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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13日 5时，华龙一号全球首堆——中核

集团福清核电 5号机组（以下简称福清核电 5号

机组）安全壳厂房内压力降至大气压。在所有

参试人员的共同注目下，通往内层安全壳的闸

门缓缓打开，这标志着福清核电 5号机组内层安

全壳整体性试验圆满完成！

安全壳整体性试验包括密封性和强度试

验，是机组装料前的大型综合性试验，旨在验证

华龙一号全球首堆第三道安全屏障的完整性和

可靠性。本次试验历时 9天，试验过程安全质量

可控无偏差，且首次开展安全壳泄漏率验证试

验并一次合格。

5 月 23 日，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核工业集团

有限公司总经理、党组副书记顾军在接受媒体

采访时透露，华龙一号全球首堆福清核电 5号机

组有望今年年底前投产运行。

优化后施工难度倍增

2016 年 12 月，福清核电 5 号机组开始不锈

钢水池安装工作。

对核电站来说，水池意义重大，它承担着核

电机组余热导出、应急冷却、辐射防护等作用。

但与国内核电站最常见的堆型之一——

M310 堆型不同，华龙一号在 M310 堆型原有堆

腔水池、燃料厂房不锈钢水池两大水池的基础

上，新增了 4 大水池：内置换料水箱、辅助给水

箱、非能动热量导出水池和非能动堆腔注水

箱。其中，堆腔水池比 M310 堆型的容积更大，

堆腔水闸门重量是 M310堆型的两倍多。此外，

华龙一号在核岛厂房内还设置了废液收集系统

和中低放射性废液的处理与贮存设施。

这些优化，意味着福清核电 5号机组不锈钢

水池工作量陡然倍增，大大增加了施工周期和

难度。

为确保福清核电 5 号机组不锈钢水池施工

有序开展，在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的部署下，

福清核电项目部组织中国核工业二四建设有限

公司及各参建单位成立不锈钢覆面施工专项

组，统筹协调不锈钢水池各项施工。由于设计

复杂、工程量巨大，水池的制造和检验前后共历

时 3年 4个月。

华龙一号单机组不锈钢水池的焊接量约是

M310 堆型的 6 倍，探伤量约是 M310 堆型的 15

倍。不锈钢水池密封试验就是要对所有水池的

焊缝质量和水池密封性进行验证。6 个水池总

的焊缝长度约为 13000 米，探伤的底片量约为

2.8万张，如果按照平均每天 40张底片拍摄量算

的话，探伤工作持续了约 700天。

“在最后冲刺阶段遭遇了新冠肺炎疫情，施

工专项组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前提下，积极

推动复工复产，保证了福清核电 5号机组不锈钢

水池密封试验的顺利完成，为福清核电 5号机组

的装料重大节点奠定了基础。”中核集团核电工

程公司项目部相关负责人倪海涛介绍。

多种测试确保安全

如果将发电站比作一个巨大的充电宝，那

么华龙一号就是一座巨大的核燃料充电宝——

“核电宝”。考量一座核电站，最重要指标之一

是安全可靠。

一座核电站的建设要历经研发设计、土建

施工、设备安装、调试几个阶段。

调试阶段包括冷试、热试、装料、并网等节点。

2019 年 4 月 27 日，福清核电 5 号机组一回

路水压试验正式启动，标志着该机组提前计划

50天启动冷试，由安装阶段全面转入调试阶段。

冷试是核电厂大型综合专项调试试验，被

认为是热试前的“热身”，主要目的是验证一回

路系统和设备及其辅助管道在高压下的承压能

力以及泄漏率，并在各个压力平台下进行主系

统和辅助系统的相关试验，是对整个反应堆性

能的第一次全面“体检”。

它也被认为是检验这座“核电宝”的第一

步，可验证各系统完整性，以及超设计基准状态

下能否正常保压。而首堆能否如期推进，“体

检”报告十分关键。

压力，是冷试首先要考核的指标之一。我

们日常接触的大气压为 0.1 兆帕，而福清核电 5

号机组一回路工作压强为 15.5兆帕。根据设计

方案，一回路设计压强约为 17 兆帕。但冷试的

峰值是 22.3 兆帕，相当于手掌大的面积上得承

载 10辆满载小轿车的重量。

2019 年 4 月 28 日，福清核电 5 号机组一回

路水压试验一次成功。这标志着华龙一号全球

首堆顶住“高压”，顺利通过检验机组性能的一

次“大考”，可以进行热试。

热试是热态性能试验的简称，与 35—70 摄

氏度的冷试温度相比，热试温度则高达 300摄氏

度。热试期间，工作人员会尽可能模拟核电站

实际运行工况，以验证系统性能是否与设计要

求相一致，还要对核电站的可靠性进行进一步

验证，包括系统的各项参数指标是否达到设计

要求。此外，还要验证仪表及设备在高温下的

可靠性，校核温度、压力、流量、振动、间隙等测

量参数是否符合设计值要求。

正因如此，与冷试相比，热试是一个比较漫

长的过程，它并不是某一个试验，而是一系列试

验的总和。

根据机组不同，热试少则几十天，多则几个

月。热试过程中，核电站的运行规程将得到全

方位验证，核电站的功能将得到充分检验，核电

站里从事操作的人员队伍也将得到锻炼。

3月2日，福清核电5号机组热试基本完成，为

后续机组装料、并网发电等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异地协同开展设计工作

热试结束后，按照计划，福清核电 5 号机组

将进行首次装料。首次装料是核电厂运行的开

端，意义重大。

首次装料前，负责福清核电 5号机组运营的

福清核电公司需要向国家核安全局提交《福清

核电站 5号机组首次装料申请书》。

根据我国民用核设施安全监督管理条例及

其实施细则和有关核电厂的安全规定及导则，

国家核安全局在审查公司提交的申请文件，并

进行现场检查后，如果认为机组建造满足核安

全基本要求，有足够的安全措施保障其运行不

会致使厂区、公众和环境遭受过量辐射危害，符

合核安全法规基本要求，具备首次装料条件，将

为该机组颁发首次装料批准书。

装料完成后，福清核电 5号机组将迎来正式

并网发电，投产运行。

自 2015 年 5 月 7 日开工以来，福清核电 5 号

机组进展顺利，按照计划进度开展建设成为重

要标签。

“华龙一号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是从无到

有的创新过程。”中核集团华龙一号总设计师邢

继介绍说，福清核电 5 号机组的攻坚课题之一，

是按期完成首堆工程施工图设计。

通过持续推进“互联网+”，中核集团将核电的

设计、应用软件集成与互联网等技术相结合，建立

了异地综合协同设计平台，全国多个设计单位通

过网络连接，利用各种终端设

备，在同一个平台上开展异地协

同设计工作。协同设计平台终

端数量达到 500个，并可根据需

要进行扩充。

在这个平台上，近千名华

龙一号现场工程师和设计人

员，实现了信息的及时沟通共

享，加快了设计数据传递，减少

了设计交换过程，有效提升了

设计效率。

在开展设计工作的同时，中

核集团充分利用设计信息平台

高效便捷的特点，将示范工程建

设中遇到的技术问题及时汇总，

形成设计领域的大数据，不仅向

设备制造方和工程建设方反馈，

还传递给了后续的核电项目。

“这为华龙一号核电项目

标准化设计、批量化建设奠定

了技术基础，提升了建设与运

行的经济性。”邢继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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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的能源结构正在发生着重要

改变，核电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截至

2019 年，中国大陆在运核反应堆 47 台，保持安

全稳定运行，装机容量全球第三，在建核电规模

世界第一。我国核电在设计、研发、建造、运行

等方面的水平都已跻身国际第一阵营。

总结中国核电的发展经验，很重要的一

点，就是要坚持自主创新，总结适合自身发展

的经验理念，围绕自身需求，进行自主设计、建

造、运行。

中国核电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批三代核

电的技术和品牌。华龙一号的最大特点是自主

创新，拥有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在走出去方面

完全不会受制于人，这是值得骄傲的。

华龙一号是几代核工业人努力的成果。

华龙一号设计寿命为 60 年，反应堆采用 177

堆芯设计，堆芯换料周期为 18 个月，电厂可

利用率高达 90%以上。其中自主知识产权覆

盖了设计、燃料、设备、建造、运行、维护等领

域，并已自主开发了核电专用软件，形成了完

整的知识产权体系，是目前国内能独立出口

的三代机型。

作为全球首堆示范工程，中核集团福清核

电 5 号机组建设进展顺利，有望于今年年底前

投产运行。

华龙一号在安全性上达到了日本福岛核事

故后国家核安全局提出的新核安全目标和需

求，也满足了国际最高的安全要求。

同时，华龙一号采用的技术都是经过实践

考验的成熟技术，降低了核电站在建设工期和

质量上的风险。华龙一号拥有的“能动和非能

动系统”可以在厂区完全停电的情况下利用重

力为反应堆堆芯降温，其拥有的双重安全壳可

完全抵御大型商务飞机的碰撞，厂区也可抵御

与福岛核事故中震级相同的地震。

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中核集团就推动核

电技术走出去，目前已经有 6 台核电机组落地

巴基斯坦，其中 4 台已经建成，2 台华龙一号目

前也正在建设中。除此之外，我国向其他国家

也出口了七八个反应堆以及核设施装置。

我 国 核 电 发 电 量 在 全 国 发 电 总 量 中 占

4.2%，装机容量是全国总量的 2.4%，但仍要低于

国际上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欧洲、俄罗斯

等。尤其是法国，其核电发电量占全国总发电

量的比例超过 70%。与此相比，中国核电的发

展空间非常大。

华龙一号全球首堆福清核电 5 号机组受到

了大家的广泛关注，福清核电 6 号机组也计划

于 2021 年投产运行，未来华龙一号将会收获更

多成果。中国核电要发展，就要继续坚持科技

引领、自主创新，坚持不断研发、开拓进取，以中

国力量推动世界核能的发展，把中国核电技术

奉献给全国乃至全世界人民。

（科技日报记者陈瑜整理文字）

华龙一号可满足国际最高安全要求

作为我国核电走向世界的“国家

名片”，华龙一号是我国具有完全自主

知识产权的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

全球首堆中核集团福清核电 5 号机组

能够按期完成，彰显了我国核电实力。

2015年5月7日
工程正式开工

福清核电 5 号机组核岛反应堆厂

房浇筑第一罐混凝土，标志着工程正

式开工，也标志着我国成为除美国、法

国和俄罗斯等国家外，少数具有三代

核电技术和自主品牌的国家之一，跻

身核电技术第一阵营。

2017年5月25日
穹顶吊装

伴随着汽笛声响，重约 340 吨的

穹顶精准落在 45 米高的核反应堆堆

顶。福清核电 5 号机组成功实现穹

顶吊装。穹顶吊装是核电工程建设

的重要节点，意味着机组建设由土建

工程全面转入设备安装为主的施工

阶段。

2017年11月10日
安装蒸汽发生器

福清核电 5 号机组首台蒸汽发生

器引入 16.5 米平台，正式拉开华龙一

号全球首堆蒸汽发生器安装的序幕。

蒸汽发生器是核岛主设备之一，它相

当于核电厂的“肝”和“肺”，与压力容

器和一回路管道共同构成反应堆的第

二道屏障。

2018年5月16日
稳压器吊装

福清核电 5 号机组稳压器顺利吊

装。至此，福清核电 5 号机组一回路

主设备（压力容器、蒸汽发生器、泵壳、

稳压器）全部吊装就位完成。

2020年3月31日
不锈钢覆面安装

福清核电 5 号机组首堆不锈钢

非能动堆腔注水箱水密封试验合格，

标志着不锈钢覆面安装工程全面进

入施工收尾阶段，为其后续装料等里

程碑节点的实现奠定了基础。如果

一切顺利，福清核电 5 号机组有望于

今年底前正式投产运行。

全球首堆按期完工

彰显我国核电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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