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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土耳其携手上路
3月15日，伊斯坦布尔造船厂Kuzey 
Star Shipyard举行隆重的浮船坞龙
骨安装仪式。浮船坞将用于服务俄罗
斯22220型核动力破冰船。

2021年6月，Atomflot（核动力船舶公司）
与Kuzey Star签署浮船坞修建合同。时任
Atomflot总经理的穆斯塔法·卡什卡指出： 

“土耳其造船厂具备必要的能力，且在造船
市场上享有良好声誉。”合同金额近50亿卢
布。按照合同规定，自签署合同之日起29个月
内应建成浮船坞并运至摩尔曼斯克市。公司
估计，把浮船坞从伊斯坦布尔运至Atomflot
基地需要至少一个月的时间。

Atomflot已有两个浮船坞。PD-3浮船坞位
于摩尔曼斯克港口，一般用于入坞 “胜利50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и ТВЭЛ, ENUSA, ENSA и IDOM подписывают меморандум

周年”号核动力破冰船及第三方订购者的船
只。Atomflot基地上还有PD-0002浮船坞，该
浮船坞用于修理“亚马尔”号、“泰梅尔”号和 

“瓦伊加奇”号核动力破冰船。

但是，22220型破冰船（已有“北极”号、“西伯
利亚”号，之后还有“乌拉尔”号、“雅库特”号
和“楚科奇”号）入坞需要尺寸更大的浮船坞。
比如说，PD-0002宽有33.5米，新的破冰船宽
有34米。在没有浮船坞的情况下，不得不在喀
琅施塔得海洋造船厂干船坞修理新的破冰船

（2021年“北极”号就在这里修理）。包括转移
在内的所有工作程序都需要组织、资金和时
间。最终决定建造新浮船坞。

新浮船坞设计载重量约3万吨，PD-0002浮船
坞载重量约2.08万吨。22220型破冰船的入
坞重量为2.67万吨。钢铁双坞墙式浮船坞装
有统一浮桥系统。坞墙是盒型金属结构，装在
浮船坞浮桥两面。坞墙装有浮船坞的主要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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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48米——最大船宽
约6米——船高
30人左右——船上人员

不低于220米——浮船坞最大宽度
不低于200米——抬船甲板长度

术设备。入坞时，坞墙部分沉入水中，水上部
分保持正浮力。

新浮船坞将用于修理Atomflot新破冰船水
下船身部分和钢骨、导流管舵及锚，还有清洁
染色外壳板以及其它工作。浮船坞与干船坞
相比，最大优势是移动性。它可在任何水域安
装，只需保证适当深度。干船坞的建造需要更
多精力和时间，因为必须有更大的地块，还要
进行大量建造工作。

新浮船坞预计将替代PD-3。22220型破冰船
以及其它已投入运营的核动力破冰船（“胜利
50周年”号、“亚马尔”号、“泰梅尔”号和“瓦伊
加奇”号）都可入坞。

工程按时进行。卡什卡指出：“对我们来说，
按时完成工作特别重要。浮船坞是用于修理
22220型核动力破冰船的关键海岸基础设施
之一。”

Atomflot今后会再造一个浮船坞，用于“俄罗
斯”号10510型破冰船。该浮船坞载重量不应
低于6万吨。

22220和10510型破冰船的主要任务是，保
证北方航道上稳定的全年通航。预计该目标
2030年将完成。

北方航道管理局积极筹备延长通航期限和交
通量。这不仅限于建造破冰船，还有完善通航
基础设施，包括数字基础设施。其中会打造统
一电子服务平台。北方航道管理局、货运商、
船主、俄联邦水文气象和环境监测局及俄联
邦远东和北极发展部将通过该平台提供现有
和全新的解决方案。系统2025年启动。去年
在北方航道上首次安装自动识别系统浮标，
将进一步研究并完善浮标的功能。

北方航道管理局正在系统性研究东区的水域
和海底，并积极研究冰情（如冰层厚度和冰块
移动），这在过去的冬季并未进行过。

管理局还在位于鄂毕湾的萨别塔镇“乌特连
尼”货运站建设海港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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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omflot破冰船技术参数

破冰船 吃水量 
（米）

重量 
（吨） 船长（米） 船身净宽 

（米）

胜利50周年号 10.1 22750 159.6 30

亚马尔号 10.3 21277 150 30

泰梅尔号 8.05 18353 150 29.2

瓦伊加奇号 8.05 18259 150 29.2

22220型 
（北极号、西伯利亚号、 

乌拉尔号、雅库特号、 
楚科奇号）

9 26700 173.3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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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R等方面的进步
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反应堆项目（ITER，
法国）进一步发展。今年俄罗斯为此项
目制造并供应关键设备。俄罗斯国家原
子能公司（Rosatom）旗下企业在设备
研发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此外，俄罗
斯积极落实国家热核反应技术计划。

ITER：继续供应

2022年二季度结束前，俄方将把PF1极向场
线圈送至法国。线圈将安装在ITER环形室磁
系统外，用于保持产生等离子的极向磁场、管
理等离子体位置和形式以及支持电流。一共
有6台线圈，其中一个由中国供应，4台因尺寸
超限将在现场上制造。参考信息：俄罗斯线圈
直径为9米，重量为200吨。

线圈的16条电缆都用铌钛超导体制作，超导
体由Rosatom核燃料部门旗下企业和全俄

罗斯电缆工业设计管理研究所制造。超导体
在4千摄氏度的温度下具有超导能力。线圈于
2014年开始制造。技术和设备由Rosatom研
发，线圈由圣彼得堡中涅瓦造船厂制造。

俄罗斯制造的振动陀螺仪应在9月抵达
ITER——这是强大的高频真空辐射发生器，
用于进一步加热等离子体里的电子。陀螺仪
提供了击穿和引发。每台陀螺仪的功率为1兆
瓦，辐射频率为170千兆赫。一共有24台陀螺
仪，其中8台由俄罗斯供应。6台已制造完毕，5
台通过测试。

陀螺仪将安装在独特建筑中，因为陀螺仪不
可受托卡马克作为ITER的关键装置所产生外
场的影响。俄罗斯科学院应用物理学研究所
负责研发和科研指导，Gikom企业（下诺夫哥
罗德）负责制造。

计划2022年11-12月交出转换区组件连接器
基座。基座将焊接到反应堆真空室上，用于
安装电线连接器，以便发生等离子体破裂时
把转换区组件里的电流接通至反应堆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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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墙壁。NIKIET（俄罗斯国家动力工程研究
所，Rosatom旗下单位）负责制造组件连接
器。制造花费近3年。基座用铬锆青铜和不锈
钢制作。

到2022年末，俄罗斯企业将制造插件和插件
试验台。插件有助于在反应堆内部安装等离
子体参数诊断系统，防止系统受中子流的影
响，减少员工工作区里的背景辐射。将在托卡
马克真空室周围安装40台插件，其中4台由
俄罗斯制造。俄罗斯也将供应4个试验台。安
装插件之前，用试验台对插件进行真空试验、
热试验和功能试验。供应时试验台要保持结
合状态，到了现场才装配，像积木一样。需要4
个试验台，因为每台插件要经历近5个月的试
验。只有1个试验台的话，试验要持续超过16
年。计划明年进行供应第一批，2026年进行
供应最后一批。插件和试验台由俄罗斯科学
院西伯利亚分院核物理学研究所和机器及仪
表制造集团（勃良斯克市）分别制造。

ITER保持中立

俄方参与制造共计25种系统，包括诊断系统、
真空系统、磁系统等。没有这些系统，原则上无
法启动反应堆。ITER中心（俄罗斯代表处）新
闻发言人亚历山大·彼得罗夫说：“俄罗斯继续
按计划履行所有义务。我方已经供应了几种重
要组件和系统。计划年内完成关键供应，属于
俄罗斯负责范围的所有系统都在运行。”

ITER明确保持政治中立。尽管政经和经济动
荡，但继续与俄罗斯合作。中子诊断研发协调
人维塔利·克拉西利尼科夫指出，“团队氛围没
有明显变化。ITER早就选择了立场：项目原则
上保持中立。3月初给各方分发了通知，提醒
我们项目下的原则，倘若团队内部以任何形式
出现不尊重，将立即采取措施。没有俄罗斯的
贡献，ITER无法达成雄心勃勃的目标。所有伙
伴都了解这一点。据我了解，ITER总干事伯纳
德·比戈多次确信，他愿竭尽所能克服签订合
同、与海关互动和银行付款方面的困难。”

俄罗斯的热核反应技术

俄罗斯也自主发展热核反应技术，落实本国
的热核反应技术计划。

2021年，在俄罗斯联邦《2024年原子能使用机
械、技术和科学研究发展》综合性项目框架下，
启动了俄罗斯联邦《受控热核合成技术和创新
等离子技术研发》项目。项目的关键目标之一
是用ТРТ/ТRТ反应堆技术制造托卡马克——
这是新一代装置，计划到2030年在TRINITI企
业（Rosatom旗下单位）制造。托卡马克将采
用俄罗斯在参与国际项目时所积累的技术以
及全新技术。后者包括液体金属锂制第一壁、
电子回旋加速器加热系统等等。Rosatom科
技研发经理维克多·伊利吉索尼斯说，“ТRТ理
应成为测试新构想的平台，用于实现反应堆热
核合成的前景，尤其是再生区技术和高能等离
子体流能量直接转换技术。” 

在该计划框架内，拟升级现有基础设施，如在
库尔恰托夫研究所2021年投运的T-15MD托
卡马克将安装额外的加热系统、诊断系统、数
据收集处理系统、发电系统等组件。

该计划的其它任务包括制造牵引力、比冲量
更高的等离子体火箭发动机原型、激光热核
聚变的工作等。 

返回文章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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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且足够的燃料
3月末至4月各公司发布年度报告，因
此原计划4月研究2021年铀市场的成
绩。但乌克兰事件以及随之而来的一
系列声明和问题，使有关核燃料供应
风险的材料更加切合现实。让我们一
起了解下情况。

注意！本文4月上旬编写，因此未考虑此后发生的事件。

供应事故

俄罗斯开始在乌克兰展开特别行动后，美国、
英国、欧盟和日本实施了一系列制裁。制裁涉
及俄罗斯企业、企业家和政治家。

能源供应出现大事故成为制裁的“后坐力”。
这均是由于消费方——欧盟、英国、美国和日
本企业——所采取的各种禁令，导致能源价
格、运费等费用上涨。

最受冲击的是欧盟，因为俄罗斯是各级能源
市场的重要参与者。 俄罗斯在欧盟煤炭进口
量的占比为70%左右（据比利时Bruegel咨询
公司数据），天然气占45%，石油占34%（据国
际能源署数据)。俄罗斯甚至在欧洲国家木屑

（通常因天然气价格上涨而用于家庭供暖和
热电厂运行）的供应上也占一席之地。

核燃料未被制裁。3月8日美国总统乔·拜登宣
布的能源制裁中不包括铀。但此后美国和欧
盟高官均呼吁禁止从俄罗斯进口铀。4月1日《
纽约时报》报道称，“怀俄明州共和党参议员
约翰·巴拉索3月关于禁止进口俄罗斯铀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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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前一周众议院两党都提出了类似法案” 。 
4月欧洲议会通过决议，呼吁对来自俄罗斯的
一切能源实行禁运，包括核燃料在内。

核燃料生产包括几个主要技术部分：开采、转
化、浓缩和制造。在所有这些部分，俄罗斯都
发挥重要作用。

开采

2020年（暂时没有更新的数据），俄罗斯在
全球采铀总量中的占比相对较低：6%（2846
吨）。Uranium One（Rosatom旗下企业）再
占9%（4276吨）。该公司与全球最大采铀者
Kazatomprom合作，持有在哈萨克斯坦境内
通过合资企业采铀的许可证。总之，Rosatom
企业在全球采铀总量占比为15%左右。这并
不高。但不必担心铀供应、首先是对美供应的
安全：俄罗斯铀在美国核反应堆需求量约占
20%。

想象一下，美国消费者为替代俄供应可以去哪
里购铀。第一个解决方案是加拿大，全球最大
采铀公司之一的Cameco在此。2022年2月，该
公司宣布了一些生产变动：“[计划]启封McAr-
thur River和Key Lake这两大铀矿山；这导致
到2024年采铀量提升至1500万磅/年（100%
去除率），比允许年度采铀量少40%； 
以及2024年Cigar Lake铀矿采铀量减少到
1350万磅/年（100%去除率)，比允许年度采铀
量少25%。该声明介绍了业务的主要变动” 。

2022年4月，公司发布2021年度报告，预计
2022年采铀量达1100万磅，采购1100-1300万
磅，销售2300-2500万磅。就是说，Cameco的采
铀量会比2021年增加近一倍（610万磅），但是
销售量基本持平（2021年销售2430万磅）。 
除Cameco以外，加拿大没有其它采铀企业。

澳大利亚也是铀生产大国。据世界核协会
（World Nuclear Association，以下简

称WNA）的数据，2020年澳大利亚共有三
大铀矿山：Olympic Dam、Four Miles和

Ranger。2021年1月，Ranger停止开采。对
Olympic Dam来说，铀是次要产品，以采
铜为主。采铀量主要随采铜量增加。在有关
2021年12月31日前的下半年成绩的Q&A会
议时，必和必拓公司（BHP）CEO麦克·亨利
说，“Olympic Dam不会提高采铀量，首先需
要正常化主要工作……对我们来说，近几年
的目标是把采铜变成利润丰厚的生意。当然
高铀价可能会协助达成这个目标，但是没有
什么其它的安排”。看来公司并不会增加采铀
量。据WNA数据，2020年BHP采铀量为3611
吨铀。ВНР发布的2021年度报告（年度截止
2021年6月30日）提到生产3267吨八氧化三
铀，比2020年减少11%（3678吨）。

第三大采铀地为Four Mile，目前属于美国
General Atomics公司。该公司从事核技术
项目和军事供应。除WNA提供的近6年采
铀量数据以外，公共领域没有相关的新信
息。2015年采铀量大幅增加。2016年开采
1183吨八氧化三铀，2020年提高到2130吨。
鉴于母公司的特点和AUKUS联盟最近就核
动力潜艇供应及高超音速导弹开发发布的声
明，可推测Four Mile不会向民用核反应堆市
场供应铀。

Uranium One暂停采铀活动，把铀矿销售
给澳大利亚Boss Energy公司之后，Honey-
moon铀矿仍然没有恢复采铀。不仅如
此，Boss Energy公司今年2月还宣布与加拿
大的First Quantum Minerals公司共同勘探
贵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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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因素都证明澳大利亚不大可能成为提高
铀供应的来源。

来自哈萨克斯坦的Kazatomprom公司作为
全球最大采铀者，有可能成为补充供应的来
源，但是该公司没有宣布会因乌克兰事件改
变采铀计划。

在围绕铀供应风险的歇斯底里情绪加剧的背
景下，铀现货价格大幅提高。据4月4日的UxC
数据，当前现货价格为$59.5/磅，2021年4月

平均现货价格仅$28.9/榜。价格暴涨主要因
为股民和金融部门。3月长期合同的价格也提
高了：2021年9月因通胀性物价上涨达到高
峰后，价格稳定在$43/磅左右。

转化

WNA数据显示，全球共有5家铀转化厂（见下
面表格），从事把固体的八氧化三铀转成气体
的六氟化铀。

1. 全球主要铀转化能力（2020年的评估）

公司 国家 位置 设计产力 
（铀/吨） 利用率（%） 利用率 

（铀/吨）

Orano 法国 Pierrelatte & 
Malvési 1.5万 17% 0.26万

CNNC 中国 Lanzhou & 
Hengyang 1.5万 53% 0.8万

Cameco 加拿大 Port Hope 1.25万 72% 0.9万

Rosatom 俄罗斯 Seversk 1.25万 96% 1.2万

ConverDyn 美国 Metropolis 0.7万 0% 0万

总额 6.2万 51% 3.16万

但是表格注解中指出Orano尚未开足马力，
到2023年才会全面投运。美国的唯一铀转
化企业ConverDyn（General Atomics和
Honeywell的合资企业）也是同样情况。因福
岛第一核电站事故燃料需求下行以及生产无
负荷，2017年11月该企业停业，2021年才决
定恢复生产，计划2023年初开始恢产。

表格能明显看出，只有Rosatom旗下的企业几
乎是全力以赴，在全球市场上约占38%份额。

只需一撇就可以发现，Rosatom所提供的供
应至少到2023年末都无法被替代。这里还不
讨论内部市场供应！

2. 全球主要铀浓缩能力 
（2018年运营或计划投运，千分离功单位/年）

运营公司 2018 2020 2030

CNNC 6750 6750 19644

Orano 7500 7500 7500

Rosatom 28215 27654 25000

Urenco 18600 18320 16487

其它 46 66 450

总额 61111 60199 69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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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缩

据WNA信息，全球共有五大浓缩铀公司（见
表格)。 值得指出的是，1.65万千分离功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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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的4700单位是美国Urenco浓缩厂的能
力。Rosatom在全球市场上占36%的份额，目
前这无法被替代。中国和法国企业主要服务
内需。Urenco直接不透露生产量信息。2021
年度报告仅提到这句话：“浓缩铀生产量可满
足核电站生产78万吉瓦时所需要的燃料需
求”。把该数字依照WNA提出的比例改为千分
离功单位时，可推测该公司2021年生产了1.3
万分离功单位左右，即设计能力的70%左右。
可见，这无法替代俄罗斯浓缩铀的基础设施。

如果用建新厂解决问题呢？回答Energy 
Intelligence网站提问时，从事离心机生产的
Orano和Urenco合资企业ETC的负责人指出
说，“我们顺利完成了大量升级优化铀浓缩厂
方面的项目。同时继续落实当前项目，期望客
户未来发出新订单”。文章笔者菲尔·查菲得
出了合理结论：“升级和优化并不意味着安装
新离心机。但即使Orano和Urenco明日就提
出新离心机订单，ETC需要时间以便扩大生
产和满足需求”。

制造业部门更加多样化，包括美国和欧盟在
内的主要核燃料消费国确保了自己的需求。

一些结论

今后几年，俄罗斯仍将是核燃料市场关键行
业不可缺少的供应者。受不同媒体和咨询公
司调查的市场专家和参与者都承认这个实
事。Cameco高级副总裁和金融总监格兰特·
艾泽克与Scotiabank负责人谈话时说，“西
方市场没有能力替代俄罗斯”。

准确地说，现状难以改变只有一个原因：由于
核产业危机，长期投资不足。如果我们再深入
一点，投资者害怕与之联系在一起。石油部门
也有类似情况。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能源部长
苏海勒·马兹鲁伊出席2022年3月底在迪拜
举办的全球能源论坛上强调，“投资者需要信
心。昨日有人告诉他们不需要石油和天然气，
今日有人请求投资者来拯救油气。需要长期
合同，现货市场还不够” 。

今日的核燃料行业现在有些问题，但是这仍
然是个市场，市场关系的主要条因素适用于
这个市场：生产投资理应带来利润。市场参与
者对油气无信心（值得指出，新闻显示供应者
和消费者都缺少信心），因为来自Rosatom的
燃料供应有利可图，对核电站而言利润丰厚。

突然换掉俄罗斯供应者需要人力、时间和资
金，这些都要订购者买单。谁知道订购者需
要在每个关键阶段（开发、转化和浓缩）多付
多少钱，才能得到这三大资源，获取铀，用铀
制造质量适当的核燃料，以及通过所有监管
部门，满足安全要求和合资规定。最终产品
的价格可能会对消费者——电力公司、核电
站所有者——不利。最大斯洛伐克能源公司
Slovenské elektrárne总经理布拉尼斯拉
夫·斯特雷切克在接受Dennik.sk网站专访时
指出，“在投标过程中，公司报价增加了1.5亿
欧元（编辑注解：原来评估的合同价格为7亿
欧元）。此外，还要求我司为整个燃料开发过
程买单。总额令人咋舌，因此我们最终决定与
俄方合作。俄罗斯燃料真很好” 。据他所说，
改用Westinghouse燃料的前景会导致生产
率失去几个百分点以及“数千万欧元甚至数
亿欧元。要了解到分散是要花钱的” 。

这是如何发生的——可以看看天然气市场和
天然气发电厂的例子。与天然气市场对比，核
燃料产业看起来仍然是避风港，价格上涨，但
没有天然气那么离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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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经济因素，问题是：为什么要急于寻找
新的供应者？为了保证能源安全和供应可靠
性？这是很好的理由。理由是否有道理，让我
们看看历史——因为声明可以随意发出，但历
史已经发生，可以提供统计数据作为参考。

俄罗斯或苏联能源供应方面是否被严重破坏
过？没有。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闹
剧。相反，历史上，1993年达成了“高浓缩铀-
低浓缩铀”协议（美方叫做百万吨变百万千瓦
计划）。协议期限为20年，得到全面落实。这
是在苏联解体之后。对蜕变后的俄罗斯来说，
这是最困难的时期。不仅如此，连在2022年
2月采取制裁后物流方面出现重大问题的情
况下，Rosatom也继续供应新鲜燃料。今年3
月，斯洛伐克接收了来自Rosatom的新一批
燃料，可满足两年需求。4月，向匈牙利供应了
新鲜燃料。自2月底以来，捷克收到了三批燃
料。ČEZ电能公司发言人拉季斯拉夫·克尔日
指出，“满装核燃料的俄罗斯货机受特别允许
飞进欧盟空域。来自俄罗斯联邦的其它飞机
自2月24日起禁止进入欧盟空域。这是第三次
即最后一次运输这些货物的航班。目前泰梅
林核电站和杜克凡尼核电站分别拥有可满足
两年以上和三年需求的燃料” 。

美国油气产业历史学家丹尼尔·耶金在其著
作《新世界地图：能源、气候变化和国家冲突》
中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多次反对能

源供应，正是因为害怕俄罗斯和欧洲之间会
出现政治靠拢（详情见“引文”）。

令人惊讶的是，现在发生的情况与40年
前、60年前十分相似！不过，目前的实践再次
证明，尽管被疯狂施压，俄罗斯继续不断、稳
定地供应能源。

Rosatom是可靠伙伴，首先关注安全：人类安
全、核电站安全和客户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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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从过去的苏联以及今日的俄罗斯
进口能源的政治风险的辩论，多年来没
有平息过。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
初，苏联对欧洲的石油出口急剧增长，这
在美国引起强烈不安。沃尔特·列维是
当时最著名的石油分析师，他警告说，苏
联人‘将石油视为国家政策工具’，‘在
为他们的政治目的服务时可拒绝供应石
油’……华盛顿坚决反对‘苏联的石油
攻势’。对欧洲人来说，这主要是商业问
题……80年代初，在里根政府执政的头
几年，美国和欧洲围绕苏联出口能源的
分歧再次爆发——这次涉及的不是石油，
而是天然气……里根政府大幅增加国防
开支，不愿苏联人赚到将用于加强其国
防能力的钱。此外，华盛顿担心，如果东
西方关系恶化，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 
（特别是德国）将有助于莫斯科刺激
北约内部的分歧，并将其作为强大的压
力工具。用里根总统的话来说，这是一
个‘我们需要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和‘向
苏联施压直至其破产’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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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罐混凝土完成了！
2月25日，田湾核电站八号机组第一
罐混凝土正式浇筑。这是Rosatom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参与的核
电站建设项目。目前公司在中国境内
同时建设四座机组：田湾核电站和徐
大堡核电站各两座机组。欢迎了解中
俄互利互惠合作中的原子能项目。

两座核电站的三座机组已经处于施工当中，
徐大堡核电站四号机组正准备开工。涉及田
湾核电站和徐大堡核电站新建机组的建设
总承包合同于2019年3月和6月分别签署。
按计划，田湾核电站七号机组将于2026年投
入运营，田湾核电站八号机组和徐大堡核电
站三号机组则将于2027年投入运营，徐大堡
核电站四号机组是2028年投入运营。所有机
组都装有第3+代VVER-1200（水-水高能反
应堆）。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и ТВЭЛ, ENUSA, ENSA и IDOM подписывают меморандум

在JSC Atomenergoproekt（俄罗斯原子能
设计院股份公司）负责设计中国境内VVER
核电站的总监瓦列里·克德罗夫说，“在田湾
核电站上成立了设计人员监督小组，该组监
督确保文件无差错、中方发包人和其分包人
工作正常。”根据合同规定，Rosatom在田
湾核电站设计核岛以及供所有两座机组核
岛所需的主要设备，在徐大堡核电站的工作
与之类似，以及进行设计人员监督和设备安
装调试。

JSC Atomstroyexport（俄罗斯核电建设出
口股份公司）中国项目副总经理阿列谢·班尼
克指出说，“中俄在核电站建设领域的合作已
经数十年。双方互相理解，互相珍惜，把对方
看成高效的合作伙伴、好友和协助落实最重
要战略项目的帮手。”

施工以及设备制造和安装工作都进展迅
速。2022年1月，在田湾核电站七号机组和徐
大堡核电站三号机组开始安装所谓的“熔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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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建装有VVER-1200反应堆的核电站并非
中俄原子能合作的唯一方向。Rosatom也参
与CFR-600反应堆研制。这是示范池式纳冷
却快中子反应堆，功率为600兆瓦。Atomen-
ergomash为此反应堆生产蒸汽发生器换热
器：16台蒸发器和16台蒸汽过热器。TVEL（俄
罗斯核燃料产品供集团，Rosatom的燃料部
门）将为反应堆制造用于初始装料和七年内
重新装料的CFR-600燃料。预计2023年开始
供应。

去年夏天，中国核工业集团（CNNС）作为
CFR-600发包人，派代表团访问考察了ZiO 
Podolsk机械制造厂。ZiO Podolsk作为
Atomenergomash旗下的企业，负责制造
CFR-600设备。来自中国的代表团了解了企
业的技术流程和管理体系。

CFR-600的施工始于2017年12月，预计将于
2024年投入运营。这是中俄在快中子原子能
合作方面启动的第二个项目。中国原子能科
学研究院在俄罗斯有关单位的协助下，兴建
了CEFR反应堆，并于2010年投入运营，功率
为20兆瓦。

双方在科学领域也展开了协作。“原子反应堆
研究所”国家科学中心（属于Rosatom）将为方
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反应堆
试验、并对在受辐射的石墨进行反应后研究。

两国企业在社会领域也有合作。例如，2021
年10月在圣彼得堡举办了第三届欧亚妇女论
坛期间，在“原子能业妇女联合会”基金会和
Rosatom驻东南亚地区中心的支持下，为在
中俄原子能部门和单位工作的女性举办了国
际电视桥活动。在江苏核电有限公司和机械
制造厂公开合股公司（属于TVEL）工作的女
员工参加了活动，她们介绍了女性在原子能
领域就业面临的困难，是什么激励她们继续
在该产业工作，相关部门和单位如何吸引女
性参与科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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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集器。”容器已安装在标准位置上，每台重量
超过156吨。“熔融物捕集器”总重逾800吨。

“熔融物捕集器”是俄方研制的结果，属于非
能动式安全系统，在反应堆容器被破坏的情
况下防止放射性材料进入周围环境，不让堆
芯里的液体和固体以及结构材料导出至外
界。历史上第一组“熔融物捕集器”被安装于
田湾核电站一号机组。

2022年1月初，JSC Atomenergomash（俄罗
斯原子能机器股份公司，Rosatom的机器制
造部门）开始为田湾核电站八号机组制造主
循环管道。总长146米的主循环管道将连接反
应堆第一回路的主要设备：反应堆、蒸汽发生
器和主循环泵。管坯经历了检测、加工和内部
防锈涂层包覆。徐大堡核电站三号机组和田
湾核电站七号机组主循环管道管坯包覆也已
完成。下一阶段为组装管道节点。

此外，去年Atomenergomash开始为田湾核
电站七号机组组装主循环泵。主循环泵确保
反应堆第一回路中冷却剂的循环，压力大约
为160兆帕，温度为300摄氏度。第一套机组
设备包括四台球形主循环泵容器。

江苏核电有限公司（JNPC）负责人作为发包
人出席技术程序启动仪式。目前工作正在进
行当中。同时，田湾核电站七号机组反应堆容
器也在组装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