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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看我国
核电发展、核安全与核电装备业

中国工程院院士!核反应堆及核电工程专家 叶奇蓁

核电站设计的安全准则
保证核电站及环境安全的三项基本

要求：反应堆安全停闭；确保反应堆余热

导出；放射性安全壳内包容。

我国的核电发展
在役核电机组安全稳定运行。

!"$"

年，共有
$'

台机组运行，总装机容量
$"('

万千瓦，总负荷因子
)%*+&,*

。没发生过

国际核事件分级
!

级及
!

级以上运行事件。

核电站排出物低于国家标准限值
!

个量级

以上，没有对环境带来任何不良影响。

全部核电机组运行水平均在国际中

上水平。其中，中核集团
(

台机组
-

台进入

国际先进行列。广核集团的大亚湾
$

号机

组和岭澳
$

号机组，在法国同类机组中排

名第二、第三，与
./01

（世界核电营运

者组织）
&

项指标对比，全部达到世界先

进水平。

进入批量化加快发展阶段。近两年

来，国务院陆续批准了新的核电项目，其

中二代改进型的有
!)

个机组，达到批量

规模。三代的
/2$"""

和
324

也开始建设。

目前，我国二代改进型压水堆核电站已

具有全面的自主化能力。

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情况
!

!事故初期

地震后，海啸之前的电站运行与应

对是正常的。安全系统正常运作；安全停

堆，安全系统和应急堆芯冷却系统立即

启动；在厂外电源丧失时，应急柴油机正

常启动。但是，超设计的海啸高程导致全

厂断电；长时间全厂断电导致堆芯冷却

手段长期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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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发展

反应堆及乏燃料水池余热冷却失效，

造成反应堆温度及压力升高。冷却剂不断

丧失，燃料元件露出水面。裸露的燃料元

件因高温损坏；高温下锆水反应，生成氢

气；氢气在反应堆厂房浓集，引起氢爆。

#

!

#

号!

$

号机组乏燃料水池问题

刚卸出的乏燃料还有相当的余热，

按整个堆芯来算，几天后还有约
$"5.

余热，没有冷却，一天可烧开
'""

吨水。采

取注水措施较晚，导致燃料元件高温损

毁和放射性释放。如果一直都得不到冷

却，乏燃料可能发生损伤，放射性物质将

直接释放至反应堆厂房以及环境中，后

果相当严重。

我国核电设计中的相关安全措施
!

!密切关注厂址安全问题

!

!

"抗地震设计

所有涉及核电站安全的系统、设备、

建筑物均应具备抗安全停堆地震的能

力。其年超越概率为
"6"$*

。厂址必须远

离断层，特别是地表产生裂缝或错动的

活动断层。厂房的地基应安放在基岩上。

!

"

"防洪水要求

滨海核电站基准洪水位的确定，要

考虑外部洪水事件组合，包括最高天文

潮、可能最大风暴潮（台风）、海啸、海平

面上升、暴雨洪水、上游溃堤以及波浪影

响等，其年超越概率为
"6$*

。核电站的

厂坪标高一般要高于基准洪水位，即所

谓的干厂址。核电站厂址周围要设置挡

浪墙。

"

!充分重视余热导出及应急电源的

可靠性

核电站供电及应急电源。每个机组

从主网（
%""78

）上通过二台厂用变压器，

供给厂用电。输电线按
0!$

（或
0!!

）考

虑，以留有相当的冗余。同时还考虑设置

一条专用的备用外电源（
!!"78

），通过二

台备用变压器，专门在主外电网故障时

提供厂用电。此外每台机组，还设有二台

核安全级的应急柴油发电机，为核电站

提供应急电源。为确保应急电源的可靠

性，每个厂区还设置了一台附加柴油发

电机，在机组失去内外电源时，提供应急

电源。

#

!采取防范严重事故的对策

防氢爆措施。每台机组在安全壳内

不同部位，设有氢浓度测量装置，监测氢

浓度。当氢浓度超标时，启动移动式氢复

合装置，抽取安全壳内的空气，将氢与氧

点火复合。目前新投产的机组又增加了

非能动氢复合装置，以便随时进行氢复

合，减少氢气在安全壳内聚集的风险。

设置安全壳过滤排放系统，以防止安

全壳超压失效。通常安全壳内保持负压，

当安全壳压力超过设定值时，启动安全壳

过滤排放系统，过滤掉放射性杂质、气溶

胶、元素碘，然后再经金属棉过滤，排入大

气。既防止安全壳超压，又避免污染环境。

稳压器快速卸压。正常情况下通过

稳压器上的卸压阀和安全阀排汽，以维

持反应堆压力在容许范围。在严重事故

情况下，通过快速卸压，将蒸汽排入卸压

箱内，迅速降低压力容器的压力，防止压

力容器超压和高压熔堆设置熔融物包容

或堆芯捕集器。

$

!严格控制和处理核电站三废

废气经过滤、吸附、衰变，由高空扩

散排放。废水经过滤、蒸发、离子交换，稀

释排放。固体废物通过水泥固化、密封包

装，最终地下深埋。

其实，生活中的辐射无所不在，核电

站造成的辐射可以忽略不计。如秦山核电

站的实际环境辐射值约为
"6""%

毫希
9

年，

而
,6,,#

毫希约等于一支香烟，秦山核电

站的年辐射值相当于多吸了
%

支香烟。

我国核电的安全保障体系
完整的核安全法律和法规。如，核电

厂选址、设计、运行、质量保证方面的安

全规定、放射性污染防治法、核电厂核事

故应急管理条例以及核电厂放射性废物

管理安全规定等。

完善的核安全监管体系。有独立的

核安全监管机构———国家核安全局；严

格的核安全审评制度，如厂址安全及环

境影响评估等；以及许可证制度。

常备不懈的应急管理体制。全国、省

市都设有核事故应急管理机构，各核电

厂设有核电厂营运单位应急管理机构。

我国核电装备业的发展
目前，我国核电设备的生产能力可

以达到每年
:+)

台核电机组，到
!"!"

年

前后核电设备的生产能力可以达到每年

$"

台核电机组，为我国核电的规模化发

展在装备方面提供了有力的支持。设备

国产化率将超过
)"*

。当前首要的问题

是全面地掌握技术，特别是一些关键技

术，以提高成品率和生产效率；另一方面

的问题是关键材料的国产化，如核级钢

材、核级焊材、因科镍
:&"

传热管管材等。

/2$"""

主设备有其特殊性，技术难

度较大，因此在技术转让、消化、吸收和

国产化上要给予充分的重视。就目前的

进展来看，技术转让已基本安排到位，各

制造基地在技术装备上，由于二代改进

型核电站设备的批量生产，已基本具备

了制造三代核电设备的条件；但在技术

上还有相当差距，还没有整套设备制造

的规划；离批量化生产距离更大。

下图为常州市第五届学术活动月#常

州市第二十三届科普宣传周开幕式$

张海韵 摄

核电与核安全
中国科学院院士、核科学与技术专家 陈达

核能发展
一、国际核能发展现状

!""&

年，核能约占世界总能源
:*

，

核电年发电量占世界总发电量
$-*

。截

至
!"$"

年
$"

月，全世界共
--$

座反应堆，

'(:6';.<

，
$)

个国家的核电超过本国供

电的
!"*

。

二、中国核能发展现状

!""%

年
'

月，国务院把我国核电发展

政策由“适度发展”修改为“积极发展”。

中长期目标预测，到
!"!"

年，
(";.<

（占

总容量
%=:*

、总发电量
(*

）；
!"'"

年，

!"";.<

（占总容量
$"*

、总发电量

$%*

）；
!"%"

年，
-"";.<

（占总容量
$:*

、

总发电量
!!*

）。

三、核电能量转换“四步曲”

反应堆：将核能转变为热能（高温高

压水）。

蒸汽发生器：将一回路高温高压水

的热量传递给二回路的水，使其变为饱

和蒸汽。

汽轮机：将饱和蒸汽的热能转变为

高速旋转的机械能。

发电机：将汽轮机传来的机械能转

变为电能。

四、裂变反应堆发展体系（第一至四代堆）

第一代核电站 上个世纪
%"

年至
:"

年代初苏联、美国等建造，属于原型堆核

电厂，主要目的是为了通过试验示范形式

来验证核电在工程实施上的可行性。

第二代核电站 目前世界上商业运

行的
-""

多台机组大部分属于二代核电

站，证明了发展核电在经济上是可行的，

但应对严重事故的措施比较薄弱。

第三代核电站 美国核电用户要求

文件（
>4?

）和欧洲核电用户要求文件

（
3>4

）提出了第三代核电站的安全和设

计技术要求，包括了改革型的能动（安全

系统）核电站和先进型的非能动（安全系

统）核电站，并完成了全部工程论证和试

验工作以及核电站的初步设计，将成为

第三代核电站的主力堆型。目前，我国第

三代核电项目
/2$,,,

正在浙江三门和

山东海阳进行建设。

第四代核电站 第四代核能系统概

念，最先由美国能源部的核能、科学与技

术办公室提出。由美、法、日、英等核电发

达国家组建了“第四代核能系统国际论

坛（
;@A

）”，制定出相关目标和计划。目标

是在
!,',

年左右，向市场推出能够解决

核能经济性、安全性、废物处理和防止核

扩散问题的第四代核能系统（
;<B+@C

）。

核电安全
一!核安全基本概念

国际原子能机构将核安全、辐射安

全、放射性废物安全和放射性物质运输

安全统称为核安全。

狭义的核安全则着重点在维持核设

施的正常运行，预防事故发生和在事故

下减轻其后果，从而保护从业人员、公众

和环境不至于受到辐射带来的伤害。

二!核安全基本目标

核安全的总目标是通过在核电厂建

立并保持对辐射危害的有效防御，保护

厂区人员、公众和环境。包括：

辐射防护目标。保证厂区人员和公

众在核电厂各种运行状态下所受到的辐

射照射和由核电厂放射性物质的计划排

放所导致的辐射照射低于规定限值并保

持合理可行尽量低；保证减轻所有事故

的放射性后果。

技术安全目标。采取一切合理可行

的措施预防核电厂的事故，并在一旦发

生事故时减轻其后果；保证在核电厂设

计中所考虑的所有可能的事故，包括概

率很低的事故的放射性后果很小并在规

定限值之内；保证放射性后果严重的事

故发生的可能性极低。

三!核电站安全设计基本原则

纵深防御原则（五道防线）：事故预

防；监测事故；防止事故扩大；缓解事故；

应急计划。

单一故障设计准则：满足单一故障

准则的设备组合，在其任何部位发生单

一随机故障时，仍能保持所赋予的功能。

多样性原则：通过多重系统或部件

中引入不同属性来提高系统可靠性。

独立性原则：防止发生共因故障或

共模故障，系统设计中应通过功能隔离

或实体分隔，实现系统布置和设计的独

立性。

故障安全原则：核系统或部件发生

故障时，电厂应能在不需要任何动作的

情况下进入安全状态。

四!反应堆与原子弹的区别

核燃料中的有效成分是铀
+!'%

，

铀
+!'%

同样也是原子弹中的核炸药，但

是核电站绝不会像原子弹那样爆炸。

核燃料中铀
+!'%

的含量约为
'*

，而

核炸药中铀
+!'%

的含量高达
&,*

以上。核

燃料引不起核爆炸，正像啤酒和白酒都

含有酒精，白酒因酒精含量高可以点燃，

而啤酒因酒精含量低却不能点燃一样。

原子弹是一项高技术产品，形成核

爆炸有非常严格的条件。这种苛刻的条

件，在核电站里是不可能有的。

核电事故
福岛核电站是世界最大的核电站，

由福岛一站、福岛二站组成，共有
#,

台机

组（一站
:

台，二站
-

台），本次事故主要出

在第一核电站。

!,##

年
'

月
##

日，日本东海岸发生

&6,

级地震并引发海啸。核电厂设计承受

地震等级为
)

级；福岛第一核电站机组海

平面高度为
#,

米，设计预防最大海啸高

度为
%6(

米，备用电源高度为
#'

米。而本

次海啸到达电厂时的实际高度为
#-

米。

-

月
#!

日，日本经济产业省原子能安

全保安院决定将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泄漏

事故等级提高至
(

级，与苏联切尔诺贝利

核电站核泄漏事故等级相同。该机构同

时指出，福岛第一核电站释放的放射性

物质要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少。

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都开始重

新审视核电发展，提高安全标准。

核能未来
本次核事故对未来核电发展的启

示———如何避免类似事故重演？

!

!反应堆设计和建造

核电站应该建在哪里？要综合考虑

地质、地震等环境特征，尽量避开地震

带；人口密度应相对较低、离大城市相对

较远；还要考虑大气条件和水源等情况。

我国核电技术水平。我国核电站运

行堆型
&,*

以上为压水堆，安全性优于

福岛核电站的沸水堆；新建的第三代反

应堆
/2#,,,

堆芯熔化概率远低于
>4?

的要求，安全性更好。我国核电站门槛亦

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

!运行管理"""东京电力公司对严

重事故的管理方法不当

福岛核电站管理者之前就存在“隐

瞒事实及提交虚假报告”的问题。核电站

超期服役，至
!,##

年
!

月，福岛一号机组

已经服役
-,

年，出现了一系列老化的迹

象，但仍然顺利延寿
!,

年。这些都表明，

福岛核电站正常运行时的管理已经存在

问题。

而事故后，其应对措施不力，错过了

最佳时机。在地震发生后，东电公司未意

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没有在第一时间发

布福岛核电站冷却系统失灵的消息。福

岛
#

号机组厂房爆炸后，东京电力公司也

没有第一时间把消息向日本当局汇报。

这两个节点，是以最小代价解决核电事

故的关键，但都被延误了。

#

!政府监管

日本核安全监管当局的核监管体系

受到质疑。日本原子力安全保安院发言

人表示：“我们可能有结构性问题。”虽然

多个核电站地处地震易发区，但核安全

监管当局要求的抗震级别并不高。核安

全当局监管不力，值得我们吸取教训。

$

!事故应急救援

日本政府应对突发事故反应迟缓，

预期太过乐观。福岛核事故发生后在信

息公开的质与量上明显不足。福岛
#

号机

组发生爆炸
-

天后，才正式向
@/3/

提出

派遣专家协助应对核危机的请求，还曾

婉拒美国技术援助。

结 束 语

核安全没有标准答案，需要科学理性。

积极发展核电是中国能源的长期重

大战略选择。日本核电站泄漏事件不会

改变我国核电发展的政策和目标，但国

家将暂缓核电项目审批，对核电安全方

面作出重新检查和评估，并完善现行核

电安全领域的法律法规和监管制度，在

进一步提高核安全的基础上发展核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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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5月10日，常州市第五届学术活动月和第23届科普宣传周拉开帷幕。开幕式后，中国科学院陈达院士、中国工程院叶奇蓁院士

针对日本核事故和核安全分别作了精彩的报告。本期《科海导航》将两位院士的报告进行摘编，以飨读者。

常州市核电装备制造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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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是由常州市核电装备产品相

关的生产&经营&应用企业与事业单位

及国内有关科研院校自愿组成的具有

法人资格的非盈利性社会团体$ 现有

会员单位
'(

家'专家委员会委员
!(

名$

协会成立以来' 以服务企业为宗

旨'以发展产业为中心'以扩大行业影

响为目标'开展了一系列工作%组织召

开中国!常州"核电装备制造业高层论

坛&核电装备制造业发展规划研讨会(

制定常州核电装备制造业发展规划(

开展核设备准入及质保体系培训&核

电装备制造许可证取证咨询服务(推

动并协助企业建立院士工作站& 重点

实验室等(组织专家企业行活动(组织

企业到秦山核电&上海电气集团参观&

学习& 交流( 积极推进大专院校与企

业&企业与企业间的技术合作'促进企

业技术创新( 连续两年组织重点企业

集体参展$

常州市核电装备制造业企业成果展示
今创集团

为巴基斯坦恰希玛核电站& 秦山

核电站& 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等单位

提供
")

多种&逾
*()

台套核电设备和核

军工设备$其中'核电站水处理鼓型旋

转滤网& 核废料库远距数控遥控起重

机&反应堆压力容器顶盖吊具&抗震支

承环& 反应堆压力容器金属保温层等

项目率先填补了国内空白$

常州东方机电成套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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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发起成立常州东方核电设备

制造联合体'为各大核电站和原子能科研

机构完成一批有较大难度的机电一体化

项目$其中数控遥控吊车&金属保温层&温

室
,

热室运输机等填补了国内空白$ 正研

发国内首台大型核废料处置装备$

江苏上上电缆集团

核心企业江苏上上电缆集团有限

公司是电线电缆专业性生产企业'国

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 产品涵盖超高

压&高压&中压&低压&塑料&橡胶等特

种电缆$获国家专利
-)

多项'

!)

多项技

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研发的
.!

类核

电缆填补国内空白'用于秦山核电$

常州蓝翼飞机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以压力容器设计和制造为主营业

务$中国首批获得一&二&三类压力容器

设计&制造许可证$可进行
!)))/$%

压

水堆核电厂核承压设备制造$

!0

钎焊气

瓶获国家实用新型专利$核反应堆压力

容器金属保温层&控制棒驱动机构复验

台架等'填补国内空白$

常州宝菱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集冶金设备&备件的研发&设计&

制造和销售于一体' 主要产品为炼钢

设备&轧制设备&工艺线设备和冶金备

品备件$ 多个项目通过省级新产品新

技术鉴定'申请国家专利
")

多项$

常州西电变压器有限责任公司

国家定点生产变压器类产品的国

有控股公司' 全国变压器行业十强企

业$)超!特"高压&核电站用巨型变压

器技改项目*已建成并投产$主要生产

!)12!!)))12

交流变压器& 特大容量

核电站用巨型变压器等
!!

个系列
'))

余种的变压器产品$

常州格林电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从事液压阻尼器及管道支吊架的

设计&制造与服务$为核电站提供核级

阻尼器产品及检修累计
*3))

余台$已取

得+民用核承压设备制造资格许可证,&

+民用核安全机械设备设计许可证,$

常州八益电缆有限公司

致力于光伏电缆& 光伏接线盒等

清洁能源产业的特种电缆的设计&制

造$ 研制的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核级

电缆&数据总线&低电感方型电缆均为

国内首创'市场占有率第一$

中海油常州涂料化工研究院

形成涉及核电设施等国民经济重

点领域和武器装备等特殊领域的近

-))

项科研成果积累$获国家科技发明

奖
"

项&国家科技进步奖
3

项&国家科技

大会奖
3

项& 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

项$

拥有专利
')

余项&专有技术数十项$

常州电站辅机总厂有限公司

获得)民用核安全设备的设计
,

制

造许可证*$为民用核电站&出口核电

站&国内各类实验堆&军用核设施&军

用核舰艇等提供产品
()))

多台$

江苏华光电缆电器有限公司

专业从事电线电缆的制造'首批取

得 )民用核安全设备设计
,

制造许可

证*$拥有专利技术
!)

余项$开发出
!4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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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电缆和核电站用电气贯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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