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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医药的宏图
Rosatom（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
积极发展核医学——核技术非电能应
用的最重要领域之一，旨在保护和恢
复身体健康。Rosatom旗下的Rusa-
tom Healthcare（俄罗斯原子能医疗
保健公司）负责相关项目，其业务可分
成三大板块：第一、同位素和放射药剂
学，第二、医学设备的生产，第三、设立
核医学和放射性核素治疗中心。公司
在三个板块所在的领域都发现了巨大
需求，希望出口相关服务或是提升其
实力。

同位素和放射性药物

Rosatom跻身全球五大同位素产品生产者
之列。用于同位素工业化生产的反应堆至

少有30%位于俄罗斯境内。Rosatom旗下
的五家公司参与生产同位素：卡尔波夫物
理化学研究所、核材料研究所、核反应堆科
学研究院、马亚克公司以及俄罗斯核电公
司。Rusatom Healthcare旗下的“同位素全
域联盟”公司负责同位素产品的营销、推广、
销售和运输。

同位素公司供应用于不同目的的数十个同
位素产品。其中包括传统的放射性药物，即
钼-99/锝-99m、碘-131和钐-153。在创新产
品中，Rosatom是全球最初启动镱-176和
镥-176（生产镥-177的材料）工业化生产的
公司，以及开发推广了几种获取镥-177放射
性同位素的技术。镥-177被公认为生产靶
向药物最有前景的放射性同位素。相关药物
可用于治疗不能动手术的肿瘤和及其转移。
镥-177生产所需要的材料95%由俄罗斯生
产。Rosatom生产的该同位素成品至少占据
了30%的份额。



 NEWSLETTER  简报

返回目录

3 期  2022年6月

Rosatom和购买其同位素产品的顾客都保持
签署合同的惯例。Rosatom不仅与来自50个
国家和地区的伙伴保持合作，也开始向阿曼、
沙特阿拉伯和乌拉圭供应产品，扩大经营版
图和门类。

Rosatom在向顾客提供其熟悉产品的同时，
愿望扩展产品类型。为此，Rusatom Health-
care计划用回旋加速器生产同位素，并兴建
GMP放射性药物企业。

该企业将在奥布宁斯克市卡尔波夫物理化学
研究所的地皮上兴建。Rusatom Healthcare
所提供的计划预算文件得到管理机构的认
可。公司计划今年开建并完成地基（安装安
全栏杆，地下工作、夯基，防水隔热，布设工
程管道等），到2025年启动生产。投资额为90
亿卢布，生产率为8.9万居里/年。预计GMP
企业将生产一系列放射性药物，包括基于
碘-131、钐-153、钼-99的热销品。企业也将生
产极具前景的基于镥-177、锕-225和镭-223的
放射药物。借助新厂房药品的销售，Rosatom
希望提升其在放射性药物生产领域的存在。

目前俄罗斯在该产业中仅占5%的份额，美
国占40-50%，欧盟国家占20-25%，日本不足
10%。预计新建企业投入运营后，俄罗斯无论
品类还是竞争力，都会在产业中占到10-30%
的份额。Rusatom Healthcare总经理伊戈

尔·奥布鲁博夫分享了相关计划，他说，“我公
司计划100%满足内部市场对放射性药物的
需求，与亚洲和中东伙伴积极合作，如果地缘
政治情况允许的话，未来还将开始向欧美供
应产品”。

Rusatom Healthcare在放射性药物产业中
的另一个发展方向是扩大使用回旋加速器
生产放射性药物。用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生
产的核同位素存在差异。前者在生产中占大
概80%，后者占20%。回旋加速器生产的是
超短半衰期的放射性核素，即氟-18、碳-11和
碘-123。Rosatom旗下的赫洛平镭研究所和
高科技诊断中心用回旋加速器生产放射性
药物。2022年3月以来，该单位获取许可证授
权，能够生产氟代脱氧葡萄糖。用回旋加速器
生产的药物的重要价值体现在它可以进行靶
向治疗的高精度诊断。

用回旋加速器生产的同位素的短半衰期是药
物使用的最大限制。例如，用于正电子发射体
层显像的氟-18的半衰期只有109分钟。这意
味着生产地周边就得使用该药物。碳-11半和
氧-15的半衰期分别仅有20分钟和2分钟，因
此对生产和使用的要求更加严格。

鉴于市场规模等元素，Rusatom Healthcare
认为必须设立医疗中心，现场用放射性药物
提供诊疗服务。

医学中心

Rusatom Healthcare目前在位于乌法市
和利佩茨克市的肿瘤学医院设立了放射性
核素治疗中心。中心完全符合安全标准，甚
至安装了独立的污水管网系统。Rusatom 
Healthcare已完成设计并开始施工。计划中
心2023-2024年投运。

Rusatom Healthcare计划建设的专门医学
中心，用核医学和放射技术提供诊疗服务。公
司在俄国内外都在围绕设立这样的中心展开
谈判。据评估，平均每千万人便需要至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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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这样的中心来提供服务，目前存在明显缺
口，公司考虑到相关需求，准备为有关国家
和地区提供帮助。奥布鲁博夫说，“我公司完
全顺应全球的卫生发展趋势。目前许多医疗
机构无论提供多么小切口的服务，都以“完成
病例”观念为主：公司追求提供最多、最全面
的服务，以便让病人在同一医疗品牌旗下了
解自己得了什么病，并获取所需的医疗康复
服务”。

核医学设备

核医学中心最不可或缺的便是相关的设
备。Rusatom Healthcare的首个产品已上市
了，下一个产品即将推出。

2021年12月末，Rosatom为Brachium——γ
线近距离治疗设备申领了注册证书。使用方
式如下：把装有电离辐射源的涂药器接近肿
瘤。由于高精定位技术（最小单位仅1毫米），
电离辐射源直接作用于患病组织，力求最大
限度降低对其它组织的影响。可用Brachium
治鼻咽、嘴部、食道、支气管、肺部、乳腺、前列
腺肿瘤。员工安全受到了充分考虑：电离辐射
源带有钨保护层，对员工不产生任何影响。最
先进的人工智能软件便于医生制定个性化的
治疗方案，准确计算用药量，收集统计数据，
跟踪数据动态。Rusatom Healthcare已销售
了第一批Brachium设备。

Rusatom Healthcare计划今年内为
Onyx——远距离放射治疗设备申领注册证。
它的加速器功率为2.5至6兆电子伏。设备的
体层X线照相机只使用少量电能，主要能耗
用于治疗。Onyx以精确度为主要要求。医生
可以轻松调整桌面和加速管的位置，以便保
证患病地方受到最精准的放射治疗。治疗肺
肿瘤的时候，可连接呼吸同步系统。患者咳嗽
或深吸气时，设备暂停加速器。在其它生产者
同类型设备，这样的功能极为少见。Onyx还
装有包括120张宽度为0.5-1厘米钨片的准直
仪，用于根据肿瘤大小调整设备设置。

此外，今年计划推出环形线性加速器原型机，
也会采用放射治疗技术。我们开始开发俄罗
斯的核磁共振成像设备，预计2026年便能投
入批量生产。

市场评价

据世界核能协会（WNA）的数据，全球每
年进行4000万次以上的放射性同位素疗
程。美国为最大的生产商，在这个产业中
占50%。欧洲居第二，约占25%。

据同位素公司评估，医用同位素产品的
市场规模超过50亿美元。到2030年，市
场会扩大一倍。靶向药物的销售增幅将
位列第一。

360 RESEARCH REPORTS咨询公司的评
估更大胆：核医学市场的规模将在2028
年超过100亿美元的门槛。它在2021年
的市场规模为62亿美元左右。2022–
2028年平均年度增幅为7.4%。

POLARIS MARKET RESEARCH的预测
更加乐观：到2028年，核医学市场年度
增幅为9.0%。市场规模会超过121.7亿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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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裁形势下，俄罗斯的首要任务是保证俄
罗斯医生和患者都享受优质的服务。奥布鲁
博夫强调，外国公司如果离开俄罗斯，Rusa-
tom Healthcare会全面满足国内对于设备
和放射性药物的需求，并保证俄在核医学方
面的技术主权。接下来会考虑出口至友好国
家和地区。如果情况允许，也会考虑供应其它
地方。

全球趋势

在核医学和放射治疗方面使用核技术是全球
卫生健康产业的关键趋势之一，获得了国际
原子能机构的支持。国际原子能机构为发展
中国家（如巴拉圭和纳米比亚）采购设备，协
助开发临床培训课程（如拉丁美洲国家），完
善国际合作。例如，10个阿拉伯国家在国际原
子能机构总部签署了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

录规定的合作也涉及核医学领域。国际原子
能机构同样支持成员国开发生产质控α放射
性药物，尤其是基于锕-225同位素的产物。

核技术在医学方面得到发展存在两大原因。
第一、质量卓越、诊断时使用方便、治疗效率
好，尤其是针对重症。第二、相关病例不断增
加，原因之一是疫情期间诊治遭受限制。医
生们发现肿瘤病例正在急剧增长，主要原因
是疾病发现太晚。例如，2021年上半年，俄罗
斯肿瘤学家注意到首诊发现恶性肿瘤的情况
激增。

在此情况下，Rosatom扩展其在放射性药物
领域的存在，研发诊疗设备，设立医疗中心，
使患者有机会康复并继续享受愉快的生活。
如果在早期确诊，90%的癌症都可以治愈。 

返回文章开头

根据2022年3月5日发布的俄罗斯联邦政
府命令，对俄罗斯联邦、俄罗斯公司和
俄罗斯公民采取不友好行动的国家和地
区清单包括澳大利亚、阿尔巴尼亚、安
道尔、英国（包括泽西、安圭拉、英属维
尔京群岛、直布罗陀）、欧盟、冰岛、加
拿大、列支敦士登、密克罗尼西亚、摩纳
哥、新西兰、挪威、韩国、圣马力诺、北
马其顿、新加坡、美国、乌克兰、黑山和
瑞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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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电之洁净
最近一个月来，Rosatom在后端得
到了三大进步。第一，TVEL燃料公司
中标了在塔吉克斯坦境内对旧铀矿
中实施无害化处理的项目。第二，在
AECC（属于TVEL）厂址安装有了处理受
辐射性污染颗粒物料的自动化分拣装
置。第三，TVEL负责人出席了国际原子
能机构举办的小功率装置退役讨论会。

TVEL不仅是Rosatom下属的负责开发生产
核燃料的部门。自2019年以来，TVEL也负责
核放射危险设施的退役、放射性废物管理方
面的项目、资产和活动。

塔博沙尔铀矿的安全

位于塔吉克斯坦的塔博沙尔铀矿是苏联最早
的铀矿开采企业之一，目前是TVEL在独联体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и ТВЭЛ, ENUSA, ENSA и IDOM подписывают меморандум

国家境内落实的第一个核遗留场址处理项
目。执行该项目的CPTI股份公司（属于TVEL）
是负责进行核放射危险设施退役处理的中心
之一。

旧铀矿包括四座尾矿库、3号车间尾矿库和贫
矿。1973-1975年，所有尾矿都被封存，尾矿
表面和斜坡上填埋了一层土壤。但是类似锥
形石堆的3号车间尾矿库废石堆（高近70米，
面积约3公顷）和贫矿至今没有得到妥善回收
处理。上述设施的表面和斜坡不防雨防风，造
成放射性材料与灰尘四散。设施必须得到回
收处理，因为附近早就铺好土路，也有放牧。

目前已完成了综合工程勘查，确定了场地的
地质和水文参数，进行了土地地形测量工作，
起草了设计预算文件。

CPTI总经理米哈伊尔·塔拉索夫说，“需要拆
除破旧的贫矿厂厂房，运出受污染的土壤，替
代换上无污染土壤，夯实废石堆和尾矿库的
斜坡，封闭尾矿库上表面，在其上安装防护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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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性会议。MIRDEC是国际原子能机构
2018年夏季启动的项目。

尽管项目涉及小型装置（最多1兆瓦），但是退
役的问题普遍存在。比如说，全球有150多个
研究装置已经退役或在退出使用当中，还有
近20个研究装置临时或彻底停止使用且必须
退役，以及45个研究装置的运行期已过了40
年。此外，退役涉及很难计算具体参数的非密
封放射源、密封放射源以及线性加速器等带
有电离放射源的装置。

在会议上，项目参与国的负责人报告了小型
装置退役的经验，讨论包括项目融资来源、与
主管部门互动、对核医学企业产生的放射源
处理在内的当前亟待解决问题。

TVEL核放射危险设施退役项目部国际项目
开发组组长尤利娅·戈尔洛娃以库尔恰托夫
研究所的研究反应堆运营为例，介绍了俄罗
斯在研究反应堆退役方面的经验：物理及工
程研究用反应堆（RFT，世界第一个压力管
式和回路式的材料学反应堆）和多回路压力
管式材料学研究反应器（MR，属于池式反应
堆）。这些反应堆功率比项目中其它反应堆更
大，因此不属于小型研究装置，但是其退役经
验相当有用，毕竟这属于同样典型的问题。

戈尔洛娃指出说，“小型装置和反应堆通常
位于市内。大部分退役的医用装置会从仍在

障，处理尾矿库下的斜坡，建立排水和监控
系统。”

此外，在尾矿库附近发现了受污染的地段。受
污染土壤将被运到尾矿库内并加以覆盖。干
净的土壤将从文件规定的本地几处矿床中获
取。按计划，项目2023年全部完成。

受污染土壤分拣

安加拉电化联合企业（AECC）获得了
FREMES颗粒物料流水分拣装置。装置将
用于停用曾通过扩散法来浓缩铀的生产设
备（目前采用离心法）。

按计划，通过分拣将使废物总量（预测8.5万
吨）减少80%。这样的装置首次使用是在比利
时，即FBFC International燃料厂区复原项
目。两年半以来，装置处理了4.5万吨土壤，大
幅减少了填埋的废物总量。

装置由TVEL专家开发，由三个机组组成。第
一机组把废物过筛：大块弄碎，小块（直径不
超过20毫米）被运到第二机组。系统分析废物
放射性水平，按算法把废物分成三种，运到第
三机组，以便通过传送带包装。第一种为干净
废物，放射性不超过法律规定限制的十分之
一。第二种为低污染废物，放射性从十分之一
到限制的区间之内，废物会得到处理并继续
利用。第三种为超过限额的废物，处理之后废
物将作为放射性废料送去永久贮存。

装置生产能力为10吨/小时。按计划，装置今
后5-8年将在企业内运行。项目总负责人伊戈
尔·希萨穆特季诺夫说，“由于员工掌握了FRE-
MES系统技术以及其它专长，本公司进一步扩
大了自己在核遗留场址清退方面的能力。”

重视小型装置

TVEL负责人出席了第五届小型医用装置、工
业装置和研究装置退出使用项目（MIRD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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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的医疗中心拆除。因此会遇到各种复杂
情况和限制。设施通常被安放在很小的空间
内，相关单位没有消除辐射、拆卸、分割所需
的常规设备，此外还需要考虑到大量具体情
况。在这样的条件下，必须特别仔细地计划退
役进程。”

总而言之，TVEL在后端方面具有丰富经
验。2008-2015年，TVEL旗下的企业在俄罗
斯联邦计划《核辐射安全》框架下于7处场所
落实了37个项目：退役了57个设施，准备退
役13个设施。目前TVEL正在落实俄罗斯联邦

《2016-2020年和到2030年确保核辐射安
全》计划框架内的项目。

TVEL也积极进入国外市场，提供退役和放射
性废物处理方面的服务。 

返回文章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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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之吸引力
Rosatom原子能国有公司以风电扩
展其清洁能源解决方案。Rosatom不
仅建设大小型核电站，也建设风力发
电厂。5年来，NovaWind作为集团风
电部门，建设了俄罗斯最大的风力发
电厂群，总装机功率为720兆瓦。公司
继续在俄罗斯境内建设风力发电厂，
也计划开始出口相关技术。

风电是Rosatom经营的新方向之
一。NovaWind公司注册于2017年9月，作为
风电部门的头部企业，目前由VetroOGK、Ve-
troOGK-2、VetroOGK-3和Atomenergo-
promsbyt这4家公司组成。前3家公司建设、
维修、运营风力发电厂，最后一家公司负责给
行业内的企业供电，发展电能存储和电能消
费管理方面的服务。

5月，Rosatom获得了在俄罗斯南部斯塔夫
罗波尔边疆区建设库济明斯卡亚风力发电厂
的许可。按照设计，该风力发电厂的装机功率
为160兆瓦，由64台风力发电动力装置组成，
每台装机功率为2.5兆瓦。这并非NovaWind
在当地建设的第一座风力发电厂。斯塔夫罗
波尔边疆区已有4座风力发电厂（详情见“Ro-
satom风力发电厂”）。

此外，NovaWind还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
建设别列斯托夫斯卡亚风力发电厂。风力发
电厂的装机功率为60兆瓦，施工许可在2021
年6月便已获得。

总结，NovaWind建成、在建、计划兴建的风
电项目的总装机功率为1.7吉瓦，已投入运营
项目的总装机功率为720兆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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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k银行共同举行的风力发电厂投资合同
签字仪式时说：“既然拥有如此之大的潜能，
若仅在俄罗斯境内使用，实在是匪夷所思。”

Rosatom总经理阿列克谢·利哈切夫在出席
俄罗斯“知识”协会举办的《新视野》论坛时也
证实集团有意进入外国市场：“在风电方面，
我们主要面向出口。计划出口到许多国家，
包括距俄罗斯很近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
斯坦、亚美尼亚等，也包括距俄罗斯更远的国
家，如越南。我公司接到了大量订单。” 

返回文章开头

生产本地化

NovaWind不仅建设风力发电站组，还拥有
生产风力发电动力装置关键组件的产能。
相关制造厂区位于伏尔加顿斯克市，生产风
力发电机发电机、机舱、风扇毂和基座，总产
能为120套/年。本地化率达68%，未来计划
提升到80-85%。例如，可实现叶片生产的本
地化。NovaWind正在与Umatex谈判制造
的可能性（Umatex为Rosatom的复合材料
部门，详情见2022年1期）。2021年投入运营
的风力发电站组采用NovaWind的组件建
设。NovaWind还具有风力发电动力装置管
理软件。

绿色合同

清洁的风电拥有需求。俄罗斯及国外公司与
Atomenergopromsbyt直接签署风电供应
合同，以便减少碳足迹。最近达成的协议是
2022年1月与俄罗斯Delo理货集团签署的。
合同规定将风电供应至俄罗斯亚速海-黑海
地区最大的集装箱和谷物终端。

出口潜力

NovaWindа和Rosatom高管宣布公司将进
入国外市场。2021年2月，Rosatom第一副总
经理基里尔·科马罗夫在出席与Gazprom-

ROSATOM风力发电厂

阿迪格共和国：
●  阿德格伊斯卡亚风力发电厂 

（150兆瓦）。

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
●  科丘别叶夫斯卡亚风力发电厂 

（210兆瓦）；
●  卡尔马利诺夫斯卡亚风力发电厂 

（60兆瓦）；
●  邦达列夫斯卡亚风力发电厂

（120兆瓦）；
●  梅德韦任斯卡亚风力发电厂 

（60兆瓦）。

罗斯托夫州：
●  马尔琴科夫斯卡亚风力发电厂

（120兆瓦）。

统计数据

> 54万兆瓦时——2022年第一季度RO-
SATOM风力发电厂的总发电量。

125%—— ROSATOM风力发电厂的总发
电量增幅（同比2021年第一季度）。

> 2百万兆瓦时——ROSATOM风力发电
厂总发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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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能源都
越来越昂贵
对俄罗斯的能源产业实施制裁、欧洲
能源和电能价格飞涨后，所有决策者
都需要处理如下这一关键问题：如何
通过实际措施来降低对碳氢能源的依
赖？似乎解决之道是发展所谓的“替代
能源”。但是替代能源所需的原料也越
来越贵。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我们
并不总是能搞清楚。

最近50年来，人们只提出了两个能源危机的
解决方案。第一种是减少消费，即节能。第二
种是转而使用其它能源。这里“其它”存在不
同的理解。它可以指为重要能源寻找替代供
应者，也可以指代其他种类的能源。

当前的能源危机也并非例外。在国际能源署《减
少欧盟对俄罗斯天然气依赖的十点计划》中，有
六点涉及能源来源的多元化，两点涉及节能。

为取代俄罗斯能源，国际能源署建议：

·  从其他替代买家处采购天然气以替代俄罗
斯天然气。

·  加快风能和太阳能的布局。

·  最大限度地增加使用现有的低碳能源即核
能和生物能发电。

· 加快推进用热泵供暖替代燃气锅炉。

·  通过电力供应来源的多样化提升电力系统
的灵活性，并推进电力系统脱碳。

国际能源署建议的现实性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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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代俄罗斯

计划于3月7日提出。截至6月初，欧盟推出
了六轮制裁，第六轮制裁推迟了对俄禁运的
时间，对俄原油推迟了6个月，石油产品为8
个月。这些制裁是国际能源署上述建议的体
现。的确，它们打算不只利用传统的石油供应
国（最近的新闻：法国经济财政部长布鲁诺·
勒梅尔与阿联酋展开谈判），甚至试图从遭受
制裁的委内瑞拉和伊朗进口石油以替代俄罗
斯的供应。

但是伊朗、委内瑞拉等这样受制裁的小国原
本就没有资金发展其经济（包括石油产业），
所以无法快速提升开采量。因此可推测，要替
代世界第二大石油出口国俄罗斯的供应即便
可能，也昂贵无比。

欧盟的第六轮制裁还附带一些保留条件，例
如制裁不涉及海路供应，通过友谊输油管道
的供应照旧。此外，保加利亚、捷克和克罗地
亚享受专门的例外待遇。

欧洲政治家和经济家越来越多地提到，制裁
主要损害的是欧洲经济，而不是俄罗斯经济。
问题不仅在于供应，主要在于价格。位于布鲁
塞尔的布鲁盖尔研究中心主任贡特拉姆·沃
尔夫指出说，“从长期来看，俄罗斯遭受的禁
运只会减少石油收入，但欧洲企业和消费者
将会因为居高不下且可能继续上涨的石油价
格受到损害。通货膨胀压力仍将持续。”

萨克森州州长米夏埃尔·克雷奇默尔说，“在
我们放弃俄罗斯的供应合同之前，先要保障
供应安全。这主要涉及石油，当然也涉及天
然气。”

天然气的确属于 “当然”要保供的能源。欧洲
打算继续讨论石油和石油产品禁运，但是并
不会谈天然气禁运的问题。实践表明，即便美
国和卡塔尔增加液化天然气供应，在欧洲的
天然气领域，俄罗斯仍是无法彻底替代的。

贵金属

国际能源署提出的第二个建议涉及增加可再
生能源的产量、用可再生能源发电。但是这里
也存在问题：生产可再生能源、蓄电池和电网
所需金属的价格上涨。国际能源署主要担心
的是锂、镍、铂系金属（尤其是钯）以及铝、铜
的价格。

上述金属的价格上涨已持续了一年。促进通
货膨胀的首要推动力为世界经济在新冠病毒
疫情后开始恢复，被延迟的需求所受限制被取
消，得以释放出来。第二大因素为担心俄罗斯
金属供应的稳定性。在上述担忧的背景下，价
格猛涨，尤其是镍价格：从2022年3月4日星期
五的略高于2.9万美金/吨上涨至3月7日周一
的5.03万美元/吨。3月8日，价格飞涨至10万美
元/吨。交易遂被迫停止，交易成果被取消。

3月，铜、铝、钯、铁矿价格也在暴涨。锂价格延
续2月的趋势继续增长。国际能源署2022年5
月18日发布的报告中指出，“锂和钴的价格比
2021年同比增加了1倍以上，铜、镍和铝的价
格增加了25–40%左右。”

趋势看上去相当令人担忧：“对于向清洁能源
转型至关重要的大多数资源及金属的价格出
现增长，自2021年起，已大幅超越了它们在
21世纪10年代出现的最高年涨幅。”

但是，若是研究最近几个月的交易所价格数
据，可以发现金属价格变得稳定了，甚至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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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降低，目前处于2021年秋至2022年冬的水
平。因此我们很难断言上涨的趋势是否会延
续，如果会，原因是什么。观察价格变化动态，
可以推测由于可能停供而引发的恐慌目前已
消失了大半。

当然，也不可说目前所有关系都中断了，对俄
企的制裁还在继续推出中。

但交易还在继续。来自俄国内外的生产者和
消费者都期盼保持供应，政治家令企业陷入
艰难处境，大家都不得不不寻找脱困之道。

如此一来，蓄电池、太阳能电池板和风电装置
生产成本上涨的确存在，但这不只是因为俄
罗斯供应中断造成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市
场已经克服了这些困难。主要影响因素有两
种：第一、在疫情后世界经济恢复的条件下，
全球金属产业出现了通货膨胀；第二、政治引
发的需求上升。国际能源署3月提议增加可再
生能源产量，这间接刺激了对金属的需求，结
果导致国际能源署5月所提到的价格增加。

国际能源署对遏制清洁能源成本增长的解决
方案如下：

“原料产品价格高企并不总是意味着无法进
一步降低清洁能源技术的支出，但是减少费
用唯有在技术创新、生产率提高以及规模化
生产的条件下才能实现。企业也不得不更为
重视对价值创造链条上所有阶段的价格风险
的管理。可以考虑推广当前的鼓励措施，以避
免消费者放弃清洁能源技术。”

俄罗斯核能不会带来依赖

国际能源署终于把洁净能源的概念延伸至核
能，不再仅限于可再生能源。十点计划提到需
要最大限度地增加核电站的发电量。

值得一提的是，Rosatom在全球核电站建设
领域占据领先地位。Rosatom当前正在9个
国家兴建24个机组。Rosatom在建设运营各
种设计的发电机组方面具有丰富经验，在建
设和运营快中子反应堆方面的经验最为丰
富。因此，要实现核能产量最大化，最好联系
Rosatom，这样可在合理时间内以合理的价
格建设机组。

与俄罗斯在广泛领域的供应合作实操经验
证明，跟俄罗斯人做生意能成。与Rosatom
合作有益且有利，且不会陷入政治依赖。不
相信？请看捷克奉行的是什么政治路线，苏
联核能工程师在捷克建设了6个机组，目前
还在向他们供应燃料。俄罗斯在芬兰建了
两座机组，并计划再建设一个机组。汉希基
维核电站项目对芬兰来说是非常划算的项
目。Fennovoima高管连在公开声明中表达
了遗憾之情。Fennovoima首席实行官约阿
希姆·什佩赫特说，“令人遗憾的是，废除EPC
合同会严重影响Fennovoima的员工，也会
影响地方的供应链。”Fennovoima董事会
主席艾萨·哈马拉说，“对我们公司来说，与
RAOS Project废除EPC合同是艰难的决定。”

核能是任何国家对自己能源主权所作出的贡
献，它有助于降低能源供应领域的风险，在电
能供应方面进一步自给自足。据统计，铀燃料
与天然气和石油相比，价格的波动幅度要小
得多。

大量研究证明，核能从一开始便不会引发任
何所谓的 “依赖”问题，没有一个供应者能利
用自己的市场地位来实施政治影响。历史上
未曾有过用核能搞讹诈的先例。 

返回文章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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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大堡核电站浇筑
第一罐混凝土
根据俄罗斯VVER-1200项目建设的徐
大堡核电站4号机组进行第一罐混凝
土浇筑。建设进入积极阶段。本文介绍
Rosatom（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
在中国境内落实的项目。

5月19日，4号机组浇筑核岛第一罐混凝土。 
ASE股份公司（俄罗斯核电建设出口公司）负
责中国项目的阿列克谢·班尼克副总裁说， 

“徐大堡核电站两座3+级机组建设项目按时
进行，甚至超过进度表。俄方履行全部义务：
工程师组在现场监督项目进度，根据合同供
应设备，提交设计文件”。

同时建设3号机组，到年中反应堆建筑高度将
达到8米以上。此外，Rosatom还在建设田湾

核电站两座机组。中方计划田湾核电站7号机
组于2026年投运，田湾核电站8号机组和徐
大堡核电站3号机组于2027年投运，徐大堡
核电站4号机组于2028年投运。

2018年6月，中俄签署一揽子战略合作文件，
文件规定双方今后几十年的原子能领域合
作主要方向。两国元首出席签字仪式。2019
年，双方签署了一系列合同，包括徐大堡核
电站3-4号机组建设合同以及机组核燃料供
应合同。

Rosatom根据上述文件为田湾核电站设计核
岛，以及供应两座机组核岛的关键设备。Ro-
satom在徐大堡核电站进行类似工作及设计
监督、安装调试和设备调试。

俄罗斯原子能企业继续为徐大堡核电站制造
关键设备。例如，5月末入驻伏尔加顿斯克市
的AEM分公司（属于AtomEnergoMash——
Rosatom旗下的机械制造部门）为3号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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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了一套主循环管道弯管。共制造12台主
循环管道弯管，一台重量为7吨。

主循环管道把核电站一回路主要设备连接在
一起，这些设备包括反应堆、蒸汽发生器和主
循环泵。主循环管道循环载热体，即温度为
320摄氏度、压强为17.6兆帕。主循环管道抗
震等级为一级，可承受九级地震。主循环管道
总长160多米。

一个月之前，AEM专家完成焊接3号机组反应
堆上半容器环形焊缝。该工作持续25天，在焊
接接头上一直保持150-170摄氏度的温度。此
后把产品加热至300摄氏度，放入炉里，进行
热处理，以便获取所需要的金属机械性能。热
处理最高温度为620摄氏度，持续3天。

热处理完成之后，专家进行机械加工以及一
系列技术检查活动。

AEM将给徐大堡核电站3-4号机组制造两座
反应堆容器（包括内部构件、盖板和机组）以
及两套蒸汽发生器。

建设VVER-1200反应堆核电站不是Rosatom
与中方合作的唯一方向。Rosatom还参与建
设CFR-600反应堆。这是示范池式纳冷却快
中子反应堆，功率为600兆瓦，预计2024年投
运。CFR-600是中俄在快中子方面合作的第
二个项目。2010年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在
俄罗斯参与下建成CEFR反应堆，功率为兆
瓦，2014年12月22日全力运行。

在科学领域也开展了合作。“原子反应堆研究
所”国家科学中心（属于Rosatom）将为中国
企业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受
辐射石墨进行反应堆试验和堆后研究。 

返回文章开头

ATOMSTROYEXPORT（简称ASE，中文：
俄罗斯核电建设出口公司）是ROSATOM旗
下的工程部门，是建设世界各地核电站的
领先公司，拥有世界上的最大核电站建造
合同。部门在欧洲、中东、北非和亚太都有
业务活动。

ATOMENERGOMASH（简称AEM，中文：
俄罗斯核电机械制造公司）是ROSATOM
旗下的机械制造部门，是俄罗斯最大的电
力机械生产者，在核电、热电、石油、造
船、钢铁产业中都提供综合性机械设备设
计、制造和供应解决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