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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特刊特刊w w w . s t d a i l y . c o m

编者按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规划建设

新型能源体系，统筹水电开发和生态保护，积极安全

有序发展核电，加强能源产供储销体系建设，确保能

源安全。本期特刊邀请核电领域有关专家，围绕加

强核电科技创新，为国家保障能源安全、实现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贡献力量，谈认识和举措。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强化企业科技创
新主体地位，发挥科技型骨干企业引领支撑
作用，营造有利于科技型中小微企业成长的
良好环境，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
深度融合。报告还提出，以国家战略需求为
导向，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
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作为从事反
应堆工程和核电研究设计、建造和运行管理
30多年的核科技工作者，我深感使命重大、责
任在肩。

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核工程）是我国最早从事核电研究设计的
单位，从引进、消化吸收、自主设计再到自
主品牌，公司逐步实现了我国百万千瓦级
压水堆核电站研发设计的“四级跳”。“华
龙一号”是研发设计团队在 30 年科研、设
计、制造、建设和运行经验的基础上，汲取
世界先进核电理念，完成 100 余项科研课
题，完成多项关键验证试验，最终形成的具
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百千万瓦级三代核
电技术。目前，“华龙一号”海内外示范工
程四台机组运行良好，批量化建设项目正
在按期推进。

作为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的核电型
号总体院，中核工程协同国内 17家高校、科
研机构，联合 58家国有企业与 140余家民营
企业，共同突破了411台设备的国产化，共获
得700余件专利和120余项软件著作权，带动
上下游产业链 5300 多家企业，实现“华龙一
号”产业链自主可控，推动“中国制造”向“中
国创造”飞跃。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积极安全有序发
展核电，加强能源产供储销体系建设，确保能
源安全。我们要坚持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
求，胸怀“两个大局”、心系“国之大者”，履行
好支撑国家高水平自立自强、确保能源安全
的使命担当。

一是加快关键技术攻关，有力支撑国家

战略。我们要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瞄
准核化工、核电、核燃料三大领域，聚焦先进
工艺技术、专用材料、核心软件、分析测试仪
器等创新链、产业链以及供应链中的“断点”

“卡点”和薄弱环节，重点围绕型号研发，扎
实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牢牢掌握科技发
展主动权，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服务经济
主战场。

二是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带动全产
业链转型升级。我们要围绕“加强能源产供
储销体系建设，确保能源安全”，加快自主研
发试验，组织产业链上下游协同运作，加快补
齐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关键基础材料、基础工
业和产业技术等短板，保障“华龙一号”产业
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构建良好产业链生态
圈，带动国内装备制造业整体水平提升，促进
产业集群转型升级，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
发挥融通带动作用，形成向其他产业的外溢
效应，带动高精度传感器、数字化仪控等领域
新技术研发。

三是加速核电数字化转型，推动产业高
质量发展。我们要瞄准核电厂产品数字化和
过程数字化两大目标，建设少人值守、高度自
动化的实体核电厂和过程数字化的虚拟核电
厂，实现实体核电厂和虚拟核电厂数字孪生，
推进“华龙一号”不断升级。采用虚拟核电厂
模拟核电厂设备制造、土建和安装施工以及
调试过程，在提高核电厂安全性的同时降低
建造成本；采用虚拟核电厂预测核电厂后续
运行、维修模式，提高核电厂的运行安全性和
运行经济性。推动形成全核电产业数字化集
群，推进5G、北斗、云计算、边缘计算、大数据、
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等先进信息通信技
术应用，加速核电领域核心工业软件国产化
进程，打造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电产业互
联网平台。

科技立则民族立，科技强则国家强。作
为筑牢国家安全基石与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的
国家队和主力军，中核工程将持续坚持科技
创新这个战略基点，聚焦核燃料处理、核能发
电、燃料元件等核能关键技术领域，以数字化
赋能产业升级，护航绿色发展。

以数字化赋能核电产业升级
徐鹏飞 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积极安全有序发
展核电，加强能源产供储销体系建设，确保能
源安全。“积极”意味着核电在推动能源革命
中的战略地位得到确认，将成为电力系统安
全运行、低碳电能稳定供给与多能源互补综
合利用的强力支撑；“安全”是核电的生命线，
是核电积极有序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有序”
意味着充分利用现有产业能力，科学确定核
电站布局和开发时序，保持合理建设节奏，稳
步提高核电在我国能源电力结构中的比重。
在全球能源转型发展的大势下，核电作为全
生命周期碳排放强度最小、可大规模替代煤
电基荷、最为稳定、经济性较好的发电技术之
一，对于保障我国能源安全、实现“双碳”目标
具有重要意义。

世界核电发展的趋势是安全水平更加卓
越、经济性更好、核燃料利用率更高、废物产
生量更少，这也是第四代核电技术的共同特
征。高温气冷堆是具有第四代核能系统特征
的先进堆型，在“双碳”目标的指引下，高温气
冷堆技术以其固有安全、系统简单、模块化、
发电效率高、用途广泛等特点，将在核能综合
利用的舞台上发挥引领作用。

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牵头，联合清
华大学、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及相关
制造企业、科研院所，共同建设的高温气冷
堆核电站示范工程（以下简称高温堆示范
工程）是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世界
首座具有第四代先进核能系统特征的球床
模块式高温气冷堆项目。经过 9 年的工程
建设，高温堆示范工程于 2021 年 12 月 20
日并网发电，成为世界首个实现第四代核
电技术商业化运行的项目，这标志着我国
核能科技创新取得重大突破。目前，高温
堆示范工程正在开展高功率平台调试试
验，首堆已达到现阶段最高核功率，350 项

调试试验项目已完成 82%，计划在 2023 年
上半年实现投产运行。

面向未来，高温气冷堆将朝着技术更先
进的方向发展。第一，高温气冷堆将借鉴首
堆建造和运维经验，持续完善工程设计、设
备研制，形成更先进、更实用的标准化技术
产品，并在标准化产品基础上结合应用场景
形成专有产品，比如高温气冷堆替代退役煤
电、产业园供气、工业制氢的专有产品等。
第二，随着高温气冷堆特有的高温部件、材
料的研发突破，后续将加快推进 950 摄氏度
超高温气冷堆的研发，进一步提升高温气冷
堆的经济效益和安全性，拓宽核能综合利用
发展空间。

面向未来，高温气冷堆将朝着造价更经
济的方向发展。由于高温堆示范工程“世界
首堆”的特性，其缺乏同堆型建设、调试及运
行维护经验，工程造价较高。随着高温气冷
堆设计优化、建造改进，标准化高温气冷堆的
工程造价将逐步降低。同时借助高温气冷堆
项目批量化建设，通过产业发展的规模效应，
必将有效降低造价成本，可进一步提高其经
济性，进而更加具有市场竞争力。

面向未来，高温气冷堆将朝着应用更广
泛的方向发展。未来高温气冷堆应用路线可
归纳为“发电补充、供热替代、规模制氢”。例
如，替代无法进行环保改造的退役煤电；向化
工生产、工业制氢等领域提供稳定、绿色、低
碳的高温热源，满足煤气化、稠油开采、石油
化工、核能制氢等很多行业对工艺热的需求，
实现“电、热、氢”综合清洁利用，发展前景十
分广阔。

作为我国四大核电集团之一，中国华能
集团有限公司将在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中，紧密结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和总体国家安全观，进一步提高对核安全重
要性的认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积极有序
发展核电，促进我国核电高质量发展。

打造更先进、经济的高温气冷堆
张 涛 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

党组成员、副总经理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
体系。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
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
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
字中国。报告还提出，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
体系，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提升产业
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作为长期工作在一线的核能科技与管理
工作者，我们要深刻把握新形势下打造核电
产业链的重大意义。产业链供应链在关键时
刻不能掉链子，这是大国经济必须具备的重
要特征。要以研发先进核电产品和打造现代
产业链为两大抓手，一边维护产业链安全稳
定，一边积极拉长长板优势，持续提升产业链
现代化水平和国际竞争力。

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最先进的三代
核电机组，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和一
号”等三代非能动先进核电技术，产业链历经
10年初见雏形，支撑我国核电创新能力和产
业整体实现由二代向三代的跨越。“国和一
号”示范工程等在运在建非能动核电机组已

达 12 台，形成批量化建设能力和格局，可为
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绿色清洁、稳定可靠、
安全经济的能源供应。

能源的饭碗必须牢牢端在自己手里。党
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
体系，统筹水电开发和生态保护，积极安全有
序发展核电，加强能源产供储销体系建设，确
保能源安全。核电作为重要的基荷能源，可
提供稳定的电力供应和能源保障，同时，核能
也是我国北方地区冬季供暖的热源。要在确
保绝对安全的前提下积极有序发展核电，保
障能源安全、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一是强化自主创新，全方位推进国产化
攻关。围绕国家能源安全战略，坚持底线思
维和问题导向，组织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
攻关，全面实现整机设备和零部件级国产化
100%能力，持续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增
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二是强化原创技术策源，打造未来竞争
新优势。打造非能动原创技术策源地，建设
全国重点实验室，持续研发更加安全、更加经
济、环境更加友好的先进核能型号和技术，形
成覆盖从大到小、从陆到海、满足更多战略需
求的全方位核能型号谱系，提供更可靠、更多
用途、更加智慧的核能系统，构建我国在大国

竞争中的新优势，赢得战略主动。
三是推进联盟建设，构建产业链发展良

好生态。搭建产业链大数据平台，强化产业
链数据集成，推进上海和长三角先进核电产
业集群和先进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推动技
术、产品和地方优势紧密结合，带动更多企业
参与非能动核电项目建设，促进长三角核电
产业协同发展。

四是高标准推进机组建设，支撑构建双
循环格局。强化工程建设牵引，构建国内大
循环。积极落实首台套政策，实现创新链和
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促进国产化应用和高端
装备制造升级迭代，持续提升产品性能、降低
成本。进一步打通国际循环，发挥中国核电
国际竞争优势、形成示范效应，提升我国科技
和产业的全球影响力。

面向未来，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将
在党的二十大精神指引下，以国家战略需求为
导向，集聚力量进行核电技术原创性引领性科
技攻关，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实施一
批核电项目，增强自主创新能力，高质量建设

“国和一号”现代产业链，加快打造世界一流清
洁能源企业，为增强国家能源领域战略科技力
量、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
性、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作出更大贡献。

筑牢三代非能动核电产业链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积极稳妥推进碳
达峰碳中和。报告还提出积极安全有序发展
核电，加强能源产供储销体系建设，确保能源
安全。党的二十大报告为我国能源产业发展
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核能是清洁
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核能高质量发展，
是我国优化能源结构、保障能源供给安全、实
现“双碳”目标、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手段，具
有重大战略意义。

我国核能发展采取“三步走”战略——
“热堆—快堆—聚变堆”。目前，我国核电的
主要堆型是压水堆（热堆），其主要以天然铀
中含量约0.7%的铀-235为燃料。快堆是世界
先进的第四代核电技术、“三步走”战略的关
键环节，主要消耗天然铀中含量99.2%以上的
铀-238，在发电的同时兼具核燃料增殖和焚
烧长寿命放射性核素的功能。因此，快堆不
仅可以大幅提高对铀资源的利用率，将人类
利用核能的时间从上百年延长至数千年，还
可以实现放射性废物最小化，解决核废料难
以处理等问题。中国是世界上第八个拥有快
堆技术的国家。2011年，由中国原子能科学
研究院（以下简称原子能院）设计建造的我国

首座快堆——中国实验快堆成功并网发电。
该堆电功率为20兆瓦，并于2012年通过国家
科技部验收。我国快堆核电站的示范工程也
已开工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在我国核工业创建60周年
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核工业是高科技战略
产业，是国家安全重要基石。要坚持安全发
展、创新发展，坚持和平利用核能，全面提升
核工业的核心竞争力，续写我国核工业新的
辉煌篇章。原子能院作为我国核科技发展策
源地以及基础性、前瞻性、先导性、工程性核
科研综合基地，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对核工业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瞄准国家重大
需求与国际前沿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在先进
核电技术方面持续发力，勇闯“无人区”。
2021年，原子能院主动开展了一体化闭式循
环快堆核能系统（以下简称一体化快堆）的研
发和设计研究工作。

一体化快堆指在同一地址建设快堆、干法
后处理厂和燃料生产线，实现高质量闭式燃料
循环。一体化快堆也能够与当前压水堆有效
衔接，利用压水堆乏燃料后处理回收的材料以
及天然铀中的铀-238为燃料运行，实现对核燃
料的增殖，将铀资源利用率提高至60%以上，并
通过堆内燃烧方式大规模减少长寿命高放废
物，从而提升裂变核能的整体安全性和经济
性。如今，一体化快堆已成为世界主要核电大

国科研攻关和技术储备的主要方向。
一体化快堆核能系统涉及燃料、材料、系

统工艺、设备、安全、辐射防护、应急、后处理
工艺等专业、方向的重大技术创新，以及反应
堆、后处理厂、燃料制造厂、放射性废物处理
等工程技术的重大跨越。中国核工业集团有
限公司拟用 10—15 年时间开发出高水平先
进的一体化快堆，作为我国中长期裂变核能
大规模发展的主打产品，并已设立项目，“十
四五”期间预计陆续投入15亿元开展关键技
术攻关和设计研究。原子能院作为科研设计
主体，对技术负总责。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
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
康，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以国家战
略需求为导向，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
技攻关，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

踏上新征程，原子能院将以党的二十大
精神为引领，自觉履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的使命担当，以咬定目标不放松的坚韧干劲，
在自主创新的道路上奋发进取、勇攀高峰，扎
实推进一体化快堆科技会战，集中力量攻关

“卡脖子”难题、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为保障国
家能源安全、创新“双碳”目标下的新型核电
技术、推动我国由核大国向核强国迈进、早日
建成世界科技强国贡献力量。

给核能高质量发展注入“快堆”动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一些关键核
心技术实现突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
大，载人航天、探月探火、深海深地探测、超
级计算机、卫星导航、量子信息、核电技术、
新能源技术、大飞机制造、生物医药等取得
重大成果，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

核电技术作为重大成果被写进党的二
十大报告，这是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我
国核电发展取得的成绩的充分肯定和鼓
励。同时，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提出“加快规
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并再次强调“积极安
全有序发展核电”，核电在我国能源结构变
革及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被寄予了更多的
期望、赋予了更高的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核能事业取得了
一系列瞩目成就，核能进一步高质量发展具
备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一是全面跻身世界核电大国行列，核电
安全运行业绩保持国际先进水平。截至2022
年10月底，我国商运核电机组53台，总装机
容量5560万千瓦，在建核电机组23台，总装机
容量2539万千瓦，在建规模继续保持世界领
先，在运在建核电装机容量居全球第二。核电
发电量在当前我国电力结构中的占比达到了
5%左右，较十年前的约 2%有了大幅度提高。
我国核电从未发生国际核事件分级（INES）二
级及以上的运行事件，与世界核电运营者协会
（WANO）明确的性能指标对照，我国核电机组的
WANO综合指数满分比例和WANO综合指数平均
值均高于美国、法国、俄罗斯等主要核电国家。

二是率先实现由二代向自主三代核电
技术的全面跨越，先进核能技术研发示范取
得重要突破。通过全面加强核电自主创新，
实施国家核电科技重大专项，我国核电技术
水平显著提升，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三代压水堆“华龙一号”“国和一号”国产化
品牌，“华龙一号”国内外首堆已相继建成投

产，并实现批量化建设，“国和一号”示范工
程建设按计划推进。具有四代特征的高温
气冷堆、快堆，以及小型模块化反应堆等先
进核电技术研发及工程示范有序推进。

三是自主化、国产化水平稳步提高，核能产
业链保障能力全面提升。我国已形成了每年
10台/套左右的百万千瓦级压水堆主设备制造
能力，自主三代核电综合国产化率已有90%以
上，工程建造技术水平保持国际领先水平，具备
了同时建造40余台核电机组的工程施工能力。

四是核能国际合作持续深化，涉核政策法
规体系不断完善。中俄核能合作田湾核电站和
徐大堡核电站项目2台机组投产、4台机组开工
建设。自主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已成功出
口4台核电机组，英国通用设计审查（GDA）工作
已全部完成。我国核安全领域的顶层法律《中
华人民共和国核安全法》已正式发布实施；核领
域基础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原子能法（征求
意见稿）》已公开征求社会意见。

当前，我国已经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为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
要，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国能源电力需求
将持续维持刚性增长。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引领下，发展核能已成为我国保障能源安全供
给、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选项。综合中国核能
行业协会及国内相关权威机构研究成果，预计

“十四五”期间，我国将需要保持每年8台左右
核电机组的核准开工节奏，核电装机规模将进
一步加快增长，发电量将大幅增加；到 2035
年，核能发电量在我国电力结构中的占比需要
达到10%左右，与当前全球平均水平相当；到
2060年，核能发电量在我国电力结构中的占
比需要达到20%左右，与当前OECD国家的平均
水平相当。此外，通过开展综合利用，核能还
可以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的经济社会低碳
转型提供更加多元化的解决方案。综合考虑
核电及核能综合利用，预计2060年我国核能
碳减排贡献度将达到1/4左右，将为我国建设
富强、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新的更
大的贡献。

为经济社会低碳转型提供多元方案

卢洪早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党组成员、副总经理

薛小刚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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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廷克 中国核能行业协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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