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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克铀 235 彻底裂变能释放相当于 2.9

吨标准煤的能量，那一个能让铀 235 实现

彻底裂变的核能专家，释放的“能量”又有

多大？

11 月 3 日，获得 2020 年度国家最高科

学技术奖的国际著名核能科学家、实现我

国反应堆固有安全的带头人王大中院士给

出了答案。

王大中曾说，他几十年的科研生涯主

要就是建了 3个核反应堆。

从上世纪 60 年代新中国首座自行设

计与建造的屏蔽试验反应堆，到 90 年代一

体化自然循环核供热堆，再到新世纪模块

式球床高温气冷堆，这 3 个堆极大地推动

了我国核能科技的发展。

它们记录了王大中从初出茅庐的青年

科研人员到核能技术领军人物的成长轨

迹，更见证了我国核能事业从小到大、从弱

到强的奋斗之路。

给“球形堆之父”的惊喜

在近期广受好评的国家“十三五”科技

创新成就展上，全球首个第四代核电——

华能石岛湾高温气冷堆核电站示范工程备

受关注。

此前的 9 月 12 日，该示范工程 1 号反

应堆首次达到临界状态，机组正式开启带

核功率运行。

当天，86 岁的王大中在他的学生、清

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以下简

称清华核研院）院长张作义的陪同下见证

了这一重要时刻。

近两年他已很少去外地出差，但这次，

他说，他一定得去。

“核电技术一定要实现反应堆固有安

全。”他再次强调了 35年前就认定的方向。

时间给出了当年那一重要决策最好的

答案。

35 年前，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爆

炸，但他坚信，核电一定会成为非常重要的

清洁能源，而具有固有安全性的模块式球

床高温气冷堆将会成为未来核能发展的重

要方向之一。

王大中并非盲目自信，他坚持的底气

来自更早几年关于核电安全的思考、研究

和谋划。

事实上，早在 1979 年，美国三哩岛压

水堆核电站发生堆芯熔化事件，就给全球

敲响了核安全的警钟。王大中也是在此时

意识到，安全是核能发展的生命线，未来核

电技术发展必须抓住这一主要矛盾。

幸运的是，时代和祖国给了王大中求

解这个主要矛盾的机遇。

1980年，中国开启改革开放新时代，一

大批有为有志青年走出去，学习各领域先

进知识。优秀的王大中在德国洪堡奖学金

的资助下，前往于利希研究中心反应堆研

究所进修，师从球床高温气冷堆创始人苏

尔登教授。

当苏尔登教授将 4 个研究课题摆在他

面前时，他选择了“模块式高温气冷堆的设

计研究”。

彼时，模块式高温堆还只是德国科学

家刚刚提出的一个新概念，其核心是要使

反应堆具有“固有安全性”，从根本上杜绝

发生堆芯熔毁的可能。

选择一个新概念作为研究方向，显示

了王大中的远见卓识和魄力。

“他的这种战略眼光有时候近乎神

奇。”张作义如此评价他的恩师，“2000 年

后，模块式高温气冷堆才被国际核能界公

认为第四代先进核能技术的代表，而老师

在此前十几年就认定了这个方向。”

但要将概念变为现实，却是困难重重。

王大中创造性提出“双区球床堆”方

案，在堆芯中央构建一个石墨球区，以降低

堆芯热点温度，从而在保持模块式高温堆

优异安全性能的前提下，大幅提升单堆设

计功率。

当他将这一方案和验算结果交给苏尔

登教授时，这位“球形堆之父”惊喜地说：“过

去认为单堆功率提高10%就很不容易了，现

在你的设计方案可实现大幅度提高，这是很

了不起的，这种环形堆应该申请专利。”

仅用 5 个月的时间，王大中就完成了

环形堆的初步概念设计。他以此工作为基

础完成的博士论文，以“全优”成绩通过论

文答辩，仅用一年多时间就获得亚琛工业

大学自然科学博士学位，被当地报纸评价

为“中国人创造的一个奇迹”。

让我国高温气冷堆领跑世界

在世界核能发展最低潮时期，王大中

跟踪国际高温堆发展前沿，做出了 3 个重

大战略性选择：一是模块式球床高温气冷

堆堆型；二是从小规模实验堆到全尺寸工

业示范电站的发展路线；三是在核心关键

技术上坚持自主创新的原则。这 3 个重大

选择对中国乃至世界高温气冷堆技术发展

产生了重要影响，明确了我国高温气冷堆

之后 30年的技术发展路线。

在王大中等人的力推下，在国家 863

计划的支持下，清华核研院开始了 10 兆瓦

模块式球床高温气冷堆的研发。

球形核燃料元件、燃料球流动特性、氦

技术及氦设备……在陆续突破 8 项关键技

术后，1992 年，国务院批准立项，在清华核

研院建一座 10兆瓦高温气冷实验堆。

8 年后，高温气冷实验堆建成临界，又

在两年多后并网发电。

这是世界上首座模块式球床高温气冷

堆，它的建成标志着我国掌握了该堆型的关

键核心技术，形成了拥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

的设计技术，并取得了系列重要创新成果。

王大中没有就此止步。

他又一次站在国家战略需求的角度，

按照“坚持核心关键技术自主创新”的既定

方针，提出要实现实验反应堆向工业规模

原型堆的跨越，实现我国先进核能技术的

跨越发展。

2006 年“大型先进压水堆及高温气冷

堆核电站”被列为国家 16 个科技重大专项

之一，高温气冷堆核电站是其中一个分项，

其核心工程目标和标志性成果，是在山东

荣成建设一座电功率为 200 兆瓦的高温气

冷堆核电站示范工程，为发展第四代核电

技术奠定基础。

这是世界首座工业规模的模块式高温

气冷堆核电站，工程规模相当于我国首座

秦山 30万千瓦核电机组。

“跳起摸高”的创新定位

1989 年 11 月 3 日，在首都西北郊巍峨

的燕山脚下，清华核研院一座新落成的乳白

色建筑物内，指示控制棒位的荧光屏闪闪发

光，经过放大的中子计数器嗒嗒作响，人们

在屏息静气地等待着一个时刻的到来。

16 时 53 分，主控制室各种仪表都显示

出反应堆已达到首次临界，一位中年人激

动地宣布：“5 兆瓦低温核供热堆首次临界

运行成功。”

1985 年，王大中主持国家“七五”重点

科 技 攻 关 项 目“5 兆 瓦 低 温 核 供 热 堆 研

究”。

在总体方案的选择上，在实现反应堆

安全的前提下，既要实现核能供热的目标，

又要深谋远虑地把握反应堆技术的发展方

向，他带领团队花费了近一年时间进行论

证，其间专程带队去欧洲考察，着重调研了

德国西门子的一体化壳式供热堆和瑞典的

池式供热堆，经过反复研究和论证，最后确

定选择壳式一体化自然循环水冷堆，并计

划先建设一座 5 兆瓦低温核供热堆，以掌

握其核心技术。

实践证明，这个方案的选择具有很强

的技术前瞻性。一体化自然循环已成为

21 世纪以来国际上小型轻水核反应堆发

展的主要技术方向之一，在小型核能发电、

热电联产、核能供热、海水淡化等方面有着

广阔的应用前景。

从立项报告到设计方案，从实验现场

到建设工地，他全程负责，亲力亲为。

5 兆瓦低温核供热堆于 1986 年开工，

1989 年建成并首次临界成功，投入功率运

行。随后 3 个冬季供热运行累计 8174 小

时，供热可利用率达到 99%。这是世界上

首座一体化自然循环水冷堆，也是世界上

首次采用新型水力驱动控制棒的反应堆。

“要善于把握技术发展方向，选好技术

方案和项目目标，在目标定位上要‘跳起来

摘果子’，如果目标过高或过低，只能无功

而返或达不到预期成果。”王大中日后总

结，“跳起来摘得着”才是适度的高标准，设

法使自己跳得高一些，达到一个高度后，再

瞄准新的高度，才能实现勇于创新与务实

求真的结合。

来自“200号”的磨炼

知易行难。将勇于创新与务实求真完

美结合，也正是张作义最佩服老师的地方。

“他强调在开放合作背景下谋创新，但

任何时候都不忘将关键核心技术牢牢掌握

在自己手里，这其实需要极大的决心和魄

力，以及坚韧不拔的毅力。”张作义说。

以 10 兆瓦高温气冷堆中的核燃料球

为例，对这一关键技术，当时有人提出购买

国外早期研究文档。王大中在多方调研论

证后强调，必须自己研发。

10 兆瓦堆采用球形燃料元件，全堆装

2 万多个燃料球，每个球包含有 8000 个直

径小于 1 毫米的包覆颗粒，每个颗粒内有

0.5 毫米铀芯和三层热解炭及一层碳化硅

的包覆层，每炉一次制备 500 万个颗粒，不

合格率要小于十万分之二。

在近 10 年的攻关后，王大中带领团队

最后批量生产出 2 万多个燃料球，其质量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攻克核心技术要经历多次失败，不可

能一蹴而就，这是一个‘十年磨一剑’的长

期积累过程，既需要有知难而进的勇气，又

需要有锲而不舍的韧劲。”王大中曾说。

“如果当时我们用了别人的技术，很难

有今天的先进性和世界最大规模批量生产

的能力。”张作义感叹。

王大中的坚持和知难而进淬炼于新中

国首座自行设计与建造的屏蔽实验反应堆。

1956 年清华大学成立了工程物理系，

这是国家为培养原子能科学技术人才而成

立的第一个核工程系。该系的首批学生全

是从其他院系抽调过来的精英。

刚在机械系读完二年级的王大中被调

入这个新的系。虽然王大中日后戏称，这

次转读工程物理系是“身不由己”，但随后

选择核反应堆专业确是心之所向。

对核反应堆完全不了解的王大中对一

件事印象深刻。他看过一个介绍苏联第一

个原子能发电站的纪录片，尽管那座核电

站功率只有 5000 千瓦，但原子核裂变释放

出的巨大能量，以及那厚厚的混凝土墙和

自动开启的铁门后面的原子炉，给他留下

了强烈而深刻的印象。

“链式裂变是怎样发生的，是怎样被控

制的，能量又是怎样传出和利用的？正是

这种好奇心驱动着我选择了核反应堆专

业。”王大中说。

鼎鼎大名的清华核研院在核行业内和清

华校内被称为“200号”，这也是核研院建院初

期在校内的工程编号。“200号”最初因一座功

率为2000千瓦的屏蔽试验反应堆而建。

1960年，京郊昌平的虎峪山区，一群平

均年龄不到 23 岁的清华师生，开启了艰难

的建堆之路，王大中也是其中之一，彼时，

他从工程物理系毕业留校才 2年。

当年屏蔽试验反应堆建设条件之艰苦

自不必多说，人员吃住都在马棚里，那里还

流传着一个“二两坡”的笑谈：从清华园到

虎峪村要先坐火车，再走十里山路。师生

们开玩笑称那段山路为“二两坡”——爬一

次坡能消化二两馒头。

更难的是科研上的硬骨头。“当时反应

堆这门课程并没有教材，只能从实践中摸

索。”王大中曾回忆，而且各国对反应堆的

研究保密，我们谁也没有见过反应堆，摆在

面前的只有苏联的不完整图纸。

17 个供应系统，数千个机器零部件，

几百台仪器设备，20 万米管线，屏蔽试验

反应堆的设计和建造对于当时一穷二白的

新中国来说，其难度可想而知。

但高喊“用我们的双手开创祖国原子

能事业的春天”的年轻人们硬是扛过来了。

1964 年秋天，“200 号”迎来了丰收的

季节。我国第一座自行设计、建造的核反应

堆——清华大学屏蔽试验反应堆成功建成。

作为其中的骨干成员，王大中和同事、

同学们从做工程模型开始，了解反应堆结

构和系统。他们从“马粪纸”模型做起，再

到“三合板”、玻璃模型，逐渐搞清楚反应堆

堆芯、各种工艺系统和建筑结构。他还负

责筹建了反应堆热工水力学实验室。来之

不易的成功让王大中深刻体会到攻克难关

的喜悦和意义。

始终保有严谨细致的作风

选定方向后，除了实事求是、按科学规

律办事，严谨细致的作风也是成功的关键。

对王大中来说，同样如此。

王大中严谨为学、一丝不苟的治学态

度影响了一大批年轻人。他曾经的博士生

石磊现在已经是清华大学核研院副院长。

他记得，彼时，王大中还是清华大学的

校长，工作非常繁忙。“但是当他修改完我

的博士论文后，找我一章一节、一段一句仔

细讨论时，望着满篇标有王老师修改痕迹

的论文，听着王老师耐心的讲解，我深受触

动。”石磊说，老师连他文字标点、图标符号

的错误，都一一指了出来。

在工作中，王大中既让人看到他的大

手笔，也让人体会到他对细微处的关注：他

曾经把厚重的国外大学的信息资料一本本

带回学校；也曾经收集了厚厚一叠新年贺

卡交给清华大学新闻中心，希望他们也能

把清华的新年贺卡设计得更典雅一些，而

清华后勤搞房屋装修的职工更是对他在色

彩和格调上的高标准颇有体会。

王大中除了具备老一辈科学家生活简

朴、淡泊名利等可贵特质，同时也多才多

艺、乐观开朗。

他曾是学生舞蹈队的主力，难度很高

的鄂尔多斯舞跳得极其出色。10 年前的

清华百年校庆晚会上，王大中与清华舞蹈

队新老舞蹈队员共跳鄂尔多斯舞的场景让

他的学生们印象深刻。

女儿王奕眼中的王大中则更生动有

趣：“小的时候，他教我学骑自行车，夏天带

我到山里的水库教我学游泳，冬天在清华

荷花池教我溜冰，记得有一年还带着我做

了各式各样新颖的贺年卡。爸爸总是鼓励

我勇于去尝试新鲜的事物。”

无论是作为科研团队带头人，还是一

校之长，王大中对事业尽心尽责，虑远谋

近、呕心沥血，始终保有强烈的责任意识和

担当精神，他的远见卓识、崇高品格赢得了

广大师生和业界的高度赞誉。青年学生们

亲切地称他为“一位真正让人尊敬的慈祥

长者”“一位务实而严谨的掌舵人”“一个称

职且兼爱的校长”，在他们眼中，王大中“永

远是清华人的榜样”。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一份沉甸甸的荣誉，属于集体，属于知难而进、

众志成城的“200 号”人 ，属于所有爱国奉献、努力拼搏的科技工作者。科

研工作是一项崇高的事业，值得一辈子去追求。但是科研如登山，过程往

往充满挫折、困难和风险，克服这种困难需要有悟性、勇气和韧劲。悟性指

的是一种分析问题的能力，提升悟性有时候需要靠想象、靠一种直觉的判

断。勇气就是要敢于尝试，敢于选择科技领域的无人区。韧劲就是遇到挫

折的时候要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劲头。我们国家正处在最好的发展时

期，科技自立自强是我们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所有科技工作者都要自觉

为科技自立自强作贡献，责无旁贷，科技创新就是我们最主要的爱国方

式。我相信，只要我们每个人都坚定信心、勇敢向前，我们的国家就会有无

限光明的未来。

王大中谈获奖：

科研事业值得一辈子去追求

2021年9月12日，王大中（中）、吴宗鑫（左）、张
作义（右）在山东石岛湾高温气冷堆示范工程现场。

2000年 12月 1日，王大中（中）、吴宗鑫（右）
在清华大学10兆瓦高温气冷堆临界现场。

20世纪 60年代初，“200号”基地年轻的建设
者们。

2011年，清华百年校庆晚会上王大中登台翩
翩起舞。

王大中王大中：：
为祖国释放为祖国释放
最大最大““核能量核能量””

60年来，作为核能技术领军人物，王大中殚精

竭虑、呕心沥血，他参与设计建造的3个核反应堆，

见证了我国核能事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奋斗之

路。

◎本报记者 操秀英

1980年，在德国留学时的王大中。

本版图片均由清华大学供图

大学时代，王大中（后排左一）和清华舞蹈队
队友合影。

人物简介

王大中
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著名核能科学家、教育

家。历任清华大学核能所研究室主任、所长，核研院

院长、总工程师，清华大学校长等职务。他领导清华

大学核能研究团队以提高核能的安全性为主要学

术理念，走出了我国以固有安全为主要特征的先进

核能技术从跟跑、并跑到领跑世界的成功之路。

他主持研究、设计、建造、运行成功世界上第一

座5兆瓦壳式一体化低温核供热堆；主持研发建成

了世界第一座具有固有安全特征的模块式10兆瓦

高温气冷实验堆，并积极推动以上两种先进反应堆

技术的应用。曾先后以第一完成人身份获得国家

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两次、国家教委科技进步特等

奖、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国家级教学成果

特等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多项荣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