꎬ功率分布约束公式(５)即退化为原始形式的谐波综合法:

ｐｃｏｎ ＝ ａ０ ｐ(０)
０ ＋ ∑

Ｎ－１

ｉ ＝ １
ａｉ ｐ(０)

ｉ (８)

即直接用名义堆芯(无控制棒)的谐波集的线性组合表示实际堆芯的功率分布ꎮ 所以约束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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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可以看成是谐波综合法的扩展ꎬ称其为广义谐波综合法ꎮ

３　 功率分布重构数值试验

３.１　 氙动态序列

在氙动态过程中ꎬ影响堆芯功率分布的主要物理因素ꎬ包括控制棒棒位、慢化剂温度、燃料温度及

氙毒分布等均发生变化且相互耦合ꎬ堆芯功率分布也随之变化ꎮ 因此ꎬ选择了 ２ 个典型的氙动态过

程ꎬ用于测试广义谐波综合法对堆芯功率分布重构精度的改进效果ꎮ 本文共分析两种典型瞬变过程:
序列 １ꎬ基于恒定功率运行假设ꎬ模拟控制棒棒位运动对功率分布的扰动ꎻ序列 ２ꎬ功率自动调节假设

(模拟负荷跟踪 １００％—５０％—１００％变化过程)ꎮ
本文采用反应堆动态仿真程序 ＴＩＮＴＥꎬ建模实现 ＨＴＲ－ＰＭ 的氙动态过程模拟ꎮ 并以 ＴＩＮＴＥ 计算

结果为理想功率分布(基准)ꎬ通过探测器响应函数矩阵将理想功率分布转化为堆芯外探测器读数ꎬ然
后以探测器读数为已知量ꎬ通过功率分布约束公式求得重构的堆芯功率分布ꎬ并统计该分布相对理想

功率分布的误差ꎮ

３.２　 数值试验方案

针对上述两种的氙动态序列的堆芯状态ꎬ同时考虑控制棒运动、氙振荡、功率水平变化及冷却剂

流量变化对堆芯功率分布的影响ꎬ利用 １６ 节芯外探测器的读数重构堆芯的功率分布ꎮ 氙振荡过程

中ꎬ芯外探测器读数(由正向仿真计算求得ꎬ实际应用中由堆外核测系统得到)随时间的变化见图 １ꎮ

(ａ)氙动态序列 １

　 　
(ｂ)氙动态序列 ２

图 １　 氙振荡过程中芯外探测器读数随时间的变化

实现两种方案的功率分布重构:方案 Ａꎬ以式(７)作为多物理因素耦合影响下的堆芯功率分布的

约束公式ꎬ该公式由文献[２]提出ꎻ方案 Ｂꎬ以本文提出的式(５)作为堆芯功率分布的约束公式ꎮ 其差

别是:方案 Ａ 使用的是名义堆芯的高阶谐波ꎬ而方案 Ｂ 使用与棒位相关的高阶谐波ꎮ
在方案 Ａ 和方案 Ｂ 中ꎬ均取 Ｎ＝ ４ꎬ取棒位多项式的最高阶次 Ｔ＝ ７ꎮ

３.３　 结果分析

在图 ２ 中ꎬ给出了氙动态序列 １ 中的各时刻点的重构功率分布的误差统计ꎮ 重构得到的功率分

布的误差 ＰＲＭＳꎬ它的含义为重构功率分布误差的均方根与堆芯平均功率密度的比值:

ＰＲＭＳ ＝ １

ｐ
－

ｒｅａｌ

(ｐｃｏｎ － ｐｒｅａｌ) Ｔ(ｐｃｏｎ － ｐｒｅａｌ)
Ｎｐ

(９)

其中:Ｎｐ为堆芯活性区的网格数ꎬ ｐ
－

ｒｅａｌ 为堆芯的平均功率密度ꎮ 还统计了重构功率分布的最大误

差 ＭＡＸＥ 和最负误差 ＭＩＮＥꎬ它们的定义见式(１０)ꎮ 以及轴向功率分布(周向和径向积分平均)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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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误差 ＭＡＸＥ－Ｚ、最负误差 ＭＩＮＥ－Ｚꎬ径向功率分布(周向和轴向积分平均)的最大误差 ＭＡＸＥ－Ｒ、最
负误差 ＭＩＮＥ－Ｒꎻ堆芯中心线上功率分布的最大误差 ＭＡＸＥ－Ｃ、最负误差 ＭＩＮＥ－Ｃꎬ它们的定义与式

(１０)类似ꎮ

ＭＡＸＥ ＝
ｍａｘ(ｐｃｏｎ － ｐｒｅａｌ)

ｐ
－

ｒｅａｌ

ＭＩＮＥ ＝
ｍｉｎ(ｐｃｏｎ － ｐｒｅａｌ)

ｐ
－

ｒｅａｌ

(１０)

在图 ２ 中ꎬ给出氙振荡序列 ２ 中的各时刻点的重构功率分布的误差统计ꎮ 在方案 Ａ 中ꎬ各堆芯状

态的重构功率分布的 ＰＲＭＳ 的最大值为 １ ３５％ꎬ精度最差点的误差在 １０％以内(图 ２(ａ))ꎻ径向功率

分布的最大误差不超过 １％(图 ２(ｂ))ꎻ中心线上的功率分布的最大误差不超过 ５％(图 ２(ｃ))ꎻ轴向功

率分布的最大误差不超过 ３ ５％(图 ２(ｄ))ꎮ 在方案 Ｂ 中ꎬ各堆芯状态的重构功率分布的 ＰＲＭＳ 的最

大值为 ０ ５９％ꎬ精度最差点的误差 ９％以内(图 ２ ( ａ))ꎻ径向功率分布的最大误差不超过 ０ ３％
(图 ２(ｂ))ꎻ中心线上的功率分布的最大误差不超过 １ ２％(图 ２(ｃ))ꎻ轴向功率分布的最大误差不超

过 １ ５％(图 ２(ｄ))ꎮ

(ａ)三维分布误差

　
(ｂ)径向分布误差

(ｃ)堆芯中心线上的分布误差

　 　
(ｄ)轴向分布误差

图 ２　 重构功率分布的误差(序列 １)

在图 ３ 中ꎬ给出氙振荡序列 ２ 中的各时刻点的重构功率分布的误差统计ꎮ 在方案 Ａ 中ꎬ各堆芯状

态的重构功率分布的 ＰＲＭＳ 的最大值为 ３ ３２％ꎬ而精度最差点的误差约为 ２５％(图 ３(ａ))ꎻ径向功率

分布的最大误差不超过 ０ ８％(图 ３(ｂ))ꎻ中心线上的功率分布的最大误差为 ６ ２％(图 ３(ｃ))ꎻ轴向功

率分布的最大误差可达 ８ ４％(图 ３(ｄ))ꎮ 在方案 Ｂ 中ꎬ各堆芯状态的重构功率分布的 ＰＲＭＳ 的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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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为 ０ ９４％ꎬ精度最差点的误差 １３％以内 (图 ３ ( ａ))ꎻ径向功率分布的最大误差不超过 ０ ８％
(图 ３(ｂ))ꎻ中心线上的功率分布的最大误差不超过 ２ ０％(图 ３(ｃ))ꎻ轴向功率分布的最大误差不超

过 ２ ７％(图 ３(ｄ))ꎮ
由以上讨论可知ꎬ对于同一个氙振荡序列ꎬ方案 Ｂ 的堆芯功率分布的重构精度要好于方案 Ａ 的重

构精度ꎮ 基于广义谐波综合法的功率分布约束公式(５)要优于约束公式(７)ꎮ 式(５)的优势在于它尽

可能地保证了基波和高阶谐波之间的相互匹配ꎬ并将这匹配关系通过功率分布(基波)和高阶谐波的

控制棒影响公式实现ꎮ 本节中数值验算结果证明了广义谐波综合法的堆芯功率分布约束公式的可行

性和优势ꎮ

(ａ)三维分布误差

　
(ｂ)径向分布误差

(ｃ)堆芯中心线上的分布误差

　
(ｄ)轴向分布误差

图 ３　 重构功率分布的误差(序列 ２)

４　 结论

本文给出了综合考虑控制棒运动、氙毒变化、温度变化等多种物理因素耦合影响时的堆芯功率分

布的约束公式ꎮ 为了使约束公式中的基波和高阶谐波能够互相匹配ꎬ将功率分布(基波)和高阶谐波

均表示为控制棒影响公式———棒位的多项展开式ꎬ控制棒运动对基波和高阶谐波的影响规律由其中

的特征分布决定ꎮ 各个影响公式构成一组与棒位相关的广义谐波ꎬ其他物理因素对功率分布的影响

由各广义谐波的线性组合表示ꎮ 该功率分布约束公式在形式上与谐波综合法一致ꎬ是一种广义的谐

波综合法ꎮ 数值验算表明ꎬ在堆外核测量数据极为有限的前提下ꎬ基于广义谐波综合法的功率分布约

束公式ꎬ可以显著地提高由芯外探测器监测高温气冷堆堆芯功率分布的精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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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反应堆仪控系统调试多功能校验装置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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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潘隆轩(１９８２—)ꎬ男ꎬ汉族ꎬ吉林人ꎬ高级ꎬ学士ꎬ现主要从事核反应堆仪控研究工作ꎮ

摘要:核反应堆都配有规模庞大、结构复杂的仪控系统ꎬ而在其调试期间往往会遇到在不具备外部条件的情况要完成

仪控系统的本体调试ꎬ这给调试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ꎮ 本文以某试验堆为例ꎬ描述了调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ꎬ针对

此类问题提出了多功能校验装置的解决方案ꎮ 多功能校验装置(以下简称专用工装)为一便携式装置ꎬ用于在建安期

间对规模较大的控制系统进行联合调试ꎬ以验证系统的测量功能、控制功能、通信功能和联锁保护功能ꎮ 专用工装可

代替实际被控设备测量仪表ꎬ以电压、电流、频率信号等方式提供反应堆配套系统的所有信号类别ꎬ包括温度、压力、流
量、液位、转速、浊度、ｐＨ、辐射监测等ꎬ以便验证系统的测量功能ꎻ与实际被控设备与仪表连接ꎬ实现控制系统和联锁保

护系统功能ꎮ 接下来文章从调试需求出发ꎬ提出了明确的设计目标ꎬ明确了功能方面的需求和性能方面的需求ꎬ其中

功能方面包含两个部分ꎬ分别是输出功能和控制功能ꎬ输出功能又细化为 １０ 个子功能ꎬ控制功能方面细化为 ２ 个子功

能ꎮ 性能方面细化为 ７ 个性能要求ꎮ 然后文章针对每一项需求进行符合性设计ꎬ详细介绍了多功能校验装置的工作

原理与系统结构ꎬ根据需求完成了硬件和软件的配置ꎬ并给出了装置内部和外部的示意图ꎬ文章最后对该装置的优点

进行了阐述ꎬ指出其在核反应堆仪控系统调试中将具有广泛应用前景ꎮ
关键字:核反应堆ꎻ多功能校验装置

核反应堆一般都有规模庞大的仪控系统ꎬ如核控系统、二回路控制系统、运行保障系统及其他试

验室系统等ꎬ此类系统在核反应堆建设期间往往出现各类各样的问题ꎬ会影响工程的进展ꎮ 这里以某

试验堆为例ꎬ由于工程进度需要ꎬ往往要求此类控制系统在外部设备与仪表未具备条件的情况下开展

调试工作ꎬ为了保证调试工作的顺利进行就需要为系统提供模拟的负载ꎬ此负载为非功耗型负载ꎬ通
过模拟信号代替实际被控设备和测量仪表ꎬ从而验证系统的测量功能、通讯功能、控制功能和联锁保

护功能ꎮ
由于此类大型控制系统往往包含多种仪表类型ꎬ测量信号类型多种多样ꎬ被控设备功能复杂ꎬ数

量庞大ꎬ需要同时进行多路多类型的输出测量与模拟输入ꎬ对于不同的逻辑功能验证对模拟信号的通

道数量和信号类型的需求达十几个甚至几十个ꎮ 而目前市面上现有的工具均为单通道或双通道的测

量仪表和模拟信号源ꎬ且信号类型相对单一ꎬ不能满足对多类型模拟信号的需求ꎮ 为了保证此类控制

系统调试工作的顺利进行ꎬ需要设计加工一种多功能校验装置以满足调试的需求ꎮ

１　 设计目标

依据试验堆仪控系统规模庞大、结构功能复杂、工期相对紧迫、需要调试验证的项目较多的特点

及调试需求ꎬ设计一套专用于试验堆仪控系统调试的先进的多功能校验装置ꎬ满足调试过程对仪器仪

表的特殊要求ꎬ确保调试工作的顺利实施ꎮ

２　 技术要求

根据工程特点和调试需求对多功能校验装置提出以下具体技术需求ꎮ

２ １　 输出功能

该装置的功能之一是模拟外部被控设备和测量仪表ꎬ能够向被校验系统提供各类输入信号ꎮ 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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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应具备以下的功能ꎮ
(１)多类型模拟信号功能ꎮ 信号类型覆盖试验堆配套系统的所有信号类别ꎬ包括温度、压力、流

量、液位、转速、浊度、ｐＨ、辐射监测等ꎮ 信号类型包括电流、电压、频率ꎮ 自定义波形输出ꎬ幅值、周期、
占空比可调ꎮ

(２)多通道模拟信号功能ꎮ 能够同时进行多路测量和多路模拟输出ꎮ 根据工程需求输入输出通

道配置约 ６０ 个ꎬ各种类型点数保持比例一致ꎮ 对于模拟量有源无源可切换ꎮ
(３)多种通讯接口功能ꎮ 该装置能够匹配主流的硬件接口与软件通讯协议ꎬ满足与其他不同类型

控制系统或设备的通讯功能ꎬ如 Ｍｏｄｂｕｓ、ＣＡＮ、ＯＰＣ、ＴＣＰ / ＩＰ 等ꎻ具有多个通讯硬件接口ꎬ如 ＲＳ２３２、
ＲＳ４８５、以太网口等ꎮ

(４)模拟信号可调节功能ꎮ 模拟信号输出可以通过手操器进行无极手动调节ꎬ可以手动设置参

数ꎮ 同时该装置可以按照预设的程序或自定义程序进行编程输出ꎮ
(５)数字量信号可调功能ꎮ 数字信号输出可以通过手操器进行手动操作ꎬ同时可以按照编组进行

按照预设的程序或自定义程序进行编程输出ꎮ
(６)有线或无线手操器功能ꎮ 系统应配备至少 ２ 个手操器ꎬ手操器的功能是手动定位输出点ꎬ通

过手轮或旋钮手动调节输出ꎬ确保每个手操器同时可调节的模拟量输出点≥＝ ４ 个ꎬ数字量输出点≥
１０ꎬ同时可以定位和读取输入点状态或数据ꎮ

(７)可视化功能ꎮ 该装置具备友好的可视化界面ꎬ操作简单ꎬ任何调试人员都可以根据提示进行

正确操作ꎮ
(８)便携式功能ꎮ 该装置具备体积小的特点ꎬ能够移动到工程现场进行连接组装ꎬ不受场地限

制ꎮ 应能够进行快速拆装功能ꎬ可以通过电缆延长装置的使用范围ꎬ如测试发生在两个房间ꎬ则可

将一部分模块移动至另一个房间ꎬ并通过有线或无线通讯的形式进行连接ꎬ从而提高系统的空间适

用性ꎮ
(９)自保护功能ꎮ 该装置具备自我保护功能ꎬ当出现误接线或误操作时能够进行自动保护切断信

号并报警提示ꎮ 所有的输出操作应具有先确认后再输出的功能ꎬ以防误操作ꎮ
(１０)快速连接功能ꎮ 装置需配置多种类型专用快速连接配件ꎬ使装置各输入输出端子能够快速

可靠地与被测试设备进行连接ꎬ如弹性钩、鳄鱼钳等ꎮ 对于不同的被测设备可选用适用的配件ꎮ 连接

配件应覆盖所有的输入输出点ꎮ 连接线缆具备足够的强度、韧性、可靠性和屏蔽干扰能力ꎮ

２ ２　 控制功能

该装置还应具备临时控制功能ꎬ需在控制系统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针对部分工艺设备进行控制

和调试ꎮ
(１)典型的控制功能ꎮ 启停控制、带保持或不带保持的正反转控制、点动控制、顺序控制、ＰＩＤ 调

节控制、保护以及联锁、转速控制等均编制独立的程序模块ꎬ通过适当的参数设置ꎬ使装置能够完成设

备典型的控制功能ꎮ 同时还应具备自定义控制功能ꎮ
(２)控制手操器ꎮ 至少配置两个控制功能手操器ꎬ手操器应配置有不同类型的开关或按钮ꎬ能够

进行对输出点的匹配ꎬ从而控制不同的设备ꎮ

２ ３　 性能要求

(１)精度要求

模拟量输出信号±０.１％ꎬ模拟量输入信号±０.２５％ꎮ
(２)模拟量输入

４~２０ ｍＡꎬ输入阻抗可达 ２５０ Ωꎻ
１~５ Ｖꎬ输入阻抗可达 ５００ ｋΩꎮ
(３)模拟量输出

４~２０ ｍＡ、１~５ Ｖ 可选ꎬ驱动能力大于 ６００ 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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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热电阻和热电偶输入

适应主流热电阻 Ｃｕ５０、Ｐｔ１００ 等ꎻ
能直接接受分度号为 Ｎ、Ｅ、Ｊ、Ｋ、Ｔ、Ｓ、Ｂ、Ｒ 等热电偶信号ꎮ
(５)频率输入输出

每秒输出 ６ ０００ 个信号ꎻ
输入具备差分编码器直接输入接口ꎬ频率范围 ５００ ｋＨｚꎮ
(６)输出

输出部分具备低压驱动功能ꎬ对于常用的 ＤＣ２４Ｖ 和 ＤＣ４８Ｖ 应具备驱动能力ꎬ功率不小于 ３０ Ｗꎮ
部分输出配置继电器板ꎬ使其具备主回路(交流 ２２０ Ｖ 或 ３８０ Ｖ)控制功能ꎮ
(７)电源

正常情况下装置由外部 ＡＣ２２０Ｖ 供电ꎬ装置内提供 ＤＣ２４Ｖ 和 ＤＣ４８Ｖ 供电端子ꎬＡＣ２２０Ｖ 插座口

至少一个ꎻ
内置电池ꎬ确保无外电的情况下确保 ２ 个小时的运行能力(３０％负载)ꎮ

３　 设计方案

３ １　 方案概述

试验堆调试多功能校验装置(以下简称专用工装)为一便携式装置ꎬ用于在建安期间对规模较大的控制

系统进行联合调试ꎬ以验证系统的测量功能、控制功能、通信功能和联锁保护功能ꎮ 专用工装可代替实际被

控设备测量仪表ꎬ以电压、电流、频率信号等方式提供反应堆配套系统的所有信号类别ꎬ包括温度、压力、流
量、液位、转速、浊度、ｐＨ、辐射监测等ꎬ以便验证系统的测量功能ꎻ与实际被控设备与仪表连接ꎬ实现控制系

统和联锁保护系统功能ꎮ 专用工装具备多个通道ꎬ所有通道均可同时进行输入和输出ꎮ

３ ２　 装置组成

专用工装由硬件平台、软件系统和辅助工装组成ꎮ
３ ２ １　 硬件平台

硬件平台为各类输入 /输出信号、信号处理与控制、数据存储与计算、人机接口、图形化操作等提

供硬件基础ꎬ采用模块化结构ꎮ 其基本结构如图 １ 所示ꎮ
(１)嵌入式中央处理模块采用工业级 Ｉｎｔｅｌ Ｐｅｎｔｉｕｍ ＣＰＵ 为核心的处理器模块ꎬ构成整个系统的处

理中心ꎮ 同时配置 １Ｇ 内存和 ６４Ｇ 电子硬盘ꎬ存储、处理信息ꎮ
(２)模拟量输出模块

模拟量输出模块为带有 １２ 位 ＤＡＣ 的 ８ 通道电压、电流输出型模块ꎬ采用块结构形成 １６ 路模拟量

输出ꎬ输出精度为 ０ ０２５％ꎮ

图 １　 　 装置基本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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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开关量输出模块

采用 ２ 块 ８ 通道数字输出和一块继电器输出、一块频率输出ꎬ形成 ２２ 路各类开关量输出ꎮ
(４)模拟量输入模块

分别设计电压、电流型和热电阻、热电偶型模拟量输入模块ꎬ每块设计 ４ ~ ８ 通道ꎬ均采用 １２ 为

ＡＤＣꎬ实现各类模拟量信号输入ꎬ精度为 ０ ０２５％ꎮ
(５)开关量输入模块

设计可输入 ＴＴＬ、直流 ２４Ｖ 开关量输入模块ꎬ形成 １６ 路开关量输入通道ꎮ 每个输入通道设计光

电隔离和自保护电路ꎮ
(６)电源模块

为硬件平台系统提供电源保障ꎬ设计为可内置电池供电及 ２２０ Ｖ ＡＣ 供电两种方式ꎬ电池供电最

大负荷下大于 ２ 小时ꎮ
(７)触摸屏

系统配置 １４ 英寸触摸屏ꎬ实现专用工装本机可编程操作、信息显示等功能ꎮ
(８)人机接口

设计人机接口ꎬ以旋钮、按键等方式输入部分数据与信息ꎮ
(９)内部总线

用工装内部各模块之间采用内部总线通信方式ꎬ模块为可插拔结构ꎮ
(１０)外部通讯

配置主流的通讯模块ꎬ如 ＲＳ２３２、ＲＳ４８５、以太网口等硬件接口模块ꎬ支持 Ｍｏｄｂｕｓ、ＣＡＮ、ＯＰＣ、
ＴＣＰ / ＩＰ 等多种通讯协议ꎬ以实现与其他各类设备的通讯功能ꎮ
３ ２ ２　 软件平台

系统采用嵌入式 Ｗｉｎｄｏｗｓ ＸＰ 操作系统和专用测控软件编程平台ꎬ开发图形化调试软件系统ꎬ分
别实现信号测试信号源和自动控制系统调试ꎮ 应用软件实现的详细功能ꎬ根据用户软件具体技术要

求设计ꎮ

３ ３　 硬件实现方案与功能

为了提高系统的可靠性、抗电磁干扰性、抗冲击性和轻便、便携等要求ꎬ专用工装拟采用德国倍福

(ＢＥＣＫ ＨＯＦＦ)自动化公司模块经改装、配置实现ꎮ 德国倍福提供可用于各种工业场所工业控制、监
测系统的模块化硬件产品ꎮ 其模块化产品体积小、重量轻ꎬ易于实现便携ꎻ各种模块支持带电插拔ꎬ易
于更换ꎻ各类接口模块及专用接口端子采用弹簧式插接结构ꎬ便于现场接线ꎻ模块可靠性、抗干扰性、
抗冲击性强ꎬ适宜工业场所应用ꎮ 根据专用工装系统功能要求ꎬ采用倍福模块配置的系统内部效果如

图 ２ 所示ꎮ

图 ２　 内部效果图

３ ３ １　 系统配置

根据专用工装功能及性能指标要求ꎬ初步配置方案如表 １ 所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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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系统配置清单

序号 模块名称 数量 功能 性能指标 备注

１
嵌 入 式 中 央处理模块

(ＣＸ１００－００１Ｘ)
１

实现系统信息处理、控

制、存储

时钟频率 １ ８ ＧＨｚꎻ２ 个 ＲＪ４５１０ / １００Ｍꎻ
尺寸 ９６ ｍｍ×１２１ ｍｍ×９８ ｍｍꎻ重量 ６００ ｇ

２
电源模块

(ＣＸ１１００－００１Ｘ)
１ 为系统提供电源

２４Ｖ ＤＣꎬ具有自诊断功能ꎻ绝缘强度

５００ Ｖ

３
电压、电流型模拟量输入

模块(ＫＬ３４０８、ＫＬ３４４８)
２

电压 ０~１０Ｖ
电流 ４~２０ｍＡ 输入

８ 通道 ꎬ １２ 位 ＡＤＣꎬ８×１ 线制接线形成

１６ 路模拟量输入

４
热电阻型模拟量输入模块

(ＫＬ３２０４)
１ Ｐｔ１００ꎬＮｉ１００ 输入

４ 通道ꎻ１６ 位 ＡＤＣ 形成 ４ 通道热电阻

输入通道

５
热电偶型模拟量输入模块

(ＫＬ３３１４)
１

Ｊꎬ Ｋꎬ Ｌꎬ  Ｕ 型热电偶

输入

４ 通道ꎻ１６ 位 ＡＤＣꎻ形成 ４ 通道热电偶

输入通道

６
模拟量输出模块 ( ＫＬ４４０８
ꎬＫＬ４４２８)

２ 输出电压、电流信号
８ 通道ꎻ１２ 位 ＡＤＣꎻ０ ~ １０ Ｖꎬ４ ~ ２０ ｍＡ
输出ꎮ 形成 １６ 路模拟量输出通道ꎮ

７
开关量输入模块 (ＫＬ１４０８
ꎬＫＬ１７０２)

２
２４ＶＤＣꎬ ２３０ＡＣ 开 关 量

输入

形成 １４ 路开关量输入ꎬ其 中 ＡＣ２３０Ｖ
２ 路

８ 开关量输出模块(ＫＬ２４０８) ２ ２４ＶＤＣ 开关量输出 形成 １６ 路开关量输出

９
开关量(继电器)输出模块

(ＫＭ２６０４)
１ ２３０Ｖ ＡＣ 继电器输出 ４ 通道ꎬ继电器输出ꎬ２３０ Ｖ １６ Ａ ＡＣ

１０ 频率输出模块(ＫＬ２５１２) １ ＰＷＭ 脉宽输出 ２ 通道 ２４ＶＤＣ １ Ａ 脉宽输出ꎮ

１１ 触摸屏 １ 显示与触摸式控制 显示与触摸式控制

１２ ＷＩＦＩ 模块 １ 无线通信模块 实现与手操器的远程无线通信

１３ 人机接口模块 １ 实现参数快速输入

１４ 通信接口模块 １
实现 ＲＳ－ ２３２ꎬ ＲＳ－ ４８５ꎬ
Ｍｏｄｂｕｓ 等通信功能

１５ 端子模块 １０ 实现现场快速接线

３ ３ ２　 外观设计

根据配置ꎬ整个实现方案预计总重量小于 ８ ｋｇꎬ外形尺寸 ６００ ｍｍ×５００ ｍｍ×３００ ｍｍꎬ设计上考虑便携ꎮ
装置效果图如图 ３ 所示ꎮ

图 ３　 装置外观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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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４　 软件系统实现与功能

专用工装以倍福嵌入式中央处理模块内嵌的 Ｗｉｎｄｏｗｓ ＸＰ 为操作系统ꎬ以倍福开发的 Ｂｅｃｋｈｏｆｆ
ＴｗｉｎＣＡＴ 控制系统编程软件为系统开发平台ꎬ根据用户功能要求ꎬ开发专用工装软件系统ꎮ 软件系统

具有以下功能ꎮ
(１)图形化操控与组态功能

结合触摸屏ꎬ以图形化方式提供系统运行与操控编程功能ꎬ分别完成信号产生与信号源功能需求

和自动控制系统调试功能ꎮ 通过图形化界面ꎬ点击控制运行两类系统ꎬ并在系统运行时ꎬ以菜单化方

式ꎬ引导配置任务ꎬ设置通道、参数等ꎮ
(２)数据报表与曲线显示功能

无论信号产生系统还是控制系统调试系统ꎬ均可以通过触摸屏点看历史数据与实时数据的数据

报表和数据曲线ꎬ便于调试需要ꎮ
(３)远程控制功能

结合设计的无线远程手操器ꎬ通过软件控制ꎬ实现手操器的自动识别和远程指令识别与执行ꎮ
(４)自动通信功能

系统自动识别与专用工装通用通信接口链接设备ꎬ实现自动通信功能ꎮ
(５)自诊断功能

系统自诊断硬件平台各模块工作状态ꎬ自动记录故障发生点和事件ꎬ同时提供报警信息ꎮ

４　 小结

本装置设计上充分考虑了调试中的需要ꎬ功能上考虑自动化ꎬ减少操作步骤使调试过程变得简

单ꎬ提高调试工作效率ꎮ 同时ꎬ尽量实现多种功能的有效集成ꎬ做到灵活方便ꎬ可以应对不同的调试需

要ꎬ减少人员所携带设备数量ꎮ 另外ꎬ在体积和重量方面考虑小型化和轻型化ꎬ便于携带ꎬ不受空间和

场地限制ꎬ方案符合设计要求ꎮ 相对于其他调试工具ꎬ该装置具有功能多ꎬ适用性强的优点ꎬ在核反应

堆仪控系统调试中将具有广泛应用前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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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空气中氡浓度检测及控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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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用 ＲＡＤ７ 测氡仪对实验室某房间装修前、后及通风情况下空气中氡浓度进行了检测ꎬ实验结果表明装修后实验

室房间内空气中氡浓度明显升高ꎮ 室内空气中氡浓度随通风时间的延长而明显降低ꎬ最后与实验室外氡浓度趋于平

衡ꎮ 对标准条件下氡浓度测量的不确定度进行评定ꎬ不确定度为 １１％(ｋ＝ ２)ꎮ
关键词:氡浓度ꎻ不确定度ꎻ检测

１８９９ 年 ＲＢ欧文斯和 Ｅ卢瑟福在研究钍的放射性时发现氡ꎬ当时称为钍射气ꎬ即２２０Ｒｎꎮ
１９００ 年 Ｆ∙Ｅ∙多恩在镭制品中发现了镭射气ꎬ即２２２Ｒｎꎮ １９０２ 年 Ｆ∙Ｏ∙吉赛尔在锕化合物中发现锕

射气ꎬ即２１９Ｒｎꎮ １９０３ 年ꎬ还发现氩、氪、氖、氙一系列惰性气体的拉姆赛对它们进行了初步探索ꎮ 他和

索迪从溴化镭的放射产物中获得 ０.１ ｃｍ３的镭射气ꎮ 这样少量的气体比一个大头针的针头还小ꎬ是看

不见的ꎬ探索没有取得有成效的结果ꎮ 到 １９０４ 年ꎬ拉姆赛测定了它的光谱ꎮ １９０８ 年ꎬ他和格雷合作测

定了它的密度ꎬ确定它是一种化学惰性的气体元素ꎮ 他们将它命名为 ｎｉｔｏｎꎮ 两年后他们两人共同测

定了它的原子量为 ２２０ꎬ确定了它在化学元素周期表中的位置ꎬ正好处在惰性气体的末位ꎮ
通常室内氡的主要来源有:从房基土壤中析出的氡、从建筑材料中析出的氡、从户外空气中进入

室内的氡、从供水及用于取暖和厨房设备的天然气中释放出的氡ꎮ １９８８ 年ꎬ国际癌症机构将氡列为人

类致癌物ꎬ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也曾公布氡是 １９ 种人类重要致癌物质之一ꎬ是目前仅次于香烟引起

人类肺癌的第二大元凶ꎮ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末期首次发现室内氡的危害至今ꎬ经科学研究发现ꎬ氡对人

体的辐射伤害占人体一生中所受到全部辐射伤害的 ５５％以上ꎬ其诱发肺癌的潜伏期大多都在 １５ 年以

上ꎬ世界上有五分之一的肺癌患者与氡有关ꎮ 鉴于氡及其子体对人类健康的影响较大ꎬ准确测量及评

价室内空气中氡浓度非常重要ꎮ
本文对装修前后房间的空气中氡浓度进行了检测和研究ꎬ并且比较了通风和不通风情况下的空

气中氡浓度ꎮ

１　 ＲＡＤ７ 测氡仪[ １ ]

ＲＡＤ７ 测氡仪是一种美国产的便携式的多功能综合氡气测量仪器ꎬ可以针对不同的应用目的在不

同模式下进行操作ꎬ可以对室内氡浓度进行瞬时和长期测量ꎬ并能存储 １０００ 个氡浓度读数和相关测

量数据ꎬ显示读数的高、低、平均值和标准差ꎮ 其内部设有抽气泵ꎬ常规流量为 １Ｌ / ｍｉｎꎬ进气口过滤ꎮ
测量范围:０ １~２００００ ｐＣｉ / Ｌ(３ ７Ｂｑ / ｍ３ ~７ ４×１０５Ｂｑ / ｍ３)ꎻ灵敏度:０ ５ｃｐｍ / ｐＣｉ / Ｌꎮ

２　 室内装修对空气中氡浓度的影响

为有效控制室内氡浓度ꎬ从 １９９５ 年到 ２０１０ 年ꎬ中国先后颁布了«住房内氡浓度控制标准»(ＧＢ / Ｔ
１６１４６—１９９５)、«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 (ＧＢ ５０３２５—２００１)(现已升版为 ＧＢ ５０３２５－
２０１０)、«地下建筑氡及其子体控制标准» (ＧＢ １６３５６—１９９６)、«人防工程平时使用环境卫生标准»
(ＧＢ / Ｔ １７２１６—１９９８)和«室内空气质量标准»(ＧＢ / Ｔ １８８８３—２００２)ꎬ均明确了各类建筑物的室内氡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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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控制标准ꎮ ２００４ 年国家住宅与居住环境工程中心制定的«健康住宅建设技术要点(２００４ 版)»中也

将氡浓度控制标准列入了人居健康工程的室内空气质量标准的要素之中ꎮ
为验证装修对实验室氡浓度的影响ꎬ开展本次检测实验ꎬ并记录装修前、后室内氡浓度数据(表 １)ꎮ

表 １　 装修前、后室内氡浓度数据记录表

记录编号 测量时刻 装修前室内氡浓度测得值 / (Ｂｑ / ｍ３) 装修后室内氡浓度测得值 / (Ｂｑ / ｍ３)

１ ００:００ ６７ ６ ８６ ５

２ ０１:００ ７６ ２ １０１

３ ０２:００ ７４ ７ ８５ ８

４ ０３:００ ７０ ４ ７４ ８

５ ０４:００ ７４ ８ ９５ ７

６ ０５:００ ８６ ３ ８９ ３

７ ０６:００ ８３ ４ １２２

８ ０７:００ ９２ ３ １３０

９ ０８:００ ８２ １２６

１０ ０９:００ ８７ ７ １１６

１１ １０:００ ８４ ８ ９７ ３

１２ １１:００ １２３ １６０

１３ １２:００ ９２ １１８

１４ １３:００ ９２ ９５ ２

１５ １４:００ ６０ ３ ８８ ２

１６ １５:００ ８４ ３ １４６

１７ １６:００ ９５ ８ １４７

１８ １７:００ ５９ ２ ６７ ９

１９ １８:００ ８３ ８８ ２

２０ １９:００ ６１ １ ７８ ２

２１ ２０:００ ９６ ３ ９９ ６

２２ ２１:００ ８０ ５ １１８

２３ ２２:００ ７９ １ １３８

２４ ２３:００ ７６ ２ １１７

装修前的数据取自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３０ 日ꎬ实验室室温平均为 ２１ ３ ℃ꎬ空气经过干燥后相对湿度

Ｒ Ｈ 平均为 ８％ꎬ仪器刻度因子为 １ ００ꎮ 装修后的数据取自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０ 日ꎬ实验室室温平均为

２１ ７ ℃ꎬ空气经过干燥后相对湿度 Ｒ Ｈ 平均为 ７％ꎬ仪器刻度因子为 １ ００ꎮ 装修工期为 １ 个月左右ꎬ
装修前、后数据时间间隔约为 ５ 个月ꎬ通过仪器测得的温湿度数据ꎬ可得装修前、后实验室内湿度和温

度对检测结果前后不一致的影响可以忽略ꎮ
通过统计 ２４ ｈ 内氡测仪数据ꎬ得到装修前室内空气中氡浓度平均值约为 ８１ ８ Ｂｑ / ｍ３ꎬ装修后室

内空气中氡浓度平均值约为 １０８ Ｂｑ / ｍ３ꎮ 装修前、后室内氡浓度测得值随时间变化关系对比图如图 １
所示ꎮ

通过对比实验室装修前、后测得的室内空气中氡浓度数据ꎬ空气中氡浓度随时间会不断变化ꎬ且
装修对实验室内空气中氡浓度有影响ꎮ 通过对比装修前、后数据各个对应时间点ꎬ可看出装修后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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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装修前、后 ２４ｈ 内氡浓度测得值对比图

中氡浓度明显升高ꎬ装修前、后 ２４ 内氡浓度峰值出现在上午 １１ 时左右ꎬ分别为 １２３ Ｂｑ / ｍ３ 和

１６０ Ｂｑ / ｍ３ꎬ 氡浓度谷值出现在下午 ５ 时左右ꎬ分别为 ５９ ２ Ｂｑ / ｍ３和 ６７ ９ Ｂｑ / ｍ３ꎬ但装修前、后室内空

气中氡浓度均低于国家控制标准ꎬ人员进出实验室不会受到影响ꎮ

３　 室内通风情况对空气中氡浓度的影响

为研究室内通风情况对空气中氡浓度值的影响ꎬ对上述实验室开展了长达 ２４ｈ 不间断氡浓度检

测ꎬ检测时打开实验室门窗并开启空调换气功能ꎬ室内温度为 １９ ~ ２１℃ꎬ经过干燥器干燥后相对湿度

Ｒ Ｈ 变化范围为 ８％~１０％ꎬ实验室内空气中氡浓度值随通风时间的变化关系图如图 ２ 所示ꎮ

图 ２　 实验室内氡浓度值随通风时间的变化关系图

从图 ２ 可以看出ꎬ室内空气中氡浓度随通风时间的延长而明显降低ꎬ最后与实验室外氡浓度趋于

平衡ꎬ说明实验室内通风状况直接影响室内空气中氡浓度的高低ꎬ进而决定氡及其子体对实验室人员

身体危害的大小ꎮ

４　 标准条件下氡浓度测量的不确定度评定

基于连续测氡仪的方便、快捷及在主流实验室的迅速普及ꎬ这里以本实验室的 ＲＡＤ７ 型连续测氡

仪为例ꎬ对标准条件下氡浓度测量的不确定度进行分析ꎮ 通过分析该仪器的测量原理及过程ꎬ其测量

的不确定度的可能组成主要有:
(１)仪器响应时间引入的不确定度

(２)空气湿度引入的不确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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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测量周期及次数引入的不确定度

(４)温度、气压引入的不确定度

在正确操作及使用该测氡仪时ꎬ以上 ４ 个因素引入的不确定度均可忽略[ ２ ]ꎮ
(５)仪器检定引入的不确定度

测氡仪检定会给出校准因子ꎬ而校准因子也会引入不确定度ꎬ检定证书中给出氡浓度的校准因子

的平均值为 １ ００ꎬ该校准因子的 Ｂ 类相对不确定度度为 ５ ３％ꎮ
(６)仪器测量重复性引入的不确定度

采用标准氡室模拟 ５５５ ４ Ｂｑ / ｍ３氡浓度ꎬ用 ＲＡＤ７ 型连续测氡仪对标准氡室中的空气浓度分别进

行测量ꎮ 取测量一小时以后的数据作为有效数据ꎮ 测量周期设为 ３０ ｍｉｎꎬ测量次数设为 １２ 次ꎬ取后

１０ 次测量数据作为有效数据进行统计(表 ２)ꎮ
表 ２　 在标准条件下 ＲＡＤ７ 测氡仪测量的不确定度 Ａ 类评定

标准氡浓度 /
(Ｂｑ / ｍ３)

测氡仪示值 /
(Ｂｑ / ｍ３)

算术平均值 ｘ /
(Ｂｑ / ｍ３)

校准因子
实验标准偏差

Ｓ ｘ( ) / (Ｂｑ / ｍ３)

Ａ 类不确定度

Ｕ ｘ( ) / ％

５５５ ４

５９６ ５２０

５４５ ５１６

５２５ ５９５

５１９ ５９６

５１８ ５９２

５５８ ５３９

５６２ ５４７

５２３ ５４９

５５８ ５３１

５４２ ５６７

５４９ ９ １ ０１ ６ １８ １ １２

(７)合成标准不确定度及扩展不确定度评定

通过以上的分析ꎬ可以得出在正确操作及使用该测氡仪时ꎬ空气中氡浓度测量的不确定度主要由

仪器测量重复性和仪器检定引入ꎬ分别用 ＵＡ 和 ＵＢ 表示ꎮ 其合成标准不确定度为:

ＵＣ ＝ ＵＡ
２＋ＵＢ

２ (１)
该测氡仪在标准条件下测量的合成标准不确定度及扩展不确定度见表 ３ꎮ

表 ３　 在标准条件下 ＲＡＤ７ 测氡仪测量的合成标准不确定度及扩展不确定度评定

标准氡浓度 /
(Ｂｑ / ｍ３)

ＵＡ / ％ ＵＢ / ％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Ｕ / ％
扩展不确定度 Ｕ
(取 ｋ＝ ２ꎬ％)

５５５ ４ １ １２ ５ ３ ５ ５ １１

５　 结论

通过对比实验室装修前、后测得的室内空气中氡浓度数据ꎬ可得出装修对实验室空气中氡浓度有

影响ꎬ且装修后空气中氡浓度明显升高ꎬ但均低于国家控制标准(ＧＢ ５０３２５－２０１０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

环境污染控制规范ꎬ规定室内氡浓度限值为 ２００ Ｂｑ / ｍ３)ꎬ人员进出实验室不会受到影响ꎮ
对于新建或者新装修实验室ꎬ必须进行通风和晾晒ꎬ这可以最大程度减少氡及其子体释放对后续

实验室人员造成的辐射危害ꎮ 人员在实验室做实验时也应确保室内通风良好ꎬ门窗尽量打开ꎬ必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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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空调换气模式ꎮ 建筑材料的选取应尽可能精简ꎬ尽量按照国家标准选用低放射性的建筑和装饰

材料ꎬ石材的选取主要以人造石为主ꎬ也可以有效降低室内氡浓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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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模糊支持向量机预测退役核管道内 α 污染

刘　 锐ꎬ陶书生ꎬ史　 强ꎬ楮倩倩ꎬ王　 喆
(环境保护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ꎬ北京 １０００８２)

　 　 　 　 　 　 　 　 　 　 　 　 　 　 　 　 　 　 　 　 　 　 　 　 　 　 　 　 　 　 　 　 　 　 　 　 　 　 　 　 　 　 　 　 　 　　
　

　
　 　　　　　　　　　　　　　　　　　　　　　　　　　　　　　　　　　　　　　　　　　　　　　　

　
　

　
　

作者简介:刘锐(１９８５—)ꎬ女ꎬ工程师ꎬ现主要从事核安全级设备审评工作ꎮ

摘要:受到测试管风速、流量、探源距、管长和管径等因素的影响ꎬ退役核管道内 α 污染测量精度较低ꎮ 应用模糊理论

改进支持向量机的方法预测退役核管道内 α 污染ꎮ 首先应用模糊理论计算模糊隶属度ꎬ形成原始样本的特征向量ꎬ再
采用支持向量机训练模糊样本ꎬ最后利用模型预测退役核管道内 α 污染ꎮ ＭＡＴＬＡＢ 仿真实验预测显示:在小样本情况

下ꎬ相对于经典的 ＢＰ 神经网络模型和支持向量机模型ꎬ模糊支持向量机预测模型更稳定且预测结果误差更小ꎮ
关键词:模糊理论ꎻ支持向量机ꎻ退役核管道ꎻα 污染

随着中国核工业的不断发展ꎬ越来越多的核设备面临退役ꎮ ＬＲＡＤ(Ｌｏｎｇ Ｒａｎｇｅ Ａｌｐｈａ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是一种探测管道内 α 污染的特殊方法ꎮ 作为放射性测量的一种手段ꎬＬＲＡＤ 在放射性废旧管道的检

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ꎮ 由于放射性测量影响因素较多ꎬ如管径、管长、测量距离、风速、源强、空气流量

等ꎬ这些因素对测量结果的影响呈现非线性关系ꎬ使得最终的测量结果出现偏差ꎬ造成对核退役设备

的放射性危害的错误估量ꎬ因此需要研究有效的方法进行预测ꎮ
目前已有学者一些用数学的理论方法来进行退役核管道内 α 污染的分析和预测ꎮ 例如ꎬ王孝

强[１]等利用神经网络测量模拟已有的管道内数据ꎬ基本克服了系统非线性的影响ꎬ预测平均百分比误

差小于 ５％ꎻ宋亚辉[２]等使用二次灰色关联分析预测 ＬＲＡＤ 数据ꎬ并将预测结果与实验数据进行对比ꎬ
结果的相似度极高ꎬ表明灰色关联分析理论预测的正确性ꎮ 本文提出了应用模糊理论结合支持向量

机的 ＬＲＡＤ 数据预测模型ꎬ并利用 Ｍａｔｌａｂ 实验仿真软件对 ＬＲＡＤ 的历史数据进行了仿真预测和分析ꎮ
结果表明ꎬ模糊理论结合支持向量机的计算方法优于神经网络和灰色关联分析ꎮ

１　 支持向量机基本理论

支持向量机(ＳＶＭ)模型以统计学习理论为基础ꎬ具有较强的非线性分类能力[３－ ５ ]ꎬ适合解决小样

本问题和分类问题ꎮ ＳＶＭ 克服了神经网络等方法所固有的过学习和欠学习缺点ꎮ 由于影响 ＬＲＡＤ 预

测的因素是非线性的ꎬ选用传统的非线性支持向量机ꎬ利用非线性核函数映射样本点到一个高维特征

空间ꎬ并在高维特征空间进行线性化ꎮ 设给定的样本为 ｘｉꎬｙｉ{ } ꎬ ｉ ＝ １ꎬ２ꎬꎬｎ ꎬ其中 ｘｉ 为输入向量ꎬ
ｙｉ 为对应的输出值ꎬ ｎ 为样本数目ꎬ映射过程为:

ｘｉｙ ｊ⇒Ｋ ｘｉꎬｙ ｊ( ) ⇒φ ｘｉ( )φ ｙ ｊ( ) (１)
式中为 Ｋ ｘｉꎬｙ ｊ( ) 核函数ꎮ 通过计算得到目标函数为:

ｆ ｘꎬω( ) ＝ ωφ ｘ( ) ＋ ｂ (２)
式中: ω 为权重ꎻ φ ｘ( ) 为输入的非线性映射函数ꎻ ｘ 为样本输入值ꎻ ｂ 为偏置值ꎮ

然后ꎬ在高位空间利用不敏感损失函数 ε 实现线性回归ꎬε 表示允许的训练损失ꎬ其计算公式为:

Ｌε ｙꎬｆ ｘꎬω( )( ) ＝
０ ｙ－ｆ ｘꎬω( ) ≤ε
ｙ－ｆ ｘꎬω( ) －ε 其他{ (３)

式中ꎬ ｙ 为函数的真实值ꎮ 利用结构风险最小化原理对高维空间中线性回归的复杂性进行了简

化ꎬ同时为了避免函数 ｆ ｘ( ) 出现过学习的现象ꎬ引入惩罚系数 ｃ 和松弛变量 ｓ、ｓ∗ꎬ得到最优化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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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ｍｉｎ １
２

‖ω‖２ ＋ ｃ∑
ｎ

ｉ ＝ １
ｓｉ ＋ ｓ∗ｉ( )

é

ë
êê

ù

û
úú (４)

ｓｔ

ｙｉ － ωφ ｘｉ( ) － ｂ ≤ ε
ωφ ｘ( ) ＋ ｂ － ｙｉ ≤ ε

ｓｉꎬｓ∗ｉ ≥ ０

ì

î

í

ï
ï

ï
ï

引入拉格朗日函数ꎬ根据 ｗｏｌｆ 对偶原理转化为对偶形式:

ｍａｘ Ｊ ＝ － １
２ ∑

ｎ

ｉꎬｊ ＝ １
ａｉ － ａ∗

ｉ( ) ａ ｊ － ａ∗
ｊ( )Ｋ ｘｉꎬｙ ｊ( ) － ∑

ｎ

ｉ ＝ １
ｙｉ ａｉ － ａ∗

ｉ( ) (５)

ｓｔ
∑

ｎ

ｉ ＝ １
ａｉ － ａ∗

ｉ( ) ＝ ０

ａｉꎬ０ ≤ ａ∗
ｉ ≤ ｃ

ｎ

ì

î

í

ï
ïï

ï
ï

式中ꎬ ａｉꎬａ∗
ｉ 为拉格朗日乘子ꎮ

２　 模糊支持向量机算法

２ １　 算法流程

基于模糊支持向量机算法的流程如图 １ 所示ꎮ

图 １　 模糊支持向量机算法的流程图

２ ２　 详细过程

模糊聚类方法的关键是确定模糊隶属度ꎮ 支持向量机是基于统计的学习理论和结构风险最小化

原则的机器学习方法ꎬ较好解决了小样本、非线性、高维数和局部极小点的问题ꎮ 模糊支持向量机预

测方法是将模糊理论与传统支持向量机相结合的一种预测方法ꎮ 在传统支持向量机的基础上引入模

糊隶属度 μｉ ０ ≤ μｉ ≤ １ꎬ以表示第 ｉ 个样本的正常度ꎮ 得到的训练集

ｘｉꎬｙｉꎬｕｉ( ) ꎬｉ ∈ １ꎬ２ꎬꎬｎꎬ ｘｉ ∈ Ｒｎꎬｙｉ ∈ Ｒ{ }
就带有了模糊隶属度ꎮ ｕｉ ꎬ ｓｉ 为带有不同权重的松弛因子ꎬ从而建立模糊支持向量机ꎬ其优化公式

如下:

ｍｉｎ １
２

‖ω‖２ ＋ ｃ∑
ｎ

ｉ ＝ １
ｕｉ ｓｉ ＋ ｓ∗ｉ( )

é

ë
êê

ù

û
úú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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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

ｙｉ － ωφ ｘｉ( ) － ｂ ≤ ε

ωφ ｘ( ) ＋ ｂ － ｙｉ ≤ ε∗

ｓｉꎬｓ∗ｉ ≥ ０ꎬｉ ＝ １ꎬ２ꎬꎬｎ

ì

î

í

ï
ï

ï
ï

引入拉格朗日函数进行优化ꎬ将其转化成对偶形式:

ｍａｘＪ ＝ － ε∑
ｎ

ｉ ＝ １
ａｉ ＋ ａ∗

ｉ( ) ＋ ∑
ｎ

ｉ ＝ １
ｙｉ ａｉ － ａ∗

ｉ( ) － １
２ ∑

ｎ

ｉꎬｊ ＝ １
ａｉ － ａ∗

ｉ( ) ａ ｊ － ａ∗
ｊ( ) φ ｘｉ( ) Ｔφ ｘ ｊ( ) (７)

ｓｔ
∑

ｎ

ｉ ＝ １
ａｉ ＋ ａ∗

ｉ( ) ＝ ０

ａｉꎬ０ ≤ ａ∗
ｉ ≤ ｃｕｉꎬｉ ＝ １ꎬ２ꎬꎬｎ

ì

î

í

ï
ï

ïï

模糊支持向量机与传统支持向量机的区别在于拉格朗日乘子 ａｉ 和 ａ∗
ｉ 的上界与模糊隶属度有关ꎮ

而一般情况下每个样本使用 １ 个惩罚因子ꎬ所以模糊隶属度的确定就决定了模糊支持向量机预测结

果的精度ꎮ 最终求解得到模糊支持向量机的决策函数为

ｆ ｘ( ) ＝ ∑
ｎ

ｉ ＝ １
ａ∗
ｉ － ａｉ( ) Ｋ ｘｉꎬｘ( ) ＋ ｂ (８)

３　 应用实例

影响退役核管道 ＬＲＡＤ 的不确定因素有被测管管径、管长、测量距离、管道、风速、空气流量等ꎬ这
些因素导致退役核管道 ＬＲＡＤ 的预测具有波动性、间接性和不可控等特点ꎮ 为了验证模型的可行性ꎬ
给出以下实例ꎮ 通过与参考文献的对比发现ꎬ针对相同的计算数据ꎬ在小样本条件下ꎬ与经典的 ＢＰ 神

经网络和支持向量机模型相比ꎬ模糊支持向量机预测模型稳定ꎬ预测结果误差较小ꎮ

表 １　 退役核管道 ＬＲＡＤ 样本

序号 管径 / ｍｍ 管长 / ｃｍ 距离 / ｃｍ 源强 / ｄｐｍ 风速 / (ｍ / ｓ) 流量 / (ｍ３ / ｈ) 实测值 / ｍＶ 预测值 / ｍＶ 误差 / ％

１ ４３ １５０ ５０ １９２ ０００ ０ ９１ ４ ７６ １３９ ８３ １４４ ３３ ３ ２２

２ ４３ １５０ ７０ １９２ ０００ ０ ９１ ４ ７６ １３０ ２７ １３３ ０８ ２ １６

３ ４３ １５０ ９０ １９２ ０００ ０ ９１ ４ ７６ １２１ ７７ １２１ ７７ ０

４ ４３ １５０ １１０ １９２ ０００ ０ ９１ ４ ７６ １１６ ９０ １２０ ７９ ３ ３３

５ ４３ １５０ １３０ １９２ ０００ ０ ９１ ４ ７６ １１３ １０ １１８ ２６ ４ ５６

６ ４３ １５０ １５０ １９２ ０００ ０ ９１ ４ ７６ １０９ ５３ １１３ ３０ ３ ４４

７ ４３ １５０ ５０ ３１ ４００ ０ ９１ ４ ７６ １７ ０３ １７ ３９ ２ １３

８ ４３ １５０ ７０ ３１ ４００ ０ ９１ ４ ７６ １６ ６４ １６ ８４ １ ２２

９ ４３ １５０ ９０ ３１ ４００ ０ ９１ ４ ７６ １６ ０５ １６ ７１ ４ １１

１０ ４３ １５０ １１０ ３１ ４００ ０ ９１ ４ ７６ １５ ６２ １５ ９５ ２ １２

１１ ４３ １５０ １３０ ３１ ４００ ０ ９１ ４ ７６ １５ １０ １５ ４５ ２ ３４

１２ ４３ １５０ １５０ ３１ ４００ ０ ９１ ４ ７６ １５ ０４ １４ ５４ ３ ３３

１３ ４３ １５０ ５０ １０ ９５０ ０ ９１ ４ ７６ ５ ７６ ５ ６４ ２ １２

１４ ４３ １５０ ７０ １０ ９５０ ０ ９１ ４ ７６ ５ ５８ ５ ３４ ４ ３３

１５ ４３ １５０ ９０ １０ ９５０ ０ ９１ ４ ７６ ５ ６０ ５ ３６ ４ ２１

１６ ４３ １５０ １１０ １０ ９５０ ０ ９１ ４ ７６ ５ ６０ ５ ５４ １ １１

１７ ４３ １５０ １３０ １０ ９５０ ０ ９１ ４ ７６ ５ ２０ ５ ０９ ２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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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管径 / ｍｍ 管长 / ｃｍ 距离 / ｃｍ 源强 / ｄｐｍ 风速 / (ｍ / ｓ) 流量 / (ｍ３ / ｈ) 实测值 / ｍＶ 预测值 / ｍＶ 误差 / ％

１８ ４３ １５０ １５０ １０ ９５０ ０ ９１ ４ ７６ ５ ０４ ４ ８３ ４ ２２

１９ ４３ １５０ ５０ １ ４４３ ０ ９１ ４ ７６ ０ ４６ ０ ４５ ３ ２２

２０ ４３ １５０ ７０ １ ４４３ ０ ９１ ４ ７６ ０ ３５ ０ ３４ ３ ３４

２１ ４３ １５０ ９０ １ ４４３ ０ ９１ ４ ７６ ０ ４６ ０ ４５ ３ １１

２２ ４３ １５０ １１０ １ ４４３ ０ ９１ ４ ７６ ０ ６２ ０ ６１ ２ １３

２３ ４３ １５０ １３０ １ ４４３ ０ ９１ ４ ７６ ０ ７４ ０ ７１ ３ ４１

２４ ４３ １５０ １５０ １ ４４３ ０ ９１ ４ ７６ ０ ６４ ０ ６２ ３ ４２

４　 结论

针对现有退役核管道 ＬＲＡＤ 的预测精度不高的问题ꎬ在传统支持向量机回归预测方法的基础上

提出采用模糊隶属度进行改进ꎬ形成模糊支持向量机ꎬ从而将该模型用于解决当下预测退役核管道

ＬＲＡＤ 的的非线性、高维数以及不确定因素等实际问题ꎮ Ｍａｔｌａｂ 仿真结果表明ꎬ相对于经典的 ＢＰ 网

络和 ＳＶＭ 预测方法ꎬ本文提出的方法算法简单ꎬ易于理解ꎬ预测模型稳定ꎬ预测效果好ꎬ精度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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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胥建国(１９７４—)ꎬ男ꎬ湖北嘉鱼县人ꎬ工程师ꎬ硕士研究生ꎬ现主要从事核技术及应用ꎮ

摘要:本工作建立了一套溴化镧水下核探测器系统ꎬ对 ＬａＢｒ３(Ｃｅ)探测器系统本底谱进行了测量和分析ꎬ用马林杯标准

水体放射性样品测量了２４１Ａｍ、１３３Ｅｕ、１５２Ｂａ、１３７Ｃｓ、６０Ｃｏ 等放射性核素特征 γ 能谱ꎬ根据测量所得探测器特征 γ 全能峰的

探测效率和本底计数率ꎬ分析计算了基于 ２ 英寸 ＬａＢｒ３(Ｃｅ)晶体的水下核探测器系统最小可探测活度浓度ꎬ测量及分

析结果表明该溴化镧水下核探测器系统可应用于海洋核事故放射性泄漏的现场监测ꎮ
关键词:ＬａＢｒ３(Ｃｅ)ꎻ海洋放射性ꎻ现场监测

海洋环境放射性污染的来源主要包括沿海岸核电站事故泄漏(如日本福岛核事故)、核燃料后处

理厂、核试验场和核潜艇、核武器事故造成的海洋放射性倾倒物和沉积物等[１]ꎬ其主要放射性核素包

括１３７Ｃｓ、６０Ｃｏ、１３１Ｉ 等裂变产物ꎬ均产生不同能量的 γ 射线ꎮ 为获取这些核素在相关海域的存量和分布ꎬ
我国的海洋放射性监测主要是以实验室为中心的取样监测方式[ ２ ]ꎬ在核事故应急状态ꎬ其时效性受到

限制ꎬ很难进行可能的放射性污染及时预报和警告ꎻ中国地质大学在国家海洋 ８６３ 项目资助下ꎬ研制

了海底拖曳式多道 γ 谱仪ꎬ在渤海湾进行了现场测量ꎬ主要用于海底地质勘探[３]ꎮ 而 ＩＡＥＡ 海洋实验

室、美国、英国、德国、爱尔兰、法国、希腊、比利时、俄罗斯、韩国等均采取了现场监测的方法[ ４－１４ ]ꎬ可以

较快测出污染区扩散的范围ꎬ指导和优化实验室分析的采样工作ꎬ为核事故应急决策提供技术支持ꎮ
目前ꎬ国外现场监测主要采取大体积碘化钠、高纯锗探测器系统[ １５－１７ ]ꎬ用以监测放射性核素放出

的特征 γ 射线ꎮ 而对于近十年来发展很快的一种新型的无机闪烁体 ＬａＢｒ３(Ｃｅ)探测元件ꎬ虽然目前还

未能实际直接用于深水环境的现场监测ꎬ但它所具有优于 ＮａＩ 探测器的能量分辨、相对高的探测效

率、较高的阻止本领且价格适中等优势ꎬ倍受深海环境下现场监测研究领域的关注ꎮ 但是ꎬ由于 ＬａＢｒ３
(Ｃｅ)晶体具有一定的自生放射性本底ꎬ其是否能够用于海洋环境的放射性污染现场监测是值得研究

的问题ꎮ
本工作建立了一套溴化镧水下核探测器系统ꎬ采用标准放射性活度水体样品对系统进行实验测

量ꎬ对溴化镧水下核探测器系统现场监测核泄漏事故的可行性进行了研究ꎮ

１　 实验装置

溴化镧水下核探测器系统如图 １ 所示ꎮ

图 １　 溴化镧水下核探测器系统

本实验装置(样机)采用 ２ 英寸的溴化镧探测器ꎬ光电倍增管为滨松公司生产的 Ｒ－６２３１ꎬ核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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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单元包含前置放大器、主放大器、高压模块、多道分析器、通讯接口等组件单元ꎬ整个探测器系统组

件全部封装于 ϕ８６ ｍｍ×４５３ ｍｍ、厚度为 ３ ｍｍ 不锈钢管耐压壳内ꎬ总重量约为 ７ ５ ｋｇꎬ计算机系统安

装了自行开发的可应用于现场数据获取及处理的软件ꎬ适用于最深 ４００ ｍ 深海环境的放射性在线

测量ꎮ

２　 溴化镧探测器本底测量

基于上述测量装置ꎬ在实验室天然本底环境中ꎬ测量了该溴化镧探测器系统的本底ꎮ 当工作电压

为 ＨＶ＝５００ Ｖꎬ测量时间 ６００ ｓꎬ所得本底能谱结果如图 ２ 所示ꎮ

图 ２　 溴化镧水下核探测器系统本底能谱

从图 ２ 可以看出ꎬ该本底能谱与 Ｗ Ｊ Ｋｅｒｎａｎ 所测量的结果基本一致[ １８]ꎬ其本底主要包括:来自

于１３８Ｌａ(τ＝ １ ０２×１０１１年)０ ７８９ ＭｅＶ、１ ４３６ ＭｅＶ 的 γ 射线及其衰变的 β 谱ꎻ来自于２２７ＡＣ(τ＝ ２１ ７７
年)α 衰变谱ꎻ除此之外ꎬ该能谱也包含了天然环境中的来自于４０Ｋ 的能量为 １ ４６１ ＭｅＶ γ 射线ꎮ 在 ２
ＭｅＶ 以下的能区ꎬ主要由１３８Ｌａ 和４０Ｋ 两个元素的放射性决定ꎻ ２ ＭｅＶ 以上能区的 α 放射性本底比其

由１３８Ｌａ 和４０Ｋ 两个元素产生的本底低 ２ 个数量级左右ꎬ对测量影响较小ꎮ 此探测器系统经过不同时间

的多次重复测量ꎬ本底计数率及其本底能谱是基本稳定的ꎮ

３　 最小可探测活度浓度的测量

３ １　 最小可探测活度浓度

溴化镧探测器系统最小可探测活度浓度测量由以下两个因素决定ꎮ
首先ꎬ决定于测量系统固有的本底噪声水平ꎮ 在测量系统一定噪声信号基础之上必须保证待测

样品事件的可靠性ꎬ即具有一定可信度ꎬ由于此工作讨论的是海洋环境放射性在线测量ꎬ一般属低水

平放射性测量范畴ꎮ 根据低水平测量的条件ꎬ对测量事件的误判概率不超过 ５％的要求下ꎬ当本底总

计数 Ｎｂ较大时ꎬ其探测事件的总计数的下限 ＬＤ如公式(１)所示[ １９ ]ꎮ

ＬＤ ＝ ４ ６５ Ｎｂ (Ｎｂ ＝ ｎｂｔ) (１)
公式中ꎬＮｂ 为 ｔ 时间间隔内的测量全能峰范围内的总计数ꎬｎｂ 为计数率ꎮ
其次ꎬ对于海洋环境放射性在线测量ꎬ其特定放射性核素的最小可探测活度浓度与探测器系统对

于该特征 γ 射线全能峰的探测效率 εγ 有关ꎬ当探测效率越高ꎬ则可探测的活度浓度下限越低ꎻ与选定

的特征 γ 射线的绝对强度 Ｉγ 有关ꎬ当 Ｉγ 越大则可探测的活度浓度下限越低ꎻ此外ꎬ与获取数据的时间

ｔ 有关ꎮ
而对于一定体积 Ｖ 升的海水环境 γ 射线峰面积的计数率为:ｎγ ＝ Ｉγεγ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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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上述两种因素的影响ꎬ由此可得放射性海水 ｔ 时间间隔每升最小可探测活度浓度 ＭＤＡＣ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Ｄｅｔｅｃｔａｂｌ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如公式(２)所示ꎮ

ＭＤＡＣ＝
ＬＤ

ｔＩγεγＶ
(２)

３ ２　 用马林杯水体校准源测定最小可探测活度

本实验所用的马林杯水体校准源含有２４１Ａｍ、１３３Ｅｕ、１５２Ｂａ、１３７Ｃｓ、６０Ｃｏ 放射性核素ꎬ水体溶液的体积

为 １ ５ Ｌꎬ所含放射性活度经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进行计量校准[ ２０ ]ꎬ相应放射性核素活度以及本测量

所选用的特征 γ 线的能级参数见表 １ 所示ꎮ
表 １　 马林杯水体校准标准源的放射性活度及 γ线的能量

核素 ２４ １Ａｍ １３３Ｂａ １５２Ｅｕ １３７Ｃｓ ６０Ｃｏ

活度 / Ｂｑ ４ ２２６Ｅ＋３ ８ ６１８Ｅ＋３ ６ ６４９Ｅ＋３ ４ ５５１Ｅ＋３ ４ ２３７Ｅ＋３

特征 γ 线的能量 / ＭｅＶ ０ ０６ ０ ３５６ ０ １１２ ０ ６６１ １ １７

最小可探测活度浓度测量实验装置如图 ３ 所示ꎮ

图 ３　 最小探测活度浓度测量实验装置示意图

经测量ꎬ所得 Ａｍ、Ｅｕ、Ｂａ、Ｃｓ、Ｃｏ 扣除本底后的 γ 射线能谱如图 ４ 所示ꎮ

图 ４　 马林杯水体校准源 γ 射线测量能谱

从图 ４ 可以看出ꎬ本测量系统所测 γ 能谱能清晰地分开２４１Ａｍ、１３３Ｅｕ、１５２Ｂａ、１３７Ｃｓ、６０Ｃｏ 特征 γ 射线

的全能峰ꎮ 因此ꎬ根据该能谱可分别得出相应的特征 γ 射线峰面积的计数率 ｎγꎮ 此外ꎬ根据图 ２ 所测

量的相应全能峰下对应的本底计数率 ｎｂꎬ以及特征 γ 射线相关能级参数ꎬ定出相应能量 γ 的放射性活

度的探测效率 εγꎬ将上述参数代入公式(２)可得到相应核素可探测的最小活度浓度ꎮ 其相关参数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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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所示ꎮ
表 ２　 实验数据及相关的参数

核素 ２４１Ａｍ １５２Ｅｕ １３３Ｂａ １３７Ｃｓ ６０Ｃｏ

特征 γ 射线能量 / ＭｅＶ ０ ０６ ０ １１２ ０ ３５６ ０ ６６１ １ １７

本底计数率 ｎｂ / ｓ ４１ ６５ ３８ ９ ８ ６７ ４ ６９ １ ７１

全能峰面积计数率 / ｓ １４２ ４８ １１５ ６９ ６０ ４６ ２０ ９ ７ ２５

特征 γ 射线的绝对强度 Ｉγ ０ ３６ ０ ２５ ０ ６７ ０ ８５１ １

特征 γ 射线全能峰的探测效率 εγ ０ ０３３ ７ ０ ０１７ ４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４ ６ ０ ００１ ７

根据实验中测得的本底计数率、纯事件计数率以及相应的能级参数ꎬ基于公式(２)ꎬ 可得出获取

数据的时间与 ＭＤＡＣ(最小可探测活度浓度)关系如图 ５ 所示ꎮ

图 ５　 最小可探测活度浓度与测量时间的关系

４　 结论

(１)从上述实验结果分析可以看出ꎬ最小可探测活度浓度与获取数据的时间有关ꎬ当时间 ｔ 越长

则最小可探测活度浓度越低ꎮ 该溴化镧水下核探测系统测量时间达到约 ３ 小时ꎬ其最小探测活度浓

度可达到每升放射性水溶液所含２４１Ａｍ、１３３Ｅｕ、１５２Ｂａ、１３７Ｃｓ、６０Ｃｏ 等活度约在 ２０ ~ ４０ Ｂｑꎬ比国家规定的

ＧＪＢ １０６７ ３－９１ 放射性废液弱放(ＤＡＣ公众≤Ａｖ≤３ ７×１０２ Ｂｑ / Ｌ)放射性下限水平[２ １ ]约低一个数量级ꎮ
(２)该溴化镧水下核探测系统当用于核应急现场海洋大面积放射性污染快速监测时ꎬ获取数据的

时间在 ６００ ｓ 范围内ꎬ其最小可探测活度浓度也可达 １００ Ｂｑꎬ均在国家规定的弱放射性废物排放标准

的范围ꎮ 基于上述分析ꎬ该 ２ 英寸 ＬａＢｒ３探测器系统可用于海洋环境放射性污染现场监测ꎮ
(３)该溴化镧水下核探测系统用于海洋环境放射性污染现场监测时ꎬ 与目前已用适用于海洋天

然放射性、地质勘探、放射性倾倒物体等应用的 ＮａＩ 探测系统相比ꎬ其探测系统体积更小、重量更轻

(大约为俄罗斯 ＲＥＭ－１０[２２ꎬ２３]的 １ / １０)ꎬ 能量分辨更好ꎬ约为其的 １ / ３ꎻ与 ＨＰＧｅ 探测系统相比ꎬ 虽然

分辨差ꎬ 但整个探测系统更简单ꎬ不需要冷却系统ꎬ不仅投资少ꎬ而且维护消耗少ꎮ
基于上述实验分析ꎬ当仅用于海洋环境的放射性污染现场监测时ꎬ选择溴化镧核探测器系统是一

种较好的方案ꎮ 此外ꎬ由于溴化镧材料阻止本领高于 ＮａＩ 材料ꎬ 在用于海洋环境的放射性现场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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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ꎬ也可监测反应堆运行产生的高能 γ 射线ꎬ分析反应堆的运行状态ꎮ

参考文献:
[１]　 ＩＡＥＡ Ｔｈｅ Ｍａｒｉｎ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ｈｔｔｐ: / / ｍａｒｉｓ ｉａｅａ ｏｒｇ / Ｈｏｍｅ ａｓｐｘ
[２]　 叶际达ꎬ 曾广建ꎬ 曹钟港ꎬ等  秦山核电基地外围环境水体放射性水平监测  辐射防护通讯ꎬ２００６ꎬ２６(３)
[３]　 邓明ꎬ侯胜利ꎬ等.中国海底地球物理探测仪器的新进展勘探地球物理进展.２００４ꎬ２７(４)
[４]　 Ｐ Ｐ Ｐｏｖｉｎｅｃꎬ Ｉ Ｏｓｖａｔｈꎬ ｅｔ ａｌ Ｕｎｄｅｒｗａｔｅｒ Ｇａｍｍａ －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 ｗｉｔｈ ＨＰＧｅａｎｄ ＮａＩ ( Ｔｌ) Ｄｅｔｅｃｔｏｒｓꎬ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ｓｏｔｏｐｅｓ １９９６ꎬ４７(９)(１０):１１２７－１１３３
[５]　 Ｉ Ｏｓｖａｔｈꎬ Ｐ Ｐ Ｐｏｖｉｎｅｃꎬ ｅｔ ａｌ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ｏｆ ｒａｄｉｏ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ＮＷ Ｉｒｉｓｈ Ｓｅａ ｗａｔｅｒ ｕｓｉｎｇ ａ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ｒｙ ｕｎｄｅｒｗａｔｅｒ ｇａｍｍａ

－ｒａｙ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ｅｒ ｗｉｔｈ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ｄａｔａ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Ｒａｄｉｏ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ꎬ Ｖｏｌ ２６３ꎬ Ｎｏ ２
(２００５) ４３７－４４０

[６] 　 ＢＳＨ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ｒａｄｉｏ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Ｓｅａ ａｎｄ Ｂａｌｔｉｃ Ｓｅａ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ｂｓｈ ｄｅ / ｅｎ / Ｍａｒｉｎｅ ＿ ｄａｔａ /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 Ｒａｄｉｏ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 ｉｎｄｅｘ ｊｓｐ

[７] 　 Ｃ Ｔｓａｂａｒｉｓꎬ Ｄ Ｂａｌｌａｓ Ｏｎ ｌｉｎｅ ｇａｍｍａ－ ｒａｙ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 ａｔ ｏｐｅｎ ｓｅａꎬ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Ｉｓｏｔｏｐｅｓ ６２ (２００５)
８３－８９

[８]　 Ｄ Ｓ Ｖｌａｃｈｏｓꎬ Ｃ Ｔｓａｂａｒｉ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 ｕｎｄｅｒｗａｔｅｒ ｇａｍｍａ ｒａｙＮａＩ(Ｔｌ)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ｅｒꎬ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Ｐｈｙｓｉｃ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 ５３９ (２００５)４１４－４２０

[９] 　 Ｄ Ｓ Ｖｌａｃｈｏｓ Ｓｅｌｆ －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ｏｆ ｕｎｄｅｒｗａｔｅｒ ｇａｍｍａ ｒａｙ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ｅｒｓ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ａｄｉｏ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８２ (２００５) ２１－３２

[１０]　 Ｃ Ｔｓａｂａｒｉｓꎬ Ｉ Ｔｈａｎｏｓ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 ｕｎｄｅｒｗａｔｅｒ γ －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ꎬ Ｒａｄｉｏ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ꎬ Ｓｕｐｐｌ １ꎬ Ｖｏｌ ４０ (２００５)Ｓ６７７－Ｓ６８３

[１１] 　 Ｉ Ｏｓｖａｔｈꎬ Ｐ Ｐｏｖｉｎｅｃꎬ Ｕｎｄｅｒｗａｔｅｒ ｇａｍｍａ ｓｕｒｖｅｙｓ ｏｆ Ｍｕｒｕｒｏａ ａｎｄ Ｆａｎｇａｔａｕｆａ ｌａｇｏｏｎｓꎬ Ｔｈｅ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２３７ / ２３８ (１９９９) ２７７－２８６

[１２]　 Ｄ Ｇ Ｊｏｎｅｓ ａｎｄ Ｐ Ｄ Ｒｏｂｅｒｔｓ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ｓｅ ｏｆ ｔｏｗｅｄ ｓｅａｂｅｄｇａｍｍａ－ｒａｙ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ｅｒ 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ｗａｔｅｒ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Ｎｏ １９９１ / ２１)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ｕｒｖｅｙ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ＷＣ / ９２ / ９９

[１３]　 Ｄ Ｇ Ｊｏｎｅ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ｇａｍｍａ－ｒａ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ｅｎｔａｌ Ｒａｄｉｏ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５３ (２００１) ３１３－３３３

[１４]　 Ｍ Ｍａｕｃｅｃꎬ Ｒ Ｊ ｄｅ Ｍｅｉｊｅｒꎬ ｅｔ ａｌ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ａｄｉｏａｃｔｉｖ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ｂｙ γ－ｒａｙ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 Ｐａｒｔ Ｉ: Ｍｏｎｔｅ
Ｃａｒｌｏ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ｄｅｐｔｈ ｌｉｍｉｔｓꎬ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Ｐｈｙｓｉｃ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 ５２５ ( ２００４)
５９３－６０９

[１５]　 Ｔｓａｂａｒｉｓａ ＣꎬＢａｇａｔｅｌａｓｂ ＣꎬＤａｋｌａｄａｓｃ Ｔꎬｅｔｃ.Ａｎ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ｉｎ ｓｉｔｕ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ｒａｄｉｏ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Ｊ].Ａｐｐｌｉｅｄ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ｓｏｔｏｐｅｓꎬ２００８ꎬ６６(１０):１４１９ －１４２６.

[１６] 　 Ｃｈ Ｗｅｄｅｋｉｎｄꎬ Ｄ Ｓｃｈｉｌｌｉｎｇꎬ ｅｔａｌ Ｇａｍｍａ －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ｎｅｔｗｏｒｌ ａｔ ｓｅａꎬ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ｓｏｔｏｐｅｓ
５０(１９９９)７３３－７４１

[１７]　 Ｍ ＳｏｈｅｈｕｒＲａｈｍａｎꎬＧｙｕｓｅｏｎｇＣｈｏꎬｅｔａｌ Ｄｅ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ａｍｍａ－ｒａｙ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ＮａＩ(Ｔｌ) ｄｅｔｅｃｔｏｒ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ｔａｎｋ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Ｄｏｓｉｍｅｔｒｙ １３５(２００９)２３０－２１０

[１８] 　 Ｗ Ｊ Ｋｅｒｎａｎ Ｓｅｌｆ －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Ｌａｎｔｈａｎｕｍ Ｈａｌｉｄｅｓ 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ＶＯＬ ５３ꎬ ＮＯ １ꎬ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ꎬ ２００６

[１９]　 潘自强.电离辐射环境监测与评价  北京: 原子能出版社ꎬ ２００７
[２０]　 杨元第.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校准证书  证书编号:Ｄｙｈｄ２０１４－２２８５ ２０１４
[２１]　 ＧＪＢ １０６７ ３－９１ «潜艇核动力设施辐射防护安全规定 放射性废物管理要求» 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 １９９２
[２２]　 Ａ Ｃｈｅｒｎｙａｅｖꎬ Ｉ Ｇａｐｏｎｏｖꎬ Ａ Ｋａｚｅｎｎｏｖ  Ｄｉｒｅｃｔ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ｏｒ ｒａｄｉｏｎｕｃｌｉｄｅｓ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ａｄｉｏ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７２ (２００４) １８７ – １９４
[２３]　 Ｉｇｏｒ Ｂａｒａｎｏｖａꎬ Ｉｇｏｒ Ｋｈａｒｉｔｏｎｏｖｂꎬ Ａｎｄｒｅｙ Ｌａｙｋｉｎｃꎬ Ｙｕｒｙｏｌｓｈａｎｓｋｙｄ Ｄｅ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ｏｆ ｓｅａｗａｔｅｒ ｄｕｒｉｎｇ ｓａｌｖａｇｅ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Ｋｕｒｓｋ ｎｕｃｌｅａｒｓｕｂｍａｒｉｎｅ ｔｏ ｄｏｃｋ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Ｐｈｙｓｉｃ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 ５０５ (２００３) ４３９ – ４４３

１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ｒ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ｒａｄｉｏ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ｓｉｔｕ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ＬａＢｒ３(Ｃｅ)

ＸＵ Ｊｉａｎ￣ｇｕｏ１ꎬＹＵ Ｙｏｎｇ１ꎬＺＯＵ Ｙｕ￣ｂｉｎ２ꎬＣＡＯ Ｗｅｎ￣ｔｉａｎ２

(１ Ｕｉｎｔ ９２６０９ꎬＢｅｉｊｉｎｇꎬＣｈｉｎａꎻ
２ Ｓｔａｔｅ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Ｐｈｙｓ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Ｂｅｉｊｉｎｇꎬ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ｔｈｉｓ ｗｏｒｋꎬ ａ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ＬａＢｒ３(Ｃｅ) ｆｏｒ ｍａｒｉｎｅ ｒａｄｉｏａｃｔｉｖｅ 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ｓｉｔｕ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ｗａｓ ｓｅｔ ｕｐ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ｗａｓ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Ｔｈｅ γ－ｒａｙ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ｏｆ ２４１Ａｍ、１３３Ｅｕ、１５２

Ｂａ、１３７Ｃｓ、６０ Ｃｏ ｉｎ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ａ Ｍａｒｉｎｅｌｌｉ ｂｅａｋｅｒ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ｃｏｕｎｔ ｒａｔｅꎬ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ｄｅｔｅｃｔａｂｌ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ｉｓ ｔｗｏ ｉｎｃｈｅｓ ＬａＢｒ３ ( Ｃｅ )
ｓｃｉｎｔｉｌｌａｔｏｒ ｂａｓｅｄ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ｅｒ ｗａｓ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ｕｓｉｎｇ ａ ＬａＢｒ３
(Ｃｅ) ｓｃｉｎｔｉｌｌａｔｏｒ ｂａｓｅｄ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ｅｒ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ｓｅａｗａｔｅｒ ｒａｄｉｏａｃｔｉｖｅ 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ｓｉｔｕ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ｉｓ ｆｅａｓｉｂｌ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ＬａＢｒ３(Ｃｅ)ꎻＭａｒｉｎ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ｒａｄｉｏａｃｔｉｖｉｔｙꎻ Ｉｎ－ｓｉｔｕ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２４



核电子学与 中国核科学技术进展报告(第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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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ａｍｍａ 全吸收型探测装置的研究

张奇玮ꎬ贺国珠ꎬ阮锡超ꎬ石　 斌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核数据重点实验室ꎬ北京 １０２４１３)

　 　 　 　 　 　 　 　 　 　 　 　 　 　 　 　 　 　 　 　 　 　 　 　 　 　 　 　 　 　 　 　 　 　 　 　 　 　 　 　 　 　 　 　 　 　　
　

　
　 　　　　　　　　　　　　　　　　　　　　　　　　　　　　　　　　　　　　　　　　　　　　　　

　
　

　
　

作者简介:张奇玮(１９８２—)ꎬ男ꎬ甘肃镇原人ꎬ副研究员ꎬ博士ꎬ现主要从事核数据测量方面的工作ꎮ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资助项目(１１６０５２９４)ꎮ

摘要:中子俘获反应的截面数据对于核能开发利用、反应堆设计、核天体物理等领域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意义ꎮ 目前

受到中子源和探测器等实验条件的限制ꎬ国内主要使用活化法测量中子俘获反应截面ꎮ 活化法只适用于俘获反应的

终态核具有合适半衰期的核素ꎬ测量结果依赖于半衰期和衰变分支比等数据的精度ꎬ并且只能得到平均截面ꎮ 为了精

确测量 ｋｅＶ 能区中子俘获反应截面ꎬ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核数据重点实验室正在建造我国第一套 γ 全吸收型 ＢａＦ２

探测装置ꎬ使用瞬发 γ 法精确测量中子俘获反应截面ꎮ 该装置目前已经完成了基于 ＨＩ－１３ 串列加速器的中子源和屏

蔽体准直器的设计加工、主体 ＢａＦ２探测系统的组装和性能测试、电子学与基于 ＦｌａｓｈＡＤＣ 数据获取系统的开发ꎬ达到了

开展在线测量中子俘获反应截面实验的要求ꎮ
关键词:中子俘获反应ꎻγ 全吸收型探测装置ꎻ高速数据采集卡ꎻ数据获取系统

在核天体物理、核反应堆设计以及先进核能开发等研究领域ꎬ中子俘获反应的截面数据具有十分

重要意义ꎮ 例如ꎬ在核天体物理学中ꎬ定量研究核合成过程中的慢中子俘获过程(ｓ－过程)ꎬ需要相关

核素的中子俘获截面数据ꎻ同时 ｋｅＶ 能区特别是共振能区的中子俘获反应ꎬ是引起中子消失最主要的

核反应ꎬ其截面数据的精度直接影响了核装置的设计与建造ꎮ
中子俘获反应截面的测量方法总体上可以分为瞬发 γ 测量法和缓发 γ 测量法ꎮ 目前国内的测量

方法主要是缓发 γ 测量法ꎬ也就是活化法ꎮ 活化法的优点是实验条件相对比较简单、数据准确度高ꎬ
但只适用于俘获反应的终态核具有合适半衰期的核素ꎻ方法是测量终态核衰变时的特征 γ 射线ꎬ通过

对半衰期和 γ 分支比的引用ꎬ给出俘获反应的截面数据ꎮ 瞬发 γ 射线法具有更好的普适性ꎬ可用于大

部分核素ꎬ有很高的灵敏度ꎬ并能得到中子俘获微分截面ꎮ 国际上几个重要实验室ꎬ如德国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ｆｕｒ Ｋｅｒｎｐｈｙｓｉｋꎬ 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ｓｚｅｎｔｒｕｍ Ｋａｒｌｓｒｕｈｅ[１]ꎬ欧洲 (瑞士) 的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ＥＲＮ) [２]和美国的 Ｌｏｓ Ａｌａｍｏ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ＬＡＮＬ) [３]ꎬ相继建成了 γ 全吸收

型 ＢａＦ２装置ꎬ使用在线法开展了相关核素中子俘获反应截面的测量研究ꎬ并取得了一些高水平的测量

结果ꎮ 为了填补测量方法的空白ꎬ提高(ｎꎬ γ)反应截面测量的精度ꎬ满足和适应基础科研与核能发展

的需要ꎬ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正在研制一个 γ 全吸收型 ＢａＦ２探测装置(Ｇａｍｍａ－ｒａｙ Ｔｏｔａｌ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ꎬ ＧＴＡＦ) [ ４ ]ꎬ以开展中子俘获反应截面在线测量的实验研究ꎮ

１　 γ全吸收型 ＢａＦ２ 探测装置

１ １　 测量原理

中子俘获反应即(ｎꎬ γ)反应ꎬ其反应过程是靶核俘获一个中子ꎬ形成处于激发态的复合核ꎬ复合

核通过放出瞬发级联 γ 射线的方式退激至基态ꎬ如果基态核具有一定放射性ꎬ此核素通过衰变ꎬ放出

缓发 γ 射线ꎬ最终形成稳定的产物核ꎮ 其中复合核的退激方式是多种多样的ꎬ其特点是发射的级联 γ
射线的能量总和为复合核的激发能ꎬ表示为: Ｅ ｔｏｔａｌ ＝ΣＥｙ ＝Ｅ∗ ＝Ｓｎ＋Ｅｎ

ｃｍ

Ｅ ｔｏｔａｌ是瞬发级联 γ 射线的能量总和ꎬＥγ是某一条瞬发 γ 射线的能量ꎬＥ∗为复合核的激发能ꎬＥｎ
ｃ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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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子在质心系的动能ꎬＳｎ为中子俘获反应中生成复合核的中子结合能ꎬ约为 ６~８ ＭｅＶꎮ 级联 γ 射线

的多重性ꎬ即每次中子俘获反应发出的 γ 射线的条数ꎬ平均值约为 ５~６ꎬ最大能达到 １０ꎮ
从上式可以看到ꎬＥ ｔｏｔａｌ只和中子结合能、入射中子的动能有关ꎬ不受 γ 射线多重性因素的影响ꎮ 因

此在测量得到的加和能谱中ꎬ峰面积的计数就表示为相应中子能量的中子俘获反应事件ꎮ
根据以上的讨论ꎬ精确测量中子俘获反应截面的探测器需要满足以下要求ꎮ
(１)对 γ 射线的探测效率接近 １００％
这样所有的级联 γ 射线都能被探测器记录下来ꎬ探测器对中子俘获事件的探测效率将不依赖于

级联 γ 射线的多重性ꎬ而只与加和能相关ꎮ
(２)较高的能量分辨

如果探测器的能量分辨率较好ꎬ从能谱中可以方便地区分开中子俘获事件与本底ꎬ有助于剔除本

底ꎬ从而获得较好的效应 /本底比ꎮ
(３)较好的时间分辨

使用中子飞行时间方法测量中子能谱ꎬ在白光中子源的情况下ꎬ要求探测器具有良好的时间分辨

特性ꎮ
(４)中子灵敏度低

探测器材料的中子灵敏度是一个重要指标ꎮ 在测量过程中ꎬ大量的中子经过样品散射后会进入

探测器内ꎬ如果探测器材料对中子的反应截面较大ꎬ那么这些反应产生的 γ 射线会给探测器造成过多

的本底ꎬ从而影响俘获截面的测量ꎮ
综合考虑了上述要求ꎬＧＴＡＦ 选择 ＢａＦ２闪烁体作为探测器材料ꎮ

１ ２　 实验方案

ＧＴＡＦ 测量中子俘获反应截面的实验方案如图 １ 所示ꎮ 加速器产生的脉冲束与中子靶发生反应ꎬ
产生的中子经过屏蔽准直体后ꎬ形成束斑直径很小的中子束ꎬ进入 ＧＴＡＦ 的探测器球壳内ꎻ中子束与

放置在球壳中心的样品发生中子俘获反应ꎬ生成复合核ꎮ 处于激发态的复合核ꎬ通过出射级联 γ 射线

的方式退激ꎮ 由于 ＧＴＡＦ 几乎覆盖了 ４π 立体角ꎬ因此退激的各条级联 γ 射线会被 ＢａＦ２探测器单元探

测到ꎬ如果探测到的信号加和值满足条件ꎬ则被记录为一个中子俘获事件ꎮ 通过记录源中子产生时刻

和中子俘获反应的 γ 射线到达探测器的时刻ꎬ可得到发生俘获反应的中子飞行时间ꎬ从而确定俘获反

应的中子能量ꎻ为了监视中子束流将锂玻璃探测器放置在束流 ０°角 ＧＴＡＦ 探测器的后端ꎬ测量入射中

子的飞行时间谱推算得到样品处的中子能谱ꎻ通过上述各项测量结果ꎬ可以计算得出待测样品的中子

俘获反应截面ꎮ 在中子束流的终端放置中子捕集器ꎬ用于吸收未发生反应的中子ꎬ能够有效降低散射

中子和 γ 射线的本底ꎮ 综上所述ꎬＧＴＡＦ 实验方案的重点研究内容包含:中子源与屏蔽体准直器、
ＧＴＡＦ 主体探测系统、电子学与数据获取系统ꎮ

图 １　 中子俘获截面测量的实验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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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中子源与屏蔽体准直器

２ １　 中子源的状况

国内现有的中子源除反应堆外ꎬ能量范围从几百 ｋｅＶ 至 ２０ ＭｅＶꎬ都是单能中子源ꎬ在 ｋｅＶ 能区没

有合适的白光中子源ꎮ 本研究将利用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的 ＨＩ－１３ 串列加速器ꎬ使用脉冲化的质

子束ꎬ通过７Ｌｉ(ｐꎬ ｎ) ７Ｂｅ 反应ꎬ建立能量范围在 ５０ ｋｅＶ~１ ＭｅＶ 的中子源ꎮ ＨＩ－１３ 串列加速器能提供

主频为 ４ ＭＨｚꎬ脉冲宽度 ２ ｎｓꎬ平均束流强度约 １ μＡꎬ稳定运行的最低端电压是 ３ ＭＶꎮ 由于
７Ｌｉ(ｐꎬ ｎ) ７Ｂｅ反应阈值为 １ ８８１ ＭｅＶꎬ在阈上附近截面最大ꎬ因此需要使用降能片将入射质子能量降

低至 ２ ＭｅＶ 以下ꎬ 再与 Ｌｉ 靶发生反应ꎮ 粗略估计ꎬ 在线实验测量时ꎬ 中子的束流强度约

为１０５ ｓ－１∙ｓｒ－１ꎮ

２ ２　 屏蔽体准直器的设计方案

中子源屏蔽体的作用是有效防止大部分中子直接射入探测器和实验厅ꎬ从而降低源中子和空间

散射中子的本底ꎬ同时中子被屏蔽体材料散射和吸收后会放出次生 γ 射线ꎬ它能量主要集中在１ ＭｅＶ
以下ꎬ因此要在屏蔽体准直器的外层设计屏蔽材料ꎬ用于次生 γ 射线的吸收ꎮ

本研究基于蒙特卡罗方法ꎬ使用 ＭＣＮＰ４Ｃ 模拟计算中子和 γ 射线在几种主要屏蔽材料中的输运

过程ꎬ通过调整屏蔽体准直器的各种几何参数ꎬ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ꎬ最终确定屏蔽体准直器加工方

案ꎬ如图 ２ 所示ꎮ 屏蔽体准直器的主体材料是含硼聚乙烯ꎬ其中的轻核把 ｋｅＶ 能区的中子慢化成热中

子ꎬ１０Ｂ 再吸收热中子ꎬ在屏蔽体准直器的外层包裹 ５ ｃｍ 厚的铅板ꎬ用于屏蔽次生 γ 射线ꎮ 由于中子

源是 ４π 方向发射中子ꎬ因此采用了全包围设计ꎬ留出加速器束流管线的通道ꎮ

图 ２　 屏蔽体准直器的几何结构图

３　 ＧＴＡＦ 主体探测系统

３ １　 ＢａＦ２探测器模块

ＢａＦ２晶体是一种无机闪烁体ꎬ具有两种发光成分:一种是慢成分ꎬ其光衰减时间为 ６２０ ｎｓꎬ波长峰

值为 ３２５ ｎｍꎻ另一种为快成分ꎬ其光衰减时间为 ０ ６ ｎｓꎬ波长峰值为 ２２５ ｎｍꎮ 它具有以下优点ꎮ
(１)原子序数高ꎬ密度大ꎬ因此对 γ 射线有较高的阻止本领ꎬ探测效率高ꎮ
(２)溶解度小ꎬ不潮解ꎬ便于加工和使用

(３)对中子的灵敏度低ꎬ具有粒子鉴别的能力ꎮ
(４)短的快成分发光衰减时间ꎬ使它有很好的时间分辨率和能量分辨率ꎮ
ＢａＦ２晶体的缺点是天然放射性本底的存在ꎬ主要是由２２６Ｒａ 衰变链上四种能量的 α 粒子组成ꎮ
ＧＴＡＦ 由 ４０ 个 ＢａＦ２探测器模块组成ꎬ１２ 个五边和 ３０ 个六边棱台形 ＢａＦ２晶体组成一个内半径为

１０ ｃｍ厚度为 １５ ｃｍ 的球壳ꎮ 所有的 ＢａＦ２晶体经过打磨抛光处理后再包裹反射层ꎬ晶体的下表面通过

硅油与光电倍增管耦合ꎬ组成独立的 ＢａＦ２探测器单元ꎬ每个探测器单元对球壳中心几乎具有相同的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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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角ꎮ
３ ２　 ＢａＦ２探测器能量分辨率与时间分辨率

能量分辨率是探测器性能最重要的指标ꎬ使用１３７Ｃｓ 作为放射源ꎬ利用多道分析仪(ＭＣＡ)测量每

个探测器单元的能量分辨率ꎮ 从图 ３ 的能谱中可以看出ꎬ计数最高的是１３７ Ｃｓ 的全能峰ꎬ能量为

０ ６６２ ＭｅＶꎬ还有四种能量的 α 粒子产生的本底ꎮ 实验测量得到的全部探测器单元的能量分辨率为

１６ ９％±２％ꎮ

图 ３　 多道分析仪测量得到的１３７Ｃｓ 能谱

时间分辨率的定义是时间测量的标准偏差ꎬ即系统所能分辨的最小时间差别ꎮ 本研究利用６０Ｃｏ
放射源发出的两条级联 γ 射线ꎬ探测器 １ 的输出信号经恒比定时器 (ＣＦ８０００) 后作为时幅转换器

(Ｏｒｔｅｃ５６７) 的起始信号ꎻ探测器 ２ 的输出信号经恒比定时器后进行延迟作为时幅转换器 (Ｏｒｔｅｃ５６７)
的终止信号ꎬ时幅转换器的输出信号送入多道分析器ꎬ即得到时间谱ꎮ 实验测量得到探测器单元的时

间分辨率为(６７７±３２)ｐｓꎬ完全满足利用飞行时间法测量中子俘获反应截面的要求ꎮ

４　 电子学与数据获取系统

４ １　 电子学电路设计方案

ＧＴＡＦ 的电子学电路如图 ４ 所示ꎬ４０ 路 ＢａＦ２探测器单元从阳极引出的信号首先进入快时间前置

放大器ꎻ经过 ５０ ｍ 长的传输电缆ꎬ进入到测量厅的模拟扇出电路ꎻ模拟扇出电路对每通道的信号作

１ ∶ ２的扇出ꎬ扇出后的负向输出信号直接输入 ＦｌａｓｈＡＤＣꎻ正向输出信号经过高通滤波后ꎬ进入触发判

选电路ꎮ 触发判选电路实现单路甄别(脉冲前沿过阈判选)、g射线多重性判选和 ４０ 路信号能量加和

的甄别ꎮ 如果满足上述触发条件ꎬ在与加速器束流脉冲信号符合后ꎬ触发判选电路将输出一个门信

号ꎬ作为 ＦｌａｓｈＡＤＣ 的触发信号ꎮ 此时 ＦｌａｓｈＡＤＣ 采集 ４０ 路探测器单元的原始波形和加速器束流脉冲

信号ꎬ得到的数字化信号ꎬ经千兆以太网线传输到计算机ꎬ进行数据分析处理和存储ꎮ

４ ２　 数据获取系统的硬件与软件

ＦｌａｓｈＡＤＣ 的硬件采用的是瑞士 Ａｃｑｉｒｉｓ 公司生产的 ＤＣ２７１Ａ 高速脉冲采集卡ꎬ每块采集卡提供 ４
个通道ꎬ 其采样率为 １×１０９ / ｓ、分辨率为 ８ｂｉｔｓ、死时间<８００ｎｓꎬ选用 ＰＣＩ 总线ꎬ数据传输速度为每秒百

兆字节ꎮ 数据获取系统共使用了 １１ 块采集卡ꎬ用于 ４０ 路 ＢａＦ２探测器信号和 １ 路加速器束流脉冲信

号的全波形采集ꎮ
ＧＴＡＦ 数据获取系统工作在 Ｌｉｎｕｘ 操作系统下ꎬ基于 ＲＯＯＴ 程序平台开发ꎬ与 ＦｌａｓｈＡＤＣ 的硬件紧

密结合ꎬ调用硬件驱动程序实现数据的读写与传输ꎮ 获取系统在实验中ꎬ读取 ＦｌａｓｈＡＤＣ 采集到的波

形数据至共享内存ꎬ在原始数据被存入硬盘的同时ꎬ获取系统还对数据进行初步的在线分析ꎬ得到单

通道能谱、加和能谱、g多重性和飞行时间等信息ꎬ保存为 ＲＯＯＴ 格式的文件ꎬ并动态显示出来ꎮ 原始

数据记录中包含了数字化信号波形数据、探测器编号、时间戳信息、增益、电压偏置量等比较详细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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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ＧＴＡＦ 数据获取系统示意图

息ꎮ 数字化数据获取方法优势在于ꎬ依据记录的原始信息ꎬ在事件重建的时候ꎬ可以很方便地根据实

验条件的变化调整数据处理方法ꎻ缺点就是庞大的原始数据量的存储ꎮ

５　 结论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正在建造 γ 全吸收型 ＢａＦ２探测装置(ＧＴＡＦ) ꎬ目标是使用瞬发 γ 法精确

测量中子俘获反应截面ꎮ 目前各个子系统已经能够正常工作ꎬ正在深入进行增加效率、剔除本底、提
高效应 /本底比的研究ꎮ 计划今年内ꎬ在 ＨＩ－１３ 串列加速器上建立 ５０ ｋｅＶ~１ ＭｅＶ 能区的中子源ꎬ测
量１９７Ａｕ 样品的中子俘获反应截面ꎬ将测量的数据与截面标准值进行比较ꎬ以检验本研究建立的测量

方法ꎮ 下一步ꎬ我们希望在即将建成的中国散裂中子源反角白光中子通道上ꎬ运用此套装置和测量技

术进行精度更高、能量范围更宽的中子俘获截面的数据测量工作ꎬ填补我国核数据库的空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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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叙述一种基于延迟块读出的两维多丝室位置分辨装置ꎬ它由多丝正比室、延迟模块、前置放大器、主放大器、
阴 / 阳极放大板、ＵＳＢ 等组成ꎬ多丝正比室为流气式ꎬ其有效面积为 ２００ ｍｍ×２００ ｍｍꎻ延迟块读出法是一种位置－时间转

换法ꎬ利用电荷在延迟模块上的传播速度是一定的ꎬ感应平面上的电荷传输到延迟块上ꎬ再向两边传播ꎬ通过测量两端

的时间差从而转过来确定雪崩发生的位置ꎮ 在实验过程中成功搭建了多丝室探测器的性能测试系统平台ꎬ对其性能

进行了初步的测试ꎬ并利用 ２ ｎｓ 和 ５ ｎｓ 的延迟模块来开展基于延迟线时间差的延迟块读出方法的研究ꎮ 再结合电子

学系统进行联调ꎬ对中子源通过准直狭缝打击到探测器上来进行位置分辨测量ꎬ最后运用 ｒｏｏｔ 软件来分析位置情况ꎮ
结果表明ꎬ位置分辨好于 ４ ｍｍꎬ在二维图当中能明显看到准直狭缝的成像ꎮ
关键词:多丝室ꎻ延迟块读出法ꎻ位置分辨

目前中国散裂中子源的三大散射谱仪正在建设中ꎬ其中的多功能反射仪采用的是多丝正比室

(ＭＷＰＣ)来作为它的中子探测器ꎮ 多丝正比室探测器具有时间和位置分辨率好、有较高的计数率、可
二维读出、其灵敏面积可以根据需要做到任意大小等等优点[ １ ]ꎮ 针对这种多丝正比室探测器ꎬ根据谱

仪的需求将其有效面积设计为 ２００ ｍｍ×２００ ｍｍꎬ制作了一个基于涂 Ｂ 的二维读出多丝室探测器ꎬ搭
建其性能测试系统平台ꎬ再在延迟块时间差方法的基础上ꎬ提出一种时间差转换为中子击中位置信息

的读出方法ꎬ研制一种基于延迟块读出的两维多丝室位置分辨装置ꎬ最后利用 ｒｏｏｔ 软件进行数据分

析ꎬ获得了一些中子击中位置的数据及结果ꎬ叙述如下ꎮ

１　 延迟块读出法的基本原理

延迟块读出法是一种位置－时间转换法ꎬ利用电荷在延迟模块上的传播速度是一定的ꎬ感应平面

上的感应电荷传输到延迟块上ꎬ再向两边传播ꎬ通过测量两端的时间差从而转过来确定雪崩发生的位

置[５]ꎮ 其基本原理图[ ３ ]和实物图如图 １ 所示ꎮ 此方法的优点是结构简单ꎬ电子学通路数少ꎬ同时ꎬ电
荷在延迟线上相互叠加ꎬ使得延迟块读出法的位置分辨率提高ꎮ 此方法已在很多领域内得到广泛的

应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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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ｂ)

图 １　 延迟块读出法

(ａ)基本原理图ꎻ(ｂ)原理实物图

２　 多丝室探测器的结构设计及其性能测试

２ １　 多丝室探测器的结构设计

当带电粒子从阴极入射ꎬ穿过多丝正比室时ꎬ会使路径上的气体原子电离ꎬ在电场的作用下ꎬ电离

产生的电子获得足够的能量ꎬ会在阳极丝附近形成雪崩式的电离增殖ꎬ即发生了雪崩现象ꎬ其产生的

正离子会远离阳极丝ꎬ向阴极运动ꎮ 二维读出多丝室探测器的基本设计思想是在阳极平面上下各设

置一个感应读出平面ꎬ两感应读出平面分别与阳极丝平行和垂直ꎮ 在此过程中ꎬ在阳极丝平板上加正

高压ꎬ阴极丝平板加负高压ꎬ将会在读出丝平面上感应出正电荷ꎬ感应信号传输到延迟模块上ꎬ测量延

迟块两端接收电荷信号的时间差来确定阳极丝附近雪崩的发生位置ꎬ从而来实现对入射粒子位置的

重建ꎮ 于是我们制作了一个基于涂 Ｂ 的二维读出多丝室探测器ꎬ它的有效面积为 ２００ ｍｍ×２００ ｍｍꎬ
利用 Ｃｆ２５２ 源通过约 １ ｍｍ 宽的准直狭缝对多丝室探测器进行位置分辨测试ꎮ

因 Ｃｆ２５２ 源发射出的中子是一种特殊的电中性的基本粒子ꎬ利用涂 Ｂ 作为中子转换材料ꎬ镀在铝

盒里面的入射窗上ꎬ来与中子发生核反应将其转换为带电粒子ꎬ可以更好地实现对中子探测ꎮ 在此实

验过程中ꎬ给探测器提供的工作电压为 ２０００ Ｖꎬ为了使收集的信号效率更高ꎬ涂 Ｂ 的工作电压

为－８００ Ｖꎮ
多丝室的基本设计结构如图 ２(ａ)所示ꎬ它由位于中央的阳极丝平面、读出 Ｘ、Ｙ 丝平面和一个阴

极丝平面构成ꎮ 其中的读出 Ｘ 丝平面的取向与阳极丝平行ꎬ读出 Ｙ 丝平面的取向与阳极丝垂直ꎬ阳极

丝面由彼此平行的且直径为 ２５ μｍ 的 １０１ 根镀金钨丝拉制而成ꎬ两读出丝平面由彼此平行的且直径

为５０ μｍ的 ２００ 根镀金钨丝拉制而成ꎬ阳极丝丝距为 ２ ｍｍꎬ读出丝丝距为 １ ｍｍꎮ 阳极平到上下两个

读出平面的距离为 ４ ｍｍꎬ读出丝平面到阴极平面的距离为 ６ ｍｍꎬ读出丝平板实物如图２(ｂ)所示ꎮ 设

计好的多丝室都放置在一个气密性良好的铝盒内ꎬ铝盒端盖面上开一个 ５０ μｍ 厚度的粘有 Ｍｙｌａｒ 薄
膜的矩形窗来做入射窗ꎬ它主要是具有密度小而且机械强度大的特性ꎬ可以起到屏蔽作用ꎮ 同时也可

以作为上阴极ꎮ 探测器实体容器采用盖板与墙体下板通过“Ｏ”密封圈来到达气体密封的效果ꎬ采用

流气式设计方法ꎬ在腔体对应的两侧脚落有两个到开关阀门的气孔ꎬ通过连续充气排清探测器容器内

的空气来不断充满工作气体ꎮ 其外界的电子学系统通过铝盒上的信号引出接头与读出条信号进行连

接ꎬ里面充入配置好固定比例的工作气体 Ａｒ / ＣＯ２(９０ / １０)混合气体来实现二维读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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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多丝室探测器

(ａ)多丝室探测器的基本结构图ꎻ(ｂ)读出丝平板实物图

２ ２　 两维多丝室位置分辨装置

位置分辨装置是由多丝室、延迟模块、Ｏｒｔｅｃ１４２ 前置放大器、恒比定时器、定时单道、千兆网子卡

及 ＵＳＢ 与电脑装置组成ꎬ装置如图 ３ 所示ꎮ 两块延迟模块(２ ｎｓ 和 ５ ｎｓ 的)分别连接探测器 Ｙ、Ｘ 读出

平面ꎮ 原初电离电子在电场的作用下ꎬ漂移到阳极丝附近发生雪崩ꎬ相应读出丝平面上会感应出正电

荷ꎬ将感应信号通过铝盒上的信号引出接头与读出条信号接口进行连接的方式传递到延迟模块后ꎬ信
号分别经 Ｏｒｔｅｃ１４２ 前置放大器放大和恒比定时器甄别后ꎬ再结合 ＦＰＧＡ 片上的 ＴＤＣ 技术得到信号到

达时间ꎮ 通过 ＦＰＧＡ 来控制读出系统的各个部分ꎬ最后采用 ＵＳＢ 接口和计算机进行通信ꎬ将各读出条

的 ＴＤＣ 读数数据保存在计算机上并进行处理ꎮ

图 ３　 位置分辨装置图

３　 数据处理结果

经统计ꎬ从 ５ ｎｓ 延迟模块对应的统计直方图可以看出峰位ꎬ一整个延迟模块对应的时间差范围为

( －２７８ ２７ ｎｓꎬ２７７ ５４ ｎｓ)ꎬ这个是延迟模块的固有属性ꎮ 探测器的丝长度为 ２０ ｃｍꎬ图 ４ 中的ＭＥＡＮ 值

反映的是时间差的平均值ꎬＲＭＳ 值反映的是对应测到的时间差的波动范围ꎬ对应着位置分辨ꎮ 根据电

荷在延迟模块上的传播速度是一定的ꎬ列出等比式得位置分辨为(ＲＭＳ 值 / (２７８ ２７ ｎｓ＋２７７ ５４ ｎｓ) ×
２０ ｃｍꎬ经过计算得位置分辨是 ４ ２ ｍｍꎬ考虑到准直缝的宽度约为 １ ｍｍꎬ扣除准直狭缝后即为探测器

的位置分辨ꎬ即 ４ ２２ － １２ ｍｍꎬ经计算得位置分辨好于 ４ ｍｍꎮ
将统计的时间差与计数的数据通过上述的等比式转化为位置与计数的数据ꎬ运用 ｒｏｏｔ 软件对数

据分析ꎬ以 ５ ｎｓ 延迟模块的位置输出做横坐标ꎬ２ ｎｓ 延迟模块的位置输出做纵坐标来画中子位置分辨

的二维散点图和二维 ３Ｄ 图ꎬ如图 ５ 所示ꎮ 从垂直的 ５ ｎｓ 延迟模块的位置输出中ꎬ可以明显看到中子

通过准直狭缝的成像ꎬ达到基本的要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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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５ ｎｓ 延迟模块对应的统计直方图

(ａ)

(ｂ)

图 ５　 中子位置分辨
(ａ)二维散点图ꎻ(ｂ)二维 ３Ｄ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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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赵映潭(１９９４—)ꎬ男ꎬ硕士研究生ꎬ主要从事辐射探测方面的研究ꎮ

摘要:中国散裂中子源(ＣＳＮＳ)白光中子源中需要高精度带电粒子分辨能力的探测器ꎬ为此制作了一套 ｄＥ－Ｅ 探测器模

型ꎬ该探测器以多丝正比室和硅探测器为探测单元ꎬ工作气体使用 ９０％ Ａｒ / １０％ ＣＯ２混合气ꎮ 在探测器制作完成后ꎬ对
其进行了２４１Ａｍ 放射源测试ꎬ分别获得了多丝正比室和硅探测器的能量分辨率ꎻ并进一步在探测器中加入６Ｌｉ样品ꎬ使
用２５２Ｃｆ 中子源进行了测试ꎬ测试结果表明ꎬｄＥ－Ｅ 探测器可以正常工作ꎬ探测器对带电粒子的分辨能力能够满足要求ꎮ
关键词:散裂中子源ꎻ多丝正比室ꎻ能量分辨率ꎻ粒子分辨

中国散裂中子源(ＣＳＮＳ)是目前在建的一个大型科学设施ꎬ预计在 ２０１８ 年建成ꎬ建成后将进入世

界四大散裂中子源的行列ꎬ大大提高我国的科学地位ꎮ 中子散射能够应用在物理、化学、生命科学、材
料、纳米等学科领域ꎬ有望使我国在如量子调控、蛋白质相互作用、高温超导机理等重要前沿研究方向

实现突破[１]ꎮ ＣＳＮＳ 一期束流能量为 １ ６ ＧｅＶꎬ打靶质子束流功率 １００ ｋＷꎬ脉冲重复频率 ２５ Ｈｚꎬ而二

期的束流功率将进一步增加至 ５００ ｋＷ[２]ꎮ
研究显示入射质子打靶散裂后的出射中子非常适合通过剥离为白光中子源来进行核数据的测量

和获取[３]ꎮ 为了进一步发展新一代反应堆ꎬ补充和提升核数据库的需求就显得非常必要ꎬ同时核子天

体物理学ꎬ基础核物理学以及其他方面的研究也对中子反应截面数据有着迫切需求ꎮ 为了有效利用

白光中子源宽中子能谱和高束流强度的特点ꎬＣＳＮＳ 白光中子源设置有 ７ 台谱仪:分别是用来测量中

子俘获截面(ｎꎬｆ)的 Ｃ６Ｄ６ 探测器和 ４－ＢａＦ２阵列ꎻ用于测量裂变截面(ｎꎬｆ)的多层快速电离室ꎻ一台用

于全截面测量的谱仪( ｎꎬ ｔ)ꎻ一台轻带电粒子探测器阵列( ｎꎬ ｌｃｐ)ꎻ用于测量瞬发裂变中子能谱

(ＰＦＮＳ)的探测器阵列以及用于伽马谱测量(ｎꎬｎ' / ２ｎ)的锗探测器阵列[４]ꎬ上述探测器在 ＣＳＮＳ 中的位

置见图 １ꎮ

图 １　 白光中子源束流线及谱仪系统

在第四代反应堆、ＡＤＳ 及聚变反应中ꎬ(ｎꎬｌｃｐ)反应是非常重要的ꎮ 对于 ｐꎬｄꎬｔꎬ３Ｈｅ 等粒子的鉴

别是获取带电粒子核数据的基础和关键[５] [６] [７]ꎮ 通常对于高能粒子ꎬ采用气体室＋硅探测器＋闪烁体

探测器的方式来作为实现 ＤＥ－ＤＥ－Ｅ 的测量ꎻ而对于能量较低的带电粒子ꎬ采用气体室＋硅探测器的

方式来作为实现 ＤＥ－Ｅ 的测量ꎮ 轻带电粒子探测器阵列(ＬＰＤＡ)是白光中子源中一个在建的谱仪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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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ꎬ每个探测器单元使用一个多丝正比室(ＭＷＰＣꎬＭｕｌｔｉ－ｗｉｒ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ｍｂｅｒ)气体探测器作为低

能 ＤＥ 的测量ꎬ使用硅探测器作为较高能量 ＤＥ 的测量ꎬ使用 ＣｓＩ(Ｔｌ)闪烁体探测器作粒子总能量的测

量ꎮ 由于大多数带电粒子在第二层的硅探测器上就可以实现能量的完全沉积ꎬ所以在本文中只讨论

前两层探测器(多丝正比室＋硅探测器)的情况ꎮ 白光中子源轻带电粒子探测器阵列初期使用６Ｌｉ 材料

作为中子转换层ꎬ生成３Ｈ 及４Ｈｅ 两种反应产物ꎬ由于中子与６Ｌｉ 样品的反应是一个标准截面ꎬ所以该反

应数据可以用做早期 ｄＥ－Ｅ 探测器的刻度ꎮ 入射粒子在这两层探测器中分别沉积能量ꎬ经数据获取

后通过鉴别可以实现对两种粒子的分辨ꎬ是实现测量后续反应截面等核数据的基础ꎮ

１　 ｄＥ－Ｅ 探测器结构

ｄＥ－Ｅ 探测器单元由两部分组成ꎬ分别是多丝正比室和硅探测器ꎬ其中多丝正比室(ＭＷＰＣ)通常

作为粒子 ｄＥ 的测量ꎬ而 Ｓｉ 探测器作为粒子能量完全沉积的部分ꎬ这两种探测器组合在一起构成了 ｄＥ
－Ｅ 测量系统ꎮ

图 ２　 ｄＥ－Ｅ 探测器单元结构

探测器结构如图 ２ 所示ꎬ从上到下分别为上阴极平面、阳极平面和下阴极平面ꎮ 由于要工作在一

定气体环境下ꎬ 这三个电极平面和硅探测器都放置在一个密闭容器内ꎮ 密闭容器由三部分构成ꎬ分
别是底盘和端盖ꎬ均为铝合金材质ꎬ端盖和底盘通过螺栓连接ꎮ 端盖上设有面积 ３０ ｍｍ×３０ ｍｍꎬ厚
５００ ｎｍ的 Ｇｏｏｄｆｅｌｌｏｗ ＰＥ 膜入射窗ꎬ入射窗与端盖连接处用密封圈进行密封ꎮ 三个平面上读出丝的方

向互相平行ꎬ相邻平面间隔为 １ ｍｍꎬ多丝室有效面积为 ３０ ｍｍ×３０ ｍｍꎮ 探测器工作时ꎬ 阳极丝加正

高压ꎬ 阴极平面接地ꎻ在多丝室下面的硅探测器面积与多丝室各极板相匹配并组装为整体ꎮ 带电粒

子进入室体后ꎬ 将使工作气体发生电离从而产生大量初始电子－离子对ꎬ 电离电子在电场作用下漂向

阳极ꎬ在阳极丝附近产生雪崩信号ꎮ 雪崩产生的电子向阳极运动的过程中会在读出丝上感应出负电

荷ꎬ通过测量阳极读出信号就可以实现对入射粒子能量的测量ꎮ

２　 ２４１Ａｍ 放射源测试结果

为了验证多丝正比室及硅探测器的可行性ꎬ同时测试其性能ꎬ我们采用 Ａｒ＋ＣＯ２(９０％ / １０％)混合

气体为工作气体ꎬ气体运行模式为流气式ꎬ并用２４１Ａｍ ５ ＭｅＶ α 射线源对探测器进行了初步测试ꎮ

２ １　 ＭＷＰＣ 测试结果

多丝正比室测量的逻辑结构如图 ３ 所示ꎮ 由于 α 射线穿透力较弱ꎬ我们选择 ５００ ｎｍ ＰＥ 薄膜作

为入射窗ꎬ尽量使探测器能够获得较为准确的 α 能谱ꎮ 为了便于系统触发和 α 射线能量测量ꎬ我们将

所有的阳极丝连在一起ꎬ阳极信号经电荷灵敏前置放大器(ＯＲＴＥＣ１４２)、主放大器(ＯＲＴＥＣ５７２Ａꎬ放大

倍数 ２０)放大后进入多道脉冲幅度分析器ꎬ 最终得到信号的能谱ꎮ

图 ３　 ＭＷＰＣ 能谱测量系统

我们在阳极高压为 ９００~１ ６００Ｖ 区间内分别进行了测试ꎬ高压梯度为 １００ Ｖꎬ获得了在各阳极高压

下的能谱ꎬ得到了高压与增益及探测器能量分辨率的关系ꎬ如图 ４ 所示ꎮ 由测量结果可知ꎬ 阳极高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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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９００~１ ６００ Ｖ 范围内时ꎬ 探测器增益随高压变化呈现较好的指数关系ꎬ指数拟合度为 ０ ９９９ ３６ꎻ当
阳极高压为 １ １００ Ｖ 时ꎬ多丝室能量分辨率最佳ꎬ为 ４０ ７％ꎬ经过分析ꎬ导致能量分辨率偏低的主要原

因是 α 源与入射窗之间存在毫米量级的缝隙ꎬ这就使得粒子在穿过多丝室入射窗之前已经产生了一

定程度的能量歧离ꎮ

(ａ)阳极电压为 １６００ Ｖ 时的能谱

　
(ｂ)增益及能量分辨率随高压的变化关系

图 ４　 测试结果

２ ２　 硅探测器测试结果

硅探测器的能谱测量系统与多丝正比室基本相似ꎬ信号经 Ｏｒｔｅｃ１４２ 电荷灵敏前置放大器、
Ｏｒｔｅｃ５７２Ａ 主放大器放大后进入多道脉冲幅度分析器ꎬ最终得到信号能谱ꎮ

由于 ｄＥ－Ｅ 探测器入射窗距硅探测器存在一定距离ꎬ入射 α 粒子在穿过这段空间时将产生能量

歧离ꎬ为了尽量保证入射 α 射线的单能性ꎬ我们将２４１Ａｍ ５ ＭｅＶ α 源直接放置于硅探测器上ꎬ电压设为

６０ Ｖꎬ经电子学系统处理后的能谱见于图 ５ꎬ此时硅探测器能量分辨率为 ３２ ７％ꎮ

图 ５　 硅探测器测试能谱

３　 ２５２Ｃｆ 中子源粒子分辨测试结果

经过２４１Ａｍ ５ ＭｅＶ α 源分别对多丝正比室和硅探测器进行测试之后ꎬ我们使用２５２Ｃｆ 中子源对整个

ｄＥ－Ｅ 探测器单元进行了测试ꎮ 在探测器入射窗内部ꎬ设置有一个６Ｌｉ 样品片( ６ＬｉＦꎬ厚度 １ ｃｍꎬ纯度

９０ ５％)ꎬ作为中子转换体ꎬ中子与６Ｌｉ 的反应为:
ｎ＋６

３Ｌｉ→４
２Ｈｅ＋３

１Ｈ
多丝室和硅探测器分别经过两种电荷灵敏前置放大器(ＭＷＰＣ 使用 Ｍｅｓｙｔｅｃ ＭＰＲ－１ꎻＳｉ 探测器使

用 Ｏｒｔｅｃ １４２ꎬ后者存在反向装置ꎬ会将正信号转换为负信号)ꎬ被送进主放大器及多道脉冲幅度分析器

获取能谱ꎬ两种探测器的输出能谱如图 ６ 所示ꎬ其中横坐标为道数ꎬ纵坐标为计数ꎮ 经测试ꎬＭＷＰＣ 上

获得了明显的 α 粒子和氚对应的的峰ꎬ由介质气体对两种粒子的阻止本领(Ｂｅｔｈｅ－Ｂｌｏｃｋ 公式)可知ꎬα
粒子在该层的沉积能量大于氚ꎬ即能量较高的峰位是 α 粒子入射产生的ꎮ 由氚峰位的右侧存在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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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高能区的“尾巴”可知ꎬ氚在 ＭＷＰＣ 中没有能够完全沉积ꎬ这表明 Ｓｉ 探测器上所获得的的峰是对应

氚所的ꎬ但 α 粒子不存在这一现象ꎬ从这一点上可以将这两种出射粒子区分开来ꎻ另一方面ꎬ由于２５２Ｃｆ
中子源发射的中子是一个符合麦克斯韦分布的连续谱ꎬ虽然与６Ｌｉ 的高反应截面基本覆盖在热中子区

域ꎬ快中子与６Ｌｉ 的截面很小ꎬ但仍然存在一定快中子的反应ꎬ这会导致少量高能出射粒子的出现ꎬ这
也是造成 ＭＷＰＣ 能谱中的高能部分计数的原因之一ꎮ

(ａ)硅探测器

(ｂ)多丝正比室

图 ６　 探测器输出能谱

进一步将这两个能谱转换为二维散点图ꎬ如图 ７ 所示ꎬ其中横纵坐标均为道数ꎬ可以更清楚地对 α
和氚做出分辨ꎮ 其中氚较为明显ꎬ在氚对应弧线峰值的右半段ꎬ由于氚粒子的总能量是一定的ꎬ所以

随着 ＭＷＰＣ 部分沉积能量的增加ꎬ相应的 Ｓｉ 探测器部分沉积的能量就会减少ꎬ即弧线呈现下降的趋

势ꎬ对该半段进行直线拟合ꎬ如图 ８ 所示ꎬ横纵坐标单位均为 ＭｅＶꎬ所得拟合直线的斜率为 ０.９３７ ９ꎬ即
该直线与 ｘ 轴的夹角基本接近 ４５°ꎬ这表明随着氚在 ＭＷＰＣ 部分沉积能量的增加ꎬＳｉ 探测器部分沉积

的能量会相应减小ꎬ且该增加量与减小量基本一致ꎻ另一方面ꎬ由弧线左半段可以看出ꎬ随着 ＭＷＰＣ
沉积能量的减少ꎬＳｉ 探测器对应的沉积能量部分也在减小ꎬ这表明在这一区域氚的能量是小于弧线对

应峰值的右半段的ꎬ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中子与６Ｌｉ 样品反应时ꎬ由于样品自身有一定的厚度ꎬ这导

致了样品一定程度上的自吸收ꎬ即在样品内部反应得到的出射粒子在进入探测器之前已经有了一定

程度的能量损失ꎬ这部分出射粒子的能量随着中子与样品反应位置距样品表面的距离的增大而减小ꎮ

８５



图 ７　 ｄＥ－Ｅ 探测器单元二维能谱(纵坐标:硅探测器ꎻ横坐标:多丝正比室)

图 ８　 ３Ｈ 二维能谱的拟合直线

４　 结论

我们建造了一个 ｄＥ－Ｅ 粒子分辨探测器模型ꎬ该探测器单元由气体多丝室及硅探测器组成ꎬ随后

用２４１Ａｍ ５ＭｅＶ α 射线对其进行了性能测试ꎬ其多丝室的能量分辨率在 ４５％左右ꎬ 造成这种现象的主

要原因是 α 源与入射窗之间存在一定的缝隙ꎬ使得 α 粒子的单能性受到影响ꎻ而 Ｓｉ 探测器的能量分

辨率为 ３２ ７％ꎮ 最后我们使用２５２Ｃｆ 中子源对 ｄＥ－Ｅ 探测器单元进行了测试ꎬ经过６Ｌｉ 转换层的转换ꎬ
可以对出射产物 α 和氚进行有效分辨ꎬ这也为后续进一步的粒子分辨测试积累了经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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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Ｄｏｎｇｇｕ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Ｎｅｕｔｒ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ＤＩＮＳ)ꎬＤｏｎｇｇｕａｎꎬ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ꎬＣｈｉｎａꎻ

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ꎬ Ｈｅｎｇｙａｎｇꎬ Ｈｕｎａｎ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Ｈｉｇｈ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ｃｈａｒｇｅｄ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ｒｅｓｏｌｖ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 ｄｅｔｅｃｔｏｒ ｉｓ ｕｒｇｅｎｔｌｙ ｎｅｅｄｅｄ ｆｏｒ ｗｈｉｔｅ ｎｅｕｔｒ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ｉｎ ＣＳＮＳ. Ａ 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ｅ ｏｆ ｄＥ －Ｅ ｄｅｔｅｃｔｏｒ ｗａｓ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ｃｔｏｒ ｃｏｎｓｉｓｔｓ ｏｆ ａ
ＭＷＰＣ(Ｍｕｌｔｉ－ｗｉｒ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ａｎｄ ａ ｓｉｌｉｃｏｎ ｄｅｔｅｃｔｏｒꎬ ｕｓｉｎｇ ９０％ Ａｒ / １０％ ＣＯ２ ｇａｓ ｍｉｘｔｕｒｅ ａｓ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ａ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ｅ ｗａｓ ｔｅｓｔｅｄ ｗｉｔｈ ２４１Ａｍ ａｌｐｈａ ｒａｙ ａｆｔｅｒ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ｌｙ. Ｗ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ｅ ｗｉｔｈ ２５２Ｃｆ ｎｅｕｔｒ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６Ｌｉ 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ｒ ｆｏｒ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ｎｅｅｄｓ. Ｔｈｅ ｔｅ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ｄＥ－Ｅ ｄｅｔｅｃｔｏｒ ｃａｎ ｗｏｒｋ ｐｒｏｐｅｒｌｙ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ｃｔｏｒ ｃａｎ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ｔｈ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ａｒｇｅｄ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ｈｉｎａ Ｓｐａｌｌａｔｉｏｎ Ｎｅｕｔｒ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 ꎻｍｕｌｔｉ－ｗｉｒ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ｍｂｅｒ ꎻｅｎｅｒｇｙ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ꎻｃｈａｒｇｅｄ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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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电子学与 中国核科学技术进展报告(第五卷)
核探测技术分卷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５)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气溶胶中２１０ Ｐｂ、２１０ Ｐｏ 含量年变化趋势探究

喻正伟ꎬ唐丽丽ꎬ邱学军ꎬ肖　 鹏ꎬ吴永乐
(环境保护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ꎬ北京 １０００８２)

摘要:为了探究气溶胶中２１０Ｐｂ、２１０Ｐｏ 含量在一年内的变化趋势ꎬ在宁夏、山东、甘肃、吉林、重庆五个省(直辖市)的国控

点采集气溶胶样品ꎬ样品采集量在 １０ ０００ ｍ３以上ꎮ 气溶胶滤膜折叠后压制成 ϕ７５ ｍｍ 饼状ꎬ装入样品盒密封后用高纯

锗 γ 谱仪测量样品中２１０Ｐｂ 的含量ꎻ将滤膜剪碎ꎬ在加入２０９Ｐｏ 作示踪剂后经过放射化学处理ꎬ２０９Ｐｏ 和２１０Ｐｂ在盐酸体系

中自沉积到银片上制成测量源ꎬ用低本底 α 谱仪测量２１０Ｐｏ 的含量ꎮ 分析一年内２１０Ｐｂ、２１０Ｐｏ 的含量变化ꎬ结果表明:气
溶胶中２１０Ｐｂ、２１０Ｐｏ 含量在一年内总体呈现冬天高、夏天低的趋势ꎮ
关键词:气溶胶ꎻ２１０Ｐｂꎻ２１０Ｐｏꎻ变化趋势

２１０Ｐｂ、２１０Ｐｏ 同属于铀系衰变链的中间产物ꎬ是２２２Ｒｎ 的长寿命衰变子体ꎬ在自然界中广泛存在ꎬ是
人类天然辐射本底的重要组成部分[ １ ]ꎮ 大气中的２１０Ｐｂ、２１０Ｐｏ 主要来自于释放到近地层大气层中的２２２

Ｒｎ 衰变而成[ ２ ]ꎬ附着在气溶胶颗粒上形成放射性气溶胶ꎬ空气中的２１０Ｐｂ、２１０Ｐｏ 可以通过呼吸进入人

体ꎬ造成内照射ꎬ对人类所受天然照射的贡献不可忽视ꎮ 近年来对气溶胶中２１０Ｐｂ、２１０Ｐｏ 的监测在环境

保护领域内越来越受到重视ꎬ自 ２０１３ 年起ꎬ环境保护部将空气中２１０Ｐｂ、２１０Ｐｏ 监测纳入国控网监测体

系ꎬ成为常规监测项目ꎮ 环境保护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辐射环境监测实验室承担宁夏、山东、甘肃、吉
林、重庆五个省(直辖市)的国控点气溶胶中２１０Ｐｂ、２１０Ｐｏ 监测任务ꎬ每月分析测量气溶胶中２１０Ｐｂ、２１０Ｐｏ
的活度浓度ꎬ并对一年的监测数据进行分析ꎬ探究气溶胶中２１０Ｐｂ、２１０Ｐｏ 含量的年变化趋势ꎮ

１　 监测方法

１ １　 样品采集

气溶胶样品用超大流量采样器进行采集到聚丁烯滤膜上ꎬ滤膜尺寸为 ５７ ｃｍ×４７ ｃｍꎬ采样体积大

于 １０ ０００ ｍ３ꎮ 采样完成后将滤膜取下ꎬ小心折叠ꎬ放入塑料密封袋中保存ꎬ在密封袋上记录采样日

期、采样体积、采样点位等信息ꎬ密封袋最好放入硬质盒内ꎬ防止滤膜受到刮蹭、挤压等破坏ꎮ

１ ２　 样品分析

(１)气溶胶中２１０Ｐｂ 分析

将气溶胶滤膜用压片机压制成直径为 ７５ ｍｍ 厚度为 １０ ｍｍ 的饼状ꎬ装入样品盒内密封后置于谱

仪探头上进行测量ꎮ 在测量样品前ꎬ需测量空白滤膜本底谱和气溶胶标准源谱ꎬ并且空白滤膜和气溶

胶标准源的测量条件、制样过程及在探头上的放置位置都与待测气溶胶样品保持一致[ ３ ]ꎮ
(２)气溶胶中２１０Ｐｏ 分析

气溶胶中２１０Ｐｏ 的分析ꎬ多采用放射化学的方法ꎮ 将气溶胶样品小心剪碎ꎬ置于烧杯中ꎬ加入一定

量的２０９Ｐｏ 做示踪剂ꎬ样品中加入硫酸、盐酸、硝酸ꎬ用混合强酸溶液将气溶胶样品进行消解并蒸干消解

液ꎬ然后用盐酸加热溶解沉淀ꎬ加入抗坏血酸ꎬ在盐酸体系中ꎬ使２１０Ｐｏ 和２０９Ｐｏ 自镀到银片上ꎬ用 α 谱仪

对自镀片进行计数ꎬ计算２１０Ｐｏ 活度浓度ꎮ
结果计算公式如下:

Ａ０ ＝ Ａ１
Ｎ０ / ｔ － ｎ０

(Ｎ１ / ｔ － ｎ１)Ｖ
(１)

式中:
Ａ０–气溶胶样品中２１０Ｐｏ 的活度浓度ꎬＢｑ / ｍ３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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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１–加入示踪剂２０ ９Ｐｏ 的活度ꎬＢｑꎻ
ｎ０–

２１０Ｐｏ 峰位对应本底计数率ꎬｃｐｓꎻ
ｎ１–

２０９Ｐｏ 峰位对应本底计数率ꎬｃｐｓꎻ
ｔ –计数时间ꎬｓꎻ
Ｎ０–

２１０Ｐｏ 峰位对应的感兴趣区内的总计数ꎻ
Ｎ１–

２０９Ｐｏ 峰位对应的感兴趣区内的总计数ꎻ
Ｖ –收集气溶胶样品对应的空气体积数ꎬｍ３ꎮ
回收率计算公式如下:

Ｙ ＝
Ｎ１ / ｔ － ｎｂ

∗

ＥＡ１

×％ (２)

式中:
Ｙ –示踪剂的化学回收率ꎻ
Ｅ –探测器效率ꎻ
ｔ –计数时间ꎬｓꎻ
Ｎ１–

２０９Ｐｏ 峰位对应的感兴趣区内的总计数ꎻ
Ａ１–加入示踪剂２０９Ｐｏ 的活度ꎬＢｑꎻ
ｎｂ

∗–示踪剂峰位对应感兴趣区内本底计数率ꎬｃｐｓꎮ

２　 监测结果

自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起ꎬ每月采集样品并分析ꎬ将 １２ 个月的监测结果绘制成趋势图ꎬ探究２１０Ｐｂ、２１０Ｐｏ
含量在一年时间内的变化情况ꎮ 图中长方形实心点表示２１０Ｐｂ 的变化趋势图ꎬ圆形实心点表示２１０Ｐｏ 的

变化趋势图ꎮ

图 １　 宁夏自动站 １２ 个月内气溶胶中２１０Ｐｂ、２１０Ｐｏ 活度浓度变化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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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山东自动站 １２ 个月内气溶胶中２１０Ｐｂ、２１０Ｐｏ 活度浓度变化趋势图

图 ３　 甘肃自动站 １２ 个月内气溶胶中２１０Ｐｂ、２１０Ｐｏ 活度浓度变化趋势图

图 ４　 重庆自动站 １２ 个月内气溶胶中２１０Ｐｂ、２１０Ｐｏ 活度浓度变化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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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吉林自动站 １２ 个月内气溶胶中２１０Ｐｂ、２１０Ｐｏ 活度浓度变化趋势图

３　 结论

根据连续 １２ 个月对各个自动站气溶胶样品的分析结果ꎬ以月为单位绘制一年内的活度浓度变化

趋势图ꎬ可得出以下结论ꎮ
(１)５ 个自动站气溶胶中２１０Ｐｂ 的活度浓度在 ０ ８ ~ ３ ８ ｍＢｑ / ｍ３水平ꎬ２１０Ｐｏ 的活度浓度在 ０ １７ ~

０ ８４ ｍＢｑ / ｍ３水平ꎬ２１０Ｐｂ 比２１０Ｐｏ 高约一个量级ꎮ
(２) ２１０Ｐｂ、２１０Ｐｏ 作为氡的重要子体ꎬ在空气中的浓度随季节的变化规律应该跟氡一致ꎬ而大气中

氡浓度一般呈现出冬天高ꎬ夏天低的趋势[ ４ ]ꎮ 根据实验结果ꎬ在一年中ꎬ５ 个自动站空气中２１０Ｐｂ、２１０Ｐｏ
的活度浓度变化趋势整体呈现冬天高ꎬ夏天低的情形ꎬ在 １１ 月、１２ 月、１ 月最高ꎬ５ 月、６ 月、７ 月最低ꎬ
由此验证了前述结论ꎮ

通过本实验引入以下几点思考:
(１)用高纯锗伽马谱仪测量气溶胶中的２１０Ｐｂ、用化学方法测量气溶胶中的２１０Ｐｏꎬ能够快速监测气

溶胶中２１０Ｐｂ、２１０Ｐｏ 的活度浓度ꎬ但由于２１０Ｐｂ 的伽马射线能量较低且发射率小ꎬ自吸收严重ꎬ刻度时存

在一定的误差ꎬ而２１０Ｐｏ 由于半衰期较短ꎬ在采样到分析样之间如果有较长的时间差ꎬ会引起偏差ꎬ需要

对结果进行校正ꎻ
(２)如果用放射化学的方法对相同样品中的２１０Ｐｂ、２１０Ｐｏ 活动浓度同时进行测量ꎬ可以得出准确的

数据ꎬ因此需要开发气溶胶中２１０Ｐｂ、２１０Ｐｏ 联合测量方法ꎮ

参考文献:
[１]　 郭秋菊  关于钋－２１０.辐射防护ꎬ２００７ꎬ２７(２):１２５－１２６
[２]　 常印忠ꎬ王世联ꎬ樊元庆ꎬ等  气溶胶样品中７Ｂｅ 和２１０Ｐｂ 的提取技术.核化学与放射化学ꎬ２０１０ꎬ３２(６):３７５－３７８
[３]　 唐丽丽ꎬ李锦ꎬ邱学军等  能谱法测量气溶胶中 Ｐｂ－２１０ 的不确定度评定.核电子学与探测技术ꎬ２０１６ꎬ３６(４):４４４

－４４７
[４]　 张亮ꎬ徐婷婷ꎬ郭秋菊  青岛地区室外氡浓度变化规律研究.辐射防护ꎬ２０１１ꎬ３１(１):１７－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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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 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２１０ Ｐｂ ａｎｄ
２１０ Ｐｏ ｏｆ ａ ｙｅａｒ ｉｎ ａｅｒｏｓｏｌ

ＹＵ Ｚｈｅｎｇ￣ｗｅｉꎬＴＡＮＧ Ｌｉ￣ｌｉꎬＱＩＵ Ｘｕｅ￣ｊｕｎꎬＸＩＡＯ ＰｅｎｇꎬＷＵ Ｙｏｎｇ￣ｌｅ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ａｎｄ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Ｓａｆｅｔｙ Ｃｅｎｔｅｒꎬ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ꎬ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８２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ｅｒｏｓｏｌ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ｗｅｒ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ｉｎ ｎｉｎｇｘｉａꎬｓｈａｎｄｏｎｇꎬｇａｎｓｕꎬｊｉｌｉｎꎬａｎｄ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ｆｏｒ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ｂｏｔｈ ２１０Ｐｂ ａｎｄ ２１０Ｐｏ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ｒｅ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２１０Ｐｂ 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ｂｙ ｈｉｇｈ ｐｕｒｉｔｙ ｇｅｒｍａｎｉｕｍ ｇａｍｍａ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ｅｒ ａｓ ａ Φ７５ｍｍ ｒｏｕｎｄ ｃａｋｅ Ａｅｒｏｓｏｌ ｆｉｌｔｅｒｓ ｗｅｒｅ ｃｕｔ
ｉｎｔｏ ｐｉｅｃ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ｄ ｂｙ ｒａｄ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ｗｈｅｎ ２０９Ｐｏ ｗａ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ｓ ｔｒａｃｅｒꎬ ｔｈｅｎ ２０９Ｐｏ ａｎｄ ２１０Ｐｏ
ｗａｓ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ｂｙ ａｌｐｈａ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ｅｒ ａｆｔｅｒ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ｎｇ ｏｎ ａ ｓｉｌｖｅｒ ｐｉｅｃｅ Ａ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ꎬ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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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能正电子致原子内壳层电离截面测量中
慢正电子束流稳定性及强度在线监测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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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袁野(１９９０—)ꎬ男ꎬ湖南益阳人ꎬ硕士研究生ꎬ核能科学与工程专业ꎮ

摘要:目前低能正负电子致原子内壳层电离的作用机制尚未完全清楚ꎬ需要可靠的电离截面实验数据来检验各理论模

型ꎮ 然而ꎬ已公布的低能正电子致原子内壳层电离截面实验数据非常缺乏ꎬ仅有的几个实验数据的可靠性也急需检

验ꎮ 在正电子致原子内壳层电离截面测量实验中ꎬ正电子束流稳定性及强度的在线获取是确保截面数据可靠的一个

重要因素ꎬ他人已有的实验研究都是采用假定正电子束流稳定的离线法来获取截面测量中的正电子束流强度ꎮ 本文

发展了一种在线监测慢正电子束流稳定性和强度的方法ꎬ即使用 ＨＰＧｅ(高纯锗探测器)探测器在线收集正电子在靶中

湮灭产生的 ５１１ ｋｅＶ γ 光子计数率ꎬ并结合蒙特卡洛模拟的方法ꎬ以实时地准确获取实验中的正电子束流强度ꎮ 为校

核这一方法的可靠性ꎬ本文还由标准源绝对效率方法获得了正电子束流强度ꎬ两种方法之间的差异仅在 １０％以内ꎮ 使

用 ＨＰＧｅ 在线监测湮灭光子并结合蒙卡模拟的方法ꎬ我们得到了实验中正电子束流强度随测量时间的减弱程度ꎬ结果

表明在低能正电子致原子内壳层电离截面测量实验中使用正电子束流强度的在线监测技术非常必要ꎮ
关键词:正电子湮灭ꎻ在线监测ꎻ正电子束流强度ꎻ蒙特卡罗模拟

鉴于正负电子致原子内壳层电离截面测量在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中有着重要意义ꎬ低能正负电

子致原子内壳层电离作用机制尚未完全清楚ꎬ尤其对正电子而言ꎬ电离截面数据更是非常匮乏ꎬ且存

在与理论值分歧较大现象ꎬ需要更多准确的电离截面实验数据来检验各理论模型ꎮ 在正电子致原子

内壳层电离截面测量实验中ꎬ正电子束流稳定性及强度的在线获取是确保电离截面数据准确的一个

至关重要因素ꎮ 然而由常规放射源得到的慢正电子束流强度一般为 １０５个 /秒ꎬ由于束流太弱ꎬ因而不

能用传统的法拉第筒和束流积分器来收集正电子电荷ꎬ并且ꎬ束流强度太低也导致正电子电离产生的

特征 Ｘ 射线收集效率低ꎬ这次正电子致原子内壳层电离截面测量实验每个靶一个能量点平均需要两

天时间ꎬ由于正电子束流强度随时间逐渐减弱ꎬ测量时间过长将导致离线法获取的正电子束流强度不

准确ꎬ而他人已有的实验数据都是采用假定正电子束流稳定的离线法来获取截面测量中的正电子束

流强度ꎬ这样将直接影响到最终电离截面的准确性ꎮ 因此本文发展了一种蒙特卡罗模拟结合 ＨＰＧｅ
探测器在线监测慢正电子束流稳定性和强度的方法来获得准确的正电子束流强度ꎮ

１　 ＨＰＧｅ 在线监测获取正电子束流强度

１ １　 实验装置

这次正电子致原子内壳层电离截面测量实验在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完成ꎮ 图 １ 和图 ２ 分

别是正电子碰撞靶原子电离截面实验装置示意图和实验装置图ꎬ图 １ 左侧为慢正电子束流获取装置ꎬ
右侧为靶样品测量系统ꎮ

正电子由２２Ｎａ 放射源衰变产生ꎬ能量从 ０ 到 ５４５ ｋｅＶ 连续分布ꎬ经由慢化体将其能量慢化至 ｅＶ
量级[４－６]ꎬ通过在靶样品上加所需要的负高压加速正电子ꎬ使正电子能量在轰击到靶样品时达到所需

要的 ｋｅＶ 量级ꎮ 实验采用 ＯＲＴＥＣ 公司 ＧＥＭ２０Ｐ４ 型同轴 ＨＰＧｅ 探测器ꎬ如图 １ 所示ꎬＨＰＧｅ 探测器与

入射正电子方向夹角为 ９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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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正电子碰撞靶原子电离截面实验装置示意图

图 ２　 正电子碰撞靶原子电离截面实验装置实物图

１ ２　 获取方法

利用蒙特卡罗 ＰＥＮＥＬＯＰＥ 程序ꎬ分别模拟 ＨＰＧｅ 探测器对入射源是无限细正电子束和 ５１１ ｋｅＶ
γ 光子ꎬ并结合计算公式:

Ｐ ＝ Ｎ
ε(ｅｘｐ) × ξ(Ｅ) / ε(ＭＣ)

(１)

式中ꎬＰ 表示正电子束流强度ꎬＮ 表示 ＨＰＧｅ 在线记录的 ５１１ ｋｅＶ γ 光子计数率ꎬε(ｅｘｐ)表示用标

准２２Ｎａ 源刻度时ꎬ对 ５１１ ｋｅＶ γ 光子的绝对探测效率ꎮ 当模拟入射粒子是能量为 Ｅ 的正电子时ꎬ把收

集的 ５１１ ｋｅＶ γ 光子数与入射正电子数比值ꎬ称作 ξ(Ｅ)ꎮ 当模拟入射粒子是 ５１１ ｋｅＶ 的 γ 光子点源

时ꎬ把收集到的 ５１１ ｋｅＶ γ 光子与入射光子数的比值ꎬ称作 ε(ＭＣ)ꎮ
通过这种方法计算得到正电子束流强度的准确性很依赖 ＨＰＧｅ 探测器建立几何模型的精确性ꎬ

表 １ 是结合文献[７]和厂家给的探测器参数值和材料信息ꎬ图 ３ 是探测系统几何结构图ꎮ
表 １　 ＨＰＧｅ 探测器材料信息与几何参数值

探测器结构 尺寸 / ｍｍ 材料

活性晶体直径 ５４ ４ Ｇｅ

活性晶体长度 ４９ ６ Ｇｅ

死层 ０ ７ Ｇｅ

冷指半径 ６ ０ Ｃｕ

冷指长度 ４０ Ｃ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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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ＨＰＧｅ 探测系统几何结构

本文工作中ꎬ为了验证我们发展的方法不受 ＨＰＧｅ 探测器探测距离的影响ꎬ分别选取正电子碰撞

Ａｌ 靶和 Ｓｉ 靶实验为例ꎬ其中正电子碰撞 Ａｌ 原子实验中ꎬＨＰＧｅ 探测器距离碰撞点 ３７９ ｍｍꎬ而正电子

碰撞 Ｓｉ 原子实验中ꎬ探测器距离碰撞点 １００ ｍｍꎮ 另外ꎬ为了验证这种方法不受靶元素的影响ꎬ我们也

选取在 ＨＰＧｅ 探测器距碰撞点 １００ ｍｍ 的情况下ꎬ正电子碰撞 Ｂｉ 靶实验ꎬ并与在同样的情况下碰撞 Ｓｉ
靶对比ꎮ 通过建立准确的探测系统模型ꎬ可以分别模拟得到 Ａｌ、Ｓｉ、Ｂｉ 在能量是 ６~ ９ ｋｅＶ 的正电子碰

撞下 ε(ＭＣ)和 ξ(Ｅ)的值ꎬ表 ２ 分别是对应的 ε(ＭＣ)和 ξ(Ｅ)的值ꎮ

表 ２　 模拟得到三种靶的 ε(ＭＣ)与 ξ(Ｅ)值

Ａｌ Ｓｉ Ｂｉ

能量 / ｋｅＶ ε(ＭＣ) ξ(Ｅ) ε(ＭＣ) ξ(Ｅ) ε(ＭＣ) ξ(Ｅ)

６ ２ ７３６ｅ－４ ５ １０８ｅ－４ ２ ９８ｅ－３ ５ ５６１ｅ－３ ２ １６４ｅ－３ ３ ９５４ｅ－３

７ ２ ７３６ｅ－４ ５ １２３ｅ－４ ２ ９８ｅ－３ ５ ５４４ｅ－３ ２ １６４ｅ－３ ３ ９２１ｅ－３

８ ２ ７３６ｅ－４ ５ １９１ｅ－４ ２ ９８ｅ－３ ５ ４５８ｅ－３ ２ １６４ｅ－３ ４ ０２４ｅ－３

９ ２ ７３６ｅ－４ ４ ９９４ｅ－４ ２ ９８ｅ－３ ５ ４４０ｅ－３ ２ １６４ｅ－３ ３ ８２１ｅ－３

结合绝对探测效率计算公式[ ８ ]:

ε(ｅｘｐ)＝
Ｎ０

２×Ｉ×ｔ×Ａ０
×ｅｘｐ(０ ６９３

×Ｔ
Ｔ１ / ２

) (２)

公式中ꎬＮ０表示刻度时 ＨＰＧｅ 探测器记录 ５１１ ｋｅＶ γ 光子净计数ꎬ系数 ２ 表示正电子湮灭产生的 ２
个光子ꎬＩ 是２２Ｎａ 源发生 β＋衰变的分支比ꎬｔ 是刻度测量时间ꎬＡ０是

２２Ｎａ 放射源活度ꎬ这次实验所用标

准２２Ｎａ 正电子源活度为 １ ２５ｅ－５ Ｂｑ ꎮ Ｔ 和 Ｔ１ / ２分别是源从标定完成到进行刻度的时间间隔和２２Ｎａ 的

半衰期ꎮ 根据绝对探测效率计算公式以及标准源效率刻度时的数据ꎬ可以算出 ＨＰＧｅ 探测器探头距

碰撞点 ３７９ ｍｍ 和 １００ ｍｍ 下 ＨＰＧｅ 探测器对正电子湮灭产生的 ５１１ ｋｅＶ γ 光子绝对探测效率分别是:
ε(ｅｘｐ) １ ＝ ３ ４８７ｅ－４ꎬε(ｅｘｐ) ２ ＝ ４ ００６ｅ－３ꎮ

１ ３　 结果

由蒙特卡罗模拟结合 ＨＰＧｅ 探测器在线监测法计算得到三种靶样品的正电子束流强度表 ３ꎮ 这

种方法误差主要来源于 ＨＰＧｅ 探测器对 ５１１ ｋｅＶ 光子计数率误差(约 １％)ꎬ绝对探测效率计算带来的

误差(约 ５％)ꎬ由蒙特卡罗模拟统计涨落也会给结果带来误差(约 １％)ꎬ通过平方和得到总的误差

为 ５ １９６％ꎮ

表 ３　 ＨＰＧｅ 探测器在线监测法得到三种靶样品的正电子束流强度

能量 / ｋｅＶ Ａｌ 束流强度 / (个 / ｓ) Ｓｉ 束流强度 / (个 / ｓ) Ｂｉ 束流强度 / (个 / ｓ)

６ ６ ８７１ｅ－５ ６ ５４３ｅ－５ ６ ５７０ｅ－５

７ ７ ０９７ｅ－５ ６ ４９６ｅ－５ ７ ００７ｅ－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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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能量 / ｋｅＶ Ａｌ 束流强度 / (个 / ｓ) Ｓｉ 束流强度 / (个 / ｓ) Ｂｉ 束流强度 / (个 / ｓ)

８ ６ ９１２ｅ－５ ６ ５６１ｅ－５ ６ ３５７ｅ－５

９ ７ ２８０ｅ－５ ７ ２１７ｅ－５ ７ １３４ｅ－５

２　 标准源绝对效率方法计算正电子束流强度

标准源绝对效率方法计算正电子束流强度根据下面公式:

Ｐ ＝ Ｎ
２ × ε(ｅｘｐ)

(３)

式中 Ｐ 是正电子束流强度ꎬＮ 表示 ＨＰＧｅ 探测器在线记录的 ５１１ ｋｅＶ γ 光子计数率ꎬε(ｅｘｐ)表示

用标准２２Ｎａ 源刻度时ꎬ对 ５１１ ｋｅＶ γ 光子的绝对探测效率ꎬ系数 ２ 表示正电子与 ５１１ ｋｅＶ γ 光子转换

率ꎮ 结合上节中ꎬＨＰＧｅ 探测器探头距碰撞点不同距离下对 ５１１ ｋｅＶ γ 光子的绝对探测效率 ε(ｅｘｐ) １

和 ε(ｅｘｐ) ２ꎬ也可以得到正电子碰撞靶原子时ꎬ正电子束流强度ꎮ
表 ４ 是 ＨＰＧｅ 探测器在不同探测距离以及正电子碰撞不同靶原子的实验条件下ꎬ由标准源绝对

效率方法得到的正电子束流强度ꎮ
表 ４　 标准源绝对效率方法得到三种靶样品的正电子束流强度

能量 / ｋｅＶ Ａｌ 束流强度 / (个 / ｓ) Ｓｉ 束流强度 / (个 / ｓ) Ｂｉ 束流强度 / (个 / ｓ)

６ ６ ５４４ｅ－５ ６ ２２９ｅ－５ ６ １２４ｅ－５

７ ６ ７７９ｅ－５ ６ １６５ｅ－５ ６ ４７７ｅ－５

８ ６ ６９１ｅ－５ ６ １３１ｅ－５ ６ ０３０ｅ－５

９ ６ ８３９ｅ－５ ６ ７２１ｅ－５ ６ ４２６ｅ－５

利用标准源绝对效率计算正电子束流强度的方法ꎬ与实验情况不同主要在于ꎬ实验中是由放射

源衰变出后经过慢化再经过电场加速得到的单能正电子ꎬ而这种方法中ꎬ２２Ｎａ 标准源在自然衰变的

情况下ꎬ正电子能量是 ０ 到 ５４５ ｋｅＶ 连续分布ꎬ这样的正电子湮灭之后产生的光子与实验下单能正

电子湮灭存在区别ꎬ因此利用标准源绝对效率计算正电子束流强度的方法只能作为第一种方法校

核的参考ꎮ

３　 两种方法结果比较与分析

两种方法得到三种靶的正电子束流强度比较结果见表 ５ꎬ表 ６ꎬ表 ７ꎮ
表 ５　 两种不同方法得到 Ａｌ 靶的正电子束流强度

能量 / ｋｅＶ
ＨＰＧｅ 在线监测法得到

的束流强度 / (个 / ｓ)
绝对效率法得到的

束流强度 / (个 / ｓ)
两种方法

差异

６ ６ ８７１ｅ－５ ６ ５４４ｅ－５ ４ ７６％

７ ７ ０９７ｅ－５ ６ ７７９ｅ－５ ４ ４８％

８ ６ ９１２ｅ－５ ６ ６９１ｅ－５ ３ ２０％

９ ７ ２８０ｅ－５ ６ ８３９ｅ－５ ６ ０６％

９６



表 ６　 两种不同方法得到 Ｓｉ 靶的正电子束流强度

能量 / ｋｅＶ
ＨＰＧｅ 在线监测法得到

的束流强度 / (个 / ｓ)
绝对效率法得到的

束流强度 / (个 / ｓ)
两种方法

差异

６ ６ ５４３ｅ－５ ６ ２２９ｅ－５ ４ ８０％

７ ６ ４９６ｅ－５ ６ １６５ｅ－５ ５ １０％

８ ６ ５６１ｅ－５ ６ １３１ｅ－５ ６ ５５％

９ ７ ２１７ｅ－５ ６ ７２１ｅ－５ ６ ８７％

表 ７　 两种不同方法得到 Ｂｉ 靶的正电子束流强度

能量 / ｋｅＶ
ＨＰＧｅ 在线监测法得到

的束流强度 / (个 / ｓ)
绝对效率法得到的

束流强度 / (个 / ｓ)
两种方法

差异

６ ６ ５７０ｅ－５ ６ １２４ｅ－５ ６ ７９％

７ ７ ００７ｅ－５ ６ ４７７ｅ－５ ７ ５６％

８ ６ ３５７ｅ－５ ６ ０３０ｅ－５ ５ １４％

９ ７ １３４ｅ－５ ６ ４２６ｅ－５ ９ ９２％

两种不同方法得到三种靶的正电子束流强度ꎬ可以看出对于 Ａｌ 靶ꎬ两种方法相差 ３ ２％~６ ９％ꎬ对
于 Ｓｉ 靶ꎬ两种方法相差 ４ ８％~６ ８％ꎬ对于 Ｂｉ 靶ꎬ两种方法相差 ５ １％~９ ９％ꎮ 比较 Ｓｉ 靶和 Ｂｉ 靶结果可

以看出ꎬ不同的靶元素ꎬ两种方法的差异也在 １０％以内ꎬ验证了我们发展的 ＨＰＧｅ 在线监测法不受靶元素

影响ꎮ 而比较 Ｓｉ 靶和Ａｌ 靶发现ꎬ探测距离的变化对ＨＰＧｅ 在线监测法无明显影响ꎮ 并且ꎬ为了提高特征

Ｘ 射线收集效率ꎬ这次正电子致原子内壳层电离截面测量实验使用厚靶方法ꎬ然而即使这样ꎬ每个靶元素

测量四个能量点都需要四天时间ꎬ根据三种靶的正电子束流强度变化ꎬ可以清楚地看出ꎬ正电子束流强度

随测量时间都有不同程度的衰减ꎬ同一个靶元素不同能量点间正电子束流强度衰减程度可以达到

１２ ２２％ꎮ 据此ꎬ我们推测日本学者 Ｎａｇａｓｈｉｍａ 等人采用薄膜厚衬进行正电子致原子内壳层电离实验中ꎬ
一个靶样品每个能量点的测量时间都需要一周以上时间ꎬ而他们通过离线法得到的正电子束流强度不可

避免地会对截面测量结果产生影响ꎬ证明发展在线监测的方法必要性ꎮ

４　 结论

综上所述ꎬ我们发展的蒙特卡洛模拟结合 ＨＰＧｅ 在线监测得到正电子束流强度的方法准确、可
靠ꎮ 正电子致原子内壳层电离截面测量研究中ꎬ正电子束流强度并不稳定ꎬ而是随测量时间逐渐减

小ꎬ因此有必要对正电子束流强度进行在线监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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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漂移(ＳＤＤ)Ｘ 射线能谱仪低能端效率刻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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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常纯卉(１９９３—)ꎬ女ꎬ湖南岳阳人ꎬ硕士研究生ꎬ辐射防护与环境工程专业 ꎮ

摘要:德国 ＫＥＴＥＫ 公司生产的 ＶＩＴＵＳ Ｈ８０ 型硅漂移 Ｘ 射线能谱仪因其高计数率、探测效率高、能量分辨率高等优点而

广泛地用于低能 γ 和 Ｘ 射线的测量ꎮ 由于低能区点源的自吸收效应比较严重ꎬ所以传统的标准放射源效率刻度方法

很难准确对 ＳＤＤ 低能区进行效率刻度ꎮ 本文分别采用相对效率刻度法和理论模型计算法对硅漂移 Ｘ 射线谱仪低能

区(>０ ７ ｋｅＶ)进行效率刻度ꎮ 相对效率刻度法为ꎬ通过测量 １９ ｋｅＶ 电子束轰击纯厚碳靶得到实验韧致辐射谱ꎬ以及

Ｍｏｎｔｅ Ｃａｒｌｏ 程序 ＰＥＮＥＬＯＰＥ 模拟同样实验条件下得到理论韧致辐射谱ꎬ二者的比值即获取相对效率曲线ꎬ最后由２４１

Ａｍ 和５７Ｃｏ 标准源发射的 Ｘ 射线全能峰的绝对探测效率值将相对效率曲线绝对化ꎮ 理论模型计算法为ꎬ利用厂商提

供 ＳＤＤ 能谱仪的几何参数ꎬ采用理论模型计算公式得到 ＳＤＤ 低能区的相对探测效率曲线ꎬ同样采用２４１Ａｍ 和５７Ｃｏ 标准

源进行绝对化ꎮ 本文中两种方法确定的绝对探测效率曲线较为一致ꎮ
关键词:硅漂移 Ｘ 射线能谱仪ꎻ探测效率ꎻ相对效率刻度法ꎻ理论模型计算法

德国 ＫＥＴＥＫ 公司生产的大探头(有效面积达 ８０ ｍｍ２)ＶＩＴＵＳ Ｈ８０ 型硅漂移 Ｘ 射线能谱仪具备高

能量分辨、高计数率、高稳定性、兼容性强、操作简单等优点ꎬ使得它更广泛地应用于低能辐射的测量、
Ｘ 射线能谱分析、高能物理等领域[１]ꎮ 本课题组一直致力于研究低能正负电子原子碰撞电离截面的

研究ꎬ而 Ｘ 射线能谱仪低能端的效率刻度是获取内壳层电离截面的一个关键因素ꎬ所以必须对大探头

硅漂移 Ｘ 射线谱仪低能端进行准确的效率刻度ꎮ
硅漂移 Ｘ 射线谱仪的探测效率一般采用标准放射源法、标识 Ｘ 射线 Ｉ ( Ｋ Ｘ ) / Ｉ(γ)比值法、利

用离子束与物质相互作用产生的特征 Ｘ 射线或自发衰变 Ｘ 射线、利用电子束与薄靶或厚靶相互作用

产生的轫致辐射、利用电子储存环产生的同步辐射等方法进行标定[２ꎬ３]ꎮ 由于标准放射源法对实验室

仪器设备要求低ꎬ使得它成为最常用的效率刻度方法ꎬ然而标准放射源的表面都有一层覆盖膜ꎬ在低

能端时ꎬ覆盖膜自吸收效应比较严重ꎬ且一些低能射线的绝对强度尚不清楚ꎬ所以不适用于低能端的

效率刻度ꎮ 利用电子储存环产生同步辐射进行刻度的成本太高ꎬ也没有相应的实验设备ꎮ 所以综合

考虑实验室条件和现有实验装置情况后ꎬ发现利用电子束与厚靶相互作用产生的轫致辐射进行效率

刻度的方法最为便利[３ꎬ４]ꎬ有现成的实验装置ꎮ 而获取准确的电子束与厚靶相互作用产生的理论轫致

辐射谱是此方法的关键因素ꎬＰＥＮＥＬＯＰＥ 程序[５]是目前最好的电子—光子输运蒙卡模拟程序之一ꎬ所
能模拟的粒子能量范围大ꎬ所涉及的截面数据库详细、可靠ꎬ所以我们采用 ＰＥＮＥＬＯＰＥ 程序模拟实验

的初始条件从而得到理论轫致辐射谱ꎮ 在收集轫致辐射谱时ꎬ为了减少特征 Ｘ 射线的影响ꎬ所以采用

纯厚碳靶进行实验和程序模拟ꎮ 因为碳元素的特征 Ｘ 射线能量低于 ０ ７ ｋｅＶꎬ所以在效率刻度的能区

内可获得比较干净的厚靶轫致辐射谱ꎮ

１　 相对效率刻度法

通过测量 １９ ｋｅＶ 电子束轰击纯厚碳靶得到的实验轫致谱ꎬ并结合基于 Ｍｏｎｔｅ Ｃａｒｌｏ 方法的

ＰＥＮＥＬＯＰＥ 程序模拟得到理论轫致辐射谱ꎬ对大探头硅漂移 Ｘ 射线能谱仪的低能端(>０ ７ ｋｅＶ)进行

效率刻度ꎬ即为相对效率刻度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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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１　 实验轫致辐射谱的获取及光滑处理

我们的实验在四川大学原子核科学技术研究所进行ꎬ实验装置简图如图 １ 所示[６]ꎮ １９ ｋｅＶ 的电

子束通过改装后的 ＫＹＫＹ－２８００Ｂ 型扫描电镜里的电子枪产生ꎬ再经由电子透镜聚焦后垂直从法拉第

筒上方小孔入射至靶样品的表面ꎬ靶为 ２ ｍｍ 的纯厚碳靶ꎬ靶样品与电子束的入射方向呈 ４５°角ꎮ 在法

拉第筒另外一侧开有小孔ꎬＸ 射线能谱仪的探头由此收集电子束与纯厚碳靶作用产生的轫致辐射ꎮ
实验中所使用的大探头 Ｘ 射线能谱仪是由德国 ＫＥＴＥＫ 公司所生产的 ＶＩＴＵＳ Ｈ８０ 型硅漂移探测器ꎬ
对５５Ｍｎ 的 ５ ９ ｋｅＶ Ｘ 射线ꎬ其半高宽(ＦＷＨＭ)≤１３９ ｅＶꎮ

图 １　 实验装置简图

硅漂移 Ｘ 射线能谱仪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由于存在统计涨落的问题ꎬ导致很多道的计数不一定满

足高斯分布ꎬ真正的峰容易被淹没在统计涨落中ꎬ造成较大误差ꎬ为了保持能谱的主要特征ꎬ需要对实

验轫致辐射谱进行光滑处理[８]ꎮ 图 ２ 即为光滑后的轫致辐射谱ꎮ

图 ２　 光滑后的实验轫致辐射谱

１ ２　 ＰＥＮＥＮＬＯＰＥ 模拟理论轫致辐射谱的获取及卷积处理

严格保证模拟条件与实验条件一致ꎬ用 ＰＥＮＥＬＯＰＥ 程序模拟能量为 １９ ｋｅＶ 电子碰撞 ２ ｍｍ 厚的

纯厚碳靶产生的理论轫致辐射谱ꎮ 然而用 ＰＥＮＥＬＯＰＥ 程序进行模拟时ꎬ程序并不会考虑统计涨落的

问题ꎬ以至于会得到一个个无线窄的谱峰ꎬ与应该近似满足高斯分布的实际谱峰不符ꎬ所以需要对模

拟得到的理论轫致辐射谱进行卷积处理[８]ꎬ图 ３ 即为卷积后的理论轫致辐射谱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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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卷积后的模拟轫致辐射谱

１ ３　 相对探测效率曲线的获取及绝对化

探测效率ꎬ顾名思义ꎬ即为探测器在一定测量时间内探测到粒子数与放射源实际放出的粒子数之

比ꎮ 在本工作中ꎬ即用实验轫致辐射谱比上理论轫致辐射谱得到相对探测效率曲线ꎬ而相对效率曲线

只是表示探测效率曲线的大致形状ꎬ还需利用标准源对其数值进行绝对化ꎮ
将２４１Ａｍ 和５７Ｃｏ 标准源置于放置纯厚碳靶的靶托上ꎬ利用放射源所发出的特定能量的光子数即可

计算该能量光子的探测效率的绝对值ꎬ从而可以用来绝对化相对探测效率曲线ꎮ 实验所用的 Ｘ 射线

标准源２４１Ａｍ 和５７Ｃｏ 由德国标准剂量机构 ＰＴＢ 提供ꎬ标准源的活度精确度为 １％ ~ ３％(ｋ ＝ ２)ꎬ标准源

相关具体参数见表 １ꎮ 标准源的表面一般都覆盖一层 Ｍｙｌａｒ 膜ꎬ当 Ｘ 和 γ 射线的能量低于 ２０ ｋｅＶ 时ꎬ
则源表面覆盖膜的自吸收效应不能忽略ꎬ自吸收因子修正公式如下[９]:

ｆ ＝ ｅｘｐ( － μｔ / ｃｏｓθ) (１)
式中ꎬθ 为纯厚碳靶与 Ｘ 射线能谱仪之间的夹角ꎬ由实验装置简图可知为 ４５°ꎻｔ 为质量厚度ꎮ 因为

Ｍｙｌａｒ 膜(Ｃ１０Ｈ８Ｏ４)由 Ｃ、Ｈ、Ｏ 三种元素构成ꎬ而化合物的质量衰减系数计算公式为:

μ ＝ ∑
ｉ
ｗ ｉμｉ (２)

μｉ 为各组成成分的质量衰减系数ꎬｗ ｉ 为各组成成分的质量百分比ꎮ
表 １　 标准源参数

放射源 　 　 　 活度 / ｋＢｑ 　 　 　 Ｍｙｌａｒ 厚度 / (ｍｇ / ｃｍ２) 半衰期 出厂时间

２４１Ａｍ (６０ ２±０ ６) (２ ２０±０ ０７) ４３２ ２(７)ａ ２０１１－０５－０１
５７Ｃｏ (２０ １±０ ２) (２ ２０±０ ０７) ２７１ ８３(８)ｄ ２００８－０５－０１

实验采用了２４１ Ａｍ 源的 １１ ８９ ｋｅＶ、１３ ９０ ｋｅＶ 和 ２６ ３４４ ６ ｋｅＶ 射线全能峰ꎬ以及５７ Ｃｏ 源的

６ ４ ｋｅＶ、７ ０６ ｋｅＶ 和 １４ ４１ ｋｅＶ 射线全能峰ꎬ标准源的射线能量及强度均来源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

评价数据[１０]ꎮ
探测器对标准源发出特定能量 Ｘ 射线的探测效率为:

ε ＝ [Ｎ / (Ａ × Ｉ × ｆ × ｔ)] × ｅｘｐ(０ ６３９Ｔ / Ｔ１ / ２) (３)
ε 为绝对探测效率ꎬＮ 是能谱仪收集的特定能量光子的全能峰面积计数ꎬ Ａ 和 Ｔ１ / ２是标准源的活

度和半衰期ꎬｔ 是收集能谱的总时间ꎬＴ 是标准源从完成标定后到进行谱仪刻度的时间间隔ꎬＩ 是相应

能量光子的绝对强度ꎬｆ 是自吸收修正因子ꎮ
利用上式即可计算相应能量点的绝对探测效率值ꎬ图 ４ 所示即为利用２４１Ａｍ 源的 １１ ８９ ｋｅＶ 全能

峰效率将相对效率刻度曲线转换为绝对效率曲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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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相对效率刻度法得到的绝对探测效率曲线

１ ４　 误差分析

因为 ＰＥＮＥＬＯＰＥ 程序模拟电子碰撞厚靶产生的理论轫致辐射谱与实验谱非常吻合[３]ꎬ所以ꎬ用
相对效率刻度法进行刻度的误差主要是利用标准源进行绝对化时所带来的ꎬ约为 ５％ꎬ主要包括标准

源表面 Ｍｙｌａｒ 膜的质量厚度误差(约为 ３％)ꎬ２４１Ａｍ 和５７Ｃｏ 标准源的活度误差(１％ ~３％)ꎬ２４１Ａｍ 和５７Ｃｏ
标准源发射特定能量 Ｘ 射线绝对强度的误差(约为 ２％)以及全能峰面积计数的误差(约为 ３％)等ꎮ

２　 理论模型计算法

对于硅漂移 Ｘ 射线能谱仪的全能峰探测效率 ε(Ｅ)也可由如下理论模型计算得到[３ꎬ６－７]:
ε(Ｅ) ＝ Ｔ(Ｅ)Ｔｃｏｌ(Ｅ)Ａ(Ｅ) (４)

其中:Ｔ(Ｅ)表示 Ｘ 射线穿过各吸收层的透射率(如 Ｂｅ 窗、ＳｉＯ２接触层、Ｓｉ 死层)ꎬＴｃｏｌ(Ｅ)表示 Ｘ 射

线穿过准直器的透射率ꎬＡ(Ｅ)表示 Ｘ 射线在硅漂移 Ｘ 射线能谱仪的 Ｓｉ 灵敏层中的吸收率ꎮ
Ｔ(Ｅ)、Ｔｃｏｌ(Ｅ)、Ａ(Ｅ)可分别表示为:

Ｔ(Ｅ) ＝ ｅｘｐ( － μＢｅｘＢｅ － μＳｉｘｄｅａｄｌａｙｅｒ － μＳｉＯ２
ｘＳｉＯ２

) (５)

Ｔｃｏｌ(Ｅ) ＝ η(１ ＋ １ － η
η

ｅｘｐ( － μｃｏｌｌｉｍａｔｏｒｘｃｏｌｌｉｍａｔｏｒ) (６)

Ａ(Ｅ) ＝ １ － ｅｘｐ( － τＳｉｘｄｅｔｅｃｔｏｒ) (７)

μ ＝
ＮＡ

Ａ
(σＲａ ＋ σＣｏ ＋ σｐｈ ＋ σｐｐ) (８)

式中 μ 表示总质量衰减系数ꎻτ 是表示光电吸收质量衰减系数ꎻｘ 表示质量厚度ꎻη 表示示准直器

的开口面积与探测器灵敏面积的比值ꎻＮＡ是阿伏加德罗常数ꎻＡ 是质量数ꎻσＲａ、σＣｏ、σｐｈ、σｐｐ分别表示

瑞利散射截面、康普顿散射截面、光电效应截面和电子对生成效应截面ꎮ

２ １　 相对探测效率曲线的获取及绝对化

根据厂商提供的能谱仪的几何参数:Ｂｅ 窗厚度为 ８ μｍꎬＳｉ 死层厚度约为 １００ ｎｍꎬＳｉ 灵敏层厚度

为４５０ μｍꎬ以及截面数据全部由 ＰＥＮＥＬＯＰＥ 程序中所提供的材料文件给出ꎬ结合上述模型即可计算

０ １~３０ ｋｅＶ 能量范围内的各能量点的探测效率ꎬ从而获得一条相对探测效率曲线ꎬ如图 ５ 所示的绝

对效率曲线即利用２４１Ａｍ 源的 １１ ８９ ｋｅＶ 全能峰效率将相对效率刻度曲线进行绝对化得到的ꎮ

２ ２　 误差分析

用理论模型计算法确定的探测效率曲线的误差除了来源于标准源绝对化带来的误差(约为 ５％)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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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理论模型计算法得到的绝对效率曲线

还有厂商提供的硅漂移 Ｘ 射线谱仪的几何尺寸带来的误差和采用的理论模型所考虑的效应不全面带

来的误差ꎮ

３　 结果比较与分析

利用相对效率刻度法和理论模型计算法分别对 ＳＤＤ 低能端进行效率刻度ꎬ所得探测效率曲线在

刻度能区比较吻合ꎬ且２４１Ａｍ 源的 １１ ８９ ｋｅＶ、１３ ９０ ｋｅＶ 和 ２６ ３４４６ ｋｅＶ 射线全能峰探测效率ꎬ以及
５７Ｃｏ源的 ６ ４ ｋｅＶ、７ ０６ ｋｅＶ 和 １４ ４１ ｋｅＶ 射线全能峰探测效率均落在两条探测效率曲线上ꎬ如图 ６ 所

示ꎬ两条效率刻度曲线在数值上相差不超过 １０％ꎮ 由于实验轫致辐射谱在 ０ ７ ｋｅＶ 以上就没有特征 Ｘ
射线的干扰ꎬ所以相对效率刻度法能适用于对硅漂移 Ｘ 射线谱仪低至 ０ ７ ｋｅＶ 的能区进行效率刻度ꎮ

图 ６　 ＳＤＤ 绝对探测效率曲线

４　 结论

本文通过测量 １９ ｋｅＶ 电子束轰击纯厚碳靶得到的实验轫致辐射谱ꎬ并结合基于 Ｍｏｎｔｅ Ｃａｒｌｏ 方法

的 ＰＥＮＥＬＯＰＥ 程序模拟得到理论轫致辐射谱ꎬ对德国 ＫＥＴＥＫ 公司所生产的大探头硅漂移 Ｘ 射线能

谱仪的低能端(>０ ７ ｋｅＶ)进行效率刻度ꎬ为了检验该方法的准确性ꎬ同时采用理论模型计算法进行校

验ꎬ两种方法的符合度在 １０％以内ꎬ表明采用相对效率刻度法对硅漂移 Ｘ 射线探测器低能端的刻度结

果是可靠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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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ＶＩＴＵＳ Ｈ８０ ｓｉｌｉｃｏｎ ｄｒｉｆｔ ｄｅｔｅｃｔ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ＫＥＴＥＫ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ｉｓ ｆａｍｏｕｓ ｉｎ ｉｔｓ
ｈｉｇｈ 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ｒａｔｅꎬｈｉｇｈ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ꎬｇｏｏ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 ｏｎꎬ ｓｏ ｉｔ ｉｓ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ｏｗ－ｅｎｅｒｇｙ ｇａｍｍａ－ｒａｙ ａｎｄ Ｘ－ｒａｙ Ｄｕｅ ｔｏ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ｓｅｌｆ－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ｐｏｉｎｔ ｓｏｕｒ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ｗ ｅｎｅｒｇｙ ｒｅｇｉｏｎꎬ ｓｏ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ｒａｄｉｏａｃｔｉｖ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ｓ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ｔｏ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ｅ ＳＤＤ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ｗ ｅｎｅｒｇｙ ｒｅｇ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ꎬｔｈ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ｉｌｉｃｏｎ ｄｒｉｆｔ ｄｅｔｅｃｔｏｒ ｗａ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ｒａｎｇｅ ( > ０ ７ｋｅＶ ) ｂｙ ｔｗｏ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ｓ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 ｔｏ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ｂｒｅｍｓｓｔｒａｈｌｕｎｇ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ｏｆ
１９ｋｅＶ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 ｂｅａｍｓ ｂｏｍｂａｒｄｉｎｇ ａ ｈｉｇｈ ｐｕｒｅ ｔｈｉｃｋ ｃａｒｂｏｎ ( ２ｍｍ ｔｈｉｃｋ) ｔｏ ｇｅｔ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ｃｕｒｖｅꎬ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ｂｒｅｍｓｓｔｒａｈｌｕｎｇ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ｗａｓ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Ｍｏｎｔｅ－Ｃａｒｌｏ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ｃｏｄｅ
ＰＥＮＥＬＯＰＥꎬ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ｗｅｒ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ｂｙ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ｉｎｇ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ｃｕｒｖｅ ｔｏ ｔｈｅ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ｖａｌｕ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ｗｅｒ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２４１Ａｍ ａｎｄ ５７Ｃｏ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ｒａｄｉｏａｃｔｉｖ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ｓ 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ＳＤＤꎬｔｈｅｎ ｗｅ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ｉｎｇ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２４１Ａｍ ａｎｄ ５７Ｃｏ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ｒａｄｉｏａｃｔｉｖ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Ｗｅ ｆｉｎｄ ｔｈ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ｖａｌｕｅｓ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ｗｅｒｅ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ｇｏｏｄ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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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Ｓｉｌｉｃｏｎ ｄｒｉｆｔ ｄｅｔｅｃｔｏｒꎻ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ꎻ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ꎻ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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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５ Ｋｒ 采集装置设计及实验验证

许　 荩ꎬ漆明森ꎬ王　 玮ꎬ钟　 军ꎬ洪永侠ꎬ
郭翔博ꎬ罗老永ꎬ王　 旭ꎬ李　 莉
(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ꎬ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０５)

摘要:放射性惰性气体８５Ｋｒ 由于其半衰期长ꎬ在反应堆运行过程中裂变产额高ꎬ故而常被作为检测乏燃料元件破损的

一个重要指标ꎬ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的研究ꎮ 燃料元件破损后释放的８５Ｋｒ 气体一般通过８５Ｋｒ 采集装置采集后ꎬ用 γ 谱

仪测量ꎮ 采集装置的材质性能往往对 γ 谱仪探测效率起到很关键的作用ꎮ 本文通过对各类型材料研究ꎬ选取了能够

耐低温且易于密封的几种材质ꎬ根据探测器形状尺寸ꎬ设计了不同尺寸大小的采集装置ꎬ并制备标准样品对装置性能

进行了验证ꎬ得到了最理想的材料和形状的８５Ｋｒ 采集装置ꎬ可以广泛应用于乏燃料元件８５Ｋｒ 检测中ꎮ

关键词:８５Ｋｒ 采集装置ꎻ探测效率

８５Ｋｒ 作为一种放射性惰性气体ꎬ是核反应堆运行时裂变的主要产物之一ꎬ而由于其裂变产额高ꎬ
且半衰期长ꎬ因此ꎬ常将其作为乏燃料元件破损检查的一个重要指标ꎮ 燃料元件破损后释放的８５Ｋｒ 气
体通过８５Ｋｒ 采集装置采集后ꎬ用 γ 谱仪测量ꎮ 影响 γ 谱仪测量的因素很多ꎬ最关键的一点就是采集装

置的结构和材质ꎮ 因此ꎬ本文对８５Ｋｒ 采集装置进行设计ꎬ并用实验验证ꎬ以得到最合理的８５Ｋｒ 采集

装置ꎮ

１　 原理

８５Ｋｒ 为惰性气体ꎬ沸点为－１７３ ℃ꎬ液氮沸点为－１９２ ℃ꎬ为便于８５Ｋｒ 气体收集测量ꎬ通常将其与液

氮冷却条件下用活性炭吸附ꎮ８５Ｋｒ 采集装置内装活性炭ꎬ设计进气口和出气口ꎬ出气口一端连接抽气

泵ꎬ进气端连接元件检漏装置ꎮ 通过抽气ꎬ使８５Ｋｒ 气体被采集装置内的活性炭捕集ꎮ
８５Ｋｒ 在 ５１４ ｋｅＶ 处有特征 γ 峰ꎬ用 γ 谱仪可以对其活度进行测量ꎬγ 谱仪是相对测量装置ꎬ需要对

其进行效率测定ꎬ才能得到样品活度ꎮ

２　 装置设计

２ １　 材料选取

２ １ １　 装置外部材质

该装置使用条件是在液氮超低温冷凝环境中ꎬ且用抽气泵抽气以达到８５Ｋｒ 被活性炭吸附ꎬ对装置

的密封性也提出了要求ꎮ 所以ꎬ所选取的材料必须要能耐低温ꎬ且密封性能要好ꎮ 因此ꎬ我们选用了

不锈钢、ＵＰＶＣ 和聚四氟乙烯三种材料ꎮ
２ １ ２　 活性炭选择

经调研ꎬ赤峰 １６Ａ 椰壳炭ꎬ吸附系数为活性炭中最高ꎬ为 ４０ ３ ｍＬ / ｇꎮ 美国核管会在 ＮＵＲＥＧ－
００１７ 中及美国国家标准 ＡＮＳＩ / ＡＮＳ－５５ ７－１９７９ 中在综合大量研究结果及实际应用的基础上ꎬ给出了

在不同运行温度及露点下ꎬ推荐的氪的吸附系数ꎮ 在运行温度 ２５ ℃、露点温度 ７ ２２ ℃时ꎬ对氪的吸

附系数定为 １８ ５~２５ ｍＬ / ｇꎮ 所以ꎬ活性炭我们选择赤峰 １６Ａ 椰壳炭ꎮ

２ ２　 结构设计原理

测量用 γ 谱仪为 ＯＲＴＥＣ 生产的 Ｎ 型高纯锗 γ 谱仪ꎬ探头尺寸为 ϕ７５ꎬ相对探测效率为 ４５％ꎮ 铅

室内部高度为 ７８８ ｍ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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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测量装置特性ꎬ以及兼顾机械平衡ꎬ设计了三种外径尺寸:ϕ２５、ϕ５０、ϕ７５ꎮ 设计了三种高度:
６０ ｍｍ、１２０ ｍｍ、１８０ ｍｍꎮ

装置结构如图 １ 所示ꎮ

图 １　 采集装置结构示意图

３　 实验验证

３ １　 实验原理
８５Ｋｒ 可以发射 γ 射线ꎬ可以通过 γ 谱仪测量８５Ｋｒ

的 ５１４ ｋｅＶ 处 γ 特征峰ꎬ验证 γ 谱仪对不同采集装

置的探测效率ꎮ
将已知量的８５Ｋｒ 气体注入采集装置中制得８５Ｋｒ

标准样品ꎮ 将已知活度的标准样品置于距离能谱仪

探头的一定位置ꎬ比较测量值与理论真值之间的关

系ꎬ得出测量效率ꎮ 计算公式如下:

ε ＝ Ｎ
ＡＰｔ

(１)

式中: ε———ＨＰＧｅ γ 谱 仪 对８５ Ｋｒ 标 准 源 探 测

效率ꎬ％ꎻ
Ａ———标准样品的活度ꎬＢｑꎻ
Ｎ———光电峰净面积ꎻ
ｔ———活时间ꎬｓꎻ
Ｐ———γ 射线的发射概率ꎮ
制备标准源需要将已经定值的８５Ｋｒ 气体注入捕集器ꎬ并确保８５Ｋｒ被其中的活性炭完全吸附ꎮ

３ ２　 实验方法

将采集装置按图 ２ 方式连接ꎬ关闭采集装置进气端阀门ꎬ开启出气端阀门ꎬ开启真空泵抽气ꎬ对整

个系统真空度进行检测ꎮ

图 ２　 采集装置气密性检测示意图

将活性炭装满采集装置ꎬ按图 ３ 连接ꎬ形成一个密闭循环回路ꎬ将采集装置置于液氮环境中冷却

３０ ｍｉｎꎬ于进气端注入已知活度的８５Ｋｒ 气体ꎬ通过循环泵循环抽气的方式使８５Ｋｒ 气体完全被采集器中

的活性炭吸附ꎬ抽气时间 ３０ ｍｉｎꎬ关闭两端阀门ꎬ取出采集装置ꎬ制得８５Ｋｒ 标准样品ꎮ

图 ３　 ８５Ｋｒ 标准样品制备实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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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制备好的８５Ｋｒ 标准样品用 γ 谱仪进行测量ꎬ得到不同采集装置的８５Ｋｒ 探测效率ꎮ

３ ３　 实验结果

３ ３ １　 不同采集装置 γ 谱仪探测效率结果

用装满活性炭的不同采集装置按实验方法ꎬ用 １ ２１×１０４ Ｂｑ ８５Ｋｒ 气体制得相应８５Ｋｒ 标准样品ꎬ直
接置于 γ 谱仪探头上进行测量ꎬ得到的探测效率结果如表 １ 所示ꎮ

表 １　 采样装置探测效率

编号 材质
外径 /
ｍｍ

高度 /
ｍｍ

测量

时间 / ｓ

８５Ｋｒ 标准样品 ５１４ ｋｅＶ
峰面积

探测效率
不确定度

(％ꎬｋ＝ ２)

１＃ 不锈钢 ２５ １２０ ３６ ０００ ２４６ １ ３０×１０－４ １３ ８

２＃ 不锈钢 ５０ ６０ ３６ ０００ ７ １０３ ３ ７６×１０－ ３ ５ ６

３＃ 不锈钢 ５０ １２０ ３６ ０００ ３ ５４５ １ ８８×１０－ ３ ６ ０

４＃ 不锈钢 ５０ １８０ ３６ ０００ ２ ６８２ １ ４２×１０－ ３ ６ ４

５＃ 不锈钢 ７５ ６０ ３６ ０００ ６ ５３３ ３ ４６×１０－ ３ ５ ０

６＃ 不锈钢 ７５ １２０ ３６ ０００ ４ ２１０ ２ ２３×１０－ ３ ６ ０

７＃ 不锈钢 ７５ １８０ ３６ ０００ ７３９ ３ ９１×１０－ ４ ９ ０

８＃ ＵＰＶＣ ７５ １２０ ３６ ０００ ２ ７２５ １ ４４×１０－ ３ ６ ４

９＃ 聚四氟乙烯 ７５ １２０ ３６ ０００ １ ７２７ ９ １４×１０－ ４ ７ ０

由以上结果可以看出ꎬ不锈钢为材料制得的采集装置ꎬ探测效率更高ꎬ大大优于其他两种材料ꎮ 外

径尺寸为 ϕ５０ꎬ高度为 ６０ ｍｍ 的采集装置效率最高ꎮ 探其原因ꎬ与８５Ｋｒ 在活性炭中的均匀分布有关ꎮ
３ ３ ２　 不同活度采集装置探测效率结果

用装满活性炭的 ３ 号采集装置ꎬ分别注入不同活度８５Ｋｒ 气体ꎬ制得标准样品ꎬ用 γ 谱仪测量得到

的探测效率结果如表 ２ 所示ꎮ

表 ２　 不同活度 ３ 号采集装置探测效率结果

编号 标准源活度 / Ｂｑ 测量时间 / ｓ ５１４ ｋｅＶ 峰面积 探测效率 不确定度(％ꎬｋ＝ ２)

３－１ ８ ０３×１０３ ３６ ０００ ２ ５３６ ２ ０２×１０－３ ６ ４

３－２ １ ２１×１０４ ３６ ０００ ３ ５４５ １ ８８×１０－３ ６ ０

３－３ １ ２１×１０５ ３６ ０００ ３５ ８９１ １ ９０×１０－３ ５ ２

由表 ２ 看出ꎬ不同活度的８５Ｋｒ 标准样品探测效率在不确定度范围内一致性良好ꎮ
３.３.３　 ８５Ｋｒ 标准样品稳定性测试

将制备好的 ３－３ 号８５Ｋｒ 标准样品于制备完成约 １０ ｈ 后ꎬ进行稳定性测试ꎬ每小时测量一次ꎬ共测

量 ５ 次ꎬ结果如表 ３ 所示ꎮ

表 ３　 ８５Ｋｒ 标准样品稳定性测量

序号 测量时刻 测量时间 / ｓ 测量计数

１ １１:００ ３ ６００ ３ ５６８

２ １２:０１ ３ ６００ ３ ６３１

３ １３:０２ ３ ６００ ３ ５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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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测量时刻 测量时间 / ｓ 测量计数

４ １４:０３ ３ ６００ ３ ５１０

５ １５:０４ ３ ６００ ３ ５７７

以上结果计算得到ꎬ标准样品稳定性为 １ ５４％ꎬ稳定性良好ꎮ
３ ３ ４　 测量结果不确定度评定

(１)计数统计引入标准不确定度 ｕｒ(Ｎ)
计数服从正态分布ꎬ控制测量时间使的全能峰下的净计数达到 １０ ０００ 时ꎬ则计数统计引入的标准

不确定度为:

ｕｒ(Ｎ)＝ １ / Ｎ (２)
表 ４　 测量计数统计结果不确定度

编号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３－１ ３－３

ｕｒ(Ｎ) ６ ４％ １ ２％ １ ７％ ２ ０％ １ ３％ １ ６％ ３ ７％ １ ９％ ２ ４％ ２ ０％ ０ ６％

(２)输入量 Ｎｂ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

本底引入的不确定度为:

ｕｒ(Ｎｂ)＝
(Ｎｂ / ｔ２ｂ)

１
２

Ｎ / ｔ
(３)

(３)输入量 ε 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

输入量 ε 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ꎬ采用 Ｂ 类评定ꎮ８５Ｋｒ 定量分析测量仪经标准液体源校准后给出 ε
的标准不确定度即为 ε 引入的不确定度ꎬ为 ２ ４％(ｋ＝ １)ꎮ

(４)输入量 Ｐ 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

输入量 Ｐ 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ꎬ采用 Ｂ 类评定方法评定ꎮ 由 Ｐ 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

ｕｒ(Ｐ)＝
ΔＰ

Ｐ ３
＝０ ３４％ (４)

(５)输入量 ｔ 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

输入量 ｔ 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ꎬ按 Ｂ 类评定方法评定ꎮ
由于 ｔ 采用晶振分频ꎬ准确度高于 １０－４ ｓꎬ其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可以忽略不计ꎮ
(６)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根据以上几个不确定度分量合成得到ꎮ

ｕ ＝ ｕ２
１ ＋ ｕ２

２ ＋ ｕ２
３ ＋ ｕ２

４ ＋ ｕ２
５ (５)

４　 结论

本文通过对各类型材料研究ꎬ选取了能够耐低温且易于密封的几种材质ꎬ根据探测器形状尺寸ꎬ
设计了不同尺寸大小的采集装置ꎬ并制备标准样品对装置性能进行了验证ꎬ得到了最理想的材料和形

状的８５Ｋｒ 采集装置ꎬ由以上实验验证结果可以看出ꎬ不锈钢材质制得的采集装置８５Ｋｒ 标准样品用 γ 谱

仪检测ꎬ探测效率最高ꎬ且实验过程中密封性也较其他两种材质的要好ꎻ尺寸为外径 ϕ５０ꎬ高度６０ ｍｍ
采集装置探测效率最高ꎮ 该采集装置可以应用于乏燃料元件破损检测等的８５Ｋｒ 采集ꎬ对于提高破损

检测判断的准确度有很重要的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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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吴长进(１９９２—)ꎬ男ꎬ硕士生ꎬ现主要从事闪烁光纤辐射探测等科研工作ꎮ
基金项目:天津市科技支撑计划项目 １６ＹＦＺＣＳＦ００４００

摘要:放射源追踪定位是辐射探测技术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ꎬ实现放射源的连续、在线监测并推测大致方位能够使放

射性预警系统更加有效ꎬ便于及时做出应急反应ꎮ 本文搭建了一套基于闪烁光纤的一维定位实验装置ꎬ主要利用闪烁

光纤的分布式传感特性和一维延展特性ꎬ通过此装置可观察到闪烁光纤受辐照时的基本特性ꎬ并验证了闪烁光纤进行

辐射定位的可行性ꎮ 实验中选用 ３ ｍ 长、四根 ＢＣＦ－１２ 闪烁光纤组成光纤束ꎬ光纤束两端分别连接到光电倍增管

(ＰＭＴ)ꎬ采用多路 ２０ＧＳ / ｓ 高速示波器进行信号采集ꎬ该实验使用的放射源为６０Ｃｏ 和１３７Ｃｓꎬ均为点源ꎬ置于闪烁光纤的

正下方ꎮ 根据闪烁光纤与射线作用时激励起的闪烁光脉冲到达两端光电倍增管的时延ꎬ推算出该时延ꎬ即可推定放射

源的方位ꎮ 基于光纤的一维延伸特性、分布式特性以及闪烁光纤的辐射敏感特性ꎬ为设计大探测范围的一维辐射定位

传感器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方案ꎬ是十分具有研究意义的ꎮ
关键词:闪烁光纤ꎻ辐射探测ꎻ辐射定位

随着核技术研究的不断深入ꎬ核技术在军事、民用、商业等领域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ꎮ 近年来ꎬ
由于核泄漏等事故的频发ꎬ保障核电站的安全运行、对核泄漏提供及时有效的安全预警显得尤为重

要ꎮ 在一些常见的放射源使用区域ꎬ如医院、核电站、核反应堆以及粒子加速器等周围都需要辐射传

感器提供放射性预警[ １ ꎬ５ ]ꎮ 目前ꎬ我国尚无成熟的大范围核监测设备ꎬ国内外核工作者对光纤与闪烁

体结合进行辐射探测非常重视ꎮ 该技术不仅可以大大提高核探测的范围ꎬ还可以避免光电器件受到

电场、磁场等外部环境的干扰ꎬ也将大幅度减少核工作者受到放射源照射的时间[ ２ ]ꎮ 传统的放射性检

测仪采用 γ 能谱分析以及对放射性元素进行人工定量分析ꎬ这种测量方式需要复杂笨重的设备ꎬ检测

时间也较长[ ３ ]ꎮ 因此ꎬ开发一套能实现大范围在线检测辐射ꎬ并且大致推测出放射源或泄露点位置的

装置是非常必要的ꎮ

１　 闪烁光纤及其辐射探测原理

１ １　 闪烁光纤

光纤作为一种应用广泛的传感和传输媒介ꎬ根据其制作材料的不同可分为石英光纤和塑料光纤ꎬ
闪烁光纤是指在光纤中掺杂磷光体、发光晶体或者其他发光材料制成的光纤ꎮ 本文选用的光纤是法

国圣戈班(Ｓａｉｎｔ－Ｇｏｂａｉｎ)公司生产的直径 １ ｍｍ 的塑料闪烁光纤 ＢＣＦ－１２ꎬ光纤结构示意图如图 １
所示[ ４ ]ꎮ

该光纤由纤芯与包层构成ꎬ纤芯部分折射率较高ꎬ材料为聚苯乙烯以及为了激发光纤闪烁、波长

转换和抗辐射特性而掺杂的荧光掺杂物ꎬ包层部分由折射率相对较低的 ＰＭＭＡ 制成ꎮ 结构上纤芯占

闪烁光纤的绝大部(９６％~９７％)ꎬ包层厚度仅约 ３ μｍ 左右ꎮ
闪烁光纤最大的特点在于兼具辐射传感和光信号传输两种特性ꎮ 一方面ꎬ闪烁光纤作为一种闪

烁材料ꎬ当其置于辐射环境中ꎬ辐射射线穿过光纤时射线会通过与闪烁光纤相互作用激发产生闪烁光

脉冲ꎬ由于光纤的一维线性结构ꎬ它的探测范围可以涉及到沿光纤铺设的整个一维线性空间ꎬ可以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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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ＢＣＦ－１２ 结构示意图

现空间的分布式传感ꎬ相比传统的晶体点式探测器ꎬ具有明显的优势ꎻ另一方面ꎬ闪烁光纤由于具有纤

芯－包层结构还是光线传播的优良波导ꎬ以保证激发出的闪烁光脉冲在光纤内部进行一定距离的传

输ꎬ最大限度地延长探测器的有效探测距离ꎬ使后端电子学处理部分和监测人员远离辐射场ꎬ可以保

证设备的稳定性和人员的安全性ꎮ 此外ꎬ塑料闪烁光纤还具有抗电磁干扰特性、成本比晶体低廉且具

有线状分布式结构适于大范围布设ꎬ闪烁光纤的这些优良特性正是广域放射性监测亟需解决的问题ꎮ
另外ꎬ闪烁光纤还具有响应快、小巧、柔韧性好、容易密闭等突出优点ꎬ在高能物理等方面都具有广泛

的应用[５ꎬ６]ꎮ

１ ２　 辐射探测原理

闪烁光纤进行辐射探测可以分为三个过程ꎬ这三个过程可以通过携带有放射源信息的闪烁光来

进行考察[２]ꎮ
１ ２ １　 闪烁光的产生

闪烁光产生的机理主要基于闪烁体与射线的相互作用ꎬ其基本原理是当电子束或者高能粒子通

过闪烁发光材料时ꎬ粒子能量被吸收ꎬ引起闪烁发光材料的分子或原子的激发电离ꎮ 当这些受激分子

或原子由激发态回到基态时ꎬ会以光子形式释放能量ꎮ
１ ２ ２　 闪烁光的传输

放射源在闪烁光纤内部激励起闪烁光ꎬ由于光纤的纤芯折射率(１ ６０)大于包层折射率(１ ４９)ꎬ
因此ꎬ满足全反射条件的闪烁光可以沿着光纤传输到达光电探测器ꎬ其余部分则被包层吸收或从光纤

逸散出去ꎮ
１ ２ ３　 闪烁光的采集

若要实现高效的辐射探测ꎬ需要有效采集产生的闪烁光ꎮ 闪烁光纤的两端连接到光电倍增管的

阴极ꎬ当闪烁光产生并传输到光电倍增管阴极ꎬ光阴极向真空中激发光电子ꎬ这些光电子经过倍增系

统ꎬ进一步二次发射倍增放大ꎬ通过阳极收集电子作为信号的输出ꎮ 信号传递给后端的电子处理设

备ꎬ完成闪烁光的采集ꎮ

２　 闪烁光纤辐射定位实验

２ １　 实验原理

２ １ １　 时延计算方法

闪烁光纤辐射定位是基于时延(ＴＯＦ)法ꎬＩｍａｉ 和 Ｅｍｏｔｏ 等人已经证实该方法是一种行之有效的

辐射定位方法[ ７ ]ꎮ 当放射源置于闪烁光纤的中间位置时ꎬ激励起的闪烁光到达两端光电倍增管的时

间理论上是相同的ꎮ 当放射源的位置不在闪烁光纤的中间ꎬ两端光电倍增管接收到的信号将会有一

个时间延迟 Ｔｄ ꎬ实验原理图如图 ２ 所示[ ８ ]ꎮ 闪烁光纤内部的光速可以根据纤芯内折射率推算得出

ｖ ＝ ｃ
ｎ

＝ ｃ
１ ６

ꎬ 因此ꎬ当闪烁光纤的长度 Ｌ 已知时ꎬ可以通过以下公式确定放射源的位置ꎮ

Ｌ１ ＋ Ｌ２ ＝ Ｌ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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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１ － Ｌ２

Ｔｄ

＝ ｖ (２)

其中ꎬ Ｌ１ 为放射源到 ＰＭＴ１ 的距离ꎬ Ｌ２ 为放射源到 ＰＭＴ２ 的距离ꎮ

图 ２　 闪烁光纤辐射定位原理图

２ １ ２　 损耗计算方法

传输损耗法从光纤传输角度分析ꎬ功率传输损耗对于光纤来说是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参数之一ꎬ当
光波在实际光纤中传输时ꎬ光功率将随着传输距离的增加而以指数形式衰减ꎬ具体形式如下: Ｐ(Ｌ) ＝
Ｐ(０)ｅｘｐ( － αＬ)

其中ꎬ Ｐ(０) 为初始光功率ꎬ Ｐ(Ｌ) 为传输距离 Ｌ 之后的光功率ꎬ α 为光纤的功率损耗系数ꎮ 根据

ＢＣＦ－１２ 手册提供的信息ꎬ能量衰减到最大值 １ / ｅ 的长度为 ２.７ ｍꎬ据此可以推算出光纤的传输损耗系

数ꎮ 从而ꎬ在测得光功率的情况下ꎬ即可得出光波的传输距离ꎮ

２ ２　 实验方法

２ ２ １　 闪烁光纤处理

取四根各 ３ ｍ 长的 ＢＣＦ－１２ 塑料闪烁光纤ꎬ对光纤端面进行仔细的切割、研磨ꎬ用显微镜观察ꎬ确
保光纤端面平整ꎮ 为了确保四根光纤相对固定并且容易与光电倍增管连接ꎬ光纤两端均匀涂抹导光

硅胶并用环氧树脂粘接到一起ꎬ待粘接牢固后连接到光电倍增管ꎮ
２ ２ ２　 闪烁光纤与光电倍增管匹配

发射光谱是评价闪烁体性能的一项重要指标ꎬ探测闪烁光的器件一般为光电倍增管或者光电二

极管ꎬ实验中采用的光电探测器件是 Ｈ３１６４－１０ 高增益光电倍增管ꎬ其增益为 １０６ꎬ其中光电倍增管的

光谱灵敏范围在 ３００~６５０ ｎｍꎮ 发射光谱与探测器件的光谱响应匹配才能达到较高的灵敏度ꎬ ＢＣＦ－
１２ 闪烁光纤受辐射激发发射谱波长范围为 ３７５~５８０ ｎｍꎬ所选用的光电倍增管匹配 ＢＣＦ－１２ 闪烁光纤

的发射谱波长范围ꎮ
２ ２ ３　 遮光处理

光电倍增管具有很高的增益ꎬ遮光不好将会导致信号淹没在背景光噪声中ꎮ 为了减少背景光噪

声的影响ꎬ实验需要在完全遮光的条件下进行ꎮ 首先ꎬ用热缩管包裹闪烁光纤ꎬ光纤与倍增管紧密连

接并且端口处用不透明绝缘胶带密封ꎬ实验操作在暗室环境下进行ꎮ
２ ２ ４　 实验现象采集

实验中模拟放射环境所使用的放射源是由天津市技术物理所提供的６０Ｃｏ(活度 ９×１０４ Ｂｑ)放射源

和１３７Ｃｓ(活度 ９×１０３ Ｂｑ)放射源ꎮ 指定 ＰＭＴ１ 位置为 ０ ｍꎬ将放射源分别放置在 ０ ｍ、１ ５ ｍ 和 ３ ｍ 的位

置进行实验ꎮ

３　 结果与讨论

图 ３ 和图 ４ 分别给出了放射源在 ０ ｍ 位置处ꎬ示波器采样率为 ５００ ＭＳ / ｓ 情况下ꎬ示波器采集到的

图像以及对该图像时域上放大后的图像ꎬ图中两种不同颜色深度分别代表示波器的两个通道ꎮ
从上述实验结果可以看出ꎬ６０Ｃｏ 和１ ３７Ｃｓ 在 ０ ｍ 位置处时ꎬ示波器两个通道的信号之间存在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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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０ ｍ 位置示波器采样图像(采样率 ５００ ＭＳ / ｓ)

图 ４　 ０ ｍ 位置示波器采样时域放大 ５ 倍图像(采样率 ５００ ＭＳ / ｓ)

时间延迟ꎮ Ｄ Ｌ Ｃｈｉｃｈｅｓｔｅｒ 等人利用恒比甄别器确定双端定位的时延[ １ ]ꎬ本文分别尝试了传输损耗

法和互相关算法进行双端定位ꎮ
本实验在计算时延时ꎬ利用了互相关算法ꎬ互相关算法是一种从信号处理角度分析ꎬ描述两个序

列之间相关程度的算法ꎬ到达两端光电倍增管的信号之间是具有一定时间延迟的信号ꎬ该信号之间具

有相关性ꎮ 利用 ＭＡＴＬＡＢ 互相关算法推算出互相关最大值位于偏离中心点六个采样点的位置ꎬ互相

关计算结果如图 ５ 所示ꎮ 由于采样率是 ５００ ＭＳ / ｓꎬ因此采样间隔是 ２ ｎｓꎬ根据公式(１)、(２)计算得出

Ｌ１ ＝ ２ ６２５ ｍ ꎬ Ｌ２ ＝ ０ ３７５ ｍ ꎮ 通过互相关给出了较为精确的计算结果ꎬ但是ꎬ由于放射源与闪烁体作

用产生脉冲光信号是一个随机的过程ꎬ每组数据里面的有效信号数量很少ꎮ 而互相关算法要在有效

数据量较大的情况下才能给出精确的结果ꎬ这将会严重影响互相关的定位结果ꎮ 此外ꎬ实验的重复性

有待进一步论证ꎬ还需要多组实验数据检验互相关算法对本实验是否有效ꎮ

图 ５　 互相关计算结果图

４　 结论

本文通过研究ꎬ探讨了闪烁光纤辐射定位信号处理的三种方案ꎬ进行了双端定位实验ꎮ 该实验验

证了闪烁光纤对于辐射的敏感特性ꎬ证实了闪烁光纤进行辐射探测的可行性ꎬ同时为更高精度的闪烁

光纤一维辐射定位奠定了基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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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介绍了中国散裂中子源项目的通用粉末衍射谱仪(ＧＰＰＤ)中ꎬ涂硼 ＧＥＭ 中子束流监测器的数据获取软件系

统的设计与实现方法ꎮ 重点阐述了基于 ＥＰＩＣＳ 的 ａｒｅａＤｅｔｅｃｔｏｒ 软件框架ꎬ在 Ｌｉｎｕｘ 系统下开发的 ＮＥＲＯＳ 系统程序ꎬ具
有实时数据获取和数据处理、可视化以及 Ｎｅｘｕｓ 标准格式存储功能ꎮ 在 Ｘ 射线机和２５２Ｃｆ 中子源实验平台上ꎬ通过探测

器的二维狭缝成像实验ꎬ证明 ＮＥＲＯＳ 程序运行稳定、可靠ꎮ
关键字:ＥＰＩＣＳꎻａｒｅａＤｅｔｅｃｔｏｒꎻ数据获取ꎻ可视化ꎻ数据存储

中国散裂中子源通用粉末衍射谱仪使用自主研制的高性能涂硼 ＧＥＭ (Ｇａｓ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 Ｍｕｌｔｉｐｌｉｅｒ)二
维位敏探测器作为中子束流监测器ꎮ 相较传统的束监测器３Ｈｅ 正比管ꎬＧＥＭ 具有高计数率(１ ＭＨｚ)
和更好的位置分辨能力[１]ꎮ 作为谱仪束流监测器ꎬ完善的实验控制、数据获取功能ꎬ以及友好的图形

可视化界面是最基本的要求ꎮ
基于 ＥＰＩＣＳ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Ｐｈｙｓｉｃｓ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ｙｓｔｅｍ)软件框架的分布式控制系统ꎬ具有

模块化及开源化等优点ꎬ被越来越多的大科学装置所采用ꎮ ＥＰＩＣＳ 的 Ｖ４ 版本在 Ｖ３ 的基础上对数据

类型和通信协议进行了扩展ꎬ极大的提升了数据传输和数据处理的能力[ ２ ]ꎮ ＥＰＩＣＳ 的软件模块

ａｒｅａＤｅｔｅｃｔｏｒ 为 ２Ｄ 成像探测器提供了标准接口ꎬ可作为电子学端和数据获取软件之间的通用驱动设备

支持层ꎮ 曾沛颖[３ ]等人设计的基于 ＥＰＩＣＳ 软件框架的神光Ⅱ激光装置的集中控制系统ꎬＣＣＤ 相机的

控制和图像数据采集软件部分采用 ａｒｅａＤｅｔｅｃｔｏｒ 软件框架ꎮ 热核聚变实验人员 Ｒｉｃａｒｄｏ Ｈｅｒｒｅｒｏ 等

人[４ ]开发了基于 ａｒｅａＤｅｔｅｃｔｏｒ 的高速实时成像软件系统来观测诊断核聚变反应的实时状态ꎮ 美国散

裂中子源(ＳＮＳ)的研究人员 Ｋ Ｕ Ｋａｓｅｍｉｒ 等人[５ ] 在 ａｒｅａＤｅｔｅｃｔｏｒ 框架下实现了对谱仪探测器的高速

数据获取和在线实时监测ꎮ
本文主要介绍基于 ＥＰＩＣＳ 框架所设计的 ＮＥＲＯＳ 数据获取软件系统ꎬ实现了对 ＧＥＭ 探测的中子

数据的实时处理、在线监测以及 Ｎｅｘｕｓ 格式存储功能ꎬ完成了对 ＧＥＭ 束流监测器的稳定控制和友好

的在线监测界面设计ꎮ

１　 硬件平台

ＧＥＭ 束流监测器的硬件平台由涂硼 ＧＥＭ 探测器、电子学板卡、数据获取工控机及网络设备等组

成ꎬ如图 １ 所示ꎮ ＧＥＭ 探测器的灵敏探测面积为 ５０ ｍｍ×５０ ｍｍꎬ中子探测效率为千分之一ꎮ 探测中

子的基本原理是硼膜俘获中子发生核反应产生次级带电粒子ꎬ次级带电粒子出射到混合电离气体中ꎬ
产生电子离子对ꎮ 电子在电场力的作用下漂移穿过 ＧＥＭ 膜发生雪崩效应产生感应电流信号ꎮ 阳极

读出板通过 ｐａｄ 阵列对电荷进行收集ꎬｐａｄ 阵列将探测器划分为 ３２×３２ 共 １０２４ 个像素点ꎬ输出打火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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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相邻读出条的感应电流至电荷灵敏前放ꎮ 前放通过万兆光缆输出至数字信号读出 ＦＰＧＡ 模块ꎬ通
过重心算法确定中子击中硼膜位置点所对应的 Ｘ、Ｙ 值ꎮ 原始的中子数据按照特定格式打包ꎬ通过

ＴＣＰ / ＵＤＰ 协议发送至 ＮＥＲＯＳ 软件系统ꎮ ＮＥＲＯＳ 系统在软件层面对数据进行实时处理ꎬ主要根据 Ｘ、
Ｙ 值计算得到对应的像素序列号ꎬ同时根据起始 Ｔ０ 时间和每个中子事件被探测的时间ꎬ两者做差得到

每个中子飞行时间ꎮ

图 １　 ＧＥＭ 束流监测器的硬件系统组成示意图

２　 软件开发环境

ＮＥＲＯＳ 软件系统包括前端读出程序和后端数据处理程序ꎬ开发使用 ６４ 位 Ｌｉｎｕｘ 操作系统ꎬ系统

版本为 Ｃｅｎｔｏｓ７ ２ꎬ内核为 ３ １０ ０ꎬＧＣＣ 编译器版本号 ４ ８ ５ꎮ
ＮＥＲＯＳ 的开发环境依赖 ＥＰＩＣＳ 软件框架ꎬＥＰＩＣＳ 的主要组成部分是操作员界面 ＯＰＩ(Ｏｐｅｒａｔｏｒ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通道访问 ＣＡ(Ｃｈａｎｎｅｌ Ａｃｃｅｓｓ)以及输入输出控制器 ＩＯＣ(Ｉｎｐｕｔ / Ｏｕ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ꎬ是一种典型

的基于客户端 /服务器(ｃｌｉｅｎｔ / ｓｅｒｖｅｒ)的分布式体系结构模型ꎮ ＥＰＩＣＳ 开发工具包 ａｒｅａＤｅｔｅｃｔｏｒ 主要用

于控制 ２Ｄ 探测器成像的应用程序ꎬ基本结构如图 ２ 所示ꎬ主要部分[ ６ ] 是设备驱动层(第 ２ 层)ꎬ设备

支持层(第 ４ 层)ꎬ记录层(第 ５ 层)ꎮ 设备驱动层主要实现对不同二维成像探测器的控制ꎬ每个探测器

对应不同的设备驱动ꎮ 设备支持层定义设备驱动层的通用接口ꎬ实现保存图像的数据结构ꎬ以及用于

图像处理和数据统计的插件ꎮ 记录层定义过程变量提供程序的对外接口ꎮ ａｒｅａＤｅｔｅｃｔｏｒ 很容易根据设

备的具体特点进行扩展ꎬ目前市面上各种科学级相机很多集成了 ａｒｅａＤｅｔｅｃｔｏｒ 模块[７]ꎮ
ＥＰＩＣＳ ＣＡ 客户端人机界面(Ｈｕｍａｎ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是运行在客户端的操作员远程接口界面程

序ꎬＮＥＲＯＳ 系统的可视化界面软件选择常用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ｔｕｄｉｏ ( ＣＳＳ)ꎮ ＣＳＳ 基于 Ｅｃｌｉｐｓｅ 的

ＥＰＩＣＳ 工具集ꎬ采用了 Ｅｃｌｉｐｓｅ ＲＣＰ (Ｒｉｃｈ Ｃｌｉｅｎｔ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的框架结构ꎬ是一个集成多个应用程序插件

的开发工具软件ꎬ可实现控制系统的界面制作、语音报警、数据存档等功能ꎮ 　

３　 前端读出程序

ＮＥＲＯＳ 的前端读出程序负责配置 ＦＰＧＡ 硬件信息ꎬ通过 ＴＣＰ / ＵＤＰ 协议接收中子原始数据包ꎮ
建立 Ｖ４ ｓｅｒｖｅｒꎬ将原始中子数据解析转换为 ＥＰＩＣＳ Ｖ４ 结构体过程变量 ｐｖ(ｐｒｏｃｅｓｓ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ꎬ图 ３ 定义

了中子数据 Ｖ４ 结构体 ｐｖ 实例“ｎｅｕｔｒｏｎｓ”ꎬ包含数据分析所需的基本元素信息ꎬ如质子打靶时间 Ｔ０
(Ｔ０＿ｈｉｇｈ 和 Ｔ０＿ｌｏｗ)、飞行时间(ｔｉｍｅ＿ｏｆ＿ｆｌｉｇｈｔ)、像素序列号(ｐｉｘｅｌ＿ｉｄ)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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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ａｒｅａＤｅｔｅｃｔｏｒ 的基本结构示意图

图 ３　 中子数据 Ｖ４ 结构体 ｐｖ 实例“ｎｅｕｔｒｏｎｓ”

４　 后端数据处理程序

４ １　 基本框架

后端程序的系统任务是接收前端 Ｖ４ ｓｅｖｅｒ 发出的中子结构体数据ꎬ一方面对数据做在线处理和

统计分析ꎬ将处理结果显示在 ＯＰＩ 人机界面ꎻ另一方面将中子数据按照 Ｎｅｘｕｓ 标准格式做有效存储ꎮ
图 ４ 中ꎬＶ４ ｃｌｉｅｎｔ 端与前端程序的 Ｖ４ ｓｅｖｅｒ 建立信道连接后ꎬＭｏｎｉｔｏｒ ｅｖｅｎｔ 模块将一直侦听 Ｖ４

ｓｅｖｅｒ 的响应状态ꎮ 当中子数据传入ꎬ函数 ＥｖｅｎｔＨａｎｄｌｅｒ 根据探测器所定义的 ｐｖ 变量名ꎬ将探测的中

子数据缓存到对应编号探测器的 ＮＤＡｒｒａｙ 数组中ꎮ 调用 ａｒｅａＤｅｔｅｃｔｏｒ 的插件类对 ＮＤＡｒｒａｙ 中的数据做

实时处理和统计分析ꎮ ＮＥＲＯＳ 程序主要是对中子的像素分布和飞行时间数据做实时分析ꎬ在线显示

中子束斑的形状特征和中子飞行时间谱(对应中子波长谱)ꎮ
对于中子数据的存储ꎬ使用近些年国际上物理实验通用的 Ｎｅｘｕｓ 标准格式ꎬ该标准能以格式化的

方式保存实验配置信息、谱仪描述信息、样品以及样品环境信息、实验原始数据、分析数据以及其它一

切有助于理解中子谱仪实验的信息ꎬ能有效的提高数据存储的质量ꎮ 图 ４ 中 ＮＥＲＯＳ 程序的 Ｍｏｎｉｔｏｒ
ｅｖｅｎｔ 模块中调用 Ｎｅｘｕｓ ＡＰＩ 的接口函数对中子数据进行 Ｎｅｘｕｓ 标准格式存储ꎬ图 ５ 给出依据 Ｎｅｘｕｓ 标
准格式存储的 ＧＥＭ 束流监测器探测的中子数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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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后端实时数据处理程序的基本框架示意图

图 ５　 根据 Ｎｅｘｕｓ 标准格式存储的束流监测器探测的中子数据

４ ２　 ＯＰＩ 界面设计

为保证软件具有良好的用户体验和实际功能需求ꎬ软件界面采用模块化设计ꎬ可使界面层次分

明ꎬ简洁有序ꎬ有效避免信息分布杂乱无章ꎬ用户体验差的情况ꎮ ＮＥＲＯＳ 可视化程序的主界面如图 ６
(ａ)所示ꎬ三个主要功能模块分别是“Ｍａｉ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Ｆｒａｍ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和“Ｄａｔａ Ｃｏｎｔｒｏｌ”ꎮ

(１)“Ｍａｉ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模块主要负责实验中在线监测(“Ｏｎｌｉｎｅ ｍｏｎｉｔｏｒ”)和线下数据存储(“Ｏｆｆｌｉｎｅ
ｍｏｎｉｔｏｒ”)的启停以及当前程序整体的运行状态等ꎮ 如程序无法连接到束流监测器所对应的“Ｓｏｕｒｃｅ
ＰＶ”时ꎬ这时表征运行状态的 ｌａｂｅｌ 框将显示出红色报警ꎮ

(２)“Ｆｒａｍ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模块用于设置图像的刷新频率值和监测当前 ＩＯＣ 的 ＣＰＵ 占用率大小等ꎬ理
论上ꎬ图帧刷新频率大小与 ＣＰＵ 占用率大小成正相关ꎮ

(３)“Ｄａｔａ Ｃｏｎｔｒｏｌ”模块主要负责对中子数据的实时监测ꎮ 如当前的质子脉冲计数、中子束流强

度ꎬ以及有无丢失中子脉冲计数等等ꎮ 图 ６(ａ)中 “Ｐｌｏｔｓ”复选框中有四个可选子 ＯＰＩ 界面(蓝色框标

注)ꎬ以便于中子数据的可视化分析ꎬ分别是 １Ｄ 飞行时间谱(”ＴＯＦ / １Ｄ”ꎬ对应图 ６(ｂ)(左))、２Ｄ 位置

分布(“ＸＹ / ２Ｄ”ꎬ对应图 ６(ｂ)(右))、２Ｄ 位置分布在 Ｘ 方向或 Ｙ 方向上的中子事件投影分布(“ＸＹ /
２Ｄ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２Ｄ 位置分布在特定 Ｘ 值或 Ｙ 值上的中子事件统计分布(“ＸＹ / ２Ｄ Ｃｒｏｓｓｈａｉｒ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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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ＥＲＯＳ 程序在进行取数的操作流程之前ꎬ需先运行脚本 ｓｅｔｕｐ ｓｈꎬ以初始化基本的配置信息ꎻ后
点击“Ｏｎｌｉｎｅ ｍｏｎｉｔｏｒ”和“Ｏｆｆｌｉｎｅ ｍｏｎｉｔｏｒ”对应的“Ｓｔａｒｔ”按钮ꎬ使得客户端处于侦听状态ꎻ当显示有中子

数据传入时ꎬ打开 “Ｐｌｏｔｓ”复选框ꎬ选择”ＴＯＦ / １Ｄ”或“ＸＹ / ２Ｄ”子界面对数据进行可视化监测ꎻ当实验

结束后ꎬ将“Ｏｎｌｉｎｅ ｍｏｎｉｔｏｒ”和“Ｏｆｆｌｉｎｅ ｍｏｎｉｔｏｒ”置于“Ｐａｕｓｅ”状态即可ꎮ

(ａ) 主监测界面

　
(ｂ)１Ｄ 中子飞行时间和 ２Ｄ 像素分布的监测界面

图 ６　 ＮＥＲＯＳ 系统的中子数据实时在线监测界面

５　 实验测试

在长期的模拟调试过程中ꎬ很少出现丢数据包和界面死机情况ꎬ初步验证了模拟条件下 ＮＥＲＯＳ
软件系统运行的稳定性ꎮ 为验证其实验性能ꎬ在 Ｘ 射线机平台和２５２Ｃｆ 中子源平台上进行测试ꎬ如图 ７
(ａ)(ｂ)所示ꎮ Ｘ 射线测试中ꎬ在 ＧＥＭ 束流监测器的入射窗前放置刻有 “ＣＳＮＳ”铜板狭缝ꎬ调整 Ｘ 射

线管与探测器的相对位置ꎬ使出射 Ｘ 射线出射范围能完全覆盖探测器的灵敏区域ꎬ图 ７(ｃ)为 Ｘ 射线

的成像结果ꎬ字样比较清晰ꎮ 在２５２Ｃｆ 实验平台上ꎬ将中子准直出射孔道对准入射窗ꎬ入射窗贴上刻有

“Ｅ”字的镉板ꎬ积累中子成像所需的统计量ꎮ 图 ７(ｄ)为２５２Ｃｆ 中子源成像结果ꎬ可清楚的看到“Ｅ”字ꎬ
位置分辨约为 ３ ｍｍꎬ符合谱仪束流监测器对于中子探测位置分辨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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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Ｘ 射线机验平台

　 　 　 　
(ｂ) ２５２Ｃｆ 中子源实验平台

(ｃ) Ｘ 射线机上的“ＣＳＮＳ”成像

　
(ｄ) ２５２Ｃｆ 中子源上的“Ｅ”成像

图 ７　 Ｘ 射线机和２５２Ｃｆ 中子源实验平台上的狭缝成像实

６　 结束语

在 ＣＳＮＳ 的谱仪实验中ꎬＥＰＩＣＳ 一方面作为谱仪实验控制软件框架ꎬ另一方面作为束流监测器的

数据获取程序的基本框架ꎬ这使得系统的数据交互拥有天然的优势ꎮ 本文面向 ＧＥＭ 中子束流监测

器ꎬ在 Ｌｉｎｕｘ 系统下基于 ＥＰＩＣＳ 的开源工具包 ａｒｅａＤｅｔｅｃｔｏｒꎬ设计并开发了 ＮＥＲＯＳ 软件程序ꎬ实现了对

中子数据的前端软件读出和后端数据处理ꎬ取得了较好的实验效果ꎬ在 Ｘ 射线机和２５２Ｃｆ 中子源平台上

进行的狭缝成像实验ꎬ运行状态稳定ꎬ取数效果良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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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４０５０２７ꎬ１１２０１０６１)
通信作者:乔双(１９６３—)ꎬ男ꎬ吉林长春ꎬ教授ꎬ博士ꎬ 研究方向:图像处理ꎬ核技术及应用ꎮ Ｅ－ｍａｉｌ:ｑｉａｏｓ８１０＠ ｎｅｎｕ.

ｅｄｕ.ｃｎ
孙佳宁(１９７９－)ꎬ男ꎬ吉林长春ꎬ讲师ꎬ博士ꎬ研究方向:数字图像处理ꎬ计算数学ꎮ Ｅ－ｍａｉｌ:ｓｕｎｊｉａｎｉｎｇ＠ １２６.ｃｏｍ

摘要:核成像技术是无损检测中应用较为广泛的一种ꎬ提取图像中边缘信息是核成像处理的重要任务之一ꎮ Ｈ－ＬＢＰ
是一种有效的图像边缘提取算法ꎬ由于其计算复杂ꎬ运算速度慢ꎬ难以得到广泛应用ꎮ 针对上述不足ꎬ提出一种基于 Ｈ
－ＬＢＰ 的快速边缘提取算法ꎬ简称为 ＦＨ－ＬＢＰꎮ 该算法优化 Ｈ－ＬＢＰ 的运算框架ꎬ引入 １－范数稀疏评估策略ꎬ实现全局

参数自适应选取ꎮ 实验结果表明ꎬ该方法不仅可以获得很好的边缘提取效果ꎬ速度大幅度提升ꎬ又避免手动调参的复

杂操作ꎬ具有较强的稳健性ꎬ对工业无损检测和医学图像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ꎮ
关键词:核成像ꎻ边缘提取ꎻＨ－ＬＢＰꎻ无损检测

核成像技术可以通过图像展示被测物体的内部信息ꎬ是无损检测中应用较为广泛的一种[１]ꎮ 然

而ꎬ由于成像系统诸多不可避免的物理因素以及成像环境的复杂因素会导致核成像图像存在对比度

低、模糊以及含噪等降质现象ꎮ 因此ꎬ提取图像中的有用信息是核成像处理的重要任务ꎮ 传统的边缘

检测算法往往是基于灰度、直方图和滤波模板等对图像进行处理[２]ꎬ但是在处理时间和图像处理效果

上难以取得平衡而具有较低的应用价值ꎮ
局部二值模式[３](Ｌｏｃａｌ Ｂｉｎａｒｙ ＰａｔｔｅｒｎꎬＬＢＰ)由于具有计算方式简单性被应用于图像边缘提取等

图像处理中ꎮ Ｈ－ＬＢＰ [４]在 ＬＢＰ 算法基础上加入 Ｈ 函数ꎬ实现了很好的边缘提取效果ꎬ但是由于计算

复杂、运算速度慢ꎬ制约了其在实际工业检测中的应用ꎮ ＡＨ－ＬＢＰ [５] 是在优化 Ｈ－ＬＢＰ 运算框架的基

础上提出的快速算法ꎬ在保持边缘提取效果有效性的同时ꎬ其运算速度是 Ｈ－ＬＢＰ 算法的 ４ 倍ꎬ但是在

处理 １６－ｂｉｔ ＤＩＣＯＭ 医学图像时ꎬ需要手动设定参数以得到理想的边缘提取结果ꎬ这一过程使得其在

实际中难以广泛应用ꎮ 针对这一问题ꎬ基于全局数据稀疏性收缩评估的边缘提取算法 ＳＳ－ＬＢＰ [６]被提

出ꎬ该算法中阈值自适应于图像全局数据稀疏性ꎬ方法简单快速ꎬ边缘提取效果好ꎮ
基于上述描述ꎬ本文提出一种基于 Ｈ－ＬＢＰ 的快速边缘提算法ꎬ简称为 ＦＨ－ＬＢＰꎬ该算法采用 １－范

数稀疏表示来替换 ＳＳ－ＬＢＰ 的稀疏评估结构ꎬ能够去除预滤波操作ꎬ缩短运算时间ꎮ 实验结果表明ꎬ
ＦＨ－ＬＢＰ 算法运算简单ꎬ处理核成像图像效果稳健ꎮ

１　 方法介绍

１ １　 Ｈ－ＬＢＰ 算法描述

局部二值模式[３](Ｌｏｃａｌ Ｂｉｎａｒｙ ＰａｔｔｅｒｎꎬＬＢＰ)具有计算方式简单性、信息提取局部性和单调灰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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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性等优势ꎬ其计算公式为

ＬＢＰＰꎬＲ ＝ ∑
Ｐ

ｉ ＝ １
Ｓ( ｆｉ － ｆｃ)２ｉ －１ꎬｗｉｔｈ Ｓ(ｘ) ＝

１ꎬｘ ≥ ０
０ꎬｘ < ０{ (１)

其中ꎬ每次计算均是在 ３ × ３ 的图像块中进行ꎮ ｆｃ 表示当前点即中心点的像素值ꎬ ｆｉ 表示圆域内邻

点的像素值ꎬ ｉ ＝ １ꎬ   ꎬＰ ꎬＲ 为取样的半径ꎬＰ 为邻点的个数ꎬ比较函数 Ｓ(ｘ) 是一个阶跃函数ꎬ取值只

有“１”和“０”ꎬ不能描述图像像素间差异的程度ꎮ

Ｈ－ＬＢＰ 引入光滑函数 Ｈ 函数对 Ｓ 函数进行改进ꎬ同时增设计数策略 Ｔ ＝ ∑ Ｐ

ｉ ＝ １
Ｓ( ｆｉ － ｆｃ) 来消除

孤立噪声ꎬＨ 函数公式如下:

Ｈ( ｆｉ － ｆｃ) ＝
０ꎬｆｉ － ｆｃ < Ｔ

( １
２

＋ ２
π
ａｒｃｔａｎ( －

ｆｉ － ｆｃ
ｄ

))ꎬ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

ì

î

í

ïï

ïï

ꎬｄ ＝ ( ｆｉ － ｆｃ) ２ / ( ｆｉ ＋ ｆｃ) (２)

将 Ｈ 函数计算所得的值按照升序排列得到 Ｈｃ ꎬ并赋予权重ꎬ则 Ｈ－ＬＢＰ 的计算公式为:

Ｈ － ＬＢＰ ｆｃ
＝ ∑

Ｐ

ｉ ＝ １
Ｈｃ( ｆｉ － ｆｃ)２ｉ －１ꎬ１ ≤ Ｔ ≤ Ｐ － １

０ꎬ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

ì

î

í

ïï

ïï

(３)

Ｈ－ＬＢＰ 通过 Ｈ 函数以及技术策略可以区别地处理像素之间的关系ꎬ克服噪声、光照和复杂背景

的影响ꎬ可以提取图像的整体边缘ꎮ

１ ２　 基于 Ｈ－ＬＢＰ 改进的边缘提取算法描述

１ ２ １　 ＡＨ－ＬＢＰ
Ｈ－ＬＢＰ 可以取得较为满意的边缘提取结果ꎬ但是其运算过程复杂ꎬ消耗时间长ꎮ 分析 Ｈ－ＬＢＰ 运算框

架发现ꎬ若是存在 ｆｉ － ｆｃ ≥Ｔ ꎬＨ 函数计算的结果为正值ꎬ该点的Ｈ－ＬＢＰ 值也为正值ꎻ反之ꎬ若 Ｔ∈ ０ꎬ８{ } 或

者全部 ｆｉ － ｆｃ < Ｔ ꎬＨ－ＬＢＰ 结果为 ０ꎮ 加速后的边缘提取算法 ＡＨ－ＬＢＰ 计算公式如下:

ＡＨ － ＬＢＰ ｆｃ
＝

０ꎬＴ ∈ {０ꎬ８}ｏｒ ｍａｘ
ｉ∈{１ꎬ   ꎬＰ}

( ｆｉ － ｆｃ) < τＴ

１ꎬ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 (４)

加速边缘提取算法 ＡＨ－ＬＢＰ 仅包含简单的加法运算和逻辑判断操作ꎬ大大缩短了运算时间ꎮ
１ ２ ２　 ＳＳ－ＬＢＰ

ＡＨ－ＬＢＰ 方法在处理 １６－ｂｉｔ ＤＩＣＯＭ 医学图像时ꎬ需要手动调整参数 τ 来获取理想的边缘提取效

果ꎮ 对此ꎬ一种基于全局数据稀疏性评估表述的边缘提取算法 ＳＳ－ＬＢＰ 被提出ꎮ
将输入图像中 ３ × ３ 图像块记为 ９ × １ 的列向量 μ ꎬ设 ｅｉ 为 ９ × １ 的列向量ꎬ其中第 ｉ 个元素为 １ꎬ第

５ 个元素为－１ꎬ Ｄ ＝ [ｅｉ] １×８ 为 ９ × ８ 的矩阵ꎬ则 α ＝ ＤＴμ表示 ｆｉ － ｆｃ 的集合ꎮ αｋ ＝ ＤＴμｋ 提供了中间像素与

邻近像素的稀疏关系ꎬ ζ ＝ [α∗
ｋ ] ８×ｐꎬｋ ＝ １ꎬ   ꎬｐ∗ ꎬ此处ꎬ内积 ‹α∗ꎬ１› ≠０或 １ꎬ并且 ｐ∗ ≤ Ｐ ꎬ则全局

数据的稀疏表述如下:
Ｃ(ζ) ＝ [‖α∗

１ ‖ꎬ‖α∗
２ ‖ꎬ   ꎬ‖α∗

ｐ∗‖] (５)
ＳＳ－ＬＢＰ 计算公式如下:

ＳＳ － ＬＢＰ ＝
０ꎬＴ ∈ {０ꎬ８}ｏｒ ‖αｋ‖ｓｕｐ < ε
１ꎬ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 (６)

其中参数 ε ＝ Ｍ[Ｃ(ζ)] 为 Ｃ(ζ) 集合的中间值[７]ꎬ自适应于全局数据稀疏评估ꎬ避免了人为选取

参数的复杂过程ꎮ

１ ３　 基于 Ｈ－ＬＢＰ 的快速边缘提取算法 ＦＨ－ＬＢＰ

为了抑制噪声和增强纹理ꎬ在计算 ＳＳ－ＬＢＰ 值之前通常要进行预滤波操作ꎬ这一过程会增加边缘提取

的处理时间ꎮ 在公式(７)中ꎬ采用的稀疏评估方式为上范数ꎮ 本文对 ＳＳ－ＬＢＰ 稀疏评估部分进行了改进ꎬ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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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１－范数系数评估方式ꎬ１－范数表达形式为‖ｘ‖１ ＝ ∑ ｋ

ｉ ＝ １
ｘｉ ꎮ 则改进的 ＦＨ－ＬＢＰ 公式为:

ＦＨ － ＬＢＰ ＝
０ꎬＴ ∈ {０ꎬ８}ｏｒ ‖αｋ‖１ < ε
１ꎬ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 (７)

其中参数 ε 选为全局数据稀疏评估集合 Ｃ(ζ) ＝ [‖α∗
１ ‖１ꎬ‖α∗

２ ‖１ꎬ   ꎬ‖α∗
ｐ∗‖１] 的中间值ꎮ

该算法可以避免预滤波操作ꎬ同时 １－范数结构简单ꎬ运算时间短ꎮ

２　 实验与分析

实验仿真是在配置为 ＣＰＵ Ｉｎｔｅｌ(Ｒ) Ｄｕａｌ－Ｃｏｒｅ Ｔ４３００、主频 ２ １０ ＧＨｚ、内存 ２ＧＢ 的个人计算机上

完成ꎬ运行环境为 Ｗｉｎｄｏｗｓ ７ꎬ编程语言为 Ｍａｔｌａｂꎮ 评估上述算法ꎬ分别对中子图像及 １６－ｂｉｔ 的 ＤＩＣＯＭ
医学图像进行处理ꎮ

图 １ 为中子图像边缘提取结果ꎮ ＡＨ－ＬＢＰ 与 Ｈ－ＬＢＰ 在处理 ８－ｂｉｔ 中子图像时提取效果一样ꎬ见
图 １(ｂ)ꎮ 对比图 １(ｂ)、(ｃ)和(ｄ)ꎬ三种方法都能够很好地提取边缘ꎬ提取效果相差不大ꎬ但是本文方

法 ＦＨ－ＬＢＰ 避免了预滤波操作ꎬ更快速、时间更短ꎮ 详细时间对比见表 １ꎮ 图 ２ 为 １６－ｂｉｔ ＤＩＣＯＭ 医学

图像的边缘提取结果ꎮ 对比图 ２(ｂ) ~ (ｅ)ꎬＨ－ＬＢＰ 提取效果不稳定ꎬ边缘过粗ꎻ加速算法在设定合适

的参数后可以很好地提取边缘ꎬ胸腔 ＣＴ 参数 τ ＝ １ ５ꎬ脚踝 ＣＴ 参数 τ ＝ ２５ꎮ 本文方法 ＦＨ－ＬＢＰ 提取效

果很稳健ꎬ边缘连续且足够清晰ꎮ
表 １　 不同边缘提取算法边缘提取时间对比

图　 　 像
边缘提取方法(时间:ｓ)

Ｈ－ＬＢＰ ＡＨ－ＬＢ ＳＳ－ＬＢＰ ＦＨ－ＬＢＰ

中子图像 ７ ０５０×１０－１ １ ９３２×１０－１ ２ ０８５×１０－１ １ ６７４×１０－１

胸腔 ＣＴ ２ ５５７×１０－１ ０ ６５７×１０－１ ０ ７０４×１０－１ ０ ３９８×１０－１

脚踝 ＣＴ １ ６６１×１０－１ ０ ４３６×１０－１ ０ ５１２×１０－１ ０ ２８５×１０－１

为了定量分析ꎬ我们采取边缘保持比(ＥＰＲꎬ Ｅｄｇｅ ｐｒｅｓｅｒｖｉｎｇ ｒａｔｉｏ)来评价边缘提取质量ꎬ公式如

(８)ꎮ

ＥＰＲ ＝
ＳＲ

ＳＩ
(８)

其中 ＳＲ 为结果图中提取的边界像素点数ꎬ ＳＩ 为原始图像中像素点数ꎮ 以图 ２ 为例ꎬ各种边缘提

取算法的 ＥＰＲ 值对比见表 ２ꎮ 在一定范围内ꎬＥＰＲ 值越小ꎬ视觉效果越好ꎮ

(ａ)原图

　 　 　 　
(ｂ)ＡＨ－ＬＢＰ(Ｈ－ＬＢＰ)边缘提取结果

(ｃ) ＳＳ－ＬＢＰ 边缘提取结果

　 　 　 　
(ｄ) ＦＨ－ＬＢＰ 边缘提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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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中子图像边缘提取结果

　 　 (ａ)原图　 　 　 (ｂ)Ｈ－ＬＢＰ 结果　 (ｃ) ＡＨ－ＬＢＰ 结果　 (ｄ) ＳＳ－ＬＢＰ 结果　 (ｅ) ＦＨ－ＬＢＰ 结果

图 ２　 胸腔 ＣＴ 边缘提取结果

表 ２　 不同边缘提取算法边缘保持比

图　 　 像
边缘保持比(ＥＰＲ)

Ｈ－ＬＢＰ ＡＨ－ＬＢＰ ＳＳ－ＬＢＰ ＦＨ－ＬＢＰ

胸腔 ＣＴ ４５ １９％ ３３ １５％ ３２ ２２％ ２９ ５０％

脚踝 ＣＴ ５２ ４０％ ２１ １２％ １９ ６７％ １７ ００％

对比图 １、图 ２ 以及表 １、表 ２ꎬ本文方法能够提取完整的边缘ꎬ运算框架简单ꎬ边缘提取时间短ꎬ能
够满足实际工业应用的要求ꎮ

３　 结论

在实际工业无损检测和医学成像分析等应用中ꎬ快速有效是图像处理的首要目标ꎮ 本文针对核

成像图像对比度低、模糊等降质现象ꎬ提出一种基于 Ｈ－ＬＢＰ 的快速的边缘提取算法ꎬ该算法阈值选取

基于全局数据的稀疏性ꎬ无需手动调整参数ꎬ同时去掉了图像预滤波操作ꎬ运算速度快ꎬ边缘提取效果

好ꎬ能够满足实际应用中的要求ꎬ在核成像处理方面具有很好的鲁棒性和实用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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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 射线实时成像项目平板探测器选型调研报告

张　 雷ꎬ刘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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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雷(１９８３—)ꎬ男ꎬ河南信阳人ꎬ高级工程师ꎬ硕士研究生ꎬ主要从事无损检测及核技术应用研究ꎮ

摘要:本报告首先介绍了市场上存在的平板探测器类型ꎬ通过分析比较ꎬ明确了 Ｘ 射线实时成像项目将选用非晶硅平

板探测器ꎬ然后对非晶硅平板探测器的组成和主要技术指标进行了简要阐述ꎬ最后结合项目需求对调研的平板探测器

进行了选型实验ꎬ基于实验数据确定平板探测器厂家和型号ꎮ
关键词:非晶硅平板探测器ꎻ闪烁体ꎻ像素尺寸ꎻ耐压范围ꎻＡ / Ｄ 转换ꎻ实验验证

Ｘ 射线实时成像检测中ꎬＸ 射线能量转换成电信号是通过平板探测器(Ｆｌａｔ Ｐａｎｅｌ Ｄｅｔｅｃｔｏｒ)来实现

的ꎬ所以平版探测器的性能指标会对检测图像质量产生比较大的影响ꎮ

１　 平板探测器类型

目前市场上存在的平板探测器主要有三种:非晶硅平板探测器、非晶硒平板探测器以及 ＣＣＤ /
ＣＭＯＳ 平板探测器ꎮ 从能量转换的方式来看ꎬ非晶硒平板探测器属于直接转换平板探测器ꎬ其他两种

属于间接转换平板探测器ꎮ

１ １　 非晶硅平板探测器

非晶硅平板探测器主要由碘化铯(ＣｓＩ:Ｔｌ)或硫氧化钆(ＧｄＯＳ / Ｇｄ２Ｏ２Ｓ:Ｔｂꎬ常称为 ＤＲＺ)等闪烁

体涂层与非晶硅(Ａｍｏｒｐｈｏｕｓ Ｓｉｌｉｃｏｎꎬａ－Ｓｉ)薄膜半导体阵列(Ｔｈｉｎ Ｆｉｌｍ Ｔｒａｎｓｉｓｔｏｒ ＡｒｒａｙꎬＴＦＴ)构成ꎬ如图

１ 所示ꎮ
非晶硅平板探测器的工作过程一般分为两步ꎬ首先由闪烁体涂层将 Ｘ 射线能量转换成可见光ꎬ然

后经非晶硅薄膜半导体阵列将可见光转换成电信号ꎮ 在这个过程中可见光会发生散射ꎬ对平板探测

器的空间分辨率有一定的影响ꎬ虽然新工艺中将闪烁体加工成柱状以提高对 Ｘ 射线的利用和降低散

射ꎬ但散射光对空间分辨率的影响不能完全消除ꎮ

图 １　 非晶硅平板探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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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非晶硒平板探测器

非晶硒平板探测器主要由非晶硒(Ａｍｏｒｐｈｏｕｓ Ｓｅｌｅｎｉｕｍꎬａ－Ｓｅ)薄膜半导体阵列构成ꎬ如图 ２ 所示ꎮ
入射的 Ｘ 射线使硒层产生电子空穴对ꎬ在外加偏压电场作用下ꎬ电子和空穴对向相反的方向移动形成

电流ꎬ电流在薄膜半导体中积分形成储存电荷ꎬ电荷量对应于入射 Ｘ 射线光子的能量和数量ꎬ通过读

出电路得到每一点的电荷量ꎬ即可知道每点接收的 Ｘ 射线剂量ꎬ进而得出检测图像ꎮ

图 ２　 非晶硒平板探测器

非晶硒薄膜半导体阵列可以直接将入射的 Ｘ 射线转换为电信号ꎬ在理论上没有可见光转换为电

信号这一过程ꎬ避免了散射的发生ꎬ可以获得比较高的空间分辨率ꎬ但是通过分析其工作过程我们可

知:非晶硒只是避免了非晶硅类平板光电转换这一过程的能量损失ꎬ并不意味着没有能量损失ꎬ相反

由于其硒层对 Ｘ 射线吸收率低、Ｘ 光粒子转为电子的速度慢以及最终成像速度慢而导致大量信息丢

失ꎬ其影像质量与非晶硅平板有很大差距ꎬ不得已只能靠增加放射剂量来弥补其信息丢失过多的缺

陷ꎻ另一个致命的缺点是硒层对于温度特别敏感ꎬ稳定可用性极差ꎬ使用条件受到很大限制ꎬ而且易坏

易损ꎬ返修率很高ꎮ
总体来看非晶硒平板技术目前还很不成熟ꎬ因其具有照射剂量要求高、对环境要求苛刻、稳定性

很差、易损坏、成像速度慢且平板尺寸小等诸多不利因素ꎬ已为所有大厂家所舍弃ꎬ最主要技术拥有者

Ｈｏｌｏｇｉｃ 公司由于其硒涂料层碰到了不可逾越的技术难题ꎬ已经退出 Ｘ 射线实时成像系统设备市场ꎬ
因此本次平板探测器选型不考虑非晶硒平板探测器ꎮ

１ ３　 ＣＣＤ / ＣＭＯＳ 平板探测器

ＣＣＤ / ＣＭＯＳ 平板探测器主要由碘化铯或硫氧化钆闪烁屏、光传输介质(反射 /透镜 /光纤等)以及

ＣＣＤ / ＣＭＯＳ 成像单元组成ꎬ如图 ３ 所示ꎮ 入射的 Ｘ 射线先通过 ＣｓＩ / ＧＯＳ 闪烁屏ꎬ将 Ｘ 射线光子转换

为可见光ꎬ而后通过光学透镜或光导纤维等光传输介质将可见光送至光学系统ꎬ由 ＣＣＤ / ＣＭＯＳ 采集

转换为图像电信号ꎮ 由于存在光学通路ꎬ使得图像存在一定的几何失真ꎬ而且光传输过程中经吸收和

反射会损失相当多的光学信息ꎬ导致影响质量差ꎬ无法与非晶硅 /硒平板探测器竞争ꎮ

图 ３　 ＣＣＤ / ＣＭＯＳ 平板探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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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物理局限性ꎬ目前专家们普遍认为大面积平板采像 ＣＣＤ 技术不胜任ꎬ因此本次平板探测器

选型不考虑 ＣＣＤ / ＣＭＯＳ 平板探测器ꎮ

２　 非晶硅平板探测器简介

非晶硅平板探测器由闪烁体、非晶硅薄膜半导体阵列、外围电路等组成ꎮ 非晶硅平板探测器获取

一幅图像主要分为以下三步:
(１)Ｘ 射线经过闪烁体转化为可见光ꎻ
(２)可见光经非晶硅薄膜半导体阵列(ａ－Ｓｉ ＴＦＴ)光电转换为电信号进行存储ꎻ
(３)电信号经过读出电路读出并经 ＡＤ 转换形成数字信号ꎬ传至计算机形成 Ｘ 射线数字图像ꎮ

２ １　 闪烁体

在 Ｘ 射线照射下能激发出可见光的发光晶体物质统称为闪烁体或荧光体ꎬ由于碘化铯和硫氧化

钆闪烁体与非晶硅量子效率谱均以波长 ５５０ ｎｍ 处出现峰值且具有很好的匹配关系ꎬ如图 ４ 所示ꎬ所
以常用碘化铯和硫氧化钆作为闪烁体涂层制造非晶硅平板探测器ꎬ工作原理如图 ５ 所示ꎮ

图 ４　 闪烁体的光谱特征和非晶硅的响应特性

由图 ５ 可看到碘化铯闪烁体晶粒呈柱状连续排列ꎬ而硫氧化钆闪烁体晶粒为层状排布ꎬ两者相比

碘化铯闪烁体能有效减少可见光的散射ꎬ成像速度、影像质量、转换效率等综合水平较高ꎻ而硫氧化钆

闪烁体成像速度快、性能稳定、成本较低ꎬ但由散射线造成的不清晰度较大ꎬ灰阶动态范围较低ꎬ因此

图 ５　 碘化铯、硫氧化钆非晶硅平板探测器工作原理

在做动态连续检测时优先选用碘化铯屏ꎬ而对于静态间断检测ꎬ碘化铯、硫氧化钆屏可根据需要选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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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非晶硅薄膜半导体阵列

非晶硅薄膜半导体阵列(ａ－Ｓｉ ＴＦＴ)置于闪烁体涂层下方ꎬ由具有光敏性的非晶硅光电二极管及

不能感光的三级管、行驱动线和列读出线构成ꎮ 当闪烁体涂层受到 Ｘ 射线高能粒子撞击时能激发出

瞬时闪光脉冲ꎬ且在 Ｘ 射线激发停止后能持续(<１０~８ ｓ)荧光发光过程ꎬ如图 ６ 所示ꎮ

图 ６　 闪烁体激发出瞬时闪光脉冲示意图

荧光(可见光)激发非晶硅光电二极管产生电流ꎬ电流在光电二极管自身的电容上积分形成储存

电荷ꎬ每个像素的储存电荷量与对应范围内入射的 Ｘ 射线粒子能量与数量成正比ꎬ经此转换后即可得

到电荷图像ꎬ然后通过外围电路对电荷信号逐行取出ꎬ转换为数字信号ꎬ再传送至计算机ꎬ最终获得 Ｘ
射线数字图像ꎮ
２ ３　 外围电路

非晶硅平板探测器外围电路由时序控制器、行驱动电路、读出电路、Ａ / Ｄ 转换电路、通讯及控制电

路等组成ꎮ 在时序控制器的统一指挥下行驱动将像素的电荷逐行检出ꎬ经 Ａ / Ｄ 转化电路转化成数字

信号ꎬ由网络通讯接口发送至计算机(ＰＣ)ꎮ

３　 非晶硅平板探测器技术指标

非晶硅平板探测器技术指标主要有空间分辨率、调制传递函数、量子探测效率、动态范围、灵敏

度、温度稳定性、检测重复性等ꎮ
３ １　 空间分辨率

空间分辨率(Ｓｐａｔｉａｌ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ꎬＳＲ)指在高对比度的情况下鉴别细节的能力ꎬ即显示最小异常或

结构的能力ꎬ与 Ｘ 射线剂量大小无关ꎮ 空间分辨率有一定的极限ꎬ受到探测器像素的大小、采样间隔

以及 Ｘ 射线机的焦点大小等的限制ꎮ
空间分辨率主要取决于平板探测器单位面积内薄膜半导体阵列矩阵大小ꎬ矩阵越大薄膜半导体

阵列的个数越多ꎬ空间分辨率越高ꎮ 理论极限空间分辨率的计算公式为:ＳＲ ＝ １
有效像素尺寸

×０ ５ꎬ如

平板探测器的像素尺寸为 １２７ μｍꎬ理论极限空间分辨率为 １ / ０ １２７×０ ５ ＝ ３ ９ｌｐ / ｍｍꎮ
３ ２　 调制传递函数

调制传递函数(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ꎬＭＴＦ)为探测器对比度空间频率转移函数ꎬ通常用来

表示探测器对于图像细节的分辨能力ꎮ 在系统应用的空间频率范围内 ＭＴＦ 值越高则空间频率特性

越好ꎬ对于影像系统来说可以获得更好的图像对比度ꎮ
３ ３　 量子探测效率

量子探测效率(Ｄｅｔｅｃｔｉｖｅ Ｑｕａｎｔｕｍ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ꎬＤＱＥ)指的是探测器探测到的光量子与发射到探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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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上的量子数目比ꎬ通常用输出信噪比的平方与输入信噪比的平方之比来表示ꎬＤＱＥ＝
(Ｓｏｕｔ / Ｎｏｕｔ) ２

(Ｓｉｎ / Ｎｉｎ) ２ ꎬ一

般为百分数ꎮ
对于同一种平板探测器ꎬ在不同的空间分辨率时ꎬ其 ＤＱＥ 是变化的ꎬ极限的 ＤＱＥ 高ꎬ不等于在任

何空间分辨率时 ＤＱＥ 都高ꎬＤＱＥ 与空间分辨率的关系如下:
ＤＱＥ＝Ｓ２×ＭＦＴ２ / ＮＳＰ×Ｘ×Ｃ

式中 Ｓ———信号平均强度ꎻＭＦＴ———调制传递函数ꎻＮＰＳ———系统噪声功率谱ꎻＸ———Ｘ 射线曝光

强度ꎻＣ———Ｘ 射线量子系数ꎮ

图 ７　 非晶硅平板探测器 ＤＱＥ 曲线

从公式可以看出不同的 ＭＴＦ 值对应不同的 ＤＱＥꎬ也就是说在不同的空间分辨率时有不同的

ＤＱＥꎮ 非晶硅平板探测器的极限 ＤＱＥ 比较高ꎬ但是随着空间分辨率的提高ꎬ其 ＤＱＥ 下降得较多ꎬ如图

７ 所示ꎬ这种特性说明非晶硅平板探测器区分组织密度差异的能力较强ꎮ

３ ４　 动态范围

动态范围即宽容度ꎬ是能够显示为信号强度不同的从最小到最大幅度范围ꎮ 常见非晶硅平板探

测器的动态范围是 １４ｂｉｔꎬ即能显示 ２１４(１６ ３８４)个不同层级ꎬ动态范围越高ꎬ能显示的细节越多ꎬ相应

的成像质量也越好ꎮ

３ ５　 灵敏度

非晶硅平板探测器的灵敏度由 Ｘ 射线吸收率、Ｘ 射线－可见光转化系数、填充系数和光电二极管

光电转换系数等几个方面的因素决定ꎬ通常用 Ｘ 射线灵敏度 Ｓ 表示ꎮ
如标注探测器 Ｘ 射线灵敏度 Ｓ 为:Ｓ 　 １０００ｅ－ / ｎＧｙ / ｐｅｌ 　 ＤＮ－５ Ｂｅａｍꎬ表示该探测器在标准

ＤＮ－５ Ｘ射线下每 ｎＧｙ 在单个像素产生的电荷为 １０００ꎮ

３ ６　 温度稳定性

额定条件下探测器的输出随温度的变化率ꎬ被称为探测器的温度系数ꎮ 通常用此参数来衡量探

测器的温度特性ꎬ对于探测器图像系统通常会设计温度漂移校正的功能(ｏｆｆｓｅｔｔｉｎｇ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ꎬ采用在

图像处理中扣除漂移因子的方法来保持图像输出的稳定性ꎮ

３ ７　 检测重复性

对待检物体进行多次检测ꎬ在相同检测条件下探测器上同一像素的输出应基本一致ꎬ待检物体的

特征信息应每次均能检出ꎬ这称为检测重复性ꎮ
由于 Ｘ 射线源不同、平板探测器内部电子线路的不一致性以及其他变化ꎬ使得探测器上不同像素

在相同的 Ｘ 射线剂量照射下具有不同的输出ꎬ导致检测重复性变差ꎮ 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可以归纳

为随机噪声、偏置误差、像素响应不一致以及坏像素等几个方面ꎬ此时需对探测器进行校正ꎬ校正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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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
(１)Ｏｆｆｓｅｔ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ꎬ主要用于消除随机噪声和偏置误差ꎬ需要在无射线下进行(暗场)ꎻ
(２)Ｇａｉｎ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ꎬ用于修正像素单元的响应一致性ꎻ
(３)Ｄｅｆｅｃｔ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ꎬ用于坏像素修补ꎮ
通过平探测器校正可以有效的消除随机噪声、修正偏置误差、修正像素响应一致性ꎬ修补坏像素ꎬ

进而保证平板探测器的检测重复性ꎬ未校正图像和校正后图像对比如图 ８ 所示ꎮ

图 ８　 线对测试卡的未校正图像(左)和校正后图像(右)对比

４　 非晶硅平板探测器生产厂家

目前非晶硅平板探测器的主要生产厂家有 Ｔｒｉｘｅｌｌ、Ｃａｎｏｎ、ＴＯＳＨＩＢＡ、ＳＡＭＳＵＮＧ、ＩＲＡＹ、ＶＡＲＩＡＮ、
ＰｅｒｋｉｎＥｌｍｅｒ、康众等ꎬ各品牌平板探测器的性能、市场定位均有所不同ꎬ为确定 Ｘ 射线实时成像项目平

板探测器选型ꎬ我们对以上厂家的产品进行了详细调研ꎬ具体资料如下ꎮ

４ １　 Ｔｒｉｘｅｌｌ 平板探测器

法国 Ｔｒｉｘｅｌｌ 平板探测器是由西门子、飞利浦和汤姆逊共同合资研发ꎬ综合技术水平很高ꎬ是世界

公认最成熟最高端的非晶硅平板探测器ꎬ广泛应用于医疗行业ꎮ 目前市场在售的 Ｔｒｉｘｅｌｌ ４１４３ 平板探

测器主要技术参数如下:
①像素尺寸为 １４８μｍ
②能承受的 Ｘ 射线电压范围为 ４０~１５０ ｋＶ
③采用 １６ 位 ＡＤ 转换(可分辨 ６５ ５３６ 层级)
由于最高只能承受 １５０ｋＶ 的射线照射ꎬ不适用于工业探伤领域ꎮ

４ ２　 Ｃａｎｏｎ 平板探测器

Ｃａｎｏｎ 平板探测器灰阶动态范围较低ꎬ影像质量较差ꎬ能量损失较 Ｔｒｉｘｅｌｌ 严重ꎬ主要用于医疗行

业ꎬＣａｎｏｎ ＣＸＤＩ－４０ＥＣ 平板探测器的主要技术参数如下:
①像素尺寸为 １６０ μｍ
②能承受的 Ｘ 射线电压未提及

③采用 １４ 位 ＡＤ 转换(可分辨 １６ ３８４ 层级)
由于其定位在医疗行业可推知最高可承受的 Ｘ 射线电压不超过 １６０ ｋＶꎬ不适用于工业探伤领域ꎮ

４ ３　 ＴＯＳＨＩＢＡ 平板探测器

ＴＯＳＨＩＢＡ 平板探测器目前市面上较少使用ꎬＴＯＳＨＩＢＡ ＦＤＸ４３４３Ｒ 平板探测器的主要技术参数

如下:
①像素尺寸为 １４３ μｍ
②能承受的 Ｘ 射线电压范围为 ４０~１５０ ｋＶ
③采用 １４ 位 ＡＤ 转换(可分辨 １６ ３８４ 层级)
由于最高只能承受 １５０ｋＶ 的射线照射ꎬ不适用于工业探伤领域ꎮ

４ ４　 ＳＡＭＳＵＮＧ 平板探测器

ＳＡＭＳＵＮＧ 平板探测器近几年新面世ꎬ主要定位在医疗领域ꎬ市场占有率很低ꎬ调研到的

ＳＡＭＳＵＮＧ 平板探测器主要技术参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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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像素尺寸为 １６０ μｍ
②能承受的 Ｘ 射线电压范围为 ４０~１５０ ｋＶ(其他资料中提及)
③采用 １４ 位 ＡＤ 转换(可分辨 １６ ３８４ 层级)
不适用于工业探伤领域ꎮ

４ ５　 ＩＲＡＹ 平板探测器

ＩＲＡＹ 是国产品牌ꎬ旗下分动态、静态两类平板探测器ꎬ不同型号探测器像素尺寸略有不同ꎬ一般

在 １３９~２０５ μｍ 范围内ꎬ以 ＩＲＡＹ Ｖｅｎｕ １４１７Ｄ 高性能平板探测器为例ꎬ其主要技术参数如下:
①像素尺寸为 １５０ μｍ
②能承受的 Ｘ 射线电压可达到 ３００ ｋＶ(通过与其专业工程师沟通得知)
③采用 １４ 位 ＡＤ 转换(可分辨 １６ ３８４ 层级)
ＩＲＡＹ 平板探测器主要定位于医疗领域ꎬ可用于工业无损检测ꎮ

４ ６　 ＶＡＲＩＡＮ 平板探测器

瓦里安平板探测器配备有碘化铯和硫氧化钆两种转换屏ꎬ提供有不同耐压等级平板供用户选择ꎬ
成像速度可达到 １２ ５ 帧 /秒(１×１)ꎬ其最新产品 ＰａｘＳｃａｎ ２５２０ＤＸ 平板探测器主要技术参数如下:

①像素尺寸为 １２７ μｍ
②能承受的 Ｘ 射线电压范围在 ４０~１６０ ｋＶ、４０~２２５ ｋＶ、４０~３２０ ｋＶ 可选

③采用 １６ 位 ＡＤ 转换(可分辨 ６５ ５３６ 层级)
广泛用于医疗行业ꎬ可用于工业无损检测ꎮ

４ ７　 ＰｅｒｋｉｎＥｌｍｅｒ 平板探测器

ＰｅｒｋｉｎＥｌｍｅｒ 平板探测器耐压等级在市场上所有在售平板探测器中最高ꎬ达到 ２０ ｋＶ ~ １５ ＭＶꎬ配
备有碘化铯和硫氧化钆两种转换屏但像素尺寸偏大ꎬ其最新产品 ＸＲＤ １６２２ ＡＰ 平板探测器主要技术

参数如下:
①像素尺寸为 ２００ μｍ
②能承受的 Ｘ 射线电压范围为 ２０ ｋＶ~１５ ＭＶ
③最高为 １６ 位 ＡＤ 转换(可分辨 ６５ ５３６ 层级)
该系列探测器的抗辐射设计可在严苛环境中使用ꎬ是 ２４ / ７ 工业无损检测应用的理想选择ꎮ

４ ８　 康众平板探测器

康众平板探测器是国产品牌ꎬ由江苏康众数字医疗设备有限公司自主研发ꎬ采用了将高性能碘化

铯材料直接生长在 ＴＦＴ / ＰＤ 光学基板上ꎬ达到了最高的光学耦合效率ꎬ该平板可应用于医疗诊断、工
业无损探伤以及安全检查等领域ꎮ 康众 ＣａｒｅＶｉｅｗＴＭ ５００ 系列工业平板探测器的主要技术参数如下:

①像素尺寸为 ７７ μｍ
②能承受的 Ｘ 射线电压范围为 ５~２００ ｋＶ(产品介绍中的数据)
③采用 １６ 位 ＡＤ 转换(可分辨 ６５ ５３６ 层级)
该探测器拥有出色的空间分辨率ꎬ但耐压偏低ꎬ适用于低能无损检测ꎮ

５　 非晶硅平板探测器选型

我部门承担的 Ｘ 射线实时成像项目设计的最大 Ｘ 射线透照电压在 ３００ ｋＶ 左右ꎬ因此选择的平板

探测器耐压至少达到 ３００ ｋＶꎬ根据调研资料仅有 ＶＡＲＩＡＮ、ＰｅｒｋｉｎＥｌｍｅｒ 以及 ＩＲＡＹ 三家平板探测器初

步满足要求ꎮ 为此我们电话咨询了这三家公司的产品销售人员ꎬ并与其专业工程师进行了沟通ꎬ在明

确了我们的技术指标要求后ꎬＩＲＡＹ 工程师表示他们的平板可能不能满足ꎬ而 ＶＡＲＩＡＮ 和 ＰｅｒｋｉｎＥｌｍｅｒ
工程师表示他们高级别的平板应该能达到我们的需求ꎬ建议我们通过实验进行验证ꎮ

为确保选择的平板探测器能满足本套 Ｘ 射线实时成像系统要求ꎬ我们分别对 ＶＡＲＩＡＮ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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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ｒｋｉｎＥｌｍｅｒ 平板探测器进行了性能验证ꎬ同时对不同的平板探测器和 Ｘ 射线机组合进行了对比实

验ꎬ具体实验情况如下ꎮ

５ １　 瓦里安 ２５２０ＤＸ ＣｓＩ 平板探测器与 ＭＸＲ－４５１ＨＰ / １１ Ｘ 射线机组合

ＭＸＲ－４５１ＨＰ / １１ Ｘ 射线机是 ＹＸＬＯＮ 母公司瑞士 ＣＯＭＥＴ 生产的高端恒压式射线机ꎬ焦点尺寸

０ ４ / １ ０ ｍｍꎬ功率 ７００ Ｗ / １ ５００ Ｗꎬ油冷ꎬ与我方拟使用的 ＹＸＬＯＮ ＭＧ３２５ Ｙ ＴＵ / ３２０－Ｄ０５ 射线机除高

压和功率有差别外ꎬ其他参数完全一致ꎬ使用该 Ｘ 射线机获取的实验数据可作为验证 Ｙ ＴＵ / ３２０－Ｄ０５
射线机性能的依据ꎮ 为验证该组合检测性能ꎬ我们开展了 Ａ、Ｂ、Ｃ 三组实验ꎬ详情如下ꎮ

Ａ.将阶梯孔型像质计粘贴在 ６ ｍｍ 锆板上ꎬ锆板固定在平板探测器前端ꎬ在放大倍数为 １、叠加帧

数 ６４、射线机出束口无滤波片、无前准直光栅、平板探测器无屏蔽措施情况下ꎬ选择不同检测参数进行

系统灵敏度实验ꎬ具体实验记录如下ꎮ

表 １　 Ａ 组实验结果

序号
焦点 /
ｍｍ

焦距 /
ｍｍ

电压 /
ｋＶ

电流 /
ｍＡ

采集

帧频
检测图像 检测结果

１ ０ ４ １ ２５０ ２４０ ２ ０ ５
阶 梯 孔 型 像 质 计 中

ϕ０ ２ ｍｍ 孔模糊可见

２ ０ ４ １ ２５０ ２２０ ３ ０ ５
阶 梯 孔 型 像 质 计 中

ϕ０ ２ ｍｍ 孔模糊可见

３ ０ ４ １ ２５０ ２００ ３ ０ ５
可发现阶梯孔型像质计

中 ϕ０ ２ ｍｍ 孔

４ １ ０ １ ２５０ ２２０ ２ ０ １
可发现阶梯孔型像质计

中 ϕ０ ２ ｍｍ 孔ꎬ ϕ０ １６
ｍｍ 孔模糊可见

５ １ ０ １ ２５０ １７５ ８ ５７ ５
可发现阶梯孔型像质计

中 ϕ０ ２ ｍｍ 孔ꎬ ϕ０ １６
ｍｍ 孔模糊可见

通过 Ａ 组实验可发现 ６ ｍｍ 锆板上孔型像质计中 ϕ０ ２ ｍｍ 孔ꎬϕ０ １６ ｍｍ 孔模糊可见ꎬ但整体效

果不理想ꎬ经分析可能是射线电压过高造成的ꎬ后续实验中可适当降低电压来提高成像质量ꎮ
Ｂ.将阶梯孔型像质计粘贴在 ８ ｍｍ 锆板上ꎬ锆板固定在平板前端ꎬ在放大倍数为 １、叠加帧数 ６４、

平板探测器无屏蔽措施情况下ꎬ选择不同检测参数进行系统灵敏度实验ꎬ具体实验记录如下ꎮ

表 ２　 Ｂ 组实验结果

序号
焦点 /
ｍｍ

焦距 /
ｍｍ

前准直

光栅
滤波片

电压 /
ｋＶ

电流 /
ｍＡ

采集帧频 检测图像 检测结果

１ １.０ １ ２５０ 无 无 １６５ ８.０ １
可清晰发现阶梯孔型

像质计中 ϕ０ ２５ ｍｍ
孔ꎬϕ０ ２ ｍｍ 孔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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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焦点 /
ｍｍ

焦距 /
ｍｍ

前准直

光栅
滤波片

电压 /
ｋＶ

电流 /
ｍＡ

采集帧频 检测图像 检测结果

２ １.０ １ ２５０ 无 无 １９０ ４.３ １
可清晰发现像质计中

ϕ０ ２５ ｍｍ 孔ꎬ ϕ０ ２
ｍｍ 孔可见

３ １.０ １ ２５０ 无 无 ２２０ ２.０ １
可清晰发现像质计中

ϕ０ ２５ ｍｍ 孔

４ １.０ ８００ 有 ０.５ ｍｍＣｕ １６５ ５.０ １

可清晰发现像质计中

ϕ０ ２５ ｍｍ、 ϕ０ ２ ｍｍ
孔ꎬ可 清 晰 分 辨 出

阶梯

５ １.０ ８００ 有 ０.５ ｍｍＣｕ １６５ ９.０９ ３ ５

可清晰发现像质计中

ϕ０ ２５ ｍｍ 孔ꎬ ϕ０ ２
ｍｍ 孔 可 见ꎬ ϕ０ １６
ｍｍ 孔模糊可见

通过 Ｂ 组实验可知当保证 Ｘ 射线能穿透工件条件下ꎬ射线电压越低时成像质量越好ꎬ同时在射线

机出束口加准直光栅和铜滤波片后ꎬ成像质量更细腻ꎮ
Ｃ、将阶梯孔型像质计粘贴在 ４ｍｍ 锆板上ꎬ锆板固定在平板前端ꎬ在放大倍数为 １、叠加帧数 ６４、

射线机出束口无滤波片、无前准直光栅、平板探测器无屏蔽措施情况下ꎬ选择不同检测参数进行系统

灵敏度实验ꎬ具体实验记录如下ꎮ

表 ３　 Ｃ 组实验结果

序号
焦点

(ｍｍ)
焦距

(ｍｍ)
电压

(ｋＶ)
电流

(ｍＡ)
采集帧频 检测图像 检测结果

１ １ ０ １ ２５０ １３０ １１ ５ １ ５
可清晰发现像质计中 ϕ０ ２
ｍｍ 孔ꎬϕ０ １６ ｍｍ 孔可见

２ １ ０ １ ２５０ １４０ １０ ０ ２
可清晰发现像质计中 ϕ０ ２
ｍｍ 孔ꎬϕ０ １６ ｍｍ 孔可见

通过 Ａ、Ｂ、Ｃ 三组实验可知将瓦里安 ２５２０ＤＸ ＣｓＩ 平板探测器与 ＭＸＲ－４５１ＨＰ / １１ Ｘ 射线机组合

后ꎬ在合适的检测条件下可清晰发现 ８ｍｍ 锆板上孔型像质计中 ϕ０ ２５ ｍｍ 孔ꎬϕ０ ２ ｍｍ 孔可见ꎬ偶尔

能发现 ϕ０ １６ ｍｍ 孔ꎬ满足项目需求ꎮ

５ ２　 珀金埃尔默 ＸＲＤ０８２０ 平板探测器与 ＭＸＲ－４５１ＨＰ / １１ Ｘ 射线机组合

为验证该组合检测性能ꎬ我们开展了 Ｄ 组实验ꎬ详情如下ꎮ
Ｄ、将阶梯孔型像质计粘贴在 ８ ｍｍ 锆板上ꎬ锆板固定在平板前端ꎬ在放大倍数为 １、叠加帧数 ６４、

射线机出束口无滤波片、无前准直光栅、平板探测器无屏蔽措施情况下进行系统灵敏度实验ꎬ实验记

录如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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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Ｄ 组实验结果

序号
焦点 /
ｍｍ

焦距 /
ｍｍ

电压 /
ｋＶ

电流 /
ｍＡ

采集帧频 检测图像 检测结果

１ １ ０ １ ２５０ １６５ ９ ０ １
图像模糊ꎬ仅能发现阶梯孔型

像质计中 ϕ０ ２５ ｍｍ 孔

将珀金埃尔默 ＸＲＤ０８２０ 平板探测器与 ＭＸＲ－４５１ＨＰ / １１ Ｘ 射线机组合后ꎬ获取的检测图像仅可

发现 ８ ｍｍ 锆板上孔型像质计中 ϕ０ ２５ ｍｍ 孔ꎬ且灰度分布集中ꎬ细节不明显ꎬ不满足项目需求ꎮ

５ ３　 瓦里安 ２５２０ＤＸ ＣｓＩ 平板探测器与 ＭＸＲ－４５１ / ２６ Ｘ 射线机组合

ＭＸＲ－４５１ / ２６ Ｘ 射线机是 ＹＸＬＯＮ 母公司瑞士 ＣＯＭＥＴ 生产的高端恒压式射线机ꎬ焦点尺寸 ２ ５ /
５ ５ ｍｍꎬ功率 ９００Ｗ / ４ ５００Ｗꎬ油冷ꎬ与我方拟使用的 ＹＸＬＯＮ ＭＧ３２５ Ｙ ＴＵ / ３２０－Ｄ０３ 射线机参数相近ꎬ
使用该 Ｘ 射线机获取的实验数据可用于验证 Ｙ ＴＵ / ３２０－Ｄ０５ 射线机性能ꎮ 为验证该组合检测性能ꎬ
我们开展了 Ｅ、Ｆ 两组实验ꎬ详情如下ꎮ

Ｅ、将阶梯孔型像质计粘贴在 ６ ｍｍ 锆板上ꎬ锆板固定在平板前端ꎬ在放大倍数为 １、叠加帧数 ６４、
平板探测器无屏蔽措施情况下ꎬ选择不同检测参数进行系统灵敏度实验ꎬ具体实验记录如下ꎮ

表 ５　 Ｅ 组实验结果

序号
焦点 /
ｍｍ

焦距 /
ｍｍ

前准

直光栅
滤波片

电压 /
ｋＶ

电流 /
ｍＡ

采集帧频 检测图像 检测结果

１ ５ ５ １ ２００ 无 无 １６５ ７ ０ ３
可清晰发现像质计中

ϕ０ ２５ ｍｍ 孔ꎬϕ０ ２ ｍｍ 孔

可见

２ ５ ５ １ ２００ 有 无 １６５ ７ ０ ３
可清晰发现像质计中

ϕ０ ２５ ｍｍ 孔ꎬϕ０ ２ ｍｍ 孔

可见

３ ５ ５ １ ２００ 有 ０ ３ｍｍＣｕ １６５ １３ ０ ３
可清晰发现像质计中

ϕ０ ２５ ｍｍ 孔ꎬϕ０ ２ ｍｍ 孔

可见

Ｆ、将阶梯孔型像质计粘贴在 ８ｍｍ 锆板上ꎬ锆板固定在平板前端ꎬ在放大倍数为 １、叠加帧数 ６４、
平板探测器无屏蔽措施情况下ꎬ选择不同检测参数进行系统灵敏度实验ꎬ具体实验记录如下ꎮ

表 ６　 Ｆ 组实验结果

序号
焦点 /
ｍｍ

焦距 /
ｍｍ

前准直光栅 滤波片
电压 /
ｋＶ

电流 /
ｍＡ

采集帧频 检测图像 检测结果

１ ５ ５ １ ２００ 无 无 １６５ ９ ０ ３
可发 现 像 质 计 中

ϕ０ ２５ ｍｍ 孔

２ ５ ５ １ ２００ 有 无 １６５ １３ ５ ３
可清晰发现像质计

中 ϕ０ ２５ ｍｍ 孔

通过 Ｅ、Ｆ 两组实验可知将瓦里安 ２５２０ＤＸ ＣｓＩ 平板探测器与 ＭＸＲ－４５１ / ２６ Ｘ 射线机组合后ꎬ在合

０１１



适的检测条件下该组合可发现 ８ ｍｍ 锆板上孔型像质计中 ϕ０ ２５ ｍｍ 孔ꎬϕ０ ２ ｍｍ 孔模糊可见ꎮ
通过上述 ５ １、５ ２、５ ３ 三种射线机和平板探测器的不同组合所做的实验我们得出以下结论:
(１)瓦里安 ２５２０ＤＸ ＣｓＩ 平板探测器比珀金埃尔默 ＸＲＤ０８２０ 平板探测器在探测小缺陷上效果更

好ꎬ表明瓦里安 ２５２０ＤＸ 比 ＰＥ ＸＲＤ０８２０ 的空间分辨力高ꎻ
(２)在功率达到要求时ꎬＭＸＲ－４５１ＨＰ / １１ Ｘ 射线机比 ＭＸＲ－４５１ / ２６ Ｘ 射线机效果好ꎬ即小焦点射

线机比大焦点射线机效果好ꎻ
(３)在几何不清晰度忽略不计时ꎬ大焦距和小焦距的图像没有明显差别ꎮ

５ ４　 瓦里安 ２５２０ＤＸ ＣｓＩ 平板探测器与瓦里安 ＨＰＸ－２２５ / １１ Ｘ 射线机组合

为验证该组合检测性能ꎬ我们开展了 Ｇ、Ｈ、Ｉ 三组实验ꎬ详情如下ꎮ
Ｇ、将阶梯孔型像质计粘贴于 ８ ｍｍ 锆板固定在准直铅板上ꎬ准直铅板放在平板前端ꎬ在采集帧频

为 １、叠加帧数 ６４、射线机电压 １６０ ｋＶ、出束口安装 ０ ５ ｍｍ 铜滤波片、无前准直光栅情况下ꎬ选择不同

检测参数进行系统灵敏度实验ꎬ实验记录如下ꎮ

表 ７　 Ｇ 组实验结果

序号
焦点

(ｍｍ)
焦距

(ｍｍ)
放大倍数

电流

(ｍＡ)
平板屏蔽措施 检测图像 检测结果

１ １ ０ １ １８０ １ １０ ０ 背后加铅屏蔽
可发现像质计中 ϕ０ ２
ｍｍ 孔

２ １ ０ １ １８０ １ １０ ０
四周 加 铅 罩ꎬ
背后加铅屏蔽

像质计中 ϕ０ ２ ｍｍ 孔

清晰可见

３ １ ０ ８００ １ ２ ０
四周 加 铅 罩ꎬ
背后加铅屏蔽

像质计中 ϕ０ ２ ｍｍ 孔

清晰可见

４ １ ０ ８００ １ ２ ２ ０
四周 加 铅 罩ꎬ
背后加铅屏蔽

像质计中 ϕ０ ２ ｍｍ 孔

清晰可见

５ ０ ４ ８００ １ ２ ０
四周 加 铅 罩ꎬ
背后加铅屏蔽

像质计中 ϕ０ ２ ｍｍ 孔

清晰可见ꎬ ϕ０ １６ ｍｍ
孔模糊可见

６ ０ ４ ８００ １ ２ ２ ０
四周 加 铅 罩ꎬ
背后加铅屏蔽

像质计中 ϕ０ ２ ｍｍ 孔

清晰可见ꎬ ϕ０ １６ ｍｍ
孔可见

Ｈ、将阶梯孔型像质计粘贴于 ６ ｍｍ 锆板固定在准直铅板上ꎬ准直铅板放在平板前端ꎬ在采集帧频

为 １、叠加帧数 ６４、射线机出束口安装 ０ ５ ｍｍ 铜滤波片、无前准直光栅、平板探测器四周加铅罩ꎬ背后

加铅屏蔽的情况下ꎬ选择不同检测参数进行系统灵敏度实验ꎬ具体实验记录如下ꎮ

表 ８　 Ｈ 组实验结果

序号
焦点 /
ｍｍ

焦距 /
ｍｍ

放大倍数
电压 /
ｋＶ

电流 /
ｍＡ

检测图像 检测结果

１ １ ０ １ １８０ １ １５０ ７ ０
像质计中 ϕ０ ２ ｍｍ 孔清晰可

见ꎬϕ０ １６ ｍｍ 孔模糊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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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焦点 /
ｍｍ

焦距 /
ｍｍ

放大倍数
电压 /
ｋＶ

电流 /
ｍＡ

检测图像 检测结果

２ １ ０ １ １８０ １ １４０ １２ ０
像质计中 ϕ０ ２ ｍｍ 孔清晰可

见ꎬϕ０ １６ ｍｍ 孔模糊可见

３ １ ０ ８００ １ １５０ ３ ８
像质计中 ϕ０ ２ ｍｍ 孔清晰可

见ꎬϕ０ １６ ｍｍ 孔模糊可见

４ １ ０ ８００ １ １６ １５０ ３ ８
像质计中 ϕ０ ２ ｍｍ 孔清晰可

见ꎬϕ０ １６ ｍｍ 孔模糊可见

５ ０ ４ ８００ １ １６ １５０ ３ ８
像质计中 ϕ０ ２ ｍｍ 孔清晰可

见ꎬϕ０ １６ ｍｍ 孔可见

６ ０ ４ ８００ １ ３ １５０ ３ ８
像质计中 ϕ０ ２ ｍｍ 孔清晰可

见ꎬϕ０ １６ ｍｍ 孔可见

Ｉ、将孔型像质计粘贴于 ４ ｍｍ 锆板固定在准直铅板上ꎬ准直铅板放在平板前端ꎬ在采集帧频为 １、
叠加帧数 ６４、射线机出束口无滤波片、无前准直光栅、平板探测器四周加铅罩ꎬ背后加铅屏蔽的情况

下ꎬ选择不同检测参数进行系统灵敏度实验ꎬ具体实验记录如下ꎮ

表 ９　 Ｉ 组实验结果

序号
焦点 /
ｍｍ

焦距 /
ｍｍ

放大倍数
电压 /
ｋＶ

电流 /
ｍＡ

检测图像 检测结果

１ １ ０ １ １８０ １ １４０ ５ ０
像质计中 ϕ０ ２ ｍｍ 孔清晰可

见ꎬϕ０ １６ ｍｍ 孔可见

２ １ ０ ８００ １ １４０ ２ ３
像质计中 ϕ０ ２ ｍｍ 孔清晰可

见ꎬϕ０ １６ ｍｍ 孔可见

通过 Ｇ、Ｈ、Ｉ 三组实验可知使用瓦里安 ２５２０ＤＸ ＣｓＩ 平板探测器与瓦里安 ＨＰＸ－２２５ / １１ Ｘ 射线机

组合ꎬ在合适的检测条件下可清晰发现 ８ｍｍ 锆板上孔型像质计中 ϕ０ ２５ ｍｍ 孔和 ϕ０ ２ ｍｍ 孔ꎬϕ０ １６
ｍｍ 孔模糊可见ꎬ实验结果表明ꎬ对 ８ ｍｍ 锆板ꎬ管电压以 １６０ ｋＶ 为宜ꎬ６ ｍｍ 锆板ꎬ管电压以 １５０ ｋＶ 为

宜ꎬ４ ｍｍ 锆板ꎬ管电压以 １４０ ｋＶ 为宜ꎮ 使用 ０ ４ ｍｍ 焦点在放大 １ ２ 倍左右时检测效果更佳ꎮ

５ ５　 瓦里安 ２５２０ＤＸ ＤＲＺ 平板探测器与瓦里安 ＨＰＸ－２２５ / １１ Ｘ 射线机组合

为验证该组合检测性能ꎬ我们开展了 Ｊ 组实验ꎬ详情如下ꎮ
Ｊ、将孔型像质计粘贴于不同厚度锆板固定在准直铅板上ꎬ准直铅板放在平板前端ꎬ在放大倍数为

１、采集帧频为 １、叠加帧数 ３６、射线机出束口无滤波片、无前准直光栅、平板探测器四周加铅罩ꎬ背后

加铅屏蔽的情况下ꎬ选择不同检测参数进行系统灵敏度实验ꎬ具体实验记录如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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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０　 Ｊ 组实验结果

序号 锆板厚度
焦点 /
ｍｍ

焦距 /
ｍｍ

电压 /
ｋＶ

电流 /
ｍＡ

检测图像 检测结果

１ ８ ｍｍ １ ０ ８００ １６０ ８ ０
像质计中 ϕ０ ２５ ｍｍ 孔清晰

可见

２ ６ ｍｍ １ ０ ８００ １４０ ８ ０
像质计中 ϕ０ ２ ｍｍ 孔清晰可

见ꎬϕ０ １６ ｍｍ 孔模糊可见

３ ４ ｍｍ １ ０ ８００ １２０ ９ ０
像质计中 ϕ０ ２ ｍｍ 孔清晰可

见ꎬϕ０ １６ ｍｍ 孔模糊可见

通过 Ｊ 组实验可知使用瓦里安 ２５２０ＤＸ ＤＲＺ 平板探测器与瓦里安 ＨＰＸ－２２５ / １１ Ｘ 射线机组合ꎬ在
合适的检测条件下可清晰发现 ６ ｍｍ 锆板上孔型像质计中 ϕ０ ２５ ｍｍ 孔和 ϕ０ ２ ｍｍ 孔ꎬϕ０ １６ ｍｍ 孔

模糊可见ꎬ实验结果表明ꎬ对 ８ ｍｍ 锆板ꎬ管电压以 １６０ ｋＶ 为宜ꎬ６ ｍｍ 锆板ꎬ管电压以 １４０ ｋＶ 为宜ꎬ
４ ｍｍ锆板ꎬ管电压以 １２０ ｋＶ 为宜ꎮ

６　 结论

通过详细的调研和实验数据分析ꎬ我们确定瓦里安 ２５２０ＤＸ ＣｓＩ 平板探测器和瓦里安 ２５２０ＤＸ
ＤＲＺ 平板探测器与 ０ ４ｍｍ / １ ０ｍｍ 双焦点 Ｘ 射线机组成检测系统后均能满足本次 Ｘ 射线实时成像项

目检测技术指标ꎬ而且采用在平板探测器四周加屏蔽和在待检部件后端加准直等措施后可有效消除

散射线影响ꎬ能进一步提高成像质量ꎬ同时在保证射线能穿透被检工件的前提下ꎬ低管电压检测比高

管电压得到的图像质量好ꎮ
通过实验结果可知 ２５２０ＤＸ ＣｓＩ 平板探测器检测细小缺陷的能力稍优于 ２５２０ＤＸ ＤＲＺ 平板探测

器ꎬ但是残影较为严重ꎬ经综合考量ꎬ我们决定本项目选用 ２５２０ＤＸ ＤＲＺ 平板探测器ꎮ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ｌａｔ
ｐａｎｅｌ ｄｅｔｅｃｔｏｒ ｆｏｒ Ｘ ｒａｙ ｒｅａｌ ｔｉｍｅ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ＺＨＡＮＧ Ｌｅｉꎬ ＬＩＵ Ｍ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Ｐｏｗｅｒ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Ｃｏ ꎬ Ｌｔｄ 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 Ｂｒａｎｃｈꎬ 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 ｏｆ Ｈｅｎａｎ Ｐｒｏｖ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ｉ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 ｔｈｅ ｆｌａｔ ｐａｎｅｌ ｄｅｔｅｃｔｏｒ ｔｙｐｅｓ ｅｘｉｓｔ ｏｎ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ꎬ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ꎬ ｉｔ ｉｓ ｃｌｅａｒ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ａｍｏｒｐｈｏｕｓ ｓｉｌｉｃｏｎ ｆｌａｔ ｐａｎｅｌ ｄｅｔｅｃｔｏｒ ｗｉｌｌ ｂｅ ｕ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Ｘ ｒａｙ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ｐｒｏｊｅｃｔꎬ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ｉｎ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ｉｎｄｅｘ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ｏｒｐｈｏｕｓ ｓｉｌｉｃｏｎ ｆｌａｔ ｐａｎｅｌ
ｄｅｔｅｃｔｏｒ ａｒｅ ｂｒｉｅｆｌｙ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 Ｆｉｎａｌｌｙꎬ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ｓｅｌ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ｆｌａｔ ｐａｎｅｌ ｄｅｔｅｃｔｏｒ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ｄａｔａꎬ ａｎｄ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ｆｌａｔ ｐａｎｅｌ ｄｅｔｅｃｔｏｒ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ｒｓ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ｌ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Ａｍｏｒｐｈｏｕｓ ｓｉｌｉｃｏｎ ｆｌａｔ－ｐａｎｅｌ ｄｅｔｅｃｔｏｒꎻＳｃｉｎｔｉｌｌａｔｏｒꎻＰｉｘｅｌ ｓｉｚｅꎻＶｏｌｔａｇｅ ｒａｎｇｅꎻＡ / Ｄ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ꎻ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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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马占文(１９９２—)ꎬ男ꎬ回族ꎬ甘肃康乐人ꎬ博士在读ꎬ现主要从事快中子照相方面的工作ꎮ

摘要:本文叙述了一套快中子照相探测器的研制进展ꎮ 该探测器主要由像转换屏、微通道板像增强器和 ＣＣＤ 相机等

组成ꎬ其主要设计指标为:对 １４ ５ ＭｅＶ 快中子探测效率大于 ０ １％ꎬ空间分辨率小于 ０ ５ ｍｍꎮ 利用蒙特卡洛模拟程序

Ｇｅａｎｔ４ 对像转换屏特性进行了计算ꎬ并根据模拟结果完成了成像系统的设计ꎮ 利用２４１Ａｍ α 粒子源对微通道板探测器

系统进行了测试ꎬ测试结果显示微通道板探测器系统的边缘分辨率约为 ９６ ３６ μｍꎮ
关键词:快中子照相ꎻ微通道板ꎻ像转换屏ꎻ图像分辨率

快中子照相技术因具有穿透性强ꎬ能检测重元素包裹着的轻元素物质及内部缺陷等特点而具有

广泛的应用前景[１ꎬ２ꎬ３]ꎮ 快中子照相系统一般由中子源、准直屏蔽体和探测器等组成[１]ꎮ 为了获得较

好的快中子照相图像ꎬ一般要求照相系统的中子源强度尽可能强ꎬ探测器效率和位置分辨率尽可能

高ꎮ 在兰州大学ꎬ一台中子产额为 ５×１０１２ ｎ / ｓ 的强流 Ｄ－Ｔ 反应中子发生器正在研制当中ꎬ该中子发生

器可以提供能量约为 １４ ５ ＭｅＶ 的准单能中子以满足为快中子照相对中子束的要求[ ４ ]ꎮ 为了满足中

子照相对探测器系统的要求ꎬ一套基于微通道板的快中子照相探测器正在研制当中[ ３ ]ꎮ

１　 探测器系统介绍

如图 １ 所示ꎬ快中子照相探测器主要由聚乙烯(ＰＥ)像转换屏、微通道板(ＭＣＰ)、反射镜、ＣＣＤ 相

机、真空室、真空泵系统等构成ꎮ 其中 ＭＣＰ 微孔直径为 ２５ μｍꎬ孔中心间距 ６ μｍꎬ结构为双片结构ꎬ增
益约 １０６ꎻ反射镜为镀银高反射率反射镜ꎬ反射率大于 ９５％ꎻＣＣＤ 相机像素为 １ ０２４×１ ３４４ꎬ像素尺寸为

６ ４５ μｍ×６ ４５ μｍꎮ
快中子照相探测器的工作原理如下:快中子束在透射样品后ꎬ与 ＰＥ 像转换屏作用产生反冲质子ꎬ

反冲质子入射到微通道板产生电子并在微通道板内倍增ꎬ倍增后的电子从微通道板后端出射至荧光

屏激发光信号ꎬ光信号经反射镜反射后被 ＣＣＤ 相机记录成像ꎮ 由于荧光屏以及 ＣＣＤ 相机的量子效率

都非常高[ ２ ]ꎬ因此快中子照相系统的探测效率主要由 ＰＥ 像转换屏对快中子的转换效率和 ＭＣＰ 对质

子的探测效率决定ꎮ 由于 ＭＣＰ 对能量在 ｋｅＶ 以上的质子的探测效率大于 ６０％[ ５ ]ꎬ为了获得预期的

快中子探测效率ꎬ需要对 ＰＥ 像转换屏的厚度进行优化计算ꎮ 此外ꎬ由探测器结构可知成像系统的分

辨率主要由 ＰＥ 像转换屏以及后续的微通道板探测器系统组成ꎬ因此对 ＰＥ 像转换屏后的质子空间分

布及微通道板探测器系统的边缘分辨能力进行了研究ꎮ

２　 ＰＥ 像转换屏选择

快中子照相中ꎬ像转换屏中的氢含量越高ꎬ则反冲质子的产额越大ꎬ转换效率将越高ꎮ 含氢量比

较高的材料有石蜡、聚乙烯、聚丙烯、水等ꎬ其中聚乙烯熔点高且易于加工ꎬ故选择聚乙烯(ＰＥ)作为像

转换屏材料[ ３ ]ꎮ 为了研究 １４ ５ ＭｅＶ 快中子在不同厚度的 ＰＥ 像转换屏上产生的质子的产额ꎬ建立了

如图 ２ 所示的模拟模型ꎮ 采用 Ｇｅａｎｔ４ 程序[ ６ ]对 １４ ５ ＭｅＶ 快中子入射在 ＰＥ 像转换屏上产生的出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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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微通道板快中子像探测器示意图

１－中子束ꎻ ２－入射窗ꎻ ３－ＰＥ＋ＭＣＰ＋ＳＣＲꎻ４－真空室ꎻ５－反射镜ꎻ
６－ＣＣＤ 相机系统ꎻ７－出射窗ꎻ８－真空抽气口

质子的积分产额和像转换屏后不同位置处的强度分布进行了模拟计算ꎮ 模拟时采用 １４ ５ ＭｅＶ 点中

子源垂直入射 ＰＥ 像转换屏ꎬ采用理想探测器记录下出射质子的积分产额和空间分布ꎮ

２ １　 反冲质子产额随 ＰＥ 像转换屏厚度的变化

模拟得到的出射质子相对积分产额(相对与单位入射中子)随 ＰＥ 厚度的变化数据如图 ３ 所示ꎮ
由图 ３ 可以看出ꎬ在 ＰＥ 厚度小于 ２ ｍｍ 时ꎬ出射质子相对积分产额随 ＰＥ 厚度增加显著增长ꎻ当 ＰＥ 厚

度大于 ２ ｍｍ 时ꎬ质子产额增长基本停止ꎮ 因此选择聚乙烯厚度为 ２ ｍｍꎬ此时快中子的转换效率约

为 ０ ３５％ꎮ

图 ２　 计算模型

　 　 　 　
图 ３　 反冲质子产额随 ＰＥ 厚度的变化

２ ２　 ＰＥ 像转换屏后不同位置的质子分布

根据 ２ １ 中结果ꎬ选择 ＰＥ 厚度为 ２ ｍｍꎬ利用图 ２ 所示模型对 ＰＥ 后 Ｄ ＝ ０ ｍｍ、０ ５ ｍｍ、１ ｍｍ、
１ ５ ｍｍ、２ ｍｍ、２ ５ ｍｍ、３ ｍｍ 和 ３ ５ ｍｍ 处的质子强度分布进行计算ꎬ结果如图 ４ 所示ꎮ 从图 ４ 中可

以看出ꎬ最初从 ＰＥ 中出射的质子束分布集中ꎬ可以较好地反映入射中子束的点源性质ꎬ说明 ＰＥ 像转

换屏本身造成的图像畸变不严重ꎮ 随着 Ｄ 的增大ꎬ质子束斑逐渐发散ꎬ当 Ｄ ＝ ３ ５ ｍｍ 时ꎬ束斑直径已

接近６ ｍｍꎬ说明 ＰＥ 屏产生的反冲质子的角分布导致的质子束发散比较严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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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距 ＰＥ 屏不同距离处的质子分布

在 Ｙ＝ ０ 时ꎬ沿 Ｘ 轴提取图 ４ 中各幅图的一维强度信息并作高斯拟合ꎬ拟合结果如图 ５ 所示ꎮ 从

图 ５ 中可以看出来ꎬ像转换屏射出质子的发散程度和距离 Ｄ 相关ꎬ随着 Ｄ 增大ꎬ一维强度分布的半高

宽逐渐也增大ꎮ 为了提高图像的品质ꎬ质子位置灵敏探测器应该尽量贴近像转换屏ꎮ 由于探测器结

构以及探测器工作电压等因素的制约ꎬ像转换屏与质子位置灵敏探测器的距离不可能无限近ꎬ因此在

后期的图像处理中ꎬ可以将图 ４ 中的质子分布视为 ＰＥ 转换屏的点扩散函数ꎬ并以此作为反卷积的核

对快中子照相的图像数据进行处理ꎮ

图 ５　 Ｙ＝ ０ 时 Ｘ 轴上的质子强度分布距

３　 微通道板探测器系统分辨率测量

中子照相探测器中的微通道板(ＭＣＰ)、反射镜、ＣＣＤ 相机、真空室、真空泵系统组成了一套微通

道板像探测器系统ꎮ 该系统的主要作用是记录从 ＰＥ 转换屏射出质子的位置分布ꎬ其性能对快中子照

相图像的优劣影响巨大ꎮ 为了定量研究该成像系统的图像分辨能力ꎬ利用 α 粒子对一打有圆孔的金

属板进行了成像测试ꎮ
测试系统结构如图 ６ 所示ꎬ由２４１Ａｍ 源发射出的阿尔法粒子经准直器准直后入射一打有 ０ ５ ｍｍ

圆孔的 ０ ６ ｍｍ 厚钼板ꎬ透射钼板的 α 粒子被微通道板探测器系统记录形成图像ꎬ成像时间为 ５ 分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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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阿尔法粒子成像测试结构图

１—２４１Ａｍ 源ꎻ２—准直器ꎻ３—测试样品ꎻ４—微通道板ꎻ５—ＣＣＤ 相机ꎻ６—反射镜ꎻ７—真空室ꎻ８—真空泵接口

图 ７ 为获得的小孔图像ꎬ为了方便观察ꎬ对其对比度进行了调整ꎬ图 ８ 为图像的强度分布图ꎮ 在 Ｙ
＝ ０ 时ꎬ沿 Ｘ 轴方向对图 ８ 中强度信息进行提取ꎬ求出了其半高宽约为 ４３６ μｍꎬ以及 １０％高宽约为

７５２ μｍꎮ
对图 ８ 中的圆孔图像强度分布沿 Ｙ 方向积分ꎬ然后对积分结果沿 Ｘ 方向求梯度ꎬ所得梯度曲线的

半高宽(ＦＷＨＭ)即为所得图像的边缘分辨率[７]ꎮ 圆孔图像的边缘强度梯度曲线及拟合如图 ９ 所示ꎬ
可知边缘强度梯度曲线的半高宽约为 ９６ ３６ μｍꎬ也就是说微通道板探测器系统的边缘分辨率可达

９６ ３６ μｍꎮ

图 ７　 ０ ５ ｍｍ 圆孔成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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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０ ５ ｍｍ 圆孔图像强度分布图

图 ９　 圆孔图像边缘强度梯度拟合图

４　 总结

完成了快中子照相探测器的 ＰＥ 转换屏特性的模拟计算ꎬ结果显示最佳的转换屏厚度应为 ２ ｍｍꎬ
此时中子转换效率约为 ０ ３５％ꎮ 为了提高成像质量ꎬ选择转换屏与后端探测器的距离为 ０ ５ ｍｍꎮ 同

时ꎬ对微通道板探测器系统的边缘分辨率进行了测量ꎬ结果显示微通道板探测器系统的分辨率可以达

到 ９６ ３６ μｍꎮ 综上ꎬ预计研制中的快中子照相探测器可以实现对 ０ １％的 １４ ５ ＭｅＶ 快中子探测效率

和０ ５ ｍｍ的成像分辨率ꎮ 目前ꎬ一台用于中子照相的 Ｄ－Ｔ 中子发生器正在调试当中[ ８ ]ꎬ预计 ２０１７ 年

年底就可以利用该中子发生器进行快中子照相的相关实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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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介绍了光电倍增管线性动态范围非线性修正的意义ꎬ对两种光电倍增管线性动态范围测量及非线性修正方

法进行了比较ꎬ通过实验及分析得出参考管法及双脉冲法的优缺点ꎮ 设计了基于皮秒激光器的可同时实现两种测量

及修正方法的装置ꎬ并通过两种方法对 ＥＴ９８２１Ｂ 型号光电倍增管的动态范围进行了测量及修正ꎬ该光电倍增管测量范

围扩展 ２ 倍以上ꎬ显著增加其有效使用量程ꎮ
关键词:光电倍增管ꎻ线性动态范围ꎻ参考管法ꎻ双脉冲法

光电倍增管由一个光阴极和多个打拿极以及阳极构成的真空器件ꎬ具有光电转换及倍增的

功能[１]ꎮ 光电倍增管在核探测脉冲辐射场测量中具有广泛的应用ꎬ常用于闪烁探测器中微弱光信号

的放大及光电转换ꎬ具有响应快ꎬ放大倍数高等优点ꎮ 其常用参数包括波长响应范围、灵敏度、工作高

压、渡越时间、线性动态范围等[２]ꎬ核探测脉冲辐射场测量主要关心其灵敏度和线性动态范围等

参数[３]ꎮ
核探测中针对辐射场的定量测量一般需要光电倍增管的输出电流与输入光强成正比ꎬ即光电倍

增管工作在线性区域ꎮ 故使用光电倍增管前需要对光电倍增管的线性动态范围参数进行测量ꎬ其测

量主要有描点法、Ｘ－Ｙ 显示法、波形比较法等[４]ꎮ 实验室通过合适的分压器设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

高光电倍增管的线性动态范围[５]ꎮ
本文介绍了光电倍增管线性动态范围非线性修正的意义ꎬ对两种光电倍增管线性动态范围测量

及非线性修正方法进行了比较ꎬ通过实验及分析得出参考管法及双脉冲法的优缺点ꎮ 介绍了可同时

实现两种测量及修正方法的装置设计ꎬ实现光电倍增管线性动态范围扩展 ２ ~ ３ 倍ꎬ显著增强其使用

范围ꎮ

１　 光电倍增管线性动态范围

光电倍增管的线性动态范围用参数最大脉冲线性电流来表征[６]ꎬ光电倍增管的脉冲输出电流在

一定范围内与输入光强有良好的线性关系ꎮ 如图 １ 所示ꎬ随着光强增加ꎬ光电倍增管输出电流不再线

性增加ꎬ灵敏度(输出电流与输入光强的比值)不断降低ꎬ最终输出电流趋于饱和ꎮ
造成光电倍增管非线性有两方面原因ꎬ一方面随着入射光强的不断增大ꎬ光阴极材料的光电转换

趋于饱和ꎬ另一方面ꎬ高压过高、脉冲信号过强时ꎬ电子群形成反向电场ꎬ使得后几级打拿极间的电场

下降ꎬ从而增益减少[７]ꎮ
以往核探测中使用光电倍增管时通过波形比较等方法测得其线性动态范围ꎬ使用其线性范围段ꎮ

许多光电倍增管线性段往往较窄ꎬ为了测量较宽范围的脉冲辐射场需要采用多支光电倍增管ꎬ通过设

置不同的高压实现ꎬ而此时每支光电倍增管距离饱和有较远距离ꎮ 所以ꎬ通过测量光电倍增管输出电

流与输入光强的关系曲线ꎬ对光电倍增管非线性段进行修正ꎬ可以显著提高光电倍增管的使用量程ꎬ
节约光电倍增管的数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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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光电倍增管输出电流与相对输入光强的关系

２　 光电倍增管线性动态范围测量及修正

２ １　 参考管法

２ １ １　 参考管法原理

参考管法是对 Ｘ－Ｙ 显示法[８]的改进ꎬ现有数字示波器测量及存储较为方便ꎬ且离线数据处理较

为容易ꎬ可同时测量被测光电倍增管及参考管的时间－幅度图像ꎮ 如图 ２ 所示ꎬ通过分光镜把脉冲光

束分为两路照射到参考光电倍增管和待测倍增管上ꎬ通过衰减片等方法调节一路光线亮度ꎬ使得参考

光电倍增管在整个测量过程中处于线性动态范围内ꎮ 通过参考光电倍增管的输出表征相对输入光强

的大小ꎮ

图 ２　 参考管法示意图

数据处理中以参考光电倍增管输出幅度为横坐标ꎬ以被测光电倍增管输出幅度为纵坐标ꎬ与 Ｘ－Ｙ
显示法相同ꎬ当被测光电倍增管脉冲输出幅度偏离外推直线 １０％时的电流值即为最大线性电流ꎮ 实

际光电倍增管的使用中均通过数字示波器测量ꎬ其电流值一般通过测量通过 ５０ Ω 电阻时的压降来测

量ꎬ故也可用最大输出电压来表征线性动态范围ꎬ与最大线性电流表征本质相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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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１ ２　 参考管法优缺点分析

利用参考管法通过一次测量可以同时得到参考光电倍增管脉冲输出电流(电压)和被测光电倍增管

脉冲输出电流(电压)的大小ꎬ从而作出相对光通量－脉冲输出电流(电压)的关系曲线ꎬ得出光电倍增管

的最大线性电流(电压)ꎮ 该测量方法简单且方便ꎬ特别是对需要对一批多支光电倍增管进行调试时效

率很高ꎬ实际测量中ꎬ选择合适的参考光电倍增管后ꎬ可同时对一批光电倍增管适用ꎮ 但该方法测量过程

中需要选择合适的参考管ꎬ一般需要选用动态线性范围大于被测光电倍增管ꎬ若被测光电倍增管线性范

围较大ꎬ需要选用合适的衰减片对进入参考管的光强进行合适的衰减ꎮ

２ ２　 双脉冲法

２ ２ １　 双脉冲法原理

如图 ３ 所示ꎬ双脉冲法利用光电倍增管在光强较弱时具有较好的线性ꎬ通过偏振片调节光强衰减

一定比例(１０％)ꎬ记录偏振片调节前后光电倍增管的输出ꎬ以光强较弱时刻反推光强较强时刻的相对

输入光强[９]ꎮ 以此作出脉冲输出电流(电压)与相对光强的关系曲线ꎬ脉冲输出电流偏离该曲线的外

推直线达到 １０％时电流值为最大线性电流ꎮ 当脉冲输出电流趋于饱和时ꎬ得到完整的光强－脉冲输出

电流曲线ꎮ

图 ３　 双脉冲法示意图

本文双脉冲法与国标略有不同ꎬ本文通过偏振片组作为衰减器ꎬ且使用的光源为激光光源ꎬ其光

强连续可调ꎬ不需要额外增加偏振片组调节光强ꎮ 当光电倍增管线性动态范围远低于最大饱和电流

时ꎬ光电倍增管往往在偏振片转到光强较弱时刻已经具有一定的非线性ꎬ需反复对相对输入光强进行

迭代校准ꎮ
２ ２ ２　 双脉冲法优缺点分析

双脉冲法利用自身线性段作为参考ꎬ无需额外增加光电倍增管ꎬ避免引进额外的系统误差ꎬ特别

是在被测光电倍增管具有较大的线性动态范围时极为适用ꎮ 双脉冲法两次测量值有 １０ 倍差异ꎬ需选

用不同的示波器垂直灵敏度ꎬ系统误差略有不同ꎻ两次脉冲不同时进行ꎬ若外界条件发生变化(如光源

光强波动等)ꎬ会造成额外的误差ꎻ部分光电倍增管线性动态范围远远小于饱和电流时ꎬ需对输入光强

进行反复迭代ꎮ

３　 测量装置设计与实验结果

３ １　 测量装置设计

如图 ４ 所示ꎬ测量装置由暗室、激光器、准直光阑、分光镜、滤光片、一组偏振片(镜)、光电倍增管

夹持器组成ꎮ 激光光束通过暗室上小孔入射进入暗室ꎬ经分光镜分为两束ꎬ一束激光经滤光片进入参

考光电倍增管ꎬ另一束经一组偏振片(镜)进入待测光电倍增管ꎮ 图 ５ 为通过光学模拟软件对该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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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线传播进行的数值模拟ꎬ图中通过不同灰度代表不同光强ꎮ

图 ４　 测量装置示意图

图 ５　 模拟光束在各器件间的传播

实际装置中通过准直光阑调节各器件位于同一平面且经过各组件中心ꎻ通过毛玻璃等把激光扩

束从而均匀覆盖光电倍增管阴极表面ꎻ偏振装置有一枚格兰泰勒棱镜和一偏振片组成ꎬ前者具有优异

的 Ｐ 光 Ｓ 光消光比ꎬ后者保证光强随二者张角余弦值的平方正相关ꎬ偏振片的旋转通过电动旋转台实

现ꎬ其控制器位于暗室外ꎬ测量过程中不需频繁打开暗室ꎮ 其中光强随角度的变化见图 ６ꎬ在 ０° ~３６０°
范围内光强覆盖光强从 ０~１(归一后)的变化范围ꎬ实际使用中可以选择 ０° ~９０°作为光强连续减弱区

间及 ２７０° ~３６０°作为光强连续增强区间对光电倍增管的线性范围进行考察ꎮ

图 ６　 光电倍增管测量装置相对光强随角度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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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　 两种方法的实验结果比较

通过两种方法对 ＥＴ ９８２１Ｂ 型号光电倍增管线性动态范围进行了测量及修正ꎬ其中参考管选用

Ｐｈｉｌｉｐ ２２６２Ｂ 型光电倍增管ꎬ该型号光电倍增管的线性范围较大ꎮ 该型号倍增管在输出电流在 １６０ｍＡ
处方达到饱和ꎬ但在 ８０ ｍＡ 左右时开始出现非线性ꎮ 如图 ７ 所示为两种方法测得 ＥＴ ９８２１Ｂ 型号光电

倍增管的对应光强与输出电流的曲线ꎬ其中 Ｉ１为参考管法标定的结果ꎬＩ２为双脉冲法测得结果ꎮ

图 ７　 ＥＴ ９８２１Ｂ 光电倍增管输出电流的修正曲线

因实际使用中光电倍增管须与闪烁体一起标定ꎬ故无需标定其输出电流与绝对光强的曲线ꎬ仅仅

标定其最大线性输出电流即可ꎮ 两种方法标定的最大线性输出电流差别很小ꎬ约为 ８０ ｍＡꎮ 但对非

线性段的修正差异较大ꎬ双脉冲法的修正电流大于参考管法ꎬ该差异来源于参考管在该强光下具有一

定的非线性ꎮ 修正后光电倍增管可用测量范围提高 ２~３ 倍ꎮ

４　 结论

本文介绍了光电倍增管线性动态范围非线性修正的意义ꎬ对两种光电倍增管线性动态范围测量

及非线性修正方法进行了比较ꎬ通过实验及分析得出参考管法及双脉冲法的优缺点ꎮ 可以看出参考

管法具有方便快捷的优点ꎬ一般测量比较合适ꎮ 当待测光电倍增管测量范围较宽ꎬ不易选择合适的参

考管时ꎬ双脉冲法具有较大优势ꎮ
本文还介绍了可同时实现两种测量及修正方法的装置设计ꎬ实现光电倍增管线性动态范围扩展 ２

倍以上ꎬ显著增强其使用范围ꎮ 另外该测量装置设计中利用激光光束随距离发散较小的特点ꎬ避免了

以往调试用 ＬＥＤ 受距离影响较大ꎬ测量重复性不好的劣势ꎮ 且激光驱动时刻与出光时刻具有精确的

时间间隔(稳定性小于 ４０ ｐｓ)ꎬ有利于光电倍增管时间相关参数ꎬ如渡越时间、上升时间等参数的

测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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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溶液中 α 放射性浓度在线测量的
闪烁玻璃探测器研制

马　 鹏ꎬ张生栋ꎬ丁有钱ꎬ孙宏清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放化所ꎬ北京市 １０２４１３)

　 　 　 　 　 　 　 　 　 　 　 　 　 　 　 　 　 　 　 　 　 　 　 　 　 　 　 　 　 　 　 　 　 　 　 　 　 　 　 　 　 　 　 　 　 　　
　

　
　 　　　　　　　　　　　　　　　　　　　　　　　　　　　　　　　　　　　　　　　　　　　　　　

　
　

　
　

作者简介:马鹏(１９８４—)ꎬ男ꎬ甘肃人ꎬ助理研究员ꎬ硕士ꎬ主要从事放射性测量的工作ꎮ

摘要:乏燃料后处理工艺过程中的萃余液、洗涤液中的 α 放射性浓度低ꎬ传统取样分析技术局限性较大ꎮ 本文提出了

用玻璃闪烁体接触溶液的方式在线测量溶液中的 α 放射性浓度ꎬ并据此生产出了符合闪烁体性能要求的玻璃闪烁体ꎬ
研制出了闪烁玻璃探测系统ꎬ其主要性能指标达到了预期要求ꎮ
关键词:α 放射性ꎻ玻璃闪烁体ꎻ后处理ꎻ在线测量

乏燃料水法后处理工艺过程操作的主要对象是溶液中的铀和钚ꎬ其同位素几乎都是 α 放射性ꎮ
通过测量铀、钚在各工艺过程中的含量ꎬ可以计算收率ꎬ掌握工艺运行情况ꎬ实现对工艺过程的全程监

测和控制ꎮ 工艺过程中的一些监测点如萃余液和洗涤液ꎬ仅含有微量或痕量的铀或钚ꎬ无法通过常规

的光谱手段或化学手段分析其含量ꎮ 此外ꎬ先进后处理工艺发展要求ꎬ乏燃料后处理除了提取铀钚之

外ꎬ还要提取出长寿命的次锕系核素ꎬ如镎、镅、锔等ꎬ相比铀钚来说ꎬ这些元素的含量都很低ꎬ分析难

度高ꎮ 目前后处理工艺对溶液中微量或痕量的 α 核素的分析主要通过取样、制源后测量 α 计数ꎬ该方

法流程长、操作复杂、时效性差ꎬ并且会产生大量二次废物ꎮ 因此ꎬ建立一个无需取样、可实现对溶液

中 α 放射性浓度在线测量的方法是非常有意义的ꎮ
α 粒子在空气中的射程短ꎬ约为 ３ ６ ｃｍꎬ在水中的射程约为 ３０ mｍꎬ理想的方法是让溶液与探测器

直接接触ꎬ以实现最高的探测效率ꎮ 调研发现ꎬ玻璃闪烁体可以接触式测量溶液中的 α 放射性ꎬ无需

取样制源ꎬ可实现溶液中 α 放射性浓度的实时监测ꎬ并且薄层闪烁玻璃可以实现对 β 射线和 α 射线的

分辨以及对 γ 射线的弱响应ꎮ 国内外的一些学者也依此建立了实验室装置ꎬ测试结果显示闪烁玻璃

流线系统对溶液中 α 放射性的测量显示出了一定的优势[１~７]ꎮ 本文基于上述原因ꎬ研制了玻璃闪烁

体ꎬ设计了闪烁玻璃探测系统ꎬ并对主要性能进行了测试ꎮ

１　 实验

１ １　 主要试剂及仪器

稀土氧化物(氧化钆、氧化铽、氧化铈)ꎬ纯度 ９９ ９％ꎻ其他化学试剂(二氧化硅、碳酸钡、碳酸铯、
碳酸钠、碳酸钾、焦锑酸钠)ꎬ分析纯ꎮ

光电倍增管ꎬϕ５０ ｍｍꎬＥＴ 公司ꎻ前置放大器ꎬ自制ꎻＮＩＭ 插件(放大器、甄别器)ꎬＮＩＭ 标准ꎬＣＡＥＮ
公司ꎻ率表ꎬ型号 Ｍｏｄｅｌ－２２００ꎬＬｕｄｌｕｍ 公司ꎮ

１ ２　 闪烁玻璃熔制

比较之后ꎬ选择江孝国等人[８]研究的闪烁玻璃配方ꎬ该配方 ＳｉＯ２含量高ꎬ耐酸腐蚀性好ꎮ 分批处

理了大约 ２７０ ｇ 原料ꎬ研磨混合均匀后装入刚玉坩埚ꎬ在 １５００~１６００ ℃的空气气氛下熔制 ２~５ ｈꎬ之后

将熔融玻璃液浇筑在不锈钢磨具中ꎬ转移到马弗炉中在 ６００ ℃退火 ４ ~ ８ ｈꎬ关闭电源ꎬ自然冷却至

室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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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３　 探测系统搭建

１ ３ １　 闪烁玻璃探测器构成及设计原则

探测系统的框图见图 １ꎮ 闪烁玻璃片产生的荧光经光电倍增管转换成电信号后ꎬ经前置放大器整

型、主放大器信号放大、恒比甄别器转换后进入计数器统计计数ꎬ也可将计数率数据输出到计算机进

行在线显示和处理ꎮ

图 １　 闪烁玻璃探测系统框图

１ ３ ２　 主要部件加工与设计

将浇筑成型的玻璃体冷切割成直径 ５０ ｍｍꎬ厚度 １ ｍｍ 的闪烁玻璃片ꎬ两面抛光ꎮ
流通池设计加工ꎮ 有机玻璃圆片中间开槽ꎬ闪烁玻璃片粘贴在沟槽上方ꎬ两端安装直径 ３ ｍｍ 塑

料管ꎮ 加压测试ꎬ无液体渗漏ꎮ
选用 ＥＴ 公司的 ＥＴ－９８１３ 型光电倍增管ꎬ该 ＰＭＴ 为直线聚焦型ꎬ时间响应特性好、增益达到了 ７×

１０７ꎬ非常有利于弱信号的检出ꎮ
前置放大器选用电荷灵敏前放ꎬ信号分析器件选用 ＣＡＥＮ 公司生产的 ＮＩＭ 标准插件ꎬ计数率输出

选用 Ｌｕｄｌｕｍ 公司 Ｍｏｄｅｌ ２２００ 型率表ꎮ
１ ３ ３　 探测性能测试平台设计

为了固定和避光ꎬ将光电倍增管装在铝制套筒中ꎬ入射窗均匀涂抹光学硅脂后与闪烁玻璃片贴

合ꎬ下方托盘放置 α、β 或 γ 源用于测量玻璃闪烁体探测系统对不同放射源的探测效率和能谱ꎮ
１ ３ ４　 液流放射性在线测量系统

以蠕动泵提供动力让放射性溶液流过闪烁玻璃片ꎮ 为了减少放射性溶液的用量ꎬ使用 ６ ｍＬ 容量

液闪管做储液容器ꎬ装配好的系统见图 ２ꎮ 所有的接口处都用热溶胶密封ꎬ防止放射性物质泄漏ꎮ 尽

量设置系统紧凑ꎬ减少管路的长度ꎮ 该系统用于检验测量放射性液流时的稳定性ꎮ

图 ２　 流动溶液测量系统

１ ４　 数据在线获取软件开发

信号经放大器输出后进入定标器计数ꎬ通过串口传送至计算机ꎮ 开发数据在线获取软件ꎬ将获取

的数据经软件处理后以图形动态显示ꎮ 开发环境采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公司的 Ｖｉｓｕａｌ Ｃ＋＋ ６ ０ 集成开发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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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ꎬ为使程序更加贴近实验人员的使用的习惯ꎬ上位机程序的开发引入了 Ｉｏｃｏｍｐ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第三方程序ꎬ
为了数据处理更加快速ꎬ软件开发使用了多线程技术ꎮ

程序界面见图 ３ꎮ 横坐标为时间ꎬ单位秒ꎬ以点击开始测量时刻为零点ꎮ 纵坐标为计数率ꎮ 横坐

标、纵坐标的刻度可根据计数率的大小自适应变化ꎬ也可自行手动更改ꎮ 获取的数据在后台以文本形

式储存ꎬ方便科研人员离线处理ꎮ

图 ３　 数据实时获取软件界面

２　 结果与讨论

２ １　 探测效率测量

测量了９０Ｓｒ 面源、２４１Ａｍ 电镀源和１５２Ｅｕ 滤纸源ꎮ 将放射源分别放置在闪烁玻璃片下 ５ ｍｍ 位置进

行测量ꎬ测量结果见表 １ꎮ 闪烁玻璃对 β 射线和 α 射线的探测效率大于 ５０％ꎬ这是带电粒子在不锈钢

源片上散射造成的ꎮ 因此可估算 １ ｍｍ 厚度闪烁玻璃片对 α 射线和９０Ｓｒ 源 β 射线的本征探测效率约

为 １００％ꎬ探测效率测量结果符合预期ꎬ表明闪烁玻璃能够用于 α 射线的探测ꎮ
表 １　 闪烁玻璃片对不同类型放射源的探测效率

放射源 计数时间 / ｓ 平均计数率 源活度 / Ｂｑ 探测效率 本征探测效率

本底 １００ ０ ５７ / / /

９０Ｓｒ 面源 １０ ３６ ７３１ 约 ６０ ０００ ６１％ 约 １００％

１５２Ｅｕ 面源∗ １００ ４８ ７ １０ ２４６ ０ ２５％ 约 ０ ５％

２４１Ａｍ 电镀源 １００ １３１ １８５ ７１％ 约 １００％

注:∗标注的１５２Ｅｕ 探测效率为测到的计数与１５２Ｅｕ 面源总的发射 γ 射线数量的比值ꎮ

２ ２　 不同射线能谱测量

α 射线的能量通常是 β 射线的数倍或几十倍ꎬ那其激发闪烁体发光产生的信号幅度通常也应高

于 β 射线ꎮ 为了消除 α 射线自吸收的影响ꎬ将２４１Ａｍ 溶液直接滴在闪烁玻璃片上进行能谱测量ꎬ结果

见图 ４ꎮ γ 射线信号的最大幅度与本底相当ꎻα 射线、β 射线信号最大幅度远大于本底信号ꎻα 射线的

信号最大幅度与９０Ｓｒ－９０Ｙ β 射线相当ꎬ原因是 α 射线射程短ꎬ碰撞闪烁玻璃中激活剂原子的概率比 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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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线低ꎮ

图 ４　 闪烁玻璃对射线能谱的测量

注:测量时间未归一ꎮ

２ ３　 工作曲线测量

标定２３７Ｎｐ 溶液活度ꎬ稀释成不同浓度ꎬ取 １ ２５ ｍＬ 于直径 ４ ｃｍ 的小盘中ꎬ溶液厚度 １ ｍｍꎬ紧贴闪

烁玻璃片测量ꎬ结果见图 ５ꎮ 探测系统对浓度大于 ０ ５ ｍｇ / Ｌ 的２３７Ｎｐ 溶液有较好的线性响应ꎮ 对于

０ ５ ｍｇ / Ｌ 的溶液ꎬ探测器可测的２３７Ｎｐ 的活度仅为 ０ ６Ｂｑꎬ低于此浓度的测量ꎬ本底的影响开始显现ꎮ

图 ５　 探测系统对２３７Ｎｐ 溶液的工作曲线

２ ４　 系统稳定性测试

本文研制的在线测量系统的稳定性变化主要来自两个方面ꎬ一是整个系统装配的稳固及电子学

系统的噪声ꎬ二是系统对放射性的吸附所产生的影响ꎮ 为了研究这两方面的问题ꎬ分别测试了本底计

数的稳定性、２４１Ａｍ 面源计数率稳定性和２３７Ｎｐ 放射性溶液计数率的稳定性ꎮ 连续监测本底计数 １７ ｈꎬ
计数率稳定ꎬ每分钟约 ６ 个计数ꎬ计数率变化见图 ６ꎮ

对自制的２４１Ａｍ 面源进行稳定性测试ꎬ连续测量 ７ ｈꎬ计数率较稳定(图 ７)ꎮ 计数率的波动主要来

自计数的统计涨落ꎬ要观测探测系统的稳定性ꎬ需要先消除计数的统计误差ꎮ 取连续 ５ 个时间段累加

总计数ꎬ分析计数的相对标准偏差和统计误差ꎬ结果见表 ２ꎬ显示探测系统的稳定性好于 ０ ３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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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本底稳定性监测

　 　 　
图 ７　 ２４１Ａｍ 面源稳定性监测

表 ２　 ２４１Ａｍ 面源计数稳定性测试

计数 平均值 相对标准偏差 统计误差

３１７ ５０６

３１５ ９８４

３１５ ７２１

３１５ ９７５

３１４ ４２８

３１５ ９２３ ０ ３５％ ０ １８％

将 ５ ｍＬ ２３７Ｎｐ 溶液加入如图 ２ 所示储液管中ꎬ开启蠕动泵进行溶液循环流动ꎮ 观测同一份溶液

测量计数率随时间的变化ꎬ连续测量 ２５ｈ 计数率变化见图 ８ꎮ 计数率逐渐升高后缓慢减小ꎬ过程中还

出现了计数率的不规则波动ꎬ继续测量ꎬ直到三天后计数率开始稳定ꎮ 计数率的突变与电子学系统有

关ꎬ如电压的波动、信号器件工况的异常等ꎮ 计数率的趋势变化与溶液流动系统对放射性的吸附有

关ꎬ闪烁玻璃吸附放射性使得计数率升高ꎬ流通系统器壁的吸附使得溶液中的放射性浓度降低ꎬ从而

计数率降低ꎬ当吸附饱和后ꎬ计数率稳定ꎮ

图 ８　 液流放射性在线测量稳定性监测

３　 结论

(１)研究了闪烁玻璃的熔制流程ꎬ获得了符合闪烁体性能要求的闪烁玻璃样品ꎬ对 α 射线的本征

探测效率达到了 １００％ꎮ
(２)开发了数据获取可视化程序ꎬ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在线测量ꎮ 仪器本底及固体 α 源测量结果显

示ꎬ系统具有良好的长期稳定性ꎮ
(３)对液流放射性的测量稳定性较差ꎬ需要优化系统ꎬ消除探测系统对放射性的吸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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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于中国先进研究堆水冷同位素系统的
数字化监控系统的实现

焦迪楠ꎬ丁　 丽ꎬ贾玉文ꎬ王一石ꎬ王玉林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ꎬ北京 １０２４１３)

摘要:数字化监控系统是中国先进研究堆水冷同位素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ꎬ负责在线监控水冷同位素系统的运行情

况ꎬ是水冷同位素系统的安全运行指挥中心ꎮ 本文根据水冷同位素系统的工艺原理ꎬ分析了该监控系统的功能特点以

及监控的参数类型ꎮ 该系统采用基于施耐德设备的先进计算机控制系统实现ꎬ完成热工测量、辐射监测、电气监控等

系统数据的巡检、显示、报警、存储及打印ꎬ为系统异常运行趋势进行预报和报警等ꎮ 本系统的实现使运行人员能及时

得到系统的各种数据ꎬ从而监视整个系统的运行状态ꎬ保证运行人员方便而准确地完成期望操作ꎮ 在系统的安装调试

过程中积累了大量运行数据ꎬ并对调试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改进ꎬ为水冷同位素系统今后的运行与评价提供充分、可
信的资料ꎬ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ꎮ
关键词:中国先进研究堆ꎻ监控系统ꎻ安装ꎻ调试

　 　 　 　 　 　 　 　 　 　 　 　 　 　 　 　 　 　 　 　 　 　 　 　 　 　 　 　 　 　 　 　 　 　 　 　 　 　 　 　 　 　 　 　 　 　　
　

　
　

　 　　　　　　　　　　　　　　　　　　　　　　　　　　　　　　　　　　　　　　　　　　　　　　
　

　
　

　
　

作者简介:焦迪楠(１９８４—)ꎬ女ꎬ蒙族ꎬ内蒙古人ꎬ工程师ꎬ硕士ꎬ反应堆运行及项目管理

中国先进研究堆(ＣＡＲＲ) 是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多用途研究性反应堆ꎬ设计核功率 ６０
ＭＷ[１]ꎮ ＣＡＲＲ 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首次临界ꎬ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１ 日实现满功率 ７２ 小时运行ꎮ 水冷同位素系

统为开展试验工作及样品辐照等生产任务而设置的流体系统ꎮ 水冷同位素系统回路由监控系统、水
冷泵、轻水换热器、稳压罐及相连的管道、阀门、仪表等组成ꎮ 数字化监控系统作为水冷同位素系统的

重要组成部分ꎬ主要对水冷同位素系统参数及状态进行在线监控ꎮ

１　 数字化监控系统的介绍

１.１　 监控系统功能介绍

本监控系统主要由工艺系统监测、在线氚监测、电气监控等部分组成ꎬ主要负责水冷同位素系统

回路重要参数的监测与控制ꎮ 系统设置了热工参数(如流量、压力、液位、温度、电导率等)共计 ２０ 余

个ꎬ主要用于监测系统运行状态ꎮ 同时通过监控系统ꎬ可远程控制回路中的电动装置ꎬ如泵、电动阀、
电磁阀等ꎮ

本监控系统主要实现以下功能:
１)满足正常工况和事故工况下ꎬ监测水冷同位素系统各个工艺系统和设备的运行参数和状态ꎬ并

显示给运行人员ꎮ
２)必须满足正常工况和事故工况下ꎬ连续进行辐射监测ꎬ确保工作人员及厂区以外居民安全ꎮ
３)自动或根据操纵员的指令控制工艺系统的运行ꎮ
４)检测报警状态ꎬ显示和记录已探测到的报警ꎮ
６)生成各种日志、报表ꎬ利用打印机将运行信息进行记录和保存ꎮ
７)系统具有开放性和可扩展性ꎬ易与其他系统进行通讯ꎮ

１.２　 监控系统组成及结构

本系统由一台 Ｉ / Ｏ 现场控制站、两台操作员站、一台现场 ＳＣＡＤＡ 服务器、通讯网络、以及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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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设备组成ꎮ 系统采用以 １００Ｍ 工业以太网为骨干网的 Ｃ / Ｓ 架构[１]ꎬ分为 ３ 个功能层次:Ｉ / Ｏ 过程

控制层、监控管理层、网络层ꎬ具体结构见下图 １ꎮ

图 １　 监控系统结构图

１.２.１　 现场控制站主要模块如下ꎮ
(１)主控单元　
主控单元是一个高性能的工业级中央处理单元ꎬ其 ＣＰＵ 具有强大的整数和浮点运算能力ꎬ能进

行大规模的复杂的数据处理工作ꎮ 主控单元通过多种通信接口ꎬ可与现场控制站的 Ｉ / Ｏ 模块相连构

成一个完整的数据采集系统ꎬ同时还能方便地实现与其他系统的互连ꎬ增强系统的开放性ꎮ
(２)电源

ＰＬＣ 机架上的电源冗余配置在机架的两侧ꎬ给各 Ｉ / Ｏ 模块供电ꎬ采用冗余热备ꎬ均流工作方式ꎬ某
一个部件发生故障时ꎬ系统仍可以保持正常工作ꎮ

(３)Ｉ / Ｏ 模块　
Ｉ / Ｏ 模块均支持带电热插拔ꎮ 所有的 Ｉ / Ｏ 模件均采用智能化设计ꎬ模件本身自带 ＣＰＵꎬ负责通道

信号扫描及信号预处理ꎬ然后通过远程 Ｉ / Ｏ 总线与主控 ＣＰＵ 模块进行通信ꎮ 支持实时的状态显示和

在线诊断及故障显示功能ꎮ 为了避免在故障状态下的故障输入信号损坏系统ꎬ在 Ｉ / Ｏ 模块上采用大

量的保护和隔离措施ꎬＩ / Ｏ 模块采用光电隔离ꎬ使模块内外在电气上分离ꎬ在输入端子处采用了快熔

断保险丝ꎬ以防止异常信号进入模块ꎮ
(４)Ｉ / Ｏ 现场控制站电源

机柜内另配的直流电源用来给现场的开关量及模拟量节点提供巡检电压ꎬ为开关量与模拟量供

电采用独立的供电电源ꎮ 机柜内直流电源为双入(交流 ２２０ Ｖ)ꎬ输出(直流 ２４ Ｖ)的冗余的方式ꎬ以提

高系统的可靠性ꎮ 电源来自 ＣＡＲＲ 监控系统配电柜ꎬ一路为 ＵＰＳ 供电ꎬ一路为正常低压 Ｉ 段供电ꎮ
１.２.２　 远程操作员站

操作员站通过以态网与现场 ＳＣＡＤＡ 服务器、现场控制站 ＰＬＣ 进行数据交换ꎬ监控回路系统运行

状态ꎬ并对操作员的各种操作请求做出响应ꎬ如图形切换、数据显示、趋势显示、屏幕拷贝、表格日志查

询等ꎮ
１.２.３　 现场 ＳＣＡＤＡ 服务器

采用工业控制计算机ꎬ具有 ＳＣＡＤＡ 服务器功能ꎬ实现与 Ｉ / Ｏ 现场控制站 ＰＬＣ 通讯功能ꎮ
１.２.４　 打印机

可打印实时报表、备份报表、屏幕拷贝、报警列表、报警回顾、操作记录及事故追忆等ꎮ
１.２.５　 数据通讯系统

远程操作员站、现场 ＳＣＡＤＡ 服务器与 Ｉ / Ｏ 现场控制站 ＰＬＣ 之间采用 １００Ｍ 以太网进行通讯ꎬ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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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协议为 ＴＣＰ / ＩＰꎮ ＰＬＣ 系统内部采用冗余的远程 Ｉ / Ｏ 通讯方式ꎬ确保系统工作可靠

２　 数字化监控系统的安装与调试

２.１ 监控系统的安装

系统的安装工作主要包括机柜底座安装、系统接地、机柜设备安装、系统接线、电源接线等[２]ꎮ
在安装与调试中ꎬ首先要做好各控制点的统一标号ꎬ以利于合理接线、校线及调试ꎬ保证设备的合

理运行[３ꎬ４]ꎮ
本系统接线端子定义如下:
ＴＢ１:开关量输入(检查电源 ＴＢ０２:２４Ｖ＋ꎬ ＴＢ０１:２４Ｖ－)ꎻ
ＴＢ２:开关量输出ꎻ
ＴＢ３:４~２０ 毫安电流输入(供电电源 ＴＢ０６:２４Ｖ＋ꎬ ＴＢ０５:２４Ｖ－)ꎻ
ＴＢ４:Ｐｔ１００ 输入ꎻ
ＴＢ５:电流输出ꎻ
ＴＢ６:０~１０ Ｖ 电压输入ꎻ
机柜底座的安装型式与 ＣＡＲＲ 堆控保系统机柜底座保持一致ꎻ机柜具体的布置如下图 ２ 所示ꎮ

图 ２　 机柜布置图

ＰＬＣ 电源模块冗余配置在机架的两侧ꎬ正常情况是有两个模块同时供电ꎬ当其中一个电源模块故

障ꎬ另外一个电源模块承担对整个底板供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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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监控系统的调试

为验证水冷回路数字化监控系统的功能和性能是否达到设计要求ꎬ系统在规定的运行限制和条

件下能否安全稳定运行ꎬ获取试验数据ꎬ同时对数字化监控系统进行考验ꎬ以便发现设计、制造、安装

过程中的缺陷并予以纠正ꎻ需要对本系统进行调试[５]ꎮ
２.２.１　 现场信号与实时数据组态正确性的调试

本步骤的调试采用与现场测量仪器进行联调ꎬ不同的测量参数在现场测点处人为地加入不同模

拟信号ꎬ在监控系统操作员站检查对应的显示精度、报警等功能ꎮ 调试过程中测试点的选择必须覆盖

正常运行值、报警值ꎬ保证调试的完整性和可靠性[６]ꎮ
测试方法和步骤如下:
１)选用操作员站的测试画面ꎬ对信号进行测试(在现场 Ｉ / Ｏ 端子依次加上一些测试信号)ꎮ
２)根据测点类型ꎬ制定测试记录表格ꎮ
３)按照表格的要求ꎬ用变送器或信号源逐点加入表中的指定输入量ꎬ将人机界面上显示的值填入

表中ꎬ同时检查各个报警状态是否正确ꎮ
２.２.２　 人机画面的调试

在人机画面的设计中ꎬ除保持与 ＣＡＲＲ 主系统 ＤＣＳ 人机画面的基本特点外ꎬ主要从运行人员操控

性的角度考虑ꎬ对阀门、水冷泵的操控以及数据记录等进行了改进ꎬ画面突出主回路ꎬ对支路进行弱

化ꎬ同时标明各个测点的位置ꎮ
在调试中ꎬ与运行人员对所有工艺画面合理性进行讨论ꎬ同时根据现场仪表安装的实际情况ꎬ对

各个测量参数在工艺画面的不正确位置进行调整ꎬ经调试后工艺流程画面满足运行要求ꎮ 系统的人

机画面见图 ３ꎮ

图 ３　 水冷同位素系统画面

２.２.３　 电气传动装置的调试

水冷同位素系统中设置有电动装置:水冷泵ꎬ电动阀、电磁阀ꎬ通过调试主要验证监控系统对电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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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的可控性ꎬ即可以实现远地启动、停止电动装置运行ꎬ并可监视电动装置工作状态[７]ꎮ
２.２.４　 保护信号功能检查

本系统的流量及压力作为保护变量与 ＣＡＲＲ 的保护系统相连ꎬ并属于停堆信号ꎮ 本次调试需要

通过调整信号的输出ꎬ使保护系统保护变量的输入分别处于正常值、超警告定值、超停堆保护定值状

态ꎬ监测保护系统及本监控系统输出状态ꎬ并检查系统保护动作逻辑ꎮ
２.２.５　 其他功能测试

１.报警管理功能测试

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１)根据信号类型选一路模入量或开入量ꎬ从相应端子上加载输入信号ꎬ使该点发生报警ꎬ检查操

作员站上显示的报警内容是否符合要求ꎻ
(２)在报警列表中对报警点进行确认ꎬ屏幕上方报警提示条变色ꎻ同时在 Ｉ / Ｏ 站的端子上撤销某

一点的报警信号ꎬ检查这些点是否从报警列表中消失ꎻ
(３)报警记录打印功能检查:将系统的报警记录打印出来ꎬ检查是否显示正确ꎮ
２.操作记录正确性测试:
在以上进行各种调试操作ꎬ特别是控制操作、打印操作等的情况下ꎬ保持打印机处于开机状态ꎬ操

作记录打印后检查显示是否正确ꎻ
３.在系统的综合调试过程中ꎬ对人机画面中的历史趋势和实时趋势进行设置ꎬ验证其显示画面和

功能是否符合技术要求ꎻ
４.在系统连续运行的情况下ꎬ检查系统的报表功能是否符合技术要求ꎮ

２.２.６　 调试中发现的问题及改进

在监控系统的调试过程中发现了几类典型问题ꎬ分析解决后使得本监控系统无论从功能性还是

操控性的角度都更加完善ꎮ
１.软件设置问题

监控系统下位机的编程软件为施耐德 Ｕｎｉｔｙ Ｐｒｏꎬ上位机的编程软件为 ｉＦＩＸꎬ 在现场信号与实时数

据组态正确性的调试过程中ꎬ发现开关量通讯问题ꎬ经检查发现是软件设置问题ꎬ负责上位机与下位

机通讯的 ＭＢＥ 驱动中数据块的地址长度与下位机 Ｕｎｉｔｙ Ｐｒｏ 中不一致ꎬ修改后开关量通讯正常ꎻ在配

合水冷回路调试的过程中ꎬ二次水流量显示不正常ꎬ经检查ꎬ发现该流量现场采用差压流量计测量ꎬ此
时电流与流量的换算关系应为开方的比例关系ꎬ而程序中采用的是线性关系ꎬ从而导致参数显示错

误ꎬ经调整计算公式后ꎬ问题得以解决ꎮ
２.现场仪表或电动装置的问题

在调试中还能发现一些现场仪表及电动装置设置中隐藏的问题ꎮ
在配合水冷系统回路调试的过程中ꎬ发现主流量显示不正常ꎬ在压力已经输出正常的情况下流量

偏低ꎬ不能满足系统运行的流量要求ꎬ相关专业组技术人员对问题进行分析ꎬ在排除了堆内模拟件阻

力以及监控系统显示故障的情况下ꎬ仪表组在现场检查仪表的过程中发现现场仪表的节流装置与变

送器的量程设置不匹配ꎬ经调整后ꎬ显示正常满足运行要求ꎻ在电气传动装置调试过程中ꎬ发现了电动

阀 Ｖ０４ 的行程问题:首先监控系统中阀门 Ｖ０４ 与现场阀门达到全开、全关的状态有 １０ ~ １５ｓ 的时间

差ꎬ经现场检查ꎬ是阀门行程限位的问题ꎬ经调整ꎬ现场与监控系统同步ꎻ其次ꎬ由于阀门 Ｖ０４ 全关至全

开的行程时间较长约 ６０ｓꎬ而系统程序中设定的行程时间最大值为 ４０ｓꎬ因此出现阀门开启超时错误ꎬ
调整系统程序后ꎬ监控系统对电动阀的控制正常ꎮ

３.安全性问题

由于本系统的运行状态关系到整个 ＣＡＲＲ 的运行安全ꎬ因此在调试中考虑到这个因素ꎬ决定系统

流量和系统压力两个变量作为 ＣＡＲＲ 的停堆保护变量ꎬ并且本监控系统两个变量的显示也是取自保

护系统中两个保护变量三个通道信号的 Ａ 通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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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数据记录问题

本监控系统在数据记录方面进行了新的尝试ꎬ即在继承 ＣＡＲＲ 堆 ＤＣＳ 系统数据记录的基础上ꎬ进
行了新的改进ꎮ

１) 报表功能的完善:ＣＡＲＲ 的主系统 ＤＣＳ 是在 ｉＦＩＸ 平台中采用水晶报表模块编程的方法实现报

表形式ꎬ即每两个小时整点定时打印一次ꎮ 而本系统的报表功能ꎬ是采用将 ｉＦＩＸ 软件固有的调度功能

与 Ｅｘｃｅｌ 结合的方式实现ꎬ一方面节省了购买水晶报表模块高额的费用ꎬ另一方面报表的功能得以完

善ꎮ 其定时打印功能ꎬ可以通过设置调度时间来设置打印间隔ꎬ同时以点击打印按钮为起始时间点ꎬ
实现了定时不整点打印ꎬ避免了与 ＣＡＲＲ 堆 ＤＣＳ 系统共用打印机时出现的排队冲突ꎮ 同时本系统还

具有每一小时记录一组数据的功能ꎬ进一步满足运行人员记录数据的要求ꎮ
２) 操作日志的改进:操作日志是对操纵人员一切操作进行的记录ꎬ而在 ＣＡＲＲ 的运行以及本次

调试过程中发现ꎬ使用与 ＣＡＲＲ 堆 ＤＣＳ 系统一样的操作日志ꎬ某些信息无法获取ꎬ如某个报警的确认

时间ꎬ某个参数报警的实时状态以及设置信息等ꎮ 为解决此问题ꎬ本监控系统对操作日志进行了调

整ꎬ增加了报警信息以及参数设置的相关显示ꎬ使得操纵人员对自己以及其他班的操纵员的活动一目

了然ꎮ

３　 结论

在数字化监控系统的应用于中国先进研究堆的实践过程中ꎬ不仅从通讯、流程设计、远程控制、回
路参数监测以及保护动作逻辑等方面验证了数字化监控系统的功能和性能是能够达到设计要求ꎬ同
时对数字化监控系统进行了考验ꎬ对调试中发现的问题以及系统缺陷ꎬ仔细查找源头ꎬ逐一进行了解

决ꎬ使得本系统在规定的运行限制和条件下安全稳定运行ꎬ满足技术性能及技术保障要求的同时更加

完善ꎮ
数字化监控系统作为水冷同位素系统的安全运行指挥中心ꎬ提供直观形象的流程图界面ꎬ 友好

的人机操作接口ꎬ报警单元ꎬ图表打印以及报表等功能ꎬ 完成了工艺热工测量、辐射监测、电气监控等

系统数据的控制、显示ꎬ使运行人员能清晰地了解系统的状态和运行参数ꎬ 使操作更为简便ꎬ 提高理

解、识别各种异常与事故工况的水平ꎬ 从而减少误操作的可能ꎬ 极大方便了运行人员对系统的运行管

理ꎮ 应用于水冷同位素系统的数字化监控系统在最终的项目验收中ꎬ运行效果良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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