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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俄核能合作是從 1992 年開始的，到 2016 年經歷了短短 24 年

的時間。中俄核能合作，是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之中能源合作夥伴

關係的一部分。本研究主要針對的是民用核能，不涉及核武器。本研

究運用新自由制度主義，歷史研究法和文獻分析法，按照歷史發展的

順序與相應文獻，梳理中俄核能合作的整個歷程。最終為中俄核能合

作提供見解。 

中俄核能合作之所以開始，是因為兩國政治、經濟利益的交匯。

中俄核能合作經歷了田灣核電站、鈾同位素分離技術、「快爐」、海上

浮動爐。在這些項目中制度安排是不可缺少的。上海合作組織與中俄

總理定期會晤制度為合作提供了保障。中國原子能機構、核安全局、

俄羅斯環境、技術與核監督局等都是執行機構。俄罗斯原子能公司是

一个具有特殊地位的公司。它與中國核工業集團公司，以及眾多科研

單位進行核能合作。日本福島核事故對中俄雙方的核工業都產生了巨

大影響。田灣核電站、鈾同位素分離技術、核安全監管成效突出。中

俄核能合作前景廣闊，尤其是在「快爐」與海上浮動爐方面。中俄可

以依託「一帶一路」在第三國進行核能合作。 

 

關鍵字：中國；俄羅斯；中俄關係；核能；新自由制度主義 

 



 

Abstract 

 

Since 1992，the Sino-Russian cooperation in nuclear energy has gone through 24 

years，up to 2016，and is one of the key parts of the energy cooperation fellowship 

under the China-Russia Strategic Partnership.This research discusses the use of 

nuclear energy primarily for civil purposes，without the involvement of nuclear 

weapons. The research uses the 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the historical study 

method，the literature analysis method and sorts out the entire courses of the 

Sino-Russian cooperation in nuclear energy according to the order of historic 

development and the corresponding literature. Eventually，insight is provided about 

the nuclear energy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The Sino-Russian cooperation in nuclear energy was started due to the shared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terests of both countries. The nuclear energy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has completed the building of the Tianwan Nuclear Power 

Plant，Separation of Uranium Isotope，the China Expermental Fast Reactor（CEFR）

and the Floating Nuclear Power Plant. Among these projects，th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is indispensable. Cooperation in nuclear energy is guaranteed by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and the regular exchange visits between the 

Chinese premiere and the Russian prime minister. China’s Atomic Energy Agency，the 

Nuclear Security Bureau and Russia’s Bureau of Environment Technology and Nuclear 

Supervision are all actuators. Russia Atomic Energy Co.，Ltd. is a company with a 

special status. It has a nuclear energy-based cooperation with the China National 

Nuclear Corporation as well as many other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es. The 

Fukushima nuclear accident had a huge impact on China and Russia’s nuclear 

industry.The Tianwan Nuclear Power Plant and the Separation of Uranium Isotope 

have achieved excellent effectiveness in the nuclear safety supervision aspect. China 

and Russia have a brilliant prospect of cooperation in nuclear energy，particularly 

with the fast neutron reactor and the floating nuclear power plant. China and Russia 

can count on the“one Belt one Road”Initiative to carry out the cooperation in 

nuclear energy in a third nation. 

 

Keywords: China;Russia;Sino-Russian Relations; Nuclear Energy; 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i 
 

目錄 

第一章 緒論…………………………………………………………………………………………………………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1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6 

第三節 研究途徑與方法………………………………………….…………………………………..…….9 

第四節 文獻回顧……………………………………………………….………………………………..……12 

第五節 章節安排…………………………………………………………………………………...…………19 

第二章 中俄核能合作之歷程…………………………………………………………………...……….21 

第一節 田灣核電站之合作……………………………………………………………………………….23 

第二節 鈾濃縮方面之合作…………………………………..…………………………….…………….32 

第三節 快中子反應爐之合作……………………………………………………………..….…………36 

第四節 海上浮動核電站之合作………………………………………………….…………..……….44 

第五節 小結……………………………………….………………………………………………….……….…49 

第三章 中俄核能合作之制度安排……………………………………………………………………..51 

  第一節 中俄溝通之平臺……………………………………………………………………………………53 

  第二節 中俄核能合作之主管機構…………………………………………………………..…….…62 

第三節 中俄核能合作之主要運營公司…………….…………………………..…………………71 

第四節 小結…………………………………….…………………………..……………………………………79 

第四章 中俄核能合作之成效與前景…………………………………………..……………...…….81 

第一節 中俄民用核能合作之成效……………………………………………………………………83 

第二節 中俄核安全合作之成效……………………………………………………………………….89 

第三節 中俄核能合作之前景…………………………………………………………………….……..96 

第四節 「一帶一路」 下之中俄核能合作…………………………………….………………….106 

第五節 小結………………………………………………………………………………..…………………..114 

第五章 結論………………………………………………………………………………………....…….……116 

參考文獻…………………………………………………………………………………………………...……..122 
 

 

 

 

 



 

ii 

表次 

表 2—1  田灣核電站 1—4 號機組………………………………………………………………………..29 

表 2—2  中俄合作之鈾濃縮廠項目………………………………………………………………….….35 

表 2—3  2007—2015 年世界鈾礦產量（噸）………………………………………………….….38 

表 2—4  CEFR 反應爐俄羅斯設備實驗測試…………………………………………………………39 

表 3—1  中俄總理定期會晤機制………………………………………………………………………...57 

表 3—2  中國核工業集團公司歷任領導………………………………………………………….….72 

表 3—3  俄羅斯原子能公司歷任領導…………………………………………………………….……76 

表 4—1  中外合作已投運核電廠的單位造價………………………………………………..……84 

表 4—2  各個中外合作核電站上網電價與對應各省基準上網電價比較…………...84 

表 4—3  中國自主建設的鈾濃縮生產線……………………………………………………………..86 

表 4—4  俄羅斯目前和計劃的乏燃料處理能力……………………………………………..…..92 

表 4—5  俄羅斯核動力保障總則安全分級方法………………………………………………….93 

表 4—6  田灣核電站主要系統和設備安全分級………………………………………………….94 

表 4—7  中俄核工程技術處理研究設施對比………………………………………………….….95 

表 4—8  中國電力需求及電力結構歷年來的發展情況及未來預測………..…….…..96 

表 4—9  燃煤電站與核電站對環境的影響比較………………………………………………….97 

表 4—10 俄羅斯向外輸出核電態勢…………………………………………………………….…….108 

 

 

 

 

 

 

 

 

 

 

 



 

iii 
 

圖次 

圖 2—1 田灣核電站一期項目……………………………………………………………………………….27 

圖 2—2 漢中鈾濃縮廠……………………………………………………………………………………….….33 

圖 2—3 蘭州鈾濃縮廠………………………………………………………………………………………..…34 

圖 2—4 快中子反應爐乏燃料處理示意圖……………………………………………………..…….37 

圖 2—5 中俄兩國簽署快中子反應爐合作協定……………………………………………………41 

圖 2—6 中國第一座快中子反應爐…………………………………………………………………..…..42 

圖 2—7 俄羅斯海上浮動核電站計劃選址地………………………………………………………..45 

圖 3—1 中國核工業部歷史演變……………………………………………………………………….….63 

圖 3—2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科學技術工業委員會（1982—2008）………………..…64 

圖 3—3 中國工業和信息化部及下屬機構……………………………………………………….…..65 

圖 3—4 中國環境保護部及其下屬機構…………………………………………………………..…..67 

圖 3—5 俄羅斯聯邦環境、技術與核監督局及其下屬機構……………………………..……69 

圖 3—6 中國核工業集團公司及其下屬機構…………………………………………..…….…….74 

圖 3—7 俄羅斯原子能公司下屬企業及科研機構………………………………..………………77 

圖 4—1 中國鈾濃縮技術本土化示意圖……………………………………………………………….87 

圖 4—2 全球鈾資源分佈圖…………………………………………………………………………………100 

圖 4—3 壓水爐和「快爐」裝機規模增長情景圖………………………………………………101 

圖 4—4 俄羅斯北方航道的水域示意圖………………………………………………………….….103 

圖 4—5 亞洲各國對南海的主權要求示意圖………………………………………………………104 

圖 4—6 中國之「一帶一路」示意圖……………………………………………….…………….…..107 

圖 4—7 典型的兩人囚徒困境博弈示意圖…………………………………………….……..…….111 

圖 4—8 典型的利益與衝突並存博弈示意圖……………………………………………………..112 

圖 4—9 「一帶一路」計劃之六大經濟走廊………………………………………………………...113 
 

 



 

1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中俄核能合作從九十年代初就開始了，位於中國江蘇省的田灣核

電站就是中俄民用核能合作的典範。但是建設期間經歷了很多困難，

問題出現在中俄雙方。隨著中國核能工業的興起，核能技術突飛猛進。

俄羅斯雖然在核能技術上沒有什麼長遠進步，但是其世界核能強國的

地位仍無法撼動。 

    2001 年上海合作組織正式成立，該組織的核心是安全合作，同

時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上海合作組織無疑是把中國與俄羅

斯的關係拉近了。1 

俄聯邦總統普京（Владимир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Путин），於 2004 年

10 月訪華期間與中國共同簽署聯合聲明。聲明中明確提到，「全面深

化包括能源和投資合作在內的中俄經貿合作，是鞏固和發展中俄戰略

協作夥伴關係的重要因素」。22005 年 2 月，普京總統又重申，「俄方

把發展同中國的戰略合作夥伴關係作為優先發展方向之一，推動雙方

在能源、經貿、科技等重點領域的交流與合作取得更多的成果」。3因

為中俄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的良好發展，所以為新時代的中俄核能合作

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普京在 2006 年 3 月訪問北京期間，兩國政府簽

署了關於在核能領域合作的《能源合作協定》。4 

2010 年中俄能源關係升溫，核能合作成為其中的一大亮點。但

                                                             
1
 陳柯旭，「中俄核電合作的前景分析」，西伯利亞研究，36 卷第 4 期（2009），頁 63。 

2
「中俄聯合聲明」，人民日報，2004 年 10 月 15 日。 

3
 周延麗，「中俄能源合作發展前景分析」，歐亞經濟，第 2 期（2006），頁 36。 

4
 羅傑森，夏慶宇譯《中國與俄羅斯：競爭與合作》（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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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1 年 3 月，日本福島核電站事故後，對自身以及周邊國家造成

巨大影響。中俄雙方又不得不重新檢視自己的核能安全。2013 年中

俄兩國繼續深化核能合作。2015 年 12 月，俄總理梅德韋傑夫

（Дмитртий Анатольевич Медведев）訪華時簽署了中俄核能協議。

2016 年 6 月 20 日，中俄簽署聯合聲明，提出建立全面的能源合作夥

伴關係。在聲明中还强调，中俄將提高高新技術領域合作的效率，開

展和平利用核能。5 

中俄核能合作，是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中能源合作夥伴關係的

一部分。目前，中國正在運行的 11 座核反應爐只生產了不到 2％的

電力，而日本的該項資料已超過了 25％，法國的該項資料已經接近

了 75％。6中國意圖使這一資料到 2020 年時翻一番，達到 4％，7屆時

核能發電總量將為 4 萬兆瓦。 

在出售民用核能技術方面，俄羅斯是一個主要國家。核能是高效

的清潔能源，而面對石化燃料對環境的危害日趨嚴重的今日，清潔能

源的使用則是一個趨勢，因此中俄核能合作其前景是廣闊的，將來在

中俄能源合作中一定會扮演重要角色。 

同樣在「一帶一路」的帶動下，中國的核能產業加快了向外輸出

的步伐。中俄政府機構之間，以及雙方公司和科研機構之間也正在進

行一些合作，無論是在鈾礦開採、核燃料、工程設計、製造、建設、

                                                             
5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聯合聲明（全文），新華社北京 2016 年 6 月 25 日電。 

6
 可參見的地圖為“Power Up Nuclear Reactors in China”，有關數據由世界核能協會（World Nuclear Association）

提供，<www.bloomberg.com/apps/data?pid=avimage &iid=iUd8BLcljyvk>. 
7
 “China to Double Nuclear Power Capacity by 2020”，November 16，2007，<www.chinadaily.com.cn/ 

china/2007-11/16/content_6257821.htm>；and“China to Increase Nuclear Power Capacity”，Noveber 3，2007，
<www.chinadaily.com.cn/bizchina/2007-11/03/content_622876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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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行、維護，環保以及核廢料處置等領域，都在進行探討。 

 

綜上所述，中俄兩國已經逐漸走進。核能合作將是世界的一個大

潮流。中俄身在其中也不能例外。本文之研究目的主要欲探討以下幾

個問題： 

（一）、蘇聯解體，在世界上兩極格局瓦解了。中美的蜜月期也隨之

結束。俄羅斯經濟凋敝，社會混亂。為什麼中俄兩國在這時期開展核

能合作？ 

（二）、中俄雙方都意識到發展核能對自身，以及對對方的重要性。

但為什麼中俄核能合作剛開始起步就受到了阻力？ 

（三）、隨著中國核技術的發展，中國逐漸掌握了核能技術。為什麼

俄羅斯對中國核工業的發展有所顧慮？ 

（四）、俄羅斯依託蘇聯遺留下來的核工業基礎，在世界上可以算作

是核工業強國。但是為什麼說俄羅斯的核能技術已經不是中國的唯一

選擇？ 

（五）、2011 年 3 月，日本福島核事故以後，中俄兩國地核能合作明

顯遇冷。這對中俄核能合作，以及自身核能工業的發展有著什麼樣的

深遠影響？ 

（六）、目前中國已經有能力進行核能輸出，走向世界的核能市場，

亦可以在國際核能領域與俄羅斯競爭。為什麼中俄核能競爭不會影響

中俄核能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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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認為中俄核能合作之所以開始，主要是受到國際政治和兩國

經濟之影響。從沒有合作基礎，到二十多年的相互磨合，已經達到了

可以相互理解、支持的地步。其中經歷了很多的困難，在不同時期有

不同的特點。 

中俄雙方都深刻地意識到，能源對於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十分

重要。中俄作為負責人的大國，能源是其發展的動力。如果沒有能源

合作，中俄雙方發展的步伐將會大大減慢。核能合作是中俄能源合作

中重要的一項。 

中國國內有限的能源資源與高漲的需求結合在一起，促使中國的

領導人採取多面向的能源戰略。俄羅斯理應很自然的在這個框架中找

到一個位置。核能合作是能源合作中重要的一部分。在中俄能源合作

的大前提下，雙方發展核能合作已經成為趨勢。 

但是目前關於中俄核能合作方面的文獻並不多見。主要文獻也集

中在中俄能源合作上，比如石油和天然氣等方面是著重研究的。在書

寫的中俄能源合作的文獻中，有關核能合作的文字，少之又少，甚至

是一筆帶過。在所見不多的中俄核能合作之文獻，也主要集中在關於

核電站的技術應用，以及核安全方面。並沒有關於中俄核能合作歷程，

包括所受之阻力、積極因素、制度安排、核安全、合作成效、合作前

景的全面文獻。 

本研究將利用新自由制度主義理論來探討，說明中俄核能合作對

中俄兩國能源合作夥伴關係的貢獻，以彌補之前文獻在這一方面的空

缺，為中俄核能合作描繪出更完整的圖像。再者，中俄核能合作的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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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可以運用到之後的實踐中，亦可以為中國與其他國家的核能合作提

供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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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的時間範圍界定為中俄核能從開始合作至 2016 年底。也

就是從 1992 年 12 月，中俄簽署田灣核電站一期項目算起，一直至

2016 年。 

時間之所以如此界定，原因就在於中俄核能合作的時間雖然不長，

但是過程卻是精彩的。1966 年中蘇交惡，兩國在各領域的合作都停

頓了。直至 1991 年 12 月 25 日蘇聯解體，中俄雙方關係正常化以後，

兩國才开始核能合作。 

中俄兩國在與其他領域合作不同的是，在 90 年代初中俄核能合

作剛起步就停頓了。進入 21 世紀，中俄核能合作開始快速升溫。但

2011 年 3 月 11 日，日本福島核事故後，中俄核能合作明顯遇冷。雙

方經歷了一段時間的調整後，中俄兩國在核能合作上才變得更加有信

心了。 

在 1992 年至 2016 年，中俄核能合作經歷了田灣核電站一、二期

項目；鈾同位素分離技術，即漢中鈾濃縮廠所引進的俄羅斯第一期、

第二期、第四期的鈾同位素分離機，與蘭州鈾濃縮廠所引進的俄羅斯

第三期鈾同位素分離機；快中子反應爐技術；海上浮動核電站。 

其中田灣一期項目到目前為止，仍然是中俄有史以來最大的經濟

技術合作項目。在中國除了有漢中和蘭州鈾濃縮廠以外，還有一個名

為 814 廠的鈾濃縮廠。這個鈾濃縮廠位於中國四川省金沙口河附近，

以及峨眉山市。但是它為軍民兩用，而且未參與中俄核能合作，所以

本研究並未涉及。快中子反應爐技術將成為世界核能發電的趨勢，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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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能極大地減少核廢料的產生而著名。海上浮動核電站可以被運用於

俄羅斯的北極地區，以及中國南海，所以備受關注。 

在這裡筆者要指出「核能」與「核武」是有本質區別的。「核能」

是指人類使用原子核，使其溫和的釋放能量，為人類的生產生活提供

助力。「核武」顧名思義是把核技術運用到武器上，以大大增加其殺傷

力。但是本文所寫主要是針對民用的「核能」，而不涉及可以運用於軍

事的「核武」。 

狹義的「核能」合作單指核能發電方面，而廣義的「核能」合作則

是指鈾礦開採、鈾同位素分離、核安全、合作之制度安排、合作前景

等。本研究寫到了狹義的「核能」合作，但是著重研究了廣義的「核

能」合作。 

本文研究的資料來源有專書、期刊、學位論文、官方文件、官方

網站，以及網路報刊新聞。在中文文獻中，研究核能領域的專著並不

少，但是專注於中俄核能合作的書籍少之又少。 

筆者關注了多種期刊、學術論文發現，絕大部分的文獻都主要在

寫中俄能源合作，其中核能合作只是涉及了一些，甚至是一筆帶過。

很多關於核能的文獻，來源於《核工業》、《國外核新聞》這兩本中國

期刊。在期刊中，很多文獻也主要以國內新聞報道或是翻譯外國新聞

為主。 

同時筆者還會關 注世界核能協會 官網（ World Nuclear 

Association）、國際能源署官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中國國

家核安全局、國家原子能機構、俄羅斯聯邦環境、技術與核監督局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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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Федеральная Служба По Экологическом，и Атомному Надзору）、

俄羅斯國家原子能公司官網（Rosatom）。當然筆者還會參閱俄國學者

著作，以及相關俄文文獻、英文文獻以彌補文獻之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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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途徑與方法 

能源是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物質保障，各國為獲得持續和有

保障的能源展開競爭和合作。國際關係理論，經過這麼多年的發展已

經形成諸多的相關理論，目前有新現實主義、新自由制度主義、建構

主義、新馬克思主義幾種主要理論分析架構。國際政治學理論對國際

合作有相關系統論述，對國際能源合作之中的核能合作提供了利益的

啟示和理論貢獻。8誠如中國前外交部部長李肇星所說，「國際社會在

探索與實踐中，更加深刻地意識到，應該站在時代發展和人類進步的

高度，以合作謀和平，以合作促發展，努力擴大利益的匯合點，尋求

互利共贏」。9 

 

在研究途徑方面，本文將使用新自由制度主義理論來進行研究。

新自由制度主義是新自由主義和現實主義的結合。其在國際制度中的

內涵，主要包括三種形態：（一）國際慣例；（二）國際建制；（三）

國際組織。新自由制度主義理論對「國際建制」之研究極為重視。譬

如，國際建制的四大主張包括：（一）建制使國家合作機會增加；（二）

建制有利於共同利益之建構；（三）霸權國往往透過雙邊或多邊協議，

以促進國際建制；（四）建制旨在促進共同的國際秩序。新自由制度

主義旨在為國際合作提供一個既務實地考量國家權力及利益，又可促

進國家間合作之機制。10 

誠如中國國際關係學者所言，「中國選擇和平、發展、合作的旗

                                                             
8 熊興、胡宗山，「國際能源合作的政治學理論評述」，深圳大學學報，第 32 卷第 5 期（2015），頁 45。 
9
 李肇星，「和平、發展、合作——新時期中國外交的旗幟」，人民日報，2005 年 8 月 23 日。 

10
 包宗和 主編，《國際關係理論》（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11），頁 119—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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幟，堅定不移地走和平發展道路，是新時代特徵所決定的一條不得不

選擇的道路。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是一條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的

道路；一條勇於參與和平國際競爭又堅持廣泛合作的道路」。11 

 

研究方法方面，本研究主要採用「歷史研究法」與「文獻分析法」。

根據這兩種研究方法，以求達成研究成果。 

壹、歷史研究法 

「歷史研究法」是運用歷史資料，按照歷史發展的順序對過去事

件進行研究的方法。歷史研究法主要是研究事件的發展歷史，從事件

千絲萬縷的聯繫中找到因果關係。演繹出造成所研究問題現狀之原因，

從而推測所研究問題未來之變化。本研究就是利用歷史研究法，從中

俄雙方核能合作發展的歷史脈絡，探究為何中俄開始進行核能合作，

為何中俄核能合作受到阻力，福島核事故對中俄核能合作的深遠影響，

為何中俄核能出現競爭卻不影響雙方之間的合作。 

 

貳、文獻分析法 

     「文獻分析法」是社會科學研究領域中應用最廣泛的研究方法之

一。文獻分析法主要是通過搜集、鑒別、整理文獻，並通過對文獻進

行研究，從而形成對事實科學認識的方法。本研究的主題是中俄核能

合作，筆者會全面搜集相關資料，涉及雙方合作歷程、所受阻力、核

安全、合作前景、政府性文件，以及聲明。整理文獻，包括對國內外

                                                             
11

 趙可金、倪世雄，《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頁 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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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專書、政府檔案、期刊、學術論文、報刊、網絡新聞等進行歸納及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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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文獻回顧 

在探討中俄核能合作問題之前，筆者參考了很多相關核能與中俄

能源合作的論著。希望對核能產業有進一步的認識，並且運用於中俄

核能合作這個議題之上。在當今這個時代，石化燃料日益匱乏，且其

對環境的危害已逐漸顯現出來。而核能產業的出現，正是解決這一問

題的好辦法。使用核能最終目的是為了人類社會與生態環境可持續地

發展。核能開發利用從資源、經濟、科技以及對人類社會等角度都體

現出了優點，使人類從中獲得巨大利益。因為有關中俄核能合作的文

獻並不多見，所以筆者所羅列的一部分文獻集中在中俄能源合作。 

 

俄羅斯外交部能源政策和外交問題高級專家，開創了「能源外交」

課程的日茲寧（ С.З.Жизнин），所撰寫的《俄羅斯能源外交》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 России）一書，是為數不多的闡述中

俄能源合作的專著之一。此書從俄羅斯的角度對其地緣政治和對外經

濟利益，講解了全球和地區範圍內國際能源外交的複雜問題，向我們

闡述了世界以及俄羅斯能源產業發展所出現的矛盾和趨向。不僅讓我

們了解了世界和俄羅斯能源領域的基本情況，以及俄羅斯在國際能源

市場上的基本政策，還說明了俄羅斯能源外交形成的地緣政治和經濟

基礎，從全球到地區，再從地區到國家，三個層面研究了俄羅斯與世

界能源產業的關係。作者作為外交部高級官員，參與了很多俄羅斯一

系列能源外交決策和活動，與俄羅斯和世界各國能源界接觸廣泛，有

著豐富的能源外交經驗，所以他的專著十分具有權威性。通過此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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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投射到俄羅斯核能產業對中國核能市場的基本政策，以及發展的矛

盾和趨向。 

《中國與俄羅斯——競爭與合作》一書是由「美國戰略研究所」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的羅傑森（David Rogerson）所撰寫的兩

篇研究報告的合集。本書第三章著重探討了中俄兩國能源合作與安全

的機遇和挑戰。中國國內的資源將無法滿足中國日益增長的能源需求。

俄羅斯作為能源輸出大國，應當在中國的這個框架中找到一個位置。

當中國有限的能源和高漲的需求結合在一起時，就使得能源結構多樣

化變得很重要。核能合作是中俄之間開展的一個方面。 

黑龍江大學東北亞研究中心研究員戚文海，所撰寫的《中俄能源

合作戰略與對策》一書，從轉軌時期俄羅斯的能源戰略基礎寫起，著

重一節提到了俄羅斯核能資源狀況。俄羅斯的能源已經從危機時期走

向了全面復甦。此書對俄羅斯能源政策，包括能源價格政策、稅收政

策、出口政策、合作政策、安全政策做出了全面評價。分析了俄國能

源結構的變化，其原因和方向，以及制約因素。中俄能源合作，堅持

的原則應該為：共享利益，共擔風險。中俄只有通過有效的合作方式

和合作夥伴關係，明確自己的權利與義務，避免自己處於被動狀態。

最終實現項目的正常運轉。此書大量運用了一手資料，其研究成果發

揮了積極作用，從而推動了中俄能源合作。 

巴拉莫諾夫（В.В.Парамонов）和斯特拉科夫（А. В.Строков）所

寫的「新形勢下的中俄能源合作：挑戰和前景」（Современный формат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ого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основны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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проблемы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這一文章，從俄國角度，全面闡述了俄羅

斯對華發展能源合作過程中所存在的問題，比如缺少統籌。特別是俄

羅斯在與中國能源行業進行合作時，政府和公司缺乏統一的目標、任

務和原則。計劃的正式文件看起來十分模糊，或者從根本上違背俄羅

斯的長遠利益。中俄兩國能源行業彼此缺乏創新；協作不協調，包括

投資與技術協作；不交流新技術的開發和研究。中俄能源方向相對狹

窄，許多能源產業專案發展，往往有一些不可逾越的障礙。中俄的能

源合作受短期利益驅使，不以長期經濟利益為目的，從而使中俄能源

合作總走在崩潰的邊緣。再者，中國可能對俄羅斯不像以前那樣感興

趣了，西方國家變得更加有吸引力。 

巴拉達夫金（А.Бородавкин）作為俄羅斯資深外交家，所撰寫的

《俄羅斯與中國：中俄睦鄰友好合作之路》（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по пути 

добрососедства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一文，主要闡述了 2001 年 7 月

16 日，中俄兩國領導人在莫斯科簽署了《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

此條約是根據公認的國際法原則和準則，根據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

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的原則，長期全

面地發展兩國睦鄰、友好、合作和平等信任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在

此基礎上中俄雙方加強在政治、經濟、能源、文化領域的合作關係是

十分有必要的，特別是在能源領域應該積極展開大型合作項目。 

俄羅斯國家環境、技術及核安全監督局局長阿廖申（Алексей 

Алёшин），所撰「中俄核安全監管合作前景展望」12一文，提出早在

                                                             
12

 阿廖申，「中俄核安全監管合作前景展望」，中國核工業，第 3 期（2015），頁 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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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年 4 月，中俄就簽訂了關於核安全監管的協議。對於俄羅斯國

家環境、技術及核安全監督局來說，中國國家核安全局是他們重要的

合作夥伴。這不僅表現在雙邊關係上，而且也表現在解決全球核安全

問題的廣闊舞台上。中俄兩國都應該履行國家核安全監督職能，並且

加強中俄監管機構的合作與交流。結合本次研究，此文對中俄核安全

監管合作指出了方向，對筆者研究此題目提供了寶貴經驗。 

陳柯旭所撰之「中俄核能合作的前景分析」13一文，闡述了面對

全球資源儲量不利於世界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現實，在生態環境日趨惡

化的壓力下，核能發電成為了各國替代能源的優先選擇。中國與俄羅

斯建立在廣泛共識基礎上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為契機，加快了中俄于

上個世紀末就啟動的核電合作進程。中俄核能合作雖然前景廣闊，但

是也有阻礙因素。比如中國威脅論、激烈的市場競爭、雙方缺乏自信、

俄羅斯資金不足、雙方缺少合作機制等。作者最後還對中俄核能合作

提出了自己的建議。結合筆者的研究，此文為筆者提供了關於中俄核

能合作的寫作思路。 

美國學者龐柏（Miles Pomper），是研究核能安全與核不擴散的專

家。「俄羅斯核能產業：現狀與展望 」（ The Russian Nuclear 

Industry:Status and Prospects），是他于 2009 年在加拿大的國際治理創

新中心14（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Innovation）提出的一份

俄羅斯核能產業的報告。該計劃對俄羅斯核能產業現狀以及未來規劃

                                                             
13

 同註 1。 
14

 國際治理創新中心（CIGI），成立於 2001 年，是加拿大的著名智庫，總部位於安大略省滑鐵盧市。此無

黨派獨立的智囊組織，為改進多邊治理致力於實施研究支持、網絡構築、政策探討推進、能力構建、以及

觀點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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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詳盡。俄羅斯是世界上真正實現了核能復興的國家。龐柏闡述了，

從蘇聯到俄羅斯核能發展的背景、核能產業如何起步、車諾比核事故、

核能產業復興。該報告同時詳細錄入了俄羅斯核電站的類型、分佈以

及國際扶持政策。俄羅斯的核能產業除了滿足自身所需外，同時也可

以向世界輸出。雖然俄羅斯核能產業前景樂觀，但是一次核事故的災

難性是不可估量的，所以包括龐柏在內的很多人對核能產業還抱有一

絲顧慮。 

     「俄羅斯分析文摘」（The Russian Analytical Digest），是關於俄羅

斯政治、經濟、商業、外交政策、安全、社會的專業網站。其中包括

了很多學術和相關政策的文章。2016 年 11 月 30 日，發表的有關於

俄羅斯核能產業的三篇文章值得關注。15由赫爾辛基大學俄羅斯能源

政策與社會研究所教授圖庫尼恩（Veli-Pekka Tynkkynen）， 所寫的「俄

羅斯的核能產業與芬蘭外交政策」（Russia’s Nuclear Power and 

Finland’s Foreign Policy）；工作於烏克蘭核能監管機構，國家能源安全

高級戰略研究員卡莎爾娜婭（Olga Kosharnaya），所寫的「烏克蘭與俄

羅斯的核能合作：合作的終結時代」（The Ukrainian Nuclear Energy 

Partnership with Russia:The End of an Era of Cooperation），兩篇文章分

別分析了俄羅斯利用核能作為外交手段，對芬蘭和烏克蘭在克里米亞、

烏東等事件上施加壓力，以及芬蘭與烏克蘭兩國的處理辦法。這對中

俄核能合作將來可能出現的問題提供了寶貴實例經驗，值得借鑒。「俄

羅斯在國外的核反應爐」（Russian Nuclear Power Reactors Abroad）一

                                                             
15
「俄羅斯分析文摘」（The Russian Analytical Digest），November 30，2016，<http://www.css.ethz.ch/ 

content/dam/eths/special-interest/gess/cis/center-for-securities-studies/pdfs/RAD19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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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主要是有關俄羅斯核能產業之圖表。資料全部來源於世界核能網站，

具有時效性、豐富性、權威性。 

張燦勇和馬明禮所合寫的《核能及新能源發電技術》，是中國電

力職業教育規劃教材。此書第一章就對中國核能發電進行了論述。從

人類向原子核索取能量寫起，分別說明了中國核能產業所經歷的核反

應及核反應爐、壓水爐核電廠、沸水爐核電廠及先進輕水爐核電廠、

其他形式的核電廠及核聚變，最後提及核電廠事故及核安全的重要性。

對核能發電的形式從原理、系統結構、製造工藝、現狀等方面進行了

闡述。內容豐富，理論結合實際，工程適用性強，被多數電力技術類

師生選用。 

歐陽予、於仁芬、繆寶書三位中國科學院的院士，所合著的《核

能——無窮的能源》一書於 2011 年被清華大學出版社所出版，說明

了核能作為新能源所應該占有的地位。核能是無窮的能源，它的使用

將大大減少石化燃料所帶來的危害。此書概述核能的基本知識及其利

用的基本原理和方式方法，闡述中國核能開發應用的歷史、現狀和前

景，並補充了與核安全有關的標準。 

《中國電力百科全書（第三版）核能發電卷》，是由中國國家核

安全局、中國核安全中心、中國核工業集團公司、中廣核集團、中國

國家核電技術公司，清華大學和中國電力投資集團公司的業內核權威

專家所共同撰寫的。此書闡述了中國核能發電技術、核電廠系統、設

備及材料、核電技術管理、核電廠控制監測、核電廠建設與運行、核

電廠安全、輻射安全和環境保護。反映當代世界各國核電技術發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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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工作的最新成就，全面總結了中國的核電工作經驗。對於研究中

國核能產業者，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專著。 

方明、劉茵、韓美新所共同撰寫的《核電大危機》，是 2011 年日

本福島核事故後，由第一手資料所寫成的報道類書籍。核事故不是個

人、國家，而是人類共同的災難。我們所有人都應該對核能產業有所

了解。此書著重講了「全球核能發展」與「中國核電大躍進」。在「全球

核能發展」中，筆者探討了核能發展歷史，在世界範圍內核能產業的

復興，以及各國核能產業發展之經驗。當然包括在世界核能產業有舉

足輕重地位的俄羅斯。對俄羅斯核能使用的狀況作了詳盡的說明。在

「中國核電大躍進」中，筆者探討了中國核電集團的操作內容，核能

安全疑慮，以及後續的發展趨勢。結合本研究，筆者可以對中俄兩國

核能產業的發展作比較，從而得出有利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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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章節安排 

本研究之章節架構分為五個章節，除了第一章緒論及第五章結論

外，論文主要由三章構成。分別為中俄核能合作歷程、制度安排、成

效評估與前景。 

第一章為緒論，重點說明本研究的動機與目的、研究的範圍與限

制、研究途徑與方法。選取相應的文獻，並且進行分析。將相關的研

究成果系統性的總結。 

第二章為中俄核能合作之歷程，中國和俄羅斯在上世紀九十年代

初，就積極參與核能開發，並且兩國開始合作。歷經了田灣核電站、

鈾同位素分離技術、快中子反應爐技術、海上浮動核電站。中俄兩國

在核能合作方面取得多方面成果，包含核電站扶植、核燃料供給、科

技交換、職員培訓等。 

第三章為中俄核能合作之制度安排，在這章要找出中俄核能合作

的政府性文件。先以國家層面，到雙方民用核能與核安全合作之機構，

再到合作之公司和眾多科研機構。也就是從宏觀再到局部，有層次的

敘述中俄核能合作的進展。 

第四章為中俄核能合作之成效以及前景，合作在不同時期有不同

特點。在這一章筆者要找中俄合作之田灣核電站的經濟、工程技術處

理成效；鈾同位素分離技術之成效；核監管之成效；核安全之成效。

福島核事故對中俄核能產業所帶來的深遠影響，以及快中子反應爐和

海上浮動核電站的前景。这其中包括「一帶一路」所提倡的中國核電

計劃，最終為中俄核能合作提供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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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為結論，總結上述之研究發現，歸納並整理中俄核能合作

對中俄雙方，以及世界所做出的貢獻。筆者在最後也要提出一些後續

研究建議。這些建議是從總結出的結論而衍生出來的。希望這些建議

可以為之後的研究指明方向，更好的為中俄核能合作提供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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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俄核能合作之歷程 

從十八世紀後期西方工業化開始，人類就開採大量的化石燃料。

時至今日，大家熟知的化石燃料主要有煤炭、石油、天然氣。因為過

度的開採，使得這些寶貴的自然資源日益匱乏。同時，使用這些燃料

也使生態環境日趨惡化。這一問題影響著人類的可持續發展，包括人

類的生存、周邊環境污染、經濟得不到發展。而核能的使用，則大大

降低了其他化石燃料所帶來的危害。所以安全高效的核能成為了各國

應對這一問題的主要辦法之一。中國和俄羅斯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

就積極參與核能開發，並且兩國開始合作。中俄兩國在核能合作取得

多方面成果，包含核電站扶植、核燃料供給、科技交換、職員培訓等。 

本章主要寫田灣核電站一、二期工程的建設；中俄鈾同位素分離

技術方面的合作，即鈾濃縮技術；快中子反應爐方面的合作；中俄核

能合作一個全新的領域——海上浮動核電站。 

早在 1992 年 12 月，中俄就合作建設核電站簽署了相關協議，但

是進展十分緩慢，歷經了很多困難。這當然有其背後的政治意涵。直

到 1994 年後，俄羅斯轉變外交政策，實行「東西兼顧」政策，中俄

兩國的核能合作才進入了實質階段。1997 年 12 月簽署中俄合作建設

田灣核電站 1、2 號機組總合同。2007 年 12 月 20 日，田灣核電站一

期項目全面完工。歷經 10 年時間，中俄專家成功克服多種技術上的

困難，最終併網送電。2008 年 11 月 6 日，中俄簽署田灣核電站二期

原則協議。2010 年 3 月 23 日，簽署二期總合同。預計田灣核電站二

期工程 3、4 號機組將於 2018 年 2 月和 12 月投入商業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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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年中俄兩國核技術應用領域首個合資公司，即北京雙原同

位素技術有限公司成立。中俄在漢中、蘭州等地合作建有鈾濃縮廠。

中國鈾同位素的快速發展得益於俄羅斯先進的核技術，為中國核電站

的建設提供了助力。 

2010 年中俄就已經商定合同，福建三明快中子商業應用反應爐

核電站建設項目引進俄羅斯快中子反應爐技術。掌握快中子反應爐的

國家相當少，俄羅斯在此方面世界領先。到 2013 年，經過 20 年的發

展使得中國在此技術上達到國際先進水準。 

在 2016 年底中國與俄羅斯合作啟動海上浮動核電站建設，預計

2019 年建成。這項技術在中俄核能領域的合作是獨一無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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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田灣核電站之合作 

核能在世界上許多國家的社會經濟發展中起著重要作用。蘇聯解

體，冷戰結束，俄羅斯能源外交面臨一些新的問題。這不僅要從經濟，

更要從政治角度去考慮。中俄核能合作就包含著政治和經濟因素。田

灣核電站的建設雖然遇到了一些阻力，但是它仍然是中俄核能合作的

典範。 

 

一、 中俄歷史之契機 

1991 年蘇聯解體為 15 個主權國家後，作為蘇聯法定繼承者的俄

羅斯光環不在。90 年代俄羅斯發生了嚴重的經濟危機，其地緣政治

地位、國際地位、經濟地位都在不斷下降。但不能忽視的是，俄羅斯

還是具有影響力的核大國。 

必須指出，在 20 世紀後期幾十年裡，世界上多數國家制定了獨

立的能源政策。1670 年代末至蘇聯解體前，全球共有 242 部核電機組

投入運行，高峰期甚至平均每 17 日誕生一座新的核電站。17蘇聯解體

后，核能在俄羅斯的地緣政治利益中發揮著獨特的作用。這是由一系

列因素所決定的。 

其中最突出的是俄羅斯在獨立國家國協、東歐和北歐一些國家的

市場上保持著關鍵地位，因為在那裡建成並成功運行的核電站使用俄

羅斯製造的設備。在俄羅斯政治地位下降的情況下，提高其國際能源

                                                             
16

 Жизнин С.З.，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М.：Научная книга，1999），стр.62. 
17

 方明、劉茵、韓美新，《核電大危機》（香港：明鏡出版社，2011），頁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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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的地位有助於俄羅斯對外政策的加強。向中國擴大核能設備的出

口，將有助於加強俄羅斯在中國的影響力。18   

蘇聯解體後，中國的政治價值，對於美國來說沒有以前突出了。

美國不再需要聯合中國來牽制蘇聯。但是中國為維護亞太地區的和平

與穩定所發揮的作用不能被忽視。如果擁有強大核工業的俄羅斯與中

國進行合作，對美國來說並不是一件好事。中國國內能源結構主要以

煤炭為主，發展清潔能源越來越受到重視。美國同樣是世界核工業強

國，其核能實力並不比俄羅斯差，與中國進行核能合作可以削弱俄羅

斯在中國的影響力。 

對於中國來說，1989 年中美關係變得更加複雜，美國與中國的

蜜月期成為了歷史。在世界格局問題上，中國堅持多極化，同意創造

良好的國際氛圍，願意和美國發展良好關係。美國對中國核能系統的

更新改造和發展表現出了濃厚興趣。1997 年中美兩國簽署了有關在

能源和環境領域開展合作的協議。19 

俄羅斯建國之初，把自己定位為「歐洲資本主義民主國家」，回

歸西方是其基本國策。俄羅斯一度實行親西方的政策，以爭取西方國

家的援助和政治支持，對一心想發展核工業的中國不敢有大動作。當

然中俄在此領域的合作，在西方國家看來是要挑戰其世界秩序。但是

西方國家的援助與支持並沒有多少落到實處。在政治上同樣不把俄羅

斯視為可以信賴的夥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反而蠶食俄羅斯傳統

的勢力範圍，削弱和限制俄羅斯在國際當中的作用。 

                                                             
18

 日茲寧，《俄羅斯能源外交》（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頁 103—107。 
19

 日茲寧，《俄羅斯能源外交》（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頁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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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爾欽（Борис Николаевич Ельцин）於 1991 年 10 月 28 日，在

俄羅斯第五次人代會上提出了激進改革方案。由於綱領規定的改革措

施十分激進，經濟改革又被稱為「休克療法」式改革。俄羅斯決定從 

1992 年 1 月 2 日起正式實施「休克療法」，採取的主要措施有： （一）

價格自由化，即一次性全面放開價格；（二）實行緊縮的財政貨幣政

策；（三）實行大規模私有化；（四）實行對外經濟貿易自由化。實

行此項政策后，俄羅斯經濟普遍惡化，最終不得不宣佈改革失敗。 

戈爾巴契夫（Михаил Сергеевич Горбачёв）批評此項政策，「國

家分崩離析，經濟紐帶已在斷裂，本末倒置的改革完全瘋了，使人想

起精神病院裡的氣氛」。20雖然有一些學者坦言，俄羅斯初期經濟惡化

不能完全歸咎于「休克療法」，但是其帶來的惡果好比經濟上的「車

諾比」事件。 

1994 年 2 月，葉爾欽總統首次發表《國情咨文》，在咨文中強

調「俄羅斯利益優先」的外交政策。這標誌著俄羅斯戰略思想的改變。

俄羅斯以國家利益為出發點，從實行向西方「一邊倒」的方針，調整

為「東西兼顧」的「雙頭鷹外交」。 

這時的俄羅斯與中國開展了能源外交，核能是其中的一個組成部

分。能源外交就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一個國家在能源的進出口及相

關事宜上所進行的一系列外交活動，21它是經濟外交的一個重要內容。 

這時的俄羅斯國內物資匱乏，但在與中國合作建設核電項目時仍

然向中方提供了 25 億美元的政府貸款。在償還模式上中方可以選擇
                                                             
20

 馮紹雷，《制度變遷與對外關係—— 1992 年以來的俄羅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頁 5。 
21

 Жизнин С.З.，“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 на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м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Трубопроводный 
транспорт нефти.2005.No7.стр.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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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俄羅斯出口基礎原材料、糧食和生活日用品來抵消債務。俄羅斯在

此償還模式上並沒有提出異議。22 

俄羅斯政治、經濟趨於穩定，核工業開始復甦。中國國內核能市

場需求增大。正是在這樣的歷史契機下，中俄兩國在田灣核電站的談

判、建設、後期合作等方面才得以順利進行。 

 

二、 田灣之路 

在上世紀 50 年代，中國就希望蘇聯幫助建設核電站。隨著 1966

年中蘇關係破裂，這一希望就破滅了。1989 年 5 月，蘇聯最高蘇維

埃主席、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契夫提出中蘇合建核電站意向。1990

年 4 月，中國總理李鵬訪問蘇聯時，正式提出中蘇合建核電站。231992

年兩國正式簽署相關協議。 

1991 年 12 月 15 日秦山核電站併網發電，從此結束了中國無核

能發電的歷史。1994 年 2 月和 5 月，與法國合作的廣東大亞灣核電

站兩臺機組相繼並網發電。這兩個核電站的建成為中國核能發電奠定

了一定基礎。24雖然中國有心與俄羅斯合作建設核電站，但是其能源

結構還是以煤炭為主，並且對於核能建設的能力與信心並不十分到位。

中國從 90 年代中開始逐步調整能源政策和能源開發戰略，加速調整

能源結構，減少煤炭在整體能源中的比例，增加核能及新能源所占之

比例。25 

                                                             
22

 A. Panasyuk，A. Vlasov，S. Koshelev，T. Shea，D. Perricos，D. Yang，and S. Chen，“Tripartite Enrichment Project: 

Safeguards at Enrichment Plants Equipped with Russian Centrifuges”，IAEA-SM-367/8/02 (IAEA，2001). 
23
「田灣核電站大事記」，中國核工業，第 12 期（2007），頁 53。 

24
 歐陽予、於仁芬、繆寶書，《核能—無窮的能源》（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1），頁 164—165。 

25
 潘光，「中國的能源外交」，外交評論，第 1 期（2008），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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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年 12 月 29 日，田灣核電站一期項目才正式簽訂合同。俄

羅斯方面負責核電站的設計、設備材料的供應、安裝工作、工廠調試、

人員培訓等。261999 年 8 月，國家核安全局頒發田灣核電站 1、2 號

機組建造許可證。1999 年 10 月 20 日田灣核電站工程正式開工。2007

年 12 月 20 日，田灣核電站一期項目全面完工。歷經 10 年時間，中

俄專家成功克服多種技術上的困難，最終併網送電。27 

一期項目中，俄羅斯方面為了推進此項工程在中國的啟動，不僅

報價相當低廉，而且向中國提供了年利率只有 4％的低息貸款。當時

中國每年只需要支付實際發生費用的 9％，在核電站發電 3 年後，剩

餘欠款分十幾年還清。田灣核電站一期工程每千瓦時的投資成本只有

1600 多美元，如果不是俄方拖延工期，建設成本還要更低。28 

 

 
圖 2—1 田灣核電站一期項目 

 

資料來源: http://www.atomic-energy.ru/news/2015/05/06/32187(查閱時間:2015 

年 12 月 11 日) 

                                                             
26

 “Тяньваньская генерация”，Атомный Календарь，2005.No.5 стр.10. 
27

 “Тяньваньская АЭС (Китай)，Первая очередь Тяньваньской АЭС (Китай)”，6 Maя，2014，
<http://www.atomstroyexport.ru/about/projects/finished/tyanvan/>. 
28

 王曉夏，「中俄核能暗戰」，中國能源，第 9 期（2011），頁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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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兩國對田灣核電站都是一片讚譽，很少聽到不同的聲音。事

實上，田灣核電站二期工程很早就開始談判了。2007 年 11 月 6 日，

中俄就田灣核電站二期工程簽署了原則性協議。但是一直拖延到2010

年 3 月 23 日，中俄雙方才簽訂《田灣核電站 3、4 號機組框架合同》。

2010 年 9 月 27 日，在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和來訪的俄聯邦總統梅德

韋傑夫的共同見證下，《田灣核電站 3、4 號機組技術設計合同》在

京簽署。29 

在二期談判過程中雙方圍繞著價格爭執不下。一期工程建設時，

世界核電市場處於低迷，俄方開具的價格自然不高。但 2000 年後核

電市場漸漸升溫，價格自然不會維持在一期時的水平，俄方在 3、4

號機組上的報價比一期貴了很多。中國為了能夠順利進行談判，決定

於 2009 年 10 月提早開工。意在提醒俄羅斯，中國對於報價的不滿，

可是俄方堅持原報價。 

在之前的會談中本來中俄已經達成由俄方承建 5、6 號機組的意

向。但是中廣核集團最終決定將 5、6 號機組承建給了中國核電工程

公司。拋下了這一「誘餌」就是要向俄方證明，中國在田灣核電站項

目上是有實力自主研發的。最終在中國的壓力下，中俄雙方於 2010

年 3 月 23 日簽訂二期總合同。報價由原先的 35 億美元降低至 13 億

美元，即便是這樣俄方也認為田灣核電站二期的收益大於俄國內的核

能項目。30 

                                                             
29

 「田灣核電站 3、4 號機組技術設計合同」，中國核工業，第 10 期（2010），頁 5。 
30

 同註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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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債務償還模式上，中國一直是以向俄羅斯出口基礎原材料、糧

食和生活日用品來抵消債務。近些年來俄羅斯的經濟開始復甦，對於

中國的償還模式上還存在一些異議。但是中國沒有同意俄羅斯的建議，

仍然以此方式進行償還。 

2012 年 12 月 7 日，田灣核電站 3 號機組通過國家核安全局組織

的澆灌第一罐混凝土的安全檢查，同年 12 月 27 日，田灣核電站二期

工程 3 號機組開工建設。2013 年 9 月 27 日，田灣核電站 4 號機組正

式開工建設。預計田灣核電站二期工程 3、4 號機組將於 2018 年 2

月和 12 月投入商業運行。31 

 

表 2—1 田灣核電站 1—4號機組 

機組 反應爐

類型 

功率 開始 

施工 

併網發電 商業運營 

淨值 總值 

1 
VVER 

1000/428 

933 

兆瓦 

1000

兆瓦 

1999年10

月 20 日 

2006 年 5

月 12 日 

2007 年 5

月 17 日 

2 
VVER 

1000/428 

933 

兆瓦 

1000

兆瓦 

2000年10

月 20 日 
2007 年 5

月 14 日 

2007 年 8

月 16 日 

3 
VVER 

1000/428 

933 

兆瓦 

1000

兆瓦 

2012年12

月 27 日 
  

4 
VVER 

1000/428 

933 

兆瓦 

1000

兆瓦 

2012年12

月 27 日 
  

資料來源：“Тяньваньская АЭС”，<https://www.seogan.ru/tyanvanskaya-aes.html>. 

（查閱時間：2017 年 1 月 20 日） 

 

 

 

 

 

                                                             
31

 “Росатом и Китай договорились о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е АЭС на новых площадках”，8 ноября，2016， 
<http://tass.ru/ekonomika/3764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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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合作之阻力 

田灣核電站在建設初期不僅僅受到了西方國家的阻礙，同時核安

全疑慮也是人們揮之不去的夢魘。1986 年車諾比核事故，使得蘇聯

在保障核電站安全方面飽受質疑。 

一次核事故所帶來的災難是不可估量的，除了人員的大量傷亡外，

經濟損失，環境破壞，以及輻射所反映出來的後續問題，都使人不寒

而慄。甚至現在時隔 30 年後，因輻射所造成的畸形或者死亡人數還

在增加，所以中國對於俄羅斯的核電站技術還是有所顧慮的。 

俄羅斯的核電設施屬於改進後的第二代技術。在中國市场與俄羅

斯競爭的還有美國、法國。尤其是美國西屋公司，已研發出了第三代

核能技術。其安全性能比俄羅斯的第二代技術要高出許多，而且建造

週期短、投資成本低，擁有很強的優勢，但是仍然處在理論階段。 

再者俄羅斯人擔心中國強大後，會收回曾經因為不平等條約而喪

失的土地；另一方面，俄羅斯人認為大量的中國勞工湧進遠東地區，

日後會分裂俄羅斯的領土。兩國的政治互信因此被削弱。所以在談到

有關鍵核能技術轉讓問題上，俄羅斯是慎之又慎，十分保守。美法兩

國除了先進的技術外，還會提供出口信貸保險。這些方面都比俄羅斯

有優勢。 

    田灣核電站被譽為中俄核能合作的典範。它是中俄兩國迄今最大

的技術經濟合作項目，在一期项目中俄羅斯有超過 150 家企業和組織

為它服務。32田灣核電站二期工程的順利實施有利於加深中俄兩國政

                                                             
32

 同註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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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互信、發展經濟貿易、加強戰略協作。該專案的順利實施將為持續

推動地方經濟建設和中國核電事業安全高效發展，進一步鞏固和深化

中俄核能領域合作發揮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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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鈾濃縮方面之合作 

核反應爐發電主要靠鈾—235，這種鈾同位素的天然濃度是 0.7%，

所以鈾濃縮就是必不可少的。中俄在鈾同位素分離技術的合作於 90

年代就開始了，俄羅斯在這方面世界領先。中國掌握這方面的技術以

後，可以更好地為核反應建設提供助力。1993 年中俄兩國核技術應

用領域首個合資公司，即北京雙原同位素技術有限公司成立。除此之

外，中俄在漢中（405 廠）、蘭州（504 廠）合作建有鈾濃縮廠。 

 

一、 漢中鈾濃縮廠 

1996 年 10 月，俄羅斯將年產 20 萬分離功單位（工廠產能計量

單位）的第一條鈾同位素生產線在漢中交付使用，1997 年 2 月投產。     

1998 年 5 月漢中年產 30 萬分離功單位的第二條生產線交付使用，

1999 年 1 月投產。332008 年 5 月，中俄達成了漢中鈾濃縮廠第四期協

議。年產量為 50 萬分離功單位的第三條生產線於 2009 年開工建設，

2011 年建設完成，並於 2013 年投產。342012 年 1 月 4 日北擴工廠被

批准建設，這是一條年產 120 萬分離功單位的生產線，由中國自行建

設。35工程於 2013 年完工，2014 年投產。 

國際原子能機構與中俄雙方的核能機構對一、二條生產線的兩台

離心機簽署過三方保障協議。中方曾經提出過可以讓國際原子能機構

的人員進入漢中的鈾濃縮工廠檢查，以證明中俄的鈾濃縮合作是用於

                                                             
33

 汪兆福，「新中國 60 年核能發展重大事記」，中國核能，第 5 期（2009），頁 2—4。 
34

 Hui Zhang，“China's Uranium Enrichment Complex”，Science and Global Security，2015，Vol. 23，p. 175. 
35

 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部，《國家核安全局 2012 年年報》，2014 年 2 月 17 日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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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活動。36第一、二期生產線運用了俄羅斯第 6 代離心機。第四期

的第三條生產線運用了第 7 或者第 8 代離心機，目前俄羅斯正在研製

開發第 10 代離心機。37 

 

 
圖 2—2 漢中鈾濃縮廠 

 

說明：A:第一臺離心機（一期）；B:第二臺離心機（二期）；C:第三臺 

離心機（四期）；D：第四臺離心機（其中 A、B、C 為俄羅斯提供；D 

為中國自建項目） 資料來源：Hui Zhang，“China's Uranium Enrichment  

Complex”，Science and Global Security，2015，Vol.23，p. 175.（坐標： 

北緯：33°15'47,70"；東經：107°25'52,74"）（查閱時間：2016 年 12 月 

12 日） 

 

二、蘭州鈾濃縮廠 

90 年代初，蘭州鈾濃縮廠從軍工轉向民用。技術跨度很大，不

得不進口國外技術，以增添新的動力。1996 年中俄決定在蘭州建設

第三期 50 萬分離功單位的生產線，以滿足中國核電的發展需要。在
                                                             
36

 同註 22。 
37
“Russia 1st to test 10 Gen uranium enrichment centrifuges”，27 April，2015， 

<https://www.rt.com/News/253245-rosatom-uranium-enrichment-centrifu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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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口俄羅斯離心機的同時，中國也設計了自己的離心機。2007 年 6

月，俄羅斯交付了蘭州第二條生產線。38 

 

 
   圖 2—3 蘭州鈾濃縮廠 

 

說明：A：蘭州第一臺離心機（第三期由俄羅斯提供）； 

B、C、D、E為國產（資料來源：Hui Zhang，“China's  

Uranium Enrichment Complex”，Science and Global Security， 

2015，Vol. 23，p.172 .（坐標：北緯：36°08'53,30"；東經： 

103°31'24,49"）（查閱時間：2016 年 12 月 12 日） 

 

目前全世界擁有鈾濃縮設施的國家有 12 個，分別是美國、法國、

英國、德國、荷蘭、俄國、中國、日本、印度、巴基斯坦、朝鮮、伊

朗。39在漢中和蘭州兩個鈾濃縮廠裡的部分離心機是由俄羅斯聯邦原

子能署提供的。俄羅斯在鈾同位素分離技術方面全球領先，其他國家

很少有掌握這方面技術的。中國掌握了俄羅斯這方面的技術，可以為

將來核反應爐發電提供充足的原料。 

                                                             
38

 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部，《國家核安全局 2008 年年報》，2009 年 11 月 13 日發佈。 
39

 Feiveson H.A.，Glaser A.， Mian Z.，Von Hippel F.N.，Unmaking the Bomb：A Fissile Material Approach to 

Nuclear Disarmament and Nonproliferation（Cambridge：MIT Press，2014），pp.185—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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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年中俄兩國核技術應用領域首個合資公司，即北京雙原同

位素技術有限公司成立。這個公司是原子高科股份有限公司和俄羅斯

聯邦原子反應爐科學研究院聯合組建的中俄合資企業。該公司主要從

事鈾同位素的研究、生產、開發和經營。這個公司是中俄鈾濃縮方面

合作的又一個實例。 

 

表 2—2 中俄合作之鈾濃縮廠項目 

項目 
功率 

（百萬分離功單位） 
占地面積（㎡） 說明 

蘭州鈾濃縮廠 

（俄羅斯交付第

三期生產線） 

0.5 25,600 2001 年 7 月 

投產 

漢中鈾濃縮廠 

（俄羅斯交付第

一期生產線） 

0.2 8,800 1997 年 2 月 

投產 

漢中鈾濃縮廠 

（俄羅斯交付第

二期生產線） 

0.3 16,500 1999 年 1 月 

投產 

漢中鈾濃縮廠 

（俄羅斯交付第

四期生產線） 

0.5 16,200 2009 年建設，

2011 年運行； 

2013 年投產 

資料來源：Hui Zhang，“China's Uranium Enrichment Complex”，Science and Global Security，

2015，Vol. 23，p.172 . （查閱時間：2016 年 12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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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快中子反應爐之合作 

中俄在 2010 年開始了快中子反應爐的合作。此反應爐是指沒有

中子慢化劑的核裂變反應。這種反應爐比一般核電站所用的核反應爐

效率高得多，且排放的放射性污染物少。快中子反應爐受到了越來越

多國家的關注。俄羅斯在這方面的技術可謂世界領先。 

 

一、 未來核能產業的雛形 

1980 年建於俄羅斯別洛亞爾斯克的 2 號核電站，是世界上首個

快中子反應爐發電機組。40世界上還有很多國家都在開展此方面的研

究，比如美國、法國、日本、德國、印度等。 

在自然界鈾的天然混合物中，能參與目前大多數以水做為慢化劑

的核電站反應的鈾—235 約佔 0.7％，不參與反應，最後被當做核廢

料的鈾—238 約佔 99.3％。在核燃料中鈾—235 約佔 5％，其餘的鈾

—238 約佔 95％。但是在中子反應爐中鈾—238 經過一系列反應會變

成鈈—239，而鈈—239 恰巧也是可以用於快中子反應爐的燃料，41所

以核電站的反應效率被大大提高了。 

核電站所產生的核廢料處理是困擾當今社會的一個難題。以往的

核電站所產生的核廢料具有放射性，存放於密閉罐中，然後陸地填埋

或者沉入 4000 米以下的海底進行處置。  

                                                             
40

 <三大專案為中俄核能合作打頭陣 核電站技術先進>，《新華網》，2014 年 9 月 1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9/01/c_126942590.htm>。 
41

 Акатов А.А.，Коряковский Ю.С.，“Будущее ядерной энергетики—Реакторы на быстрых нейтронах”，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ые центры по атомной энергии，Стр.5.（Москва 2012 ББК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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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中子反應爐有效的解決了乏燃料處理這一問題。鈈—239 釋放

出能量後，從乏燃料中提取大量的鈾—238 再參與一系列反應，仍然

可以變成鈈—239，然後再次參與核反應。這樣所產生的核廢料就減

少了很多。這一方式也被稱為「封閉式核燃料循環」。 

 

 
圖 2—4 快中子反應爐乏燃料處理示意圖 

 

資料來源：Акатов А.А.，Коряковский Ю.С.，“Будущее ядерной  

энергетики—Реакторы на быстрых нейтронах”，Информационные  

центры по атомной энергии，Стр.11.（Москва 2012 ББК 31.4） 

（查閱時間：2017 年 3 月 16 日） 

 

當今社會能源問題已越來越凸顯，發展安全的核能可以有效地解

決這一問題。目前不管哪種類型的核電站都需要鈾的同位素作為燃料。

2015 年哈薩克開採了世界上 39％的鈾礦，加拿大開採了 29％，澳大

利亞開採了 9％。42 

2010 年 8 月 30 日，中俄雙方在北京召開中俄總理會晤委員會核

問題分委會第十四次會議。會後，俄羅斯國家原子能集團公司總經理

                                                             
42

 “World Uranium Mining Production”，July 2016，<http://www.world-nuclear.org/information-library/nuclear- 
fuel-cycle/mining-of-uranium/world-uranium-mining-production.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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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裡延科（С. Кириенко）對媒體透露，中國對鈾開採領域的合作很

感興趣，俄方向中國夥伴提供了 3 處開採地，俄羅斯境內的這 3 個鈾

礦都是準備與中方合作開採的，已經向中方轉交了相關材料，中俄合

作將採取在俄境內創辦合資公司的辦法進行。43 

俄羅斯的鈾儲藏量與年產量一直居於世界前列。原本中國在國際

上被認定為是貧鈾國，但在 2012 年中國在內蒙古大直發現了目前國

內最大的鈾礦，打破了無世界級鈾礦的局面。在此之前中國主要是從

哈薩克、烏茲別克、納米比亞、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進口鈾礦。44如

表 2—3 所示，自 2012 年以後中國的鈾礦產量相較之前有了大幅度的

提高。 

表 2—3 2007—2015 年世界鈾礦產量（噸） 

 
資料來源：“World Uranium Mining Production”，July 2016，<http://www. 

world-nuclear.org/information-library/nuclear-fuel-cycle/mining-of-uranium/ 

world-uranium-mining-production.aspx>.（查閱時間：2017 年 1 月 9 日） 

 

二、 中俄「快爐」試驗田 

1987 年中國成立了快中子爐專題辦公室。1992 年中國與俄羅斯

機械設計製造實驗局（ОКБМ，位於下諾夫哥羅德），聖彼得堡原子

                                                             
43
“Russia invites China to join exploitation of Russian uranium deposits”，Augest 30，2010，

<http://www.wise-uranium.org/upru.html#RUGEN >. 
44
“Китай обнаружил месторождение урана мирового значения”，7 ноября，2012，  

<http://www.atomic-energy.ru/news/2012/11/07/37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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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設計學院（СПбАЭП，位於聖彼得堡），物理動力工程研究所（ФЭИ，

位於奧布寧斯克）完成概念設計，實驗「快爐」稱之為 CEFR。 

1995 年至 1998 年，中俄合作開發 CEFR 核電廠的技術項目。起

初中國提出的要求對於俄羅斯的核工業來說是有難度的，比如防輻射

安全規定、放射性排放、應急處理都比俄羅斯的標準高。在此期間，

中俄進行了一系列的核技術方面的磋商。 

1995 年 3 月，俄羅斯原子能公司與中國核工業公司簽署了在中

國建設快中子反應爐的協議。快中子反應爐的設備和燃料都由俄羅斯

的企業提供。 

 

表 2—4 CEFR反應爐俄羅斯設備實驗測試 

設備委任 測試地 

水壓核心組件 ОКБМ 

抗彎抑制器的佈局 ОКБМ 

震動核心組件的佈局 ОКБМ 

芯組件的穩定性和拉伸佈局 ОКБМ 

抑制器的抗衝擊性 ОКБМ 

底座主循環泵初級和次級電路的

全面檢查 

ОКБМ 

測試主泵上部組件油封 ОКБМ 

主泵試運行 ОКБМ 

主泵流量計傳感器電路溢出流 ОКБМ 

執行器、控制保護系統尺寸測試 ОКБ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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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震穩定性測試 «Атом-динамик»公司 1；ОКБМ 

過載系統的全面測試 ОКБМ 

夾具組件超載測試 ОКБМ 

控制力傳感器測試 ОКБМ 

封閉傳遞驅動搬運設備測試 ОКБМ 

間倉裝卸全面測試 ОКБМ 

主泵的滿功率流動設備測量 ОКБМ 

主泵溢出鈉流量計的流量 ФЭИ 

電磁鈉泵的全面測試 НИИЭФА2 

反應爐懸浮電離室滿功率測試 МИФИ3, ОКБМ, НИИ НПО «Луч»4 

傳感器測試： 

鈉的存放；高壓鈉燈 

«Пирамида»公司 5，НИИ 

«Теплоприбор»6，ОКБМ 

應急冷卻系統 ФЭИ, ОКБМ 

碳化硼減震原件測試 НИИАР7 

說明：1、位於聖彼得堡，1999 年成立。主要從事領域核電站、石化、航天、民用建築、交

通等。2、НИИЭФА（Научно-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ий институт электрофизической аппаратуры им. 

Д.В. Ефремова），葉夫列莫夫電物理學（裝置）科學研究所，位於聖彼得堡。3、МИФИ

（Московский инженерно-физический институт），莫斯科工程物理學院。4、Нии НПО《Луч》

（Научно-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ий Институт Научно –Производственного Объединения ЛУЧ），科

學生產聯合體科學研究所。5、«Пирамида»是 НИИ《Теплоприбор》的試點公司，位於斯摩

棱斯克。6、НИИ《Теплоприбор》（Научно-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ий институт тепло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го 

приборостроения），熱力儀器製造科學研究所。7、НИИАР（Научно-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ий 

Институт Атомных Реакторов），核反應爐研究所。 

資料來源：“Пуск реактора CEFR – результат многолетне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с КНР”，26 ноября，

2014，<http://www.atomic-energy.ru/technology/53288>.（查閱時間：2017 年 3 月 18 日） 
 

2000 年 7 月 18 日，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與俄羅斯總統普京在北

京簽署了《中俄兩國政府關於在中國建造和運行快中子實驗堆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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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定》。45協定分為 10 章，主要闡明：此項目完全用於民用，由俄羅

斯核電部和中國國防科學委員會主管。俄羅斯負責設備和燃料的提供，

在中國的安裝與調試，及中方人員在俄核反應爐研究所培訓等工作。

如遇分歧，締約雙方將本著平等互利的原則友好的解決。對於技術內

容，雙方應予以保密。46 

 

 

圖 2—5 中俄兩國簽署快中子反應爐合作協定 

 

資料來源：“Пуск реактора CEFR – результат многолетне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с КНР”，26 ноября，2014，<http://www. 

atomic-energy.ru/technology/53288>.（查閱時間：2016 年 11 

月 28 日） 

 

2002 年 8 月，主廠房封頂。2005 年 8 月 11 日，開始吊入大型設

備安裝。2010 年 7 月 21 日，位於北京房山區的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

院的實驗「快爐」於 9 時 50 分首次達到臨界，標誌中國成為世界上少

數掌握「快爐」技術的國家。47在 2014 年 12 月 18 日 17 時，中國實現

                                                             
45

 <江澤民主席與普京總統舉行會談>，《人民網》，2000 年 7 月 18 日， 

<http://www.people.com.cn/BIG5/channel1/10/20000719/150442.html>。 
46
“СОГЛАШЕНИЕ МЕЖДУ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М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И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М  

КИТА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В СООРУЖЕНИИ И ЭКСПЛУАТАЦИИ В  

КИТАЕ ЭКСПЕРИМЕНТАЛЬНОГО РЕАКТОРА НА БЫСТРЫХ НЕЙТРОНАХ”，18 июля，2000，
<http://businesspravo.ru/Docum/DocumShow_DocumID_16967.html>. 
47
“Пуск реактора CEFR – результат многолетне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с КНР”，26 ноября，2014， 

<http://www.atomic-energy.ru/technology/53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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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功率穩定運行 72 小時。主要工藝參數和安全性能指標達到設計要

求。這標誌著中國全面掌握了「快爐」的設計、建造、調試、運行的

核心技術。48 

 

 

圖 2—6 中國第一座快中子反應爐 

 

資料來源：“Первый в Китае реактор на быстрых нейтронах（CEFR） 

включен в сеть”，21 июля，2011，<http://www.atomic-energy.ru/ 

news/2011/07/21/24525>.（查閱時間：2016 年 12 月 23 日） 

 

2011 年 6 月，中國核工業集團副總裁孫長利說，「中國在快中子

反應爐的研究上要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實驗快爐；第二個階段

是示範快爐；第三個階段是商用快爐。第一階段我們與俄羅斯進行合

作，已經完成。第二階段我們正在與俄羅斯的同事商討。我們認為在

這一階段的合作我們一定也會成功」。49 

    目前中俄在快中子反應爐方面的合作已經進行到了第二階段，即

示範「快爐」。2009 年 10 月，中國原子能研究院與中國原子能工業

                                                             
48
“Обзор ядерных технологий – 2016”，IAEA Генеральн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GC(60)/INF/2，Стр.28，13 июля，

2016. 
49
“КНР подключит к энергосети первый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ий реактор на быстрых нейтронах в 2011 г”， 

7 июня，2011，<http://www.atominfo.ru/news7/g009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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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同俄羅斯核動力出口公司簽訂備忘錄。備忘錄擬定俄方為中國建

造兩個功率各為 800MW 的快中子反應爐電廠進行設計工作。該反應

爐建於福建省三明市。2010 年中核集團福建三明核電有限公司已於

俄羅斯商定合同。50第一臺機組已於 2013 年啟動，第二臺機組於次年

啟動。中國計劃建造 4 臺，但另兩臺還沒有啟動。51 

    2016 年 2 月 6 日，俄羅斯向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院長萬鋼頒

發了「核領域國際合作」榮譽獎章。該獎章是俄羅斯為表彰在核領域

國際合作方面做出傑出貢獻的人員設立的。此前，中核集團公司董事

長孫勤、原核工業部副部長陳肇博等人獲得過該項殊榮。俄羅斯高度

評價了中俄兩國在核領域的合作，對萬鋼在中俄「快爐」領域合作中

做出的重要貢獻表示感謝。52 

 

 

 

 

 

 

 

 

 

                                                             
50

 王威，「中國示範堆項目介紹」，核安全，第 2 期（2011），頁 77—78。 
51
“Китай: три интриги”，27 Августа，2011，< http://www.atominfo.ru/news7/g0913.htm>. 

52
 <原子能院院長萬鋼獲俄羅斯核領域國際合作獎章>，《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原子能機構網》，2016 年 2 月

14 日，<http://www.caea.gov.cn/n6442220/c6489072/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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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海上浮動核電站之合作 

     中俄最早於2010年探討了關於合作建設海上浮動核電站的事宜。

世界上首座海上浮動核電站，俄羅斯「羅蒙諾索夫院士」號進入下海

測試階段，並將於 2017 年 10 月 30 日完成測試後正式投入使用。這

開啟了核能領域的一個新模式。這種浮動發電機組可以隨意遷徙，為

鑽井平臺和沿岸地區提供電力和淡水。中國有很多離島，因此對建設

浮動核電站非常感興趣。 

 

一、 全新的核能領域 

海上浮動核電站，是指在海上搭建移動平臺，在此平臺上建造的

一種以核原料為基礎的發電設施。早在 2001 年 3 月 3 日俄羅斯原子

能公司宣佈，俄羅斯計劃建造一座浮動式核電站，以解決俄羅斯北部

和東部偏遠地區的能源供應問題。浮動平臺可用於獲取電力和熱能，

以及海水淡化。它每天可以轉化最多 240 萬立方米的淡水。海上浮動

核電站壽命至少為 36 年。53 

俄羅斯原子能海外公司總經理阿利耶夫（Д. Алиев）介紹說：「這

種核電站可以接通沿岸設施或設於電能需求中心附近，不僅能確保偏

遠居民區的可靠電力供應，還能為諸如海上石油平臺的幾乎任何水上

區域大型工業項目提供電力保障」。54 

俄羅斯將預期在楚科奇自治區的佩韋克55、堪察加半島的維柳欽

                                                             
53
“Нет источников энергии? Новая АЭС плывёт к вам”，1 Июля，2010， 

< http://www.pravad.ru/economics/industry/powerengineering/01-07-2010/1038770-energy-0/>. 
54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России и Китая в области атомной энергетики. Новый этап”，5 Апреля，2014，

<http://pomalu.ru/politika/sotrudnichestvo-rossii-i-kitaya/>. 
55
“Жители Чукотки поддержали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 плавучей АЭС”，25 Августа，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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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克56、阿爾漢格爾斯克的北德文斯克、北極泰梅爾半島的杜金卡等57

地區建立海上浮動核電站。 

 

 
圖 2—7 俄羅斯海上浮動核電站計劃選址地 

 

資料來源：World Nuclear Association，“Nuclear Power in Russia”，22 March，2017， 

<http://www.world-nuclear.org/information-library/country-profiles/countries-o-s/russia-nuclear

-power.aspx>.（查閱時間：2017 年 3 月 20 日） 

 

2013 年 7 月 11 日，世界上第一座海上浮動核電站已於俄羅斯建

造完成，並且在三年內使用。俄國最大的船隻建造商波羅的海工廠的

總監宣佈這一獨特的船隻會在 2016 年聖彼得堡第 6 界國際海軍展出

上投入使用。582016 年 4 月，俄羅斯開始在楚科奇自治區的佩韋克地

區，修建海上浮動核電站的配套設施。2019 年 9 月計劃開始安裝發
                                                                                                                                                                               
<https://ria.ru/shortage/20100825/268775532.html>. 
56
“Первая в России плавучая АЭС покидает стапельный цех Балтийского завода”，1 Июля，2010，

<https://rg.ru/2010/07/01/reactor.html>. 
57
“В Дудинке планируется разместить плавучую АЭС (Таймыр)”，21 Сентября，2006， 

<https://regnum.ru/news/economy/708512.html>. 
58

 嚴炎、劉星，<2016 年俄國將使用世界上首座海上浮動核電站>，《鳳凰網》，2013 年 7 月 11 日，

<http://tech.ifeng.com/discovery/detail_2013_07/11/27380926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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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組工作場所，同年秋季開始試驗和運營。59 

海洋核動力平臺是海上移動式小型核電站，是小型核反應爐與船

舶工程的有機結合，可為海洋石油開採和偏遠島嶼提供安全、有效的

能源供給，也可用於大功率船舶和海水淡化領域。60 

俄羅斯正在全力建造海上核動力平臺及破冰船。海洋核動力平臺

強大的電力供應系統支撐，可以加強俄羅斯對北極地區的控制。俄羅

斯也願藉此打通歐亞大陸和北極之間的北方海上航道。海上浮動核電

站的發展將突破一些既有的國際關係及地緣政治理論。 

 

二、中俄聯手打造海上核浮動平臺 

2010 年中國原子能管理機構與俄羅斯原子能公司商討了關於中

俄合作打造海上浮動核電站的事宜。俄羅斯原子能公司將負責所有的

建設、運營和員工培訓。 

2012 年 11 月，中俄在四川成都進行了第一次關於海上浮動核電

站的談判。與會代表有俄羅斯核電運營子公司（Rosenergoatom）、俄

羅斯機械設計製造局、中核集團、中國核動力研究設計院（NPIC）的

代表。第二次會議于 12 月舉行。中俄兩國都願意將浮動核電站出口

到第三國。61 

2014 年 5 月，普京總統訪華期間，中俄兩國簽署了《全面核電

                                                             
59
“Росэнергоатом: в самом северном городе России - Певеке началось сооружение береговой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ы для первой в мире плавучей АЭС”，4 Октября，2016， 

<http://www.rosatom.ru/journalist/news/rosenergoatom-v-samom-severnom-gorode-rossii-peveke-nachalos-so
oruzhenie-beregovoy-infrastruktury-dl/>. 
60

 徐娜，「海上浮動核電站提速」，核電產業，第 3 期（2016），頁 71—76。 
61
“Sino-Russian Nuclear Cooperation”，February，2013， 

<http://nbn.media/wp-content/uploads/2015/01/Sino.-Russian-Nuclear-Cooperation-February-201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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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諒解備忘錄》。62其中包括《中國國家原子能機構與俄羅斯國家原

子能集團公司關於合作建造浮動堆的諒解備忘錄》，63決定建設海上浮

動核電站。2014 年 7 月 30 日，俄羅斯原子能公司與中國簽訂了 2016

年啟動海上浮動核電站建設，2019 建成運行的諒解備忘錄。64 

2016年11月4日，廣受關注的中廣核海上小型爐建設正式啟動，

中國海上核電站建設進入新時代。65雙方開展這種合作的談判已經進

行多年。然而一直未能取得實質性進展。俄羅斯戰略與技術分析中心

專家卡申（Василий Кашин）認為，該專案進入實施階段將對中國海

軍的建設具有重大意義。利用海上浮動核電站可以為水面軍艦培訓動

力裝置方面的專家。因此，俄中合建海上浮動核電站，即使無需直接

轉讓技術，也仍將有助於中國建設強大的海洋艦隊。 

 

  三、海上隱憂 

海上浮動核電站的設計，有助於其在極端天氣裏正常運轉。海上

浮動核電站是移動的，遇到冰山或者暗礁可以自行避開，所以在遇到

惡劣天氣以及碰撞時安全可以得到保障。66 

其实海上浮動核電站運用的還是壓水爐，67運用海水做冷卻劑和

慢化劑，在技術上沒有明顯突破。適用範圍也並不大，只適用於沿海

                                                             
62

 <中俄決定合作建造漂浮核電站>，《電纜網》，2014 年 10 月 15 日， 

<http://news.cableabc.com/project/20141015010368.html>。 
63

 <英幫助中國建浮動核電站：中國打破能源困局>，《中國能源網》，2015 年 11 月 3 日， 

<http://www.china5e.com/news/news-922429-1.html >。 
64

 <中國計畫在 2016 年底啟動海上浮動核電站建設>，《新華網》，2016 年 3 月 2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mrdx/2016-03/02/c_135146803.htm>。 
65

 李剛，「中廣核啟動海上核電站實驗堆建設」，人民日報，2016 年 11 月 6 日，第四版。 
66

 鄧壽昌譯，「俄羅斯擬在海上修建浮動核電站」，國外核新聞，第 3 期（2001），頁 12。 
67

 壓水爐（pressurized water reactor）使用加壓輕水（即普通水）作冷卻劑和慢化劑，且水在爐內不沸騰的

核反應爐。燃料為低濃鈾。20 世紀 80 年代，被公認為是技術最成熟，運行安全、經濟實用的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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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偏遠島嶼。 

    時任俄羅斯原子能公司總經理基裡延科非常有信心地表示，水上

核電站將會「非常安全」。他舉例說，「2000 年俄羅斯核潛艇庫爾斯克

號在巴倫支海不幸沉沒。在被打撈出來之後，專家證實船上的核反應

爐仍然能夠繼續工作」。68 

    即便如此，俄羅斯建設海上浮動核電站的計劃仍然遭到了很多環

保組織的反對。假如巨大的海上風暴將與陸地連接著的正在運行的核

電站切斷而破壞了正在運行的核反應爐，這就有可能再次出現同車諾

比核洩漏一樣的慘案。 

    如果海上核電站出現了事故，最糟糕的情況就是一個高溫的核芯

就會熔化底層穿透駁船落入海水之中，造成一個放射性蒸汽大爆發，

而這樣一個放射性雲團所造成的傷害要遠遠超過 1986 年切車諾比核

電站洩漏所帶來的傷害，因為人體吸收放射性的水蒸氣要比吸收放射

性的灰塵輕易的多。69 

 

 

 

 

 

 

 
                                                             
68

 楊慧瑾，<俄開建世界首個「流動核電站」>，《新華網》，2007 年 4 月 18 日， 

<http://www.ah.xinhuanet.com/swcl2006/2007-04/18/content_9817657.htm>。 
69
「空氣中的放射性物質會存在多久？有多危險？」，口岸衛生控制，第 2 期（2011），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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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小結 

中國雖然很早就成為了有核國家，但最初民用核工業並不發達，

可以說是從零做起。自蘇聯解體後，俄羅斯是最早與中國進行核能合

作的國家之一。 

這對俄羅斯核工業度過寒冬有一定幫助。田灣核電站一期項目的

建設，使得其數以百計的工廠可以開工。同時樹立了俄羅斯核工業的

信心，為其日後核工業的崛起，以及對其他國家核工業的海外出口奠

定了基礎。但俄羅斯對與中國的合作也有自己的顧慮，比如中國威脅

論此起彼伏，擔心中國掌握核心技術以用於軍事等，所以俄羅斯還是

願意以「單向」出口的方式與中國展開合作。 

中國與俄羅斯主要合作項目有以下四個。被稱為中俄核能合作之

典範的田灣核電站一、二期項目、位於蘭州和漢中的鈾濃縮廠之鈾濃

縮技術、未來核反應爐趨勢的高效率快中子反應爐、核能全新領域的

海上浮動核電站。同時俄羅斯也是一個發展核能所需原料豐富的國家，

可以向鈾資源並不豐富的中國提供鈾、鈈等原料。甚至可以探討中國

在俄羅斯境內合作開採鈾礦。 

近些年來，隨著國際大環境的不斷變化，中俄能源合作是中俄戰

略合作夥伴關係的深化。這一合作不僅對中俄意義深遠，對世界同樣

具有重要貢獻，所以俄羅斯應該摒棄原有思想，同中國進行更加深入

的合作。 

中國的核工業向俄羅斯借鑒了很多寶貴經驗，比如核電產廠建設、

核電技術人員培訓、核安全保障等等。海上浮動核電站是中俄核能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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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一個全新領域，將來很有可能會廣泛使用。它對俄羅斯具有重要

意義，對擁有廣闊海洋與離島的中國同樣有巨大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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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俄核能合作之制度安排 

本研究使用的研究途徑是新自由制度主義，其中合作是必不可少

的。俄羅斯加強同中國的合作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中俄兩國加強核

能方面的合作具有廣闊的前景。繼續深入這方面的合作對中俄雙方都

有利。在政治上，中俄長期的核能合作，將為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

奠定堅實的基礎。在經濟上，中俄經濟互補性強，核能合作可以促進

經濟的共同發展。 

制度安排在合作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制度安排在國際上是國與國

之間交流的平臺，在國內是治理國家的基石，在企業內決定著其發展

方向，速度和質量。充分發揮制度安排的功能和作用，以確保所定目

標之實現。當然，制度安排不是一成不變的，要隨著時代變遷，本國

國情來制定和修改。 

本章主要寫中俄核能合作的具體制度安排，中俄核能合作雙方的

主管機構，中俄核能合作的主要運營公司。 

中俄核能合作的制度安排十分重要。它不僅關繫著合作的效率與

質量，更是中俄雙方在政治與經濟上高度互信的體現。上海合作組織

無疑把中俄關係拉近了。起初中俄核能合作是領導人會晤，再臨時組

建談判組，這大大降低了合作的效率。中俄之後才以總理定期會晤下

的核問題分委會來解決核能問題。 

中方的主管機構是工業和信息化部下屬的國防科技工業局。工業

和信息化部則以中國原子能機構的名義參與國際核能合作。俄羅斯的

核能主管部門是俄羅斯原子能機構，後改為原子能公司。與俄羅斯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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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環境、技術與核監督局進行核安全合作的主要是中國環境保護部下

屬的中國核安全局。 

中國與俄羅斯的核能合作主要是以國家談判，之後科研機構主管

或者公司承包的形式來進行。中俄雙方參與合作的公司眾多，但是中

國核工業集團公司、俄羅斯原子能集團公司等在其中發揮著舉足輕重

的地位。 

    本章就是要從國家層面到兩國之主管機構，再到具體運作的公司

及下屬企業和科研機構，以宏觀到局部的角度闡述中俄核能合作的制

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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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中俄溝通之平臺 

制度安排在中俄核能領域的合作中起著非常關鍵的作用。有了溝

通的平臺，才使得雙方能更好的進行交流。雙方解決了問題，才能消

除彼此之间的隔閡，提高達成目標的效率。上海合作組織和中俄總理

定期會晤就是這樣一個溝通平臺，為中俄核能合作貢獻了助力。 

 

一、 上海合作組織 

上海合作組織（上合組織）的前身是於 1996 年 4 月 26 日成立的

「上海五國會晤」機制。當时的成員國有中國、俄羅斯、哈薩克、吉

爾吉斯、塔吉克。上合組織是 2001 年 6 月 15 日於上海成立的永久性

國際組織。到目前有包括中國，俄羅斯在內的 8 個成員國。4 個觀察

員國，以及 6 個對話夥伴。 

中國正在尋求未來的能源供應，而俄羅斯和中亞國家正在尋找替

代能源市場，所以各方都積極在此機制下進行能源合作。上合組織逐

漸制度化，以解決政治、經濟、能源等跨國問題。70上合組織的最高

決策機構是成員國元首理事會，該會議每年舉行一次，決定本組織所

有重要問題。政府首腦（總理）理事會每年舉行一次，討論本組織框

架下多邊合作和優先領域的戰略，決定經濟及其他領域的原則性和重

要問題。71 

在此機制下，中俄都認為雙方應開展能源領域的合作，並發展自

                                                             
70

 Suisheng Zhao，“China’s Approaches toward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East Asia: motivations and calculation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Vol.20，Issue 68，2011，pp.56—62. 
71
“Declaration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Shanghai，15 June，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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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能源體系，72包括和平利用原子能，73以及之後加強和平利用原子

能的國際合作。74兩國都願意加強能源和合理利用自然資源領域展開

合作，75在此基礎上應制定具體措施促進能源的國際合作。76中俄兩國

都十分肯定中亞國家為維護核不擴散機制、促進和平利用核能合作、

鞏固地區和世界和平與安全所做出了貢獻。77中俄在能源領域密切協

作和制定共同立場十分重要，同時注意在環境保護和自然資源合理利

用方面採取共同措施的重要性，要加大替代能源的互利合作，78包括

替代和可再生能源利用領域合作。79 

2012 年 6 月 5 日，普京出席上合組織北京峰會，並與胡錦濤在

北京見證《中國國家原子能機構與俄羅斯國家原子能集團公司核領域

合作路線圖》的簽署。中俄核領域合作路線圖涵蓋核電、「快爐」、核

燃料、空間核動力等領域，是中俄核領域合作的重要指導性文件。80 

世界上沒有統一的政府，但是存在著國際社會，既然有國際社會，

那麼就會有一定的社會組織形式。81上合組織，其成員國有一定的規

範。它在加強多邊框架下的能源合作尤其具有重要的地緣政治意義和

                                                             
72
“Charter of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St. Petersburg，07 June，2002. 

73
“Dushanbe Declaration by the Heads of the Member States of the SCO”，Dushanbe，11 September，2014. 

74
 “The Tashkent Declaration of the Fifteenth Anniversary of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Tashkent，

24 June，2016. 
75

 “Meeting of the Council of Heads of Government (Prime Ministers) of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Beijing，23 September，2003. 
76

 “Meeting of the Council of Heads of Member States of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Ufa，9-10 

July）”， Ufa，10 July，2015. 
77
“Bishkek Declaration by the Heads of the Member States of the SCO”，Bishkek，16 Augest，2007. 

78
“Twelfth meeting of the Council of Heads of Government (Prime Ministers) of the Member States of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Tashkent，29 November，2013. 
79
“The Thirteenth Meeting of the Council of Heads of Government (Prime Ministers) of the Member States of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Hastana，15 December，2014. 
80

 <中俄核領域合作路線圖>，《中新網》，2012 年 6 月 11 日，< http://finance.chinanews.com/ny/2012/06-11/ 

3954862.shtml>。 
81

 Robert Axelrod and Robert O. Keohane，Achieving Cooperation under Anarchy : Strategies and 

Institutions(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6) ，pp. 226—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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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緣經濟意義。作為理性的國家，首先考慮以最小的代價朝著自己的

方向去解決國家間的利益衝突，合作可以提高實現國家利益。82因此

國家需要合作，合作才是國際社會的實質。83新自由制度主義對合作

有兩種定義，既承認國際合作的可能，也指出國際合作的困難。其中

利益核心的趨同，也是國際合作的基礎。84 

上合組織大大受益於中國，中國也利用它鞏固了自身的能源與安

全利益。85當前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之間的能源合作多以雙邊為主。

中俄就是在這樣的機制下進行核能合作。近些年來俄羅斯把能源開發

和出口作為其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和經濟振興的主要拉動力，以發展

資源產業為中心制定了「能源興國」戰略。俄羅斯能源的多樣化可以

滿足中國巨大的市場，其中核能是重要一項。 

俄羅斯是上合组织框架内的能源合作的最主要的供應方之一。他

可以出口鈾礦，核電站建設技術，人員培訓等。上合組織為中俄之間

的核能合作創造了有利條件，反過來中俄的雙邊合作同樣促進了上合

組織的發展。由於上合組織的穩步發展促進了中國與俄羅斯的核能合

作,從而使之步入長期而又穩定的雙邊合作軌道。 

合作的基本特徵是利益與衝突並存。中俄的相互依存度不斷增加，

合作和衝突的可能性都會增加。但是利益衝突和利益合作都存在時，

                                                             
82

 Robert O. Keohane，“The Demand for International Regim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36，No.2，

International Regimes，Spring 1982，pp.349—351. 
83

 Kenneth A. Oye，“Explaining Cooperation under Anarchy: Hypotheses and Strategies”，World Politics，Vol.38，

No.1，Oct.，1985，pp.1—24. 
84

 Robert O. Keohane，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Colorado:Westview Press，1989），pp.2—3. 
85

 Zhao Huasheng，“China’s View of and Expectations from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Asian 

Survey，Vol.53，No.3，2013，pp.459—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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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合作。86比如中國想利用上合組織向中亞輸出核能產業。這對

於中國能源安全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87但是俄羅斯在中亞國家經營

經濟和政治多年，即便中國想在上海合作組織的框架內與其他中亞國

家進行核能合作，也同樣離不開俄羅斯。中國應以積極地態度與俄羅

斯進行核能合作。這不僅符合中國的能源戰略，也同樣符合俄羅斯的

利益。88 

 

二、 中俄總理定期會晤機制 

中俄兩國政府首腦（總理）會晤始於 1992 年。俄羅斯總統葉爾

欽於 1992 年 12 月 17 日至 19 日訪華。期間與中國簽訂《中華人民共

和國政府和俄羅斯聯邦政府關於在中國合作建設核電站和俄羅斯向

中國提供政府貸款的協議》，《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俄羅斯聯邦政府

關於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上合作建設用於原子動力的氣體離心濃

縮鈾工廠協議》。89 

1996 年 4 月葉爾欽訪問中國時，中俄兩國領導人就定期會晤達

成一致原則，雙方認為保持各個級別、各種管道的經常對話，特別是

兩國領導人之間的高級、最高級接觸和協商具有重要意義。同年 12

月 26 日至 28 日，中國總理李鵬對俄羅斯進行工作訪問，雙方決定建

立中俄總理定期會晤機制。 

中俄為協調這一機制的工作，設立了政府首腦定期會晤委員會。

                                                             
86

 Robert O. Keohane，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5），pp.51—52. 
87

 潘光，「上海合作組織與中國的海外能源發展戰略」，世界經濟研究，第 7 期（2005），頁 4—9。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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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該委員會框架內常設經貿和科技合作分委會、能源合作分委會和運

輸合作分委會，以及核問題分委會。這次會晤標誌著中俄兩國總理定

期會晤機制正式啟動。在此機制下，到 2016 年底中俄總理一共進行

了 21 次定期會晤。     

中俄總理定期會晤發揮的重要作用，幾乎每一次都會探討核能合

作。（詳見表 3—1）中俄雙方應繼續從戰略高度重視兩國關係，保持

總理定期會晤等重要機制的連續性，共同開闢友好合作更加廣闊的前

景。不得不承認，中俄總理定期會晤機制推動了兩國能源安全和可持

續發展；拓展了在投資、深加工、高科技和創新領域的合作；加強地

方合作；在政策和管理層面給予企業合作更多支持和便利。 

 

表 3—1 中俄總理定期會晤機制 

次數 時間 中方總理 俄方總理 地點 

第一次定期會晤 1996.12.26—28 李鵬 切爾諾梅爾金

（В.С.Черномырдин） 

莫斯科 

《中俄合作建設核電站框架合同原則協定》。1 

第二次定期會晤 1997.6.26—28 李鵬 切爾諾梅爾金 北京 

兩國簽署《中俄兩國政府首腦定期會晤機制及其組織原則的協定》。根據這一協

定，兩國總理每年不少於一次，在中俄兩國輪流舉行會晤，以便協調兩國在經貿、

科技、能源、運輸、核能和其他方面的合作。 

第三次定期會晤 1998.2.17—18 李鵬 切爾諾梅爾金 莫斯科 

能源分委會召開了會議，兩國領導人認為核能合作大有可為。2 

第四次定期會晤 1999.2.24—27 朱鎔基 切爾諾梅爾金 莫斯科 

兩國簽署了有關核能協議。 

第五次定期會晤 2000.11.3—4 朱鎔基 卡西亞諾夫

（М.М.Касьянов） 

北京 

兩國發表《中俄總理第五次定期會晤聯合公報》。兩國總理一致認為，中俄在核能

領域所達成的協議取得了一定進展。3 

第六次定期會晤 2001.9.7—8 朱鎔基 卡西亞諾夫 聖彼得堡 

兩國發表《中俄總理第六次定期會晤聯合公報》。 

第七次定期會晤 2002.8.21—23 朱鎔基 卡西亞諾夫 北京 

雙方簽署了《中俄總理第七次定期會晤聯合公報》。公報中提到中俄雙方應在核能

領域的合作繼續擴大和深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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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次定期會晤 2003.9.22—25 溫家寶 卡西亞諾夫 北京 

《中俄總理第八次定期會晤聯合公報》第二章第七條中認為繼續開展在核能領域

中的合作，包括核電站建設、擴大核燃料循環方面的相互協作，如建設新一期氣

體離心鈾濃縮廠，發展核技術與核安全領域的合作。5 

第九次定期會晤 2004.9.23—25 溫家寶 弗拉德科夫

（М.Е.Фрадков） 

莫斯科 

《中俄總理第九次定期會晤聯合公報》第二章第九條與第十條中寫到擴大在核能

領域的合作，包括核電站建設和核燃料循環，以及項目遴選和監督機制的實施。6 

第十次定期會晤 2005.11.2—4 溫家寶 弗拉德科夫 北京 

《中俄總理第十次定期會晤聯合公報》第三章第八條闡述共同努力加強和平利用

原子能，包括核電站建設、核燃料循環。7 

第十一次定期會晤 2006.11.9—10 溫家寶 弗拉德科夫 北京 

《中俄總理第十一次定期會晤聯合新聞公報》中提到中俄已簽署《中華人民共和

國國防科學技術工業委員會和俄羅斯聯邦原子能署和平利用核能中期合作的諒

解備忘錄》。8 

第十二次定期會晤 2007.11.5—6 溫家寶 祖布科夫 

（В.А.Зубков） 

莫斯科 

《中俄總理第十二次定期會晤聯合公報》中提到，中俄雙方在核能領域的合作都

表示滿意，會議期間簽署了《對 1992 年 12 月 18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俄羅

斯聯邦政府關於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上合作建設用於原子動力的氣體離心濃

縮鈾工廠協議>的補充議定書》、《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科學技術工業委員會和俄

羅斯聯邦原子能署和平利用核能中期合作議定書》、《中國原子能公司與俄羅斯技

術工藝出口公司關於自俄引進鈾濃縮四期項目框架協議》、《江蘇核電有限公司和

俄羅斯原子能建設出口公司開展田灣二期合作原則協議》。9 

第十三次定期會晤 2008.10.27—29 溫家寶 梅德韋傑夫 莫斯科 

《中俄總理第十三次定期會晤聯合公報》中提到，中俄簽署了《中國核工業集團

公司與俄羅斯國家原子能集團公司關於在中國合作建造田灣核電站擴建項目兩

台機組與商用示範快堆的備忘錄》。10 

第十四次定期會晤 2009.10.12—14 溫家寶 普京 北京 

《中俄總理第十四次定期會晤聯合公報》中提到，中俄簽署了《中國核工業集團

公司與俄羅斯原子能公司有關田灣核電站的諒解備忘錄》、《中俄合作建設示範快

堆預先設計研究合同》。11 

第十五次定期會晤 2010.11.22—24 溫家寶 普京 聖彼得堡 

《中俄總理第十五次定期會晤聯合公報》中提到，中俄簽署了《合作建造田灣核

電站 3、4 號機組總合同》。雙方支援繼續擴大核領域合作，包括在中國建造田灣

核電站二期項目和新的合作領域項目，並探討新的合作形式和方法。12 

第十六次定期會晤 2011.10.11—12 溫家寶 普京 北京 

兩國簽署了《中俄總理第十六次定期會晤聯合公報》。公報中稱，兩國總理高度

評價兩國在和平利用核能等領域的合作。雙方將在互利、相互照顧對方利益和確

保核安全的原則基礎上繼續開展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13 

第十七次定期會晤 2012.12.5—6 溫家寶 梅德韋傑夫 莫斯科 

簽署了《中俄總理第十七次定期會晤聯合公報》。其中提到中俄將繼續開展和平

利用核能領域的合作。同時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俄羅斯聯邦政府關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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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合作建設田灣核電站３、４號機組的議定書》。14 

第十八次定期會晤 2013.10.22—23 李克強 梅德韋傑夫 北京 

《中俄總理第十八次定期會晤聯合公報》中提到，中俄應加大核能領域重點項目

一攬子合作。15 

第十九次定期會晤 2014.10.12—14 李克強 梅德韋傑夫 莫斯科 

《中俄總理第十九次定期會晤聯合公報》中同樣提到，中俄應繼續加大核能領域

重點項目一攬子合作。16 

第二十次定期會晤 2015.12.7—18 李克強 梅德韋傑夫 北京 

兩國簽署了《中俄總理第二十次定期會晤聯合公報》。公報中強調雙方將本著互

利、平等、確保核安全的原則，繼續推進和平利用核能領域一攬子合作。17 

第二十一次定期會晤 2016.11.6—8 李克強 梅德韋傑夫 聖彼得堡 

在簽署的《中俄總理第二十一次定期會晤聯合公報》中提到，基於兩國在核能領

域積累的合作經驗和潛力，雙方商定將本著利益均衡和互利原則在和平利用核能

領域繼續開展戰略合作。18 

資料來源：1、「中俄總理第五次定期會晤聯合公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報，第 6 期

（2001），頁 18。2、<中俄總理第三次定期會晤>，《光明網》，1998 年 2 月 18 日，<http://www. 

gmw.cn/01gmrb/1998-02/18/GB/17607%5EGM1-1814B.HTM>。3、同 1。4、「中俄總理第七次

定期會晤聯合公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報，第 26 期（2002），頁 20。5、「中俄總理

第八次定期會晤聯合公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報，第 31 期（2003），頁 63。6、「中

俄總理第九次定期會晤聯合公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報，第 34 期（2004），頁 39。

7、「中俄總理第十次定期會晤聯合公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報，第 1 期（2006），

頁 35。8、「中俄總理第十一次定期會晤聯合新聞公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報，第 1

期（2007），頁 38。9、「中俄總理第十二次定期會晤聯合新聞公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

院公報，第 35 期（2007），頁 35。10、<中俄總理第十三次定期會晤聯合公報（全文）>，            

《新華網》，2008 年 10 月 29 日，<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10/29/content 

_10269609.htm>。11、「中俄總理定期會晤第十四次聯合公報」，人民日報，2009 年 10 月 15

日。12、<中俄總理第十五次定期會晤聯合公報（全文）>，《人民網》，2010 年 11 月 24 日，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4/13308767.html>。13、<中俄總理第十六次定期會晤聯

合公報（全文）>，《新華網》，2011 年 10 月 12 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1-1 

0/12/c_122149702_2.htm >。14、<中俄總理第十七次定期會晤聯合公報（全文）>，《新華網》，

2012 年 12 月 6 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12/06/c_124059500.htm>。15、

< 中俄總理第十八次定期會晤聯合公報 > ，《新華網》， 2013 年 10 月 22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0/22/c_117827120.htm>。16、<中俄總理第十九次

定期會晤聯合公報（全文）>，《新華網》，2014 年 10 月 15 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 

d/2014-10/15/c_1112824951.htm>。17、<中俄總理第二十次定期會晤聯合公報（全文）>， 

《新華網》，2015 年 12 月 18 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2/18/c _1117499 

329.htm>。18、<中俄總理第二十一次定期會晤聯合公報（全文）>，《新華網》，2016 年 11

月 8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6-11/08/c_1119870609.htm >。 

（查閱時間：2017 年 4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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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俄總理定期會晤機制下的核問題分委會，一般會在中俄總理

定期會晤以前召開。在為數不多的資料中可以看到，2003 年 9 月 21

日至 23 日，中俄雙方於北京簽署《中俄總理定期會晤委員會第七次

會晤紀要》。其下設的核能委員會在第六次會議后認為，可以開始田

灣核電站二期的合作；中國實驗快中子爐建設順利；兩國高度評價鈾

濃縮廠的合作項目，同意商談氣體離心鈾濃縮廠第四期工程的合作；

中俄願意合作建設海上浮動核電站。90 

2010 年 8 月 30 日，中俄總理定期會晤機制下的核問題分委會第

14 次會議在京召開。中雙方總結了以往成績，並一致同意在空間爐

與同位素熱源、浮動核電站、核設施退役、第三國市場、爐芯捕集器

技術、核應急、鈾礦勘探領域擴大合作或開拓新的合作領域。91 

2011 年 9 月 15 日，核問題分委會第十五次會議，92和 2014 年 9

月 2 日的第十八次會議都簽署了紀要。932015 年 9 月 11 日，中俄總

理定期會晤委員會核問題分委會第十九次會議在莫斯科召開。雙方聽

取了核電、核燃料、快爐、核安全、軍轉民、核科技、浮動爐等工作

組一年來合作進展情況的匯報，並就後續工作進行研究和部署。2016

年 9 月 6 日，中俄總理定期會晤委員會核問題分委會第二十次會議在

北京舉行，並簽署了會議紀要。94 

                                                             
90

 <中俄總理定期會晤委員會第七次會議紀要>，《找法網》，2003 年 9 月 24 日， 

<http://china.findlaw.cn/fagui/p_1/136678.html>。 
91

 <中俄總理會晤委員會核問題分委會第 14 次會議召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2010 年 9

月 1 日，<http://www.gov.cn/gzdt/2010-09/01/content_1693022.htm>。 
92

 <孫勤出席中俄總理定期會晤委員會核問題分會>，《中國電力企業聯合會》，2011 年 9 月 19 日， 

< http://www.cec.org.cn/zdlhuiyuandongtai/fadian/2011-09-19/68207.html >。 
93

 <許達哲主持召開中俄核問題分委會第十八次會議>，《中華人民共和國信息和工業部網》，2014 年 9 月 4

日，<http://www.miit.gov.cn/n1146290/n1146397/c4217916/content.html>。 
94

 <中俄總理定期會晤委員會核問題分委會第二十次會議在京舉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

2016 年 9 月 7 日，< http://www.gov.cn/xinwen/2016-09/07/content_5106040.h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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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問題分委會機制下各工作組開展合作所取得的成績是值得肯

定的。中俄兩國為了進一步推動兩國核領域務實合作，更加深化雙方

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雙方要把握機遇；發掘合作新亮點；要務求

實效，深化雙方合作成果。95 

新自由制度主義所說的國際制度是一個比較廣泛的概念，指連續

的、相互關聯的正式與非正式規則體系。這些規則體系可以界定行為

規範、制約國家行動、幫助國家的期望趨同。96 

國際制度的一種形式是有著明確規定的規則和章程的政府間國

際組織和非政府組織,如上海合作組織。對於中國來說，上合組織有

著巨大意義。這是中國首次通過軟實力外交，在與俄羅斯共同領導的

多邊環境中，提昇自身價值觀。97 

還有一種形式是國際規則，即政府之間經協商同意和達成的、涉

及某一問題領域的明確規則，如中俄兩國政府在總理定期會晤機制下

所簽署的有關核能的協定和條約。98正是上合組織與中俄總理定期會

晤制度，中俄核能合作才得以順利發展。 

 

 

 

 

 

 

 

 

                                                             
95

 <中俄總理定期會晤委員會核問題分委會第 19 次會議召開>，《中華人民共和國信息和工業部網》， 

2015 年 9 月 12 日，<http://www.miit.gov.cn/n1146290/n4337866/c4345050/content.html>。 
96

 S. D. Krasner，Sovereignty，Regimes，and Human Rights（Oxford: Clarendon Press，1993），p.139. 
97

 Gisela Grieger，“China's leading role in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sation”， Briefing，June 2015，

European Parliamentary Research Service，p.4. 
98

 Robert O . Keohane，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Westview Press，1989），p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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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中俄核能合作之主管機構 

中國在進行核領域合作時的主管機構是工業和信息化部與環境

保護部，及其下屬單位。而俄羅斯方面的主管機構是聯邦環境、技術

與核安全局。中俄總理定期會晤機制達成以後，在其框架下有了核問

題分委會。中方主要是以國家原子能機構或者國防科技工業局與俄羅

斯的國家原子能署（後改為國家原子能公司），以及聯邦環境、技術

與核監督局進行合作。合作之主管機構是履約國的主要執行者。 

 

一、 核能合作之雙方主管機構 

1955 年 1 月，蘇聯政府發表聲明，願意在促進核能和平利用的

研究方面給中國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以幫助。中國核工業主管機構，

第二機械工業部與蘇聯簽署《關於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放射性元素

的尋找、鑒定和地質勘查工作的議定書》。中蘇的核能合作是從鈾礦

勘探入手的。蘇聯較早援助的還有核能研究。1955 年 4 月 27 日，中

蘇簽訂《關於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援助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原

子能核物理研究事業以及為國民經濟需要利用原子能的協議》。 

協議中規定了蘇聯幫助中國設計和建造一座研究用的重水反應

爐和一座粒子迴旋加速器，提供必要的技術、核燃料和培訓人才。中

蘇的合作很快擴展到了核工業領域。1956 年 8 月 27 日，中蘇簽訂關

於援助中國建設核工業的協定，將援助建設核能工業項目和核研究實

驗室。99 

                                                             
99

 張柏春、姚芳、張久春、蔣龍，《蘇聯技術向中國的轉移 1949—1966》（山東：山東教育出版社，2004），

頁 181—182。 



 

63 
 

1952 年中國組建第二機械工業部，主管涉核領域。1958 年 2 月

後，第二機械工業部併入第一機械工業部。原第三機械工業部改名為

第二機械工業部以主管核領域事宜。1982 年第二機械工業局改名為

中國核工業部。1988 年 4 月，核工業部撤銷，並重新組建中國核工

業集團公司和中國核工業建設集團公司。 

 

 
圖 3—1 中國核工業部的歷史演變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中國國防科學技術委員會（國防科工委），建立於 1982 年 5 月

10 日。100該委員會屬軍隊序列，同時也作為國務院的一個組成部委，

受到雙重領導。其下設有科學技術委員會和若干個主管業務的部局。

1998 年 3 月機構改革時，原國防科工委改組為總裝備部，另成立一

                                                             
100

 它是由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科學技術委員會（成立於 1958 年 10 月 16 日，開展核武器研究、試製、試

驗、定型和監督生產）；國務院國防工業辦公室（成立於 1961 年 11 月 29 日，國務院管理國防工業的辦事

機構）；中央軍委科學技術裝備委員會成立於（1977 年 11 月 14 日，領導國防科學技術研究和國防工業生

產）合併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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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屬政府部門的國防科工委。將原國防科工委管理的一些政府職能，

統歸於新組建的國防科學技術工業委員會管理；同時，將各軍工總公

司改組為若干企業集團，並保留了國家原子能機構。 

 

 
圖 3—2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科學技術工業委員會（1982—2008）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2008 年 3 月 11 日，在中國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

議上，做出了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的說明，組建工業和信息化部。國

防科學技術工業委員會核電管理以外的職責，整合劃入該部。不再保

留國防科學技術工業委員會。101 

中國國防科技工業局其中一項職責就是擬定核產業的技術政策、

發展規劃，實施行業管理；負責國家核電建設、同位素生產流通的行

政管理。國務院下屬的中國工業和信息化部對外保留國家原子能機構

（CAEA）的牌子，以中國國家原子能機構的名義組織協調政府和國

際組織間原子能方面的交流與合作。 

國家原子能機構的職責還有研究和擬定中國和平利用原子能事

                                                             
101

 華建敏，「關於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的說明」，理論參考，第 5 期（2008），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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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的政策和法規；負責研究制定中國和平利用原子能事業的發展規劃、

計畫和行業標準；和平利用核能重大科研專案的組織論證、立項審批、

負責監督、協調重大核能科研項目的執行；實施和核材料管制，實施

核出口審查和管理；牽頭組織國家核事故協調委員會，負責研究制定

國家核事故應急計畫並組織實施。 

 

 
圖 3—3 中國工業和信息化部及下屬機構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在蘇聯核能產業的建設非常成功，據一些專家預估，在 1946 至

1986 年間的核能產業至少吸收了國民生產總值的四分之一。1021991

年蘇聯解體後，俄聯邦下屬的原子能部主管俄羅斯軍用和民用的涉核

工作。俄羅斯原子能机构成立於 2004 年 3 月 9 日，同時廢止俄聯邦

原子能部，但是其功能和原俄聯邦原子能部相同。在 2004 年至 2008

                                                             
102

 Miles Pomper，“The Russian Nuclear Industry: Status and Prospects”，CIGI Nuclear Energy Futures，Paper No.3， 

2009，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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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它是俄羅斯一個具有行政權力的聯邦機構。103 2007 年 12 月 1

日，俄總統簽署法令，俄羅斯原子能機構改组後即為俄羅斯國家原子

能公司（Росатом）。104其實目前俄羅斯原子能公司就是俄羅斯原子能

機構。此公司是國有企業，有獨特的法律地位，享受特殊立法的管理，

除了向總統提供戰略思想外，自身有高度自治權。它的主要領導都是

由俄羅斯總統任命，受總統的直接指揮。在一定程度上由俄羅斯政府

主導。   

俄羅斯內政部審計署是唯一一個可以監督這個公司的機構，但其

財務、核設施設計，運行與安全、輻射保護等很多資料都被列為國家

機密。105在行政上與中國國家原子能機構是對等關係，同時參與在中

俄總理定期會晤核問題分委會框架下的合作。 

 

二、核安全合作之雙方主管機構 

國防科技工業局下屬的核應急技術中心主要職能是國家核應急

決策、核事故突發事件處置、技術指導等任務，同時開展核應急行動

基礎理論研究。國家核安保技術中心的職能則是核安保、核材料管制、

核進出口管理提供技術支援，開展政府間相關交流與合作。與俄羅斯

聯邦環境、技術與核監督局進行核安全合作的機構則是中國環保部下

屬的國家核安全局。 

                                                             
103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Ф от 09.03.2004 N 314 "О системе и структуре федеральных органов исполнительной 

власти"”，07 Декабря，2016，<http://legalacts.ru/doc/ukaz-prezidenta-rf-ot-09032004-n-314/>. 
104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т 01.12.2007 N 317-ФЗ"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корпорации по атомной энергии 

"Росатом"”，03 июля，2016，<http://legalacts.ru/doc/federalnyi-zakon-ot-01122007-n-317-fz-o/>. 
105
“Exposing the Troubled History of Russia’s State Nuclear Corporation”，October 2014， 

Greenpeace International，pp.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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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 年 10 月，中國成立國家核安全局，獨立客觀地進行民用核

設施核安全監督。此機構具有獨立的人事、外事、財務權以及機關行

政管理、基建後勤職能。2008 年後併入國家環保總局（現升格為國

家環境保護部）。其主要職責是，負責核安全和輻射安全的監督管理；

核設施核安全、輻射安全及輻射環境保護工作的統一監督管理；核安

全設備的許可、設計、製造、安裝和無損檢驗活動的監督管理；進口

核安全設備的安全檢驗；核與輻射應急回應和調查處理；積極參與核

與輻射恐怖事件的防範與處置工作；核與輻射安全相關國際公約的國

內履約。 

 

 

圖 3—4 中國環境保護部及其下屬機構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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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與中國進行核安全監督合作的機構是聯邦，技術與核監督

局。其下屬總部、地區核輻射安全監督管理部門、技術支持單位及培

訓中心。在總部中與核安全監管有關的是核電廠和研究用核設施安全

監管司，它的主要職責是管理核電站和核設施執照的申請和監督。核

燃料循環、核動力艦船、輻照裝置以及核燃料和放射新物質衡算、管

制和實體保衛司的主要職責是，核材料、核廢料與放射性物質的運輸、

管理、保衛，核動力艦船管理的相關工作。 

地區核輻射安全監督管理部門下轄 6 個地方監督局。與此同時，

有 31 個地方工業監督局也參與地區核與輻射安全監管工作。技術支

持單位及培訓中心下轄的核與輻射安全科技中心，對外貿易聯合會主

要開展核安全評審工作；修訂原子能技術條例。而核與輻射安全培訓

和方法中心則提供核安全培訓。106 

                                                             
106

 熊文斌，「俄羅斯核電安全監管體系及啟示」，輻射防護通訊，第 4 期（2012），頁 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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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俄羅斯聯邦環境、技術與核監督局及其下屬機構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中俄在核安全方面的合作很早就開始了。1996 年 4 月，俄羅斯

聯邦核與輻射安全監督機構（現已併入俄聯邦環境、技術與核監督局）

與中國國家核安全局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核安全局和俄羅斯

聯邦核與輻射安全監督機構核安全合作議定書》。中俄核安全监管领

域合作开始於中國田灣核電站建設時期，雙邊合作依據的基礎就是此

文件。1997 年，雙方開始就田灣核電廠安全審評方面進行積極探討，

為日後的正式合作奠定了基礎。107 

                                                             
107

 <中國核與輻射安全監管三十年——借力國際合作汲取先進經驗>，《散文網》，2016 年 6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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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6 月 18 至 19 日，在北京召開了中俄核安全監管會議。

國家核安全局局長李幹傑會見了俄聯邦環境、技術與核監督局局長阿

廖申。中俄在核與輻射安全監管領域的合作也正面臨新的發展機遇。

隨著兩國和平利用核能事業的不斷發展，兩國核安全監管機構、職責、

人員等方面也發生了較大變化，雙方有必要簽署新的合作協定，以推

動雙方進一步加強和深化合作與交流。兩國應該相互學習、相互借鑒，

共同為保證全球核安全做出積極貢獻。 

俄方同樣願與中方進一步擴大核安全領域的交流合作，共用核安

全監管經驗，提高兩國核安全監管能力和水準。6 月 23 日，俄環境、

技術與核監督局和中國核安全局專家對中國田灣核電站和俄羅斯所

提供的反應爐進行聯合檢查。108 

對俄國家環境、工業及核安全監督局來說，中國國家核安全局是

其重要的合作夥伴，這不僅表現在雙邊關係方面，而且也表現在解決

全球核安全問題的廣闊的國際舞臺上。兩國核安全監管領域合作是兩

國戰略合作的一部分。109兩國核安全監管部門全面合作將為兩國互利

共贏、睦鄰協作夥伴關係做出應有貢獻，並將推動全球核安全體制的

鞏固措施和計畫的有效協作落實。 

 

 

 

                                                                                                                                                                               
<http://sanwen.net/a/zetiwbo.html>。 
108

 葛鵬，<俄技術監督局稱將與中方聯合檢查中俄核電站>，《中國日報網》，2014 年 6 月 24 日，

<http://www.chinadaily.com.cn/hqgj/jryw/2014-06-24/content_11887549.html>。 
109

 同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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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中俄核能合作之主要運營公司 

中俄核能合作主要有兩個運營公司，即中國核工業集團公司與俄

羅斯原子能公司。兩公司與核能有關具體事宜會再落實到其下屬公司

和科研機構。其實還有一些中俄企業和科研機構參與到了核能合作之

中。比如中廣核集團公司、中國核工業建設公司、清華大學、俄羅斯

技術工藝出口公司（OOO《ТЕХпроцесс》）、Атом—Динамик 公司、

莫斯科工程物理學院（МИФИ）等。 

 

一、 中國核工業集團公司 

中國核工業集團公司其前身是二機部、核工業部、中國核工業總

公司。它由 100 多家企事業單位和科研院所組成。是中國核電站的主

要投資方和業主，是核電發展的技術開發主體、中國核電設計與核燃

料的供應商，同時也是重要的核電運行技術和售後服務商。 

中國核工業集團公司作為國家核科技工業的主體，擁有完整的核

科技工業體系。它不僅是中國戰略核力量的核心，也是核能發展與核

電建設的主體。中國核工業集團公司主要從事核軍工、核電、核燃料

循環、核技術應用、核環保工程等領域的科研開發、建設和生產經營，

以及對外經濟合作和進出口業務。 

中國核工業集團在與俄羅斯進行的核能合作有很多技術上的突

破。比如核動力設計研製技術、大型商用核電站、濃縮鈾技術、鈾礦

勘察開採冶煉技術。快中子反應爐為核能可持續發展奠定基礎。鈾轉

化已可以滿足中國國內需求。 



 

72 
 

表 3—2 中國核工業集團公司歷任領導 

公司 任命時間 職稱 人名 

 

 

 

 

 中國核工業總公司 

1988.5.3—1999.6.30 

 

 

1988.5.3 

總經理 陳肇博 1 

副總經理 趙宏、李定凡、黃齊陶 

1991.06.17 總、副總經理 昝雲龍 

1993.12.21 總、副總經理 李玉侖 

1995.01.27 總、副總經理 張華祝 

1995.04.24 總、副總經理 傅銳 

 

 

1999.04.13 

中國核工業集團公

司籌備組組長 

李定凡 

成員 康日新、孫勤、李忠良、 

黃國俊、錢福源、徐福順 

總經理 李定凡 

副總經理 康日新、孫勤、 

李忠良、黃國俊 

 

 

 

 

中國核工業集團總公司 

1999.07.01—今 

2000.06 副總經理 王壽君 

2001.06 副總經理 王炳華、孫又奇 

2003.09.28 總經理 康日新 

副總經理 黃國俊 

2006.07 副總經理 楊長利、余劍鋒、邱建剛
2
 

2009.08 總經理 孫勤 3 

2010.07 副總經理 呂華祥 4 

2011.10.09 副總經理 俞培根 5 

2012.05 總經理 錢智民 6 

2013.01 副總經理 曹述棟 7 

2015.06 副總經理 和自興 8 

資料來源：1、<中國核工業領導機關和領導人年表（1955 年—2003 年）>，《中核網》，2003

年 9 月，<http://www.cnnc.com.cn/cnnc-history/20year1.htm>。 2、<近期中央企業領導人員

職務變動情況>，《人民網》，2006 年 10 月 10 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41223/ 

4899270.html>。3、<孫勤>，《中國經濟網》，2012 年 11 月 7 日，<http://www.ce.cn/cysc/ztpd/12/ 

18/lyq/201211/07/t20121107_21279065.shtml>。4、<呂華祥任中國核工業集團公司黨組成員>，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10 年 8 月 23 日，<http://cpc.people.com.cn/BIG5/164113/12511279. 

html>。5、<俞培根> ，《中核網》，2011 年 10 月，<http://www.cnnc.com.cn/tabid/283/InfoID/ 

56241/frtid/420/Default.aspx>。6、<錢智民調任中核總經理>，《北極星電力網》，2012 年 5

月 23 日，<http://news.bjx.com.cn/html/20120523/362024.shtml>。7、<曹述棟等中央企業領

導人員任免>，《新華網》，2013 年 2 月 23 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2/ 

23/c_124378186.htm>。8、<和自興任中國核工業集團公司副總經理>，《人民網》，2015 年 6

月 11 日，<http://renshi.people.com.cn/n/2015/0611/c139617-27137679.html>。 

（查阅时间：2017 年 4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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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核工業集團公司秉持開放、包容、合作、共贏的經營理念，

積極推進中國國核電事業發展，不斷提高核科技工業的整體水準和國

際競爭力，在與俄羅斯的核能合作中總能見到它的身影。中國核工業

集團公司努力爭取廣泛的發展資源。 

中國核工業集團公司以開放的胸襟增進與俄羅斯有關方面的溝

通與交流，以包容的心態與俄羅斯核工業的同行們相互尊重。同樣中

國與俄羅斯的核能合作就是要以互利共贏為目標，實現優勢互補，繼

續加大合作力度，拓寬合作領域，最大程度地分享合作成果。   

中國核工業集團公司的下屬公司和科研機構眾多，其中中國核能

電力公司、中國原子能公司、江蘇核電有限公司、福建三明核電有限

公司、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所、中國核動力研究設計院都在它的管轄

範圍內。（如圖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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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中國核工業集團公司及其下屬機構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除了中國核工業集團公司與俄羅斯原子能公司簽署過協議外，中

國原子能公司與俄羅斯技術工藝出口公司簽訂過有關鈾濃縮的協議；

江蘇核電有限公司與俄羅斯原子能建設出口公司主要負責合作建設

田灣核電站項目；中國核動力研究設計院與俄羅斯機械製造實驗局簽

署過關於聯合建造海上浮動核電站的協議。 

2015 年 7 月 11 日，中國核工業建設公司與俄羅斯下諾夫哥羅德

核電工程公司簽署過戰略框架合作協議。此次協議的簽訂,夯實了中

國核建對外合作的基礎,為中國核建開拓俄羅斯及其他國家核電建設

市場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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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俄羅斯原子能公司 

俄羅斯原子能公司的前身是蘇聯原子能研究所、蘇聯機械工業部、

蘇聯原子能和工業部、俄羅斯原子能和工業部、俄羅斯原子能部。俄

羅斯原子能公司是蘇聯解體後其核機構的繼承者，今天它是俄羅斯有

特殊地位的大型國有企業。 

俄羅斯原子能公司擁有和經營俄羅斯大部分民用和軍事核設施，

負責管理俄國內的核電廠；核反應爐出口；核技術開發；核廢料儲存

和處置；鈾礦開採和濃縮；核燃料生產；核破冰船；核醫學，以及管

理核武器生產企業及相關研究機構。110 

除了核能發電以外，這個公司還向全世界提供了五分之一的核燃

料，其中就包括歐盟核電公司使用的鈾同位素的 27％。111因為其具有

財政上的極大自主權和保密性，以及一個軍工企業和巨大國際公司的

特殊結構，從而導致了俄羅斯原子能公司存在著成本超支、工期延誤、

核設施的安全、內部腐敗等問題。112 

中國在與其進行核能合作的時候因為考慮到這些，所以也有一些

顧慮。田灣核電站一期項目就存在著拖延工時的問題，還有二期報價

過高才使得俄羅斯失去了田灣三期的承建權。 

 

 

 

 

                                                             
110
“For a Complete Organisational Chart”，< http://www.rosatom.ru/en/about/nuclear_industry/ 

Industry_structure/>. 
111
“Euratom Supply Agency (2013)”，Annual Report 2012，p. 24.（ISBN 978-92-79-30850-5） 

112
“Exposing the Troubled History of Russia’s State Nuclear Corporation”，October 2014，Greenpeace 

International，pp.1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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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俄羅斯原子能公司歷任領導 

姓名 職稱 在任時間 

В.Ф.Коновалов 

（科諾瓦洛夫） 

蘇聯原子能和工業部部長 1989.07—1991.06 

Б.В.Никипелов 

（尼基別洛夫） 

俄羅斯原子能和工業部代部長 1991.06—1992.03 

В.Н.Михайлов 

（米哈伊洛夫） 

俄羅斯原子能部部長 1992.03—1998.03 

Е.О.Адамов 

（阿達莫夫） 

俄羅斯原子能部部長 1998.03—2001.03 

А.Ю.Румянцев 

（盧緬茨耶夫） 

俄羅斯原子能部部長 2001.03—2005.06 

С.В.Кириенко 

（基裡延科） 

俄羅斯原子能機構總幹事（2008

年 2 月改為 Росатом） 

2005.06—2016.10 

А.Е.Лихачёв  

（利哈秋夫） 

俄羅斯原子能公司總經理 2016.10— 

資料來源:“Союз офицеров-ветеранов ВСЧ АЭП”，20 Ноября，2014，<http://25525.ru/ 

rukovoditeli-atomnoy-otrasli/>.（查阅时间：2017 年 4 月 2 日） 

 

俄羅斯原子能公司願意與一直都想擴大自身核能產業發展的中

國進行合作。此公司為了更好的融入進中國市場，其自身也做了一些

改革，比如從融資，持有資產和經營核反應爐等方面。 

俄羅斯原子能公司出口擴張的目標與其國內業務運行不佳形成

了鮮明的對比，所以有很多人對其計劃嚴重懷疑。113雖然俄羅斯原子

能公司存在著一些問題，但它仍是世界上最大的核供應商之一。它在

與中國的核能合作中扮演著不可忽視的角色。 

俄羅斯原子能公司同中國核工業集團公司一樣，擁有眾多下屬企

業和科研機構。比如承建田灣核電站一、二期項目的俄羅斯原子能建

設出口公司，負責中國快中子反應爐的俄羅斯機械設計製造實驗局、

                                                             
113
“Exposing the Troubled History of Russia’s State Nuclear Corporation”，October 2014，Greenpeace 

International，pp.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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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彼得堡原子能設計院（後併入 Атомэнергопроект 公司）、列恩布伊

斯科夫物理動力工程研究所、葉夫列莫夫電物理（裝置）科學研究所、

科學生產聯合體科學研究所、熱力儀器製造科學研究所，俄羅斯燃料

管理公司，俄羅斯核電運營子公司，康采臣公司，下諾夫哥羅德工程

公司，都是它的下屬企業或科研機構。 

 

 

圖 3—7 俄羅斯原子能公司下屬企業及科研機構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2016 年 4 月 7 日，俄羅斯原子能公司在國際和工業展覽會上宣

佈，在北京設立了東亞地區辦公室。114中國一直以來都是俄羅斯原子

能公司的重要與優先戰略合作夥伴，兩國在核工業上的合作已開展了

許多年，雙方有著多年的合作經驗。 

北京辦事處將會促進中亞地區的核工業公司共同努力，提高效率。

                                                             
114

 <俄羅斯國家原子能公司在京成立東亞地區辦公室>，《新華網》，2016 年 4 月 12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energy/2016-04/12/c_111859742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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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中亞，與中亞國家進行核能合作，對中國有重要的地緣政治、經

濟利益。所以這個辦公室的成立也許可以為中國通過俄羅斯進入中亞

國家的核能市場奠定一定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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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中俄核能合作的制度安排是至關重要的。這不僅有利於兩國之間

的溝通，同時也是兩國政治、經濟互信的一種表現。本章主要寫從中

俄兩國國家層面的合作，再到兩國主管機構的合作，最後是主要運營

公司和科研機構之間的合作。 

在這些合作中，無不體現著制度安排。從宏觀上中俄溝通的平臺

有上海合作組織、中俄總理定期會晤制度。在相關框架下達成一致共

識後，會交給中俄雙方的主管機構進行合作。最後局部上體現合作的

就是相關的企業或科研機構。 

上海合作組織無疑把中俄關係拉近了，這體現在政治、經濟、能

源等各個方面，其中就包括和平利用核能。中俄總理定期會晤機制加

強了兩國在各領域的溝通和合作，其中核能合作尤為突出。此機制下

設的中俄總理定期會晤核問題分委會就證明了兩國對於核能合作的

重視。 

在行政上中國國家原子能機構是國家工業和信息化部下屬機構，

但是它仍以獨立的國務院部委的身份參與國際事務。俄羅斯原子能公

司也是比較特殊的公司，具有一定的行政權力，地位等同於俄羅斯原

子能機構。在核能合作上中國國家原子能機構與俄羅斯原子能公司是

對等機構。 

中國核安全局是環境保護部下屬機構，但同國家原子能機構一樣，

它同樣有國務院部委的身份。在核安全合作，兩國對等機構是中國核

安全局與俄聯邦環境、技術與核監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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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核工業集團公司與俄羅斯原子能公司在中俄核能合作中地

位十分重要。它們都有眾多下屬企業與科研機構參與了合作。除此之

外還有一些獨立的公司和科研機構也在合作行列，比如中廣核集團公

司、中國核工業建設公司、清華大學、俄羅斯技術工藝出口公司、

Атом—Динамик 公司、莫斯科工程物理學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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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中俄核能合作之成效與前景 

中俄核能合作雖然只經歷了短短二十多年，但是成績斐然。早在

上世紀 50 年代，蘇聯就為中國培養了很多專業的核物理人才。這為

中國核工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115蘇聯解體後，90 年代初至中期，其

核能工業發生過危機。90 年代後期，俄羅斯核能工業出現了新的變

化。俄國向中國出售了兩台大型新式核反應爐，即田灣核電站。116 

可以說中俄合作的田灣核電站，在很大程度上幫助俄羅斯核工業

度過寒冬。田灣核電站不僅僅幫助俄羅斯數以百計的工廠開工，更為

俄羅斯將來的核工業出口奠定了基礎與信心。中國與俄羅斯開展內容

多樣化的能源合作，對中國來說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起初中國對

俄羅斯的長期核供給能力還有所懷疑。117其中雖然經歷了一些波折，

但最終還是順利完成了田灣核電站一期工程。包括中俄合作的鈾同位

素分離技術；核安全領域上的合作都有一定成效。 

本章就是要找出合作之成效與合作前景。比如民用核能發電之成

效、核安全合作之成效，先從宏觀角度看待中俄核能合作的前景，然

後再敘述快中子反應爐與海上浮動核電站將來的應用前景，以及「一

帶一路」所提倡的中國核電計劃。 

民用核能發電之成效，包括雙方合作之田灣核電站的造價、上網

電價、發電量之經濟成效。運用俄羅斯鈾同位素分離技術之後與以往

產量之比較。日本福島核事故再次為中俄敲響警鐘，對中俄核能合作

                                                             
115

 А.Бородавкин，“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по пути добрососедства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2009.No.05. стр.2. 
116

 戚文海，《中俄能源合作：戰略與對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頁 261—263。 
117

 Парамонов.В.В，Строков.А.В，“Современный формат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ого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основ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Центральная Евразия，2012.No.07. стр.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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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深遠。因為一次核事故所造成的危害不可估量，所以兩國核安全

合作的成效關繫著中俄兩國，乃至世界的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 

快中子反應爐中國只是試驗成功，還未達到商用程度，但它卻是

將來世界核電站的雛形，有著不可估量的前景。海上浮動核電站是一

個新鮮事物，但是它具有其他核反應爐不可比擬的優勢，所以其前景

也是筆者關心的。 

雖然目前中國已經具備了向國外輸出核工業的能力，在「一帶一

路」的推動下積極地向海外市場拓展，已形成了與俄羅斯競爭的趨勢，

但是這會不會影響中俄之間的合作？中俄核能合作的前景是否只局

限於中俄雙方，有沒有可能聯手在第三國開展核能合作？這些問題都

是本章需要解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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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中俄民用核能合作之成效 

自從 20 世紀 40 年代人類開始利用核能發電以來，這項技術給人

類提供了大量的能量，但其探索發展的道路卻非常艱辛和漫長。可以

控制的核反應，即人為使原子核溫和的釋放能量，能夠有效地解決能

源問題。118狹義的「核能」指核能發電，而廣義的「核能」則包括了鈾

同位素分離技術。中俄民用核能合作之成效，包括了田灣核電站、鈾

同位素分離技術這兩方面。 

 

一、 田灣經濟之成效 

田灣核電站一期項目是中俄迄今為止最大的技術經濟合作項目。

該項目的順利實施為推動中國地方經濟建設和中國核電發展，進一步

鞏固中俄核能領域合作發揮重要的作用。隨著田灣核電廠一期的運行，

對經濟發展帶來了正面的效益，如今已成為連雲港市最大的新增稅源，

占全市國稅收入增收額的 15%，119是中俄核能合作「雙贏」的實例。 

在中國建成並已經運行的中外合作建設的核電站有如下四個，位

於江蘇省連雲港市，中俄合作的田灣核電站一期項目；位於廣東省惠

州市臨近香港，主要為香港提供電能，中港合作的嶺澳核電站一期項

目；同樣位於廣東省惠州市境內，中法合作的大亞灣核電站項目；位

於江蘇省海鹽縣境內，中加合作的秦山核電站三期。 

在這四個項目中，田灣核電站一期項目的容量最大，單位時間內

可發電量最多，也只有中俄合作的田灣核電站一期單位造價最低。核

                                                             
118

 張燦勇、馬明禮，《核能及新能源發電技術》（北京：中國電力出版社，2009），頁 11—13。 
119

 李遠祥，「俄羅斯核能產業發展之研究」，台北：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頁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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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站的造價是影響核電站的生存和發展的關鍵。若核電站的造價高居

不下，勢必會造成發電成本加大和上網電價的增高。在大型核電站工

程中造價關繫著多方重大經濟利益，所以在保證質量的情況下單位造

價越低越符合各方利益。當然也可以從側面看出田灣核電站一期項目

的成效，因為只有對工程的設計合理，建造精準，各種事宜統籌得當

才可以降低成本，使單位造價降低。 

 

表 4—1 中外合作已投運核電廠的單位造價 

電廠名稱 容量 

（MW） 

總投資 

（億美元） 

單位造價 

（美元/KW·h） 

合作國家 

或地區 

田灣核電站一期 1060×2 35.1  1658 俄羅斯 

嶺澳一期 990×2 36.44  1840 中國香港 

秦山三期 700×2 28 2000 加拿大 

大亞灣核電站 984×2 40.7  2077 法國 

資料來源：《我國核能發展的再研究》（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5），頁 175。 

 

根據中國目前社會核電平均成本與電力市場供需狀況，全國基準

上網電價定為 0.43 元/KW·h。但各地方社會經濟建設和人均生活水

平存在著不小的差異，所以為滿足地方經濟發展，基礎設施建設和大

眾生活需要，各地方可以根據實際中遇到的情況，以全國基準上網價

格為標準進行浮動調整。 

 

表 4—2 各個中外合作核電站上網電價與對應各省基準上網電價比較（元/KW·h） 

中國基準 

上網電價 

中外合作 

核電站 

核電上網電價 對應各省基準 

上網電價 

 

 

0.430 

田灣核電站一期 0.455 0.463（江蘇省） 

秦山三期 0.464 0.490（浙江省） 

嶺澳一期 0.420 0.529（廣東省） 

大亞灣核電站 0.429 

資料來源：《我國核能發展的再研究》（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5），頁 176—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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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表數據，雖然田灣核電站的上網電價略高於中國基準上網

電價，但是還是低於江蘇省基準上網電價。中國發展與改革委員會最

新規定，自 2013 年 6 月 15 日起，中國基準上網電價高於核電機組所

在省基準上網電價的，新建機組投產後執行當地省基準上網電價。但

是中國基準上網電價低於核電機組所在省基準上網電價的，則該省要

承擔核電技術引進、自主創新、重大專項設備國產化任務的首台或首

批核電機組或示範工程，其上網電價可在中國基準上網電價基礎上適

當提高。120 

各省基準上網電價是由很多方面組成，其中核電上網電價是其中

一項。核電上網電價越高也就預示著所在省基準上網電價越高。可以

說，中俄合作的田灣核電站核電上網電價越高，也就能為江蘇省贏得

更多引進新核電項目的機會。項目增多，同樣為地區增添就業，稅收

等一系列可觀的收益。 

 

二、鈾濃縮技術之成效 

中國在 20 世紀 80 年代後期，認識到民用核能的重要性，開始深

化核工業從「軍事轉向民用」。中國核工業公司主要負責此項任務，因

為當時中國仍然被認定為貧鈾國家，又對鈾燃料有很大需求，所以迫

切的想研製鈾濃縮離心分離技術，但是沒有成功。 

中國決定在 20 世紀 90 年代進口俄羅斯的鈾濃縮離心分離機。根

據中俄兩國 1993 年，1996 年和 2008 年的協議，中國漢中和蘭州分

                                                             
120

 《關於完善核電上網電價機制有關問題的通知》（發改價格「2013」1130 號），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

2013 年 6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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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期建造了俄羅斯供應的鈾離心分離機。總容量為每年 150 萬分離功

單位。這個數字可以極大滿足中國當時的需求，為中國核工業的發展

增添了力量。 

隨著俄羅斯離心機設備的進口，中國核工業集團公司開始了對進

口鈾濃縮技術的本土化過程，並且自主設計了中國的離心機。這一過

程加速了中國自 2004 年以來的核電大發展。2008 年中國核工業集團

公司開始在蘭州建設本土離心機設備，作為年產量為 50 萬分離功單

位的示範工程，以於 2010 年運行。自此中國顯著提高了國內離心機

設備的鈾濃縮能力，在此方面已經可以自給自足，不再需要向俄羅斯

進口鈾濃縮設備以滿足自身需求。 

 

表 4—3 中國自主建設的鈾濃縮生產線 

項目 
功率 

（百萬分離功單位） 
佔地面積（㎡） 說明 

蘭州 GDP 0.2（1979 年以前） 

0.3（1979 年以后） 

36，300 1964 年建設； 

2000 年關閉； 

見圖 2—3E 

蘭州 CEP2 0.5 18，750 2008 年 7 月建設；

2010 年 7 月運行；

見圖 2—3B 

蘭州 CEP3 0.5 18，750 2010 年建設完工； 

2012年 12月投產；

見圖 2—3C 

蘭州 CEP4 1.2 43，220 2013 年建設，未完

工；見圖 2—3D 

漢州 CEP4 1.2 18，000 2012 年 1 月建設； 

2014 年運行； 

見圖 2—2D 

說明：不包括 814 鈾濃縮廠，814 廠位於中國四川省樂山市金口河與峨眉山市。此廠並未參

與中俄鈾濃縮合作，且軍民兩用，所以此研究沒有涉及。 

資料來源：Hui Zhang，“China's Uranium Enrichment Complex”，Science and Global Security，

2015，Vol. 23，p.172 .（查閱時間：2017 年 4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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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供應給中國的鈾濃縮離心機是第 6代。自從 2003年開始，

俄羅斯則使用了第 8 代和第 9 代離心機。這兩代離心機比第 6 代的分

離能力高出 70％左右。中國自主研製的離心機的分離能力比第 6 代

高 40％左右，也就是說中國的整體水平正在接近俄羅斯第 8 代離心

機的水準。 

此外中俄合作的漢中鈾濃縮廠第四期（見圖 2—2C），年產量 500

萬分離功單位，比第 6 代離心機分離能力提高了約 50％，意味著根

據 2008 年的協議，俄羅斯向中國提供了第 7 或第 8 代離心機。1212013

年 6 月，中國以俄羅斯提供的離心機為藍本，自主設計、製造的鈾濃

縮生產線在蘭州開始建設。目前中國在關鍵技術上得到進展，此離心

機比以往更加先進和經濟。 

 

 
圖 4—1 中國鈾濃縮技術本土化示意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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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i Zhang，“China's Uranium Enrichment Complex”，Science and Global Security，2015，Vol.23，pp. 171—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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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中國需要鈾濃縮300萬分離功單位。根據表2—2與4—3，

2014 年時中國已經可以濃縮鈾 370 萬分離功單位。這一數字遠遠高

於中國所需產量，從俄羅斯引進的鈾濃縮技術功不可沒，為中國核電

發展提供了助力。特別是在將來鈾礦資源越發稀缺的情況下，鈾同位

素分離技術變得尤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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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中俄核安全合作之成效 

核電站是一個繁雜的工程，不管是人為疏忽還是自然災害都會給

其本身造成災難。核事故對公眾、環境、其他物種帶來長久的傷害。

對人而言可能會影響幾代人，而在自然界中核毒遺害會存在成千上百

年，所以核安全之合作至關重要，也刻不容緩。核安全當然還包括核

監管、乏燃料處理、核廢料處理、核應急、核工程技術等。 

 

一、福島之觴 

隨著美國在廣島、長崎投下的兩顆原子彈，二次大戰畫下了句點。

美國三哩島事故是核能史上第一次嚴重的反應爐爐芯融毀事故，尤其

事故發生的原因除了機械故障之外，還牽涉嚴重的人為疏失。1986

年 4 月 26 日，發生在前蘇聯烏克蘭境內的車諾比核子災難，是人類

史上已知最嚴重的事故之一。122 

2011 年 3 月 11 日，日本東部發生大地震而引發海嘯，導致福島

核電站反應爐洩漏。這些核事故所包含的核安全隱患以警醒世人，尤

其是福島核事故以後，對國際核能界產生了巨大震撼，中俄對此都高

度重視。 

俄羅斯時任總理普京則表示福島核事故不會對俄羅斯的核能發

展計劃造成影響，並相信其先進的核電技術能夠預防嚴重事故的發生。

即便如此，普京也要求核電廠進行公開安全檢查。2011 年 11 月俄羅

斯通過了聯邦法，對一系列法規進行了修訂。法規包括《核動力廠安

                                                             
122

 李遠祥，「俄羅斯核能產業發展之研究」，台北：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頁 2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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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保障總則》、《核電站抗震設計規範》等。此外，《核電站超設計事

故管理導則編制建議》、《VVER 核電站超設計事故監視系統建議》等

新的安全導則類文件編制工作也在進行。123 

福島核事故後，中國減緩了核電站的建設工作。中國認為目前國

內運行的核電廠不會給公眾帶來緊急風險，但是也要根據安全要求積

極進行調整。中國及時修訂核安全法規標準，保持與國際水平同步，

其核安全法規體系主要參照國際原子能機構之安全標準。因為福島核

事故中國認識到，雖然國內核安全部門規章和技術導則較為齊全，但

是其上游缺乏《原子能法》、《核安全法》這類規定核能發展和安全管

理基本制度的法律，下游又缺乏操作性強的技術導則和系統性的工業

標準。124 

2016 年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了《中國核應急》白皮書。

全文從八個方面撰寫，主旨中國在核應急法律法規標準建設、體制機

制建設、基礎能力建設、專業人才培養、演習演練、公眾溝通、國際

合作與交流等方面的愈發規範。125 

由此可見，因為福島核事故對中俄兩國的核能產業所帶來的深遠

影響。中俄兩國重新審視自身的核能產業。俄羅斯有較為發達的核能

工業，但福島核事故後僅 8 個月就通過聯邦法律加強核電站的規範。

因地理關係俄羅斯並不是地震多發國家，但通過的法規中有《核電站

抗震設計規範》。這說明俄羅斯對核工業的重視，也說明其涉核法律

的健全。中國從需求、供給等方面可以算是核大國，但並不是核強國，
                                                             
123

 同註 12。 
124

 《我國核能發展的再研究》（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5），頁 35—43。 
125
《中國的核應急白皮書》，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6 年 1 月 27 日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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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核領域上欠缺的地方還有很多，其中法律法規不健全就是其中一項。

同樣因福島核事故中國開始健全自身核工業的法律體系。對中俄兩國

一樣，健全的核工業法律體系是一個國家核能產業的基石，對核能發

展產生深遠影響。 

 

二、 核監管合作之成效 

1996 年 4 月，中俄兩國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核安全局

和俄羅斯聯邦核與輻射安全監督機構核安全合作議定書》。雙方代表

每兩年參加一次協調會議，會議期間可以交換文件用以制定新的核監

管合作之協議，當然涉及國家機密除外，且不得轉讓第三方。 

自此中俄就開始了長達 20 年的，在以和平利用原子能為目的的

核監管合作。其中包括中俄兩國在實施合作項目之監管、控制、檢查

計劃，並進行現場經驗交流；放射性廢物和廢核燃料，包括它們的運

輸、安全儲存、處理，以及核廢料倉儲設施的經驗交流；雙方擬定安

全操作的考核指標；俄方負責進行核應急人員的培訓課程，以減輕核

災後果；雙方專家在對方國家進行互訪，研討和磋商。 

中國與俄羅斯核監管合作的 20 年里，吸收其各方面的先進經驗，

形成了自己的核監管觀念，即精細分工、分層授權、集中管控的管理

組織和具有自身特點的核安全施工保障和監督制度。126俄羅斯對中國

目前所形成的核監管觀念起了極大地作用。中國的核監管觀念有效地

保證了工程建設所有安全和質量相關活動都處於受控狀態。 

                                                             
126

 《我國核能發展的再研究》（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5），頁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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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中俄核監管合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中國仍有很多地方應

該向俄羅斯學習。比如乏燃料處理是核安全中的一項，是評判一個國

家核工業體系是否成熟的一個指標。乏燃料處理是核工業中的一個難

點，也是困擾世界的一個問題。發展快中子反應爐可以有效地解決這

一問題，可是畢竟只有少數國家掌握此技術，並且沒有普及。俄羅斯

目前每年的乏燃料處理能力應該超過了 3500 噸，中國現在還沒有乏

燃料處理這個能力。 

 

表 4—4 俄羅斯目前和計劃的乏燃料處理能力 

 

國家 

 

廠址 

 

廠名 

運行時間 處理能力/t 

開始 

運行 

停止 

運行 

目前 將來 

 

俄羅斯 

 

車里雅賓斯克 

（Челябинск） 

RT1 1976 年  3500 3500 

克拉斯諾亞爾斯克 

（Красноярск） 

RT2 1989 年 

停建 

  1500 

說明：資料截止至 2003 年。 

資料來源：“Status and trends in spent fuel reprocessing”，IAEA，TECDOC-1467， 

September 2005，p.46.（查閱時間：2017 年 4 月 13 日 

 

三、 核工程技術處理之成效 

田灣核電站一期裝機容量為 2×1000MW，採用俄羅斯 VVER-1000 

型反應爐裝置、K-1000-60/3000 改進型汽輪機及 TBB-1000-2YE 型發電

機。此工程在立項的時候其安全性就受到了公眾的廣泛關注。其安全

性優於當前世界上正在運行的大部分核電機組。 

根據田灣核電站二級概率安全分析報告(PSA)：發生爐芯嚴重損壞

或熔化事故的概率小於 3.3×10—6/爐年(當前世界上運行的核電站一般

為 10—4/爐年)，發生嚴重放射性洩漏事故的概率不超過 6.4×10—6/爐年



 

93 
 

(當前一般為 10—5/爐年)，127即小於千萬年一次。除此之外，田灣核電

站還運用了目前中國獨一無二的雙層安全殼、高水準鋼纜系統、爐芯

熔物捕集器、全數字化儀控系統。128 

核電站的物項分級主要指安全分級、抗震分級、設計製造的規範

等級和質量保障分級 4 種。其中安全分級是基礎，根據物項在核電站

對安全功能影響的重要程度，把物項劃分為不同的安全等級。劃分安

全等級的目的是提供分級設計標準，對於不同安全等級的物項(主要

指設備)規定不同的設計、製造、檢驗和試驗要求。 

田灣核电站物項安全分級遵循以下 3 類標準，俄羅斯法規標準，

即核動力廠安全保障總則，中國標準與國際標準。129田灣核電站主要

採用的是俄羅斯的法規標準。此分類方法與國際原子能機構和中國的

分類方法大致相似，所以普遍被接受。它分為 4 個等級，即安全 1 級、

安全 2 級、安全 3 級、安全 4 級。130 

 

表 4—5 俄羅斯核動力保障總則安全分級方法 

 

 

 

安全分級 

 

安全 1級 主要物項，物項自身可能發生故障，這

種故障或超出事故基準規定限值 

安全 2級 主要物項，物項自身可能發生故障，但

這種故障在基準規定限值之內 
安全 3級 不是主要物項，但含放射性物質，發生

故障會向周圍釋放放射性元素 

安全 4級 不影響安全的物項 

     資料來源：孫泳濱，「田灣核電站物項的安全分級」，核動力工程，第 26 卷第五期 

（2005），頁 520—521。 

 

                                                             
127

 爐年，即一個反應爐運行一年。 
128

 <田灣核電站>，《中核網》，2008 年 5 月 16 日，<http://www.cnnc.com.cn/tabid/117/Default.aspx>。 
129

 俄羅斯法規，ПНАЗГ-1-011-89(ОПБ-88)；中國法規，①HAF0201 用於沸水堆、壓水爐和壓力管式反應爐

的安全功能和部件分級(安全分級)；②GB/T15474-1995 核電廠儀錶和控制系統及其供電設備的安全分級(儀

控系統安全分級)；國際法規，①IEEE-308-1980 核電廠 1E 級電力系統準則(電力系統安全分級)；②IAEA 50-SG 

-D1 1979 BWR、PWR 和 PTR 安全功能及部件分級。 
130

 孫泳濱，「田灣核電站物項的安全分級」，核動力工程，第 26 卷第五期（2005），頁 519—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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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的這種分級方法，是根據有相應職位和資歷的人運用相關

法規、慣例、經驗來決定核設備的相關等級。田灣核電站的安全等級

就是由該工程的總體設計院，聖彼得堡核電設計院的設計總工程師確

定的。131總設計師最瞭解核電站總體情況及各方面關係，由上述有豐

富工程閱歷的專家來確定物項的安全分級，從純技術角度看，不失為

一種可靠穩妥的方法。 

 

表 4—6 田灣核電站主要系統和設備安全分級 

系統名稱 俄羅斯核動力廠安全保障總則安全分級 

反應爐壓力容器 1Н 

應急硼酸注入系統 2З 

安全殼噴淋系統 2НЛ 

餘熱排出系統 2НЗ 

燃料水池冷卻系統 3Н 

燃料水池襯裡洩漏探測系統 3Н 

安全廠房通風系統 3НО 

汽輪機旁排系統 3Н 

汽輪機裝置 4 

電站氮氣製備及供應系統 4 

發電機氫冷系統 4 

應急柴油發電機裝置，應急電源供電 2О 

機組柴油發電機裝置， 

正常運行可靠電源供電 

3Н 

反應爐控制和保護系統 3Н/2У 

安全設施驅動系統 2У 

事故後監測系統 3 

安全相關儀控系統 3Н 

正常運行儀控系統 4Н 

說明：Н 為正常運行部件；У 為安全系統控制部件；Л 為隔離部件；З 為保護部件；О 為保

障部件。由於俄羅斯電氣、儀控設備的製造水準不如其機械製造水準，因此採用了第三國採

購的方式，所以此研究並未涉及。 

資料來源：孫泳濱，「田灣核電站物項的安全分級」，核動力工程，第 26 卷第五期（2005），

頁 521。 

 

 

                                                             
131

 康慧、王偉，「核電廠核級技術設備安全分級」，電力勘探設計，第 2 期（2007），頁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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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俄羅斯提供的爐型技術已經在其國內運用了幾十年，所以對

這種爐型的安全分級已經十分成熟和先進。它為中俄核能合作帶來一

種新的安全管理模式。 

處理核工程技術的研究設施和工程研發基地，可以為其核電站的

建設提供核安全基礎理論保障。因為俄羅斯依託蘇聯時期的核工業基

礎，所以這種設施還比較完善，而中國在這方面設施陳舊，已經不能

進行試驗，所以仍然落後於俄羅斯。 

 

表 4—7 中俄核工程技術處理研究設施對比 

 中國 俄羅斯 

 

後處理工藝研究設施 

原子能院 1 鐳研究院放化部 

清華大學核研院 2 無機材料研究所 

放化研究室 

工程技術研發設施 無 有 

 

 

核臨界實驗室 

 

 

無 

位於庫爾恰托夫

（Курчатов） 

位於奧博寧斯克 

（Обнинськ） 

位於馬雅克 

（Маяк） 

說明：1、原有研究設施已陳舊，新的放化大樓正在建設中。2、設施陳舊，已不能進行 

實驗。資料來源：《我國核能發展的再研究》（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5），頁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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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中俄核能合作之前景 

對世界來說，核能的使用是一個趨勢。對中國來說高速的經濟發

展對於普通石化燃料的依賴越發嚴重，而石化燃料對環境所帶來的負

面影響已經成為了廣泛共識。高效清潔的核能受到越來越多國家的重

視。中俄核能合作在 90 年代初就開始了，合作項目有田灣核電站工

程、鈾濃縮技術、快中子反應爐、海上浮動核電站，其中「快爐」與

海上浮動核電站有著廣闊的前景。 

 

一、 中俄合作之大前景 

中國的經濟發展過分的依賴煤炭，導致能源結構失衡。這樣一來

能源安全得不到保障，環境保護壓力漸漸增大。中國還是發展中國家，

以煤炭為主的能源結構難以保障可持續發展，所以發展核能是唯一可

以大規模利用的替代能源。通過核電發展避免依賴石化燃料，實現能

源供應多元化，可以促進中國的能源安全。 

 

表 4—8 中國電力需求及電力結構歷年來的發展情況及未來預測 

資料來源：中國電力聯合會，《電力工業「十二五」規劃滾動研究綜合報告》，2012 年 3 月 

14 日發佈。（查閱時間：2016 年 4 月 26 日） 

 

年份 年用電量/ 

（萬億 KW·h） 

總裝機/ 

億 KW 

火電 水電 核電 風電 

億 KW ％ 億 KW ％ 億 KW ％ 億 KW ％ 

2010 4.22 9.66 7.1 73 2.16 22 1082 1.1 0.296 3.1 

2011 4.69 10.56 7.6 72 2.3 22 1191 1.1 0.46 4.4 

2012 5.14 11.4 8.1 71 2.5 22 1360 1.2 0.59 5.2 

2015 6.4 14.63 9.7 66 3.0 21 4294 2.9 1.0 6.8 

2020 8.4 19.63 12.2 62 3.6 18 8000 4.1 1.8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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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見，未來在中國核能的使用率將得到大幅度提高，2020

年將是 2010 年的 4 倍左右。除此之外，進一步發展核電產業有助於

改善環境和應對氣候變化。與發展燃煤電站相比，核電站不排放粉塵

和二氧化碳、氮化物、二氧化硫。而燃煤電站會排出大量的 PM10 和

PM2.5 粉塵。 

 

表 4—9 燃煤電站與核電站對環境的影響比較 

機組 周圍居民所

受輻照量/

（mSa/a） 

每年所 

需燃料 

占地 

面積/ 

（畝/a） 

二氧化硫

排放量/ 

（萬 t/a） 

氮氧化物 

排放量/ 

（萬 t/a） 

煙灰/

（t/a） 

排放量/ 

（萬 t/a） 

100 萬 KW

燃煤機組 

0.048 300 萬 

噸煤 

1210 2.6 1.4 3500 600 

100 萬 KW

核電機組 

0.18 30 萬噸

核燃料 

30—42 0 0 0 0 

資料來源：《我國核能發展的再研究》（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5），頁 118。 

 

中國核電的發展是其擺脫能源瓶頸，維護能源安全的重要舉措。

這種發展也應該提到戰略的高度，當今世界誰掌握了先進核能技術，

誰就能成為核心競爭者。中國不願意落後於世界，加強核工業建設，

推進核能產業的發展同樣有助於中國的地緣政治經濟地位，增強其對

周邊國家，乃至世界的話語權。 

誠如俄羅斯學者日茲寧所說，「俄羅斯能源戰略提出的任務就是，

在雙邊和多變的基礎上，積極地開展多種能源合作，以提高俄羅斯在

國際上的作用和地位」，132 

對於俄羅斯來說，核能合作當然是其能源外交的一部分。它不僅

僅與中國，更在全球範圍內參與多國的核電站建設，以及打造國際核

                                                             
132

 Жизнин С.З.，Основы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й дипломатии（М.：МГИМО (У) МИД России，2003），стр.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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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同盟。133 

中俄的核能合作除了可以為俄羅斯帶來可觀的收益外，還提高了

其在中國的地緣政治地位，以加大對中國的影響力。更進一步說，俄

羅斯面對著中國這個日益巨大，且利益可觀的核能市場。與中國的核

能合作，可以為俄羅斯在全球範圍內恢復曾經的地緣政治、經濟的影

響力奠定了一定基礎。 

中國與俄羅斯對經濟與地緣政治的利益訴求在此交匯。中國的核

電項目對於俄羅斯具有強烈的吸引力，所以兩國在核能方面的合作還

是有可觀的前景。 

 

二、「快爐」之前景 

在國際上快中子反應爐已經發展超過了半個世紀。現在世界上有

包括 15 個實驗「快爐」、5 個原型「快爐」、1 個商業驗證「快爐」。中

俄合作的實驗快中子反應爐，已於 2010 年 7 月 21 日首次臨界，2011

年 7 月 21—22 日並網 24 小時，證明試驗成功。 

對於世界而言，快中子反應爐的應用在將來是一個趨勢。現在掌

握這個技術的國家非常少，有俄羅斯、中國、法國、日本、印度、意

大利等。但中國的技術還停留在商業實驗「快爐」建設階段，之後中

國就是要把此項技術推廣成商業用途。 

鈾資源的有效利用與選擇的爐型，特別是燃料循環方式選擇密切

相關。核燃料在一般熱爐中「一次通過」，鈾資源的利用率約為 0.6％；

                                                             
133

 陳岳、許勤華主編，《中國國際能源合作報告 2009》（北京：時事出版社，2010），頁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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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採用快爐密閉式循環，可使鈾資源的利用率提高 30—60 倍。134（見

圖 2—4） 

中國以前一直被認定為貧鈾國家（見圖 4—2），但是 2012 年在

中國內蒙古自治區的大直地區，發現了目前中國國內最大的鈾礦，從

而打破了中國無世界級鈾礦的局面。截止 2012 年底，中國已經探明

有 350 多個鈾礦床。 

中國鈾礦資源儲量潛能雖然較大，但是勘察的程度總體依然較低，

而且找礦週期較長；鈾礦開採冶煉技術與鈾利用率都需要大幅提高；

中國為保證鈾礦來源的多樣化，會從哈薩克、加拿大、澳大利亞進口；

中國在海外也開採一些鈾礦，比如在尼日爾、納米比亞、津巴布韋、

蒙古。135 

但要是從海外把鈾礦運回國內成本較高。這種成本不僅是經濟上

的，更是政治資源、人力資源與時間的浪費。「快爐」的發展能大大

提高鈾同位素的轉化率，從而減少核廢料的產生，所以最好還是發展

「快爐」來有效地解決中國對鈾的需求問題。 

 

                                                             
134

 《我國核能發展的再研究》（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5），頁 149—151。 
135

 Hui Zhang and Yunsheng Bai，“China’s Access to Uranium Resources”，Harvard Kennedy School，Belfer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May 2015，p.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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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全球鈾資源分佈圖 

 

說明：上圖的 15 個國家，鈾礦資源占全球的 97％。剩下的 3％分佈於另外 21 個國家。因為

國家數量眾多，所以上圖並沒有一一列舉出來。 

資料來源：“Uranium 2014: Resources，Production and Demand”，IAEA and NEA，NEA No. 7209，

2014，p.19. 

 

隨著中國核電規模的不斷擴大，「快爐」的經濟與環保優勢已經愈

發明顯，所以中俄都迫切的期望加速快中子反應爐之合作。俄羅斯已

經開始部署「快爐」核電站的發展，總體上可能在 2030 年後達到商業

化，2050 年後實現規模發展。 

中國預計到 2040 年，一般壓水爐的裝機容量將達到頂峰，之後

會逐年下降，2100 年基本淘汰，也就是說 2100 年後中國不再使用一

般核電站所用的壓水爐。而在 2040 年「快爐」裝機容量將會大幅提高，

到 2070 年穩定在 300GWe。（見圖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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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壓水爐和「快爐」裝機規模增長情景圖 

 

資料來源：《我國核能發展的再研究》（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5）， 

頁 92。 

 

快中子反應爐所表現出的商業價值使得中俄都願意深入對它的

合作。俄羅斯在這方面還是領先於中國的，早在蘇聯時期就設計建造

了快中子反應爐。俄羅斯與中國所合作的快中子實驗爐，為中國接下

來的「快爐」大發展奠定了基礎。 

 

三、海上浮動平臺之前景 

俄羅斯人口稀少，在北極的邊遠地區氣候寒冷，電力、淡水供應

不足。目前俄羅斯計劃在北極地區的科拉半島、亞馬爾半島、泰梅爾

半島、雅庫特地區，以及遠東的勘察加半島建立海上浮動核電站，來

解決當地的淡水和電力供應問題，同時浮動核電站可以為大型海上鑽

井平臺提供補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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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海洋資源是世界文明發展的方向之一，大多數國家都把發展

海洋作為國策。俄羅斯的海上活動關係到該國的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

發展，作為海上強國有利於其在國際社會中的權威。136 

任何國家的海洋政策都是由它的經濟方向與地理位置決定的。國

家的經濟方向依賴於自然資源。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任何國家都

有使用海上交通線的權利。俄羅斯的海洋政策方向是基於以下四個海

域，即北冰洋、太平洋、黑海、波羅的海。對於這個國家來說，其對

東方最有利的政策就是東部沿岸保持與太平洋的連接。137 

發展海上浮動核電站有利於俄羅斯加強對北極的控制。歐亞大陸

和北極之間的北方海上航道，可以作為俄羅斯將來的一條生命線。大

宗貨物或者能源因此得以運輸，這對於保障俄羅斯的經濟與能源安全，

發揮著重要作用。北方航道關繫著俄羅斯的利益，這是俄羅斯的歐洲

部分和遠東地區之間最短的海上航線。138 

海上浮動核電站的發展會對這條航線加以影響，船隻可以獲得補

給，導航和必要的幫助。如果這條航道生成，將會突破一些既有的地

緣政治、經濟，以及國際關係理論。 

 

                                                             
136
“Морская доктрин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напериод до 2020 года”，руководящие документы，

Утверждена Приказом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27 июля 2001.No.1387，стр.554—564. 
137

 Савинкин А.Е.，Военно-Морская идея россии（М.：Русский путь，1999），стр.118—121. 
138

 БоБрова Ю.В.，“Северный морской путь: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правовой режим в меняющемс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м контексте”，РСМД，ноября 2016，No. 9.ст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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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俄羅斯北方航道的水域示意圖 

 

 資料來源：БоБрова Ю.В.，“Северный морской путь: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правовой режимв меняющемс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м контексте”，РСМД， 

ноября 2016，No. 9.стр.3. （查閱時間：2017 年 4 月 9 日） 

 

南海扮演著西太平洋及印度洋咽喉的角色。全球海路線在此匯合，

成為連接世界經濟的槓桿支點。商船年運量過半在此。石油運量是蘇

伊士運河的 3 倍，巴拿馬運河的 15 倍。 

南海目前已經證明有 70 億桶石油的儲藏量，估計有 900 兆立方

英呎的天然氣儲量，而中國認為在南海有 1300 億桶石油。南海具有

極為重要的戰略性。雖然島礁眾多，但是露出水面的不到 40 個，從

而引起領土爭議。139 

有人認為，今日中國在南海的地位，如同美國在 19 世紀和 20 世

紀初在加勒比海的地位一樣。但事實上，南海比加勒比海更加重要。

因為加勒比海離主要的海上運輸線很遠，而南海卻位於主要的海上運

輸線上。140 對於中國來說，華南地區是其人口最為稠密的已開發地區，

                                                             
139

 Robert D.Kaplan，Asia’s Cauldron:The South China Sea and the End of a Stable Pacific（New York: Random 

House Press，2014），pp.9—12. 
140

 Robert D.Kaplan，Asia’s Cauldron:The South China Sea and the End of a Stable Pacific（New York: Random 

House Press，2014），pp.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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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說南海是中國華南地區安全的「天然屏障」。南海各島礁可以看做

是一個個堅強的據點，如果中國擁有了，那麼就會有一個延伸到印尼

的一千英里的戰略腹地。141 

中俄合作的海上浮動核電站可以運用於南海。海上浮動核電站體

積小，發電量不如一般的核電站。不過它可以為南海諸島與中國大型

海上鑽井平臺提供電力與淡水。為中國在南海的戰略延伸提供必要的

後勤保障。同樣海上浮動電站可以為其他國家的艦船和鑽井平臺提供

補給，從而加大中國在這片海域的威信力與話語權。 

 

圖 4—5 亞洲各國對南海的主權要求示意圖 

 

資料來源：“Challenging Beijing in the South China Sea”， 

July 31st，2012，<http://blogs.voanews.com/state- 

department-news/2012/07/31/challenging-beijing-in- 

the-south-china-sea/>.（查閱時間：2016 年 11 月 6 日） 

 

 

                                                             
141

 Robert D.Kaplan，Asia’s Cauldron:The South China Sea and the End of a Stable Pacific（New York: Random 

House Press，2014），pp.4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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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已經涉足南海的石油和天然氣開發，早在 2008 年就與越

南進行了合作。與對美國的埃克森美孚公司（Exxon Mobil）截然不同

的是，中國對俄羅斯天然氣公司（Gazprom）在南海的行為沒有給予

任何壓力。142 

中國對俄羅斯在南海活動的默許，為中俄在南海合作建設海上浮

動核電站打開了一扇大門。從而使中國可以更加順利的在實際所占島

礁和鑽井平臺配備海上浮動核電站。如果將來俄羅斯的北方航道開通，

中國或許也可以從中分一杯羹。 

 

 

 

 

 

 

 

 

 

 

 

 

 

                                                             
142

 Bill Hayton，The South Chain Sea：The Struggle for Power in Asia（Yale:Yale University Press，2014）， 

pp.141—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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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一帶一路」下之中俄核能合作 

中國核電的發展經歷了引進、消化、吸收和再創新的過程。經過

二十幾年的積累和經驗，中國已經掌握了成熟的核電技術，尤其是自

主知識產權的第三代核電技術的開發。在「一帶一路」之下，中國核

電可以「走出去」，以提振國家形象。俄羅斯極大地幫助了中國民用核

能工業的完善與進步。目前中國核電，已經在埃及和伊朗的核能市場

與俄羅斯產生了競爭。但是在國外中俄仍然有解脫束縛，進行核能合

作的機會。 

 

一、 中國核電「走出去」 

二十一世紀開局以来，國際格局發生歷史性深刻調整和轉折。

2008 年國際金融危機催化新一輪國際格局調整。美國加緊實施亞太

「再平衡」戰略以來，國際戰略重點由反恐轉向防範其他大國崛起的

挑戰。中國因而面臨了巨大壓力。143 

「中國夢」是由前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提出來的，漸漸地得到了廣

泛共識。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上台後，清醒地認識到凝聚國家意志，

在追求物質的中國社會變得尤為重要，但這並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而

「一帶一路」是實現「中國夢」的關鍵一環。144 

在 2013 年秋，習近平提出了「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 世紀海上

絲綢之路」的戰略構想，簡稱「一帶一路」。其最為重要的目標就是，

                                                             
143 蘇格，「全球視野之一帶一路」，國際問題研究，第 2 期（2016），頁 1—4。 
144

 Peter Ferdinand，“Westward ho—the China Dream and‘One Belt，One Roa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Under 

Xi Jinping”，International Affairs，Vol.92，No.4，2016，pp.94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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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中國在全球的地位和影響力。145 

「一帶一路」在理念和實踐上為中國周邊外交注入新的生命力。它

能有效整合中國「積極西進」與「海上突破」兩種周邊外交思路，有助

於統籌中國邊疆發展與周邊外交。146 

 

 
圖 4—6 中國之「一帶一路」示意圖 

 

資料來源：Gisela Grieger，“‘One Belt，One Road’(OBOR): China's 

regional integration initiative”，Briefing，July 2016，European  

Parliamentary Research Service，p.3.（查閱時間：2017 年 4 月 9 日） 

 

作為「一帶一路」的一部分，中國核電「走出去」計劃也是於 2013

年提出的。中國國家總理李克強，在 2015 年 4 月 3 日召開的中國裝

備「走出去」和推進國際產能合作會議上提出，「中國的外貿要帶動產

品、技術、服務的全產業鏈出口」，147從而為中國核電「走出去」指出

了方向。 

                                                             
145

 Christopher K.Johnson，“President Xi Jinping’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A Practical Assessment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Roadmap for China’s Global Resurgence”，A Report of CSIC Freeman Chair in China Studies，
March 2016. 
146

 祁懷高，「一帶一路對中國周邊外交與亞洲發展的影響」，中國周邊外交學刊，第 2 輯（2015）， 

頁 71—72。 
147

 朱強，「中國核電走出去戰略研究」，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博士論文（2015），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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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電是「一帶一路」戰略的重點。中國除了要在國內開發核電外，

還要積極致力於國際市場，提高國際競爭力。2015 年 6 月 16 日，中

國核工業集團公司在福建省舉辦了「華龍一號」技術說明會。148與會

的有英國、美國、加拿大、法國、阿爾及利亞、蘇丹的核能代表。中

國想藉此推動此項技術的輸出。會上國家能源局預計 2020 年以前國

外將有 6 至 8 套中國承建的核電裝置開始施工。149 

俄羅斯依託發達的核能產業已經向多國進行了核能輸出。隨著中

國核電的輸出，中俄已經存在了競爭關係，但是競爭還不明顯。雖然

中國已經可以進行核能輸出，核能工業體系逐漸完善，可與俄羅斯的

核工業相比還不夠成熟。 

 

表 4—10 俄羅斯向外輸出核電態勢 

國家 項目名稱 爐型 規模 

土耳其 阿庫尤 AES—2006 4×1200MW 

伊朗 布什爾 VVER—1000 1×1000MW 

中國 田灣一、二期 AES—91 4×1120MW 

越南 寧順一期 AES—91 2×1060MW 

孟加拉 Rooppur AES—92 2×1000MW 

白俄羅斯 奧斯特羅維茲 AES—2006 2×1200MW 

印度 庫坦庫拉姆 3、4 號 AES—92 2×1050MW 

約旦 阿姆拉 AES—92 2×1050MW 

亞美尼亞 亞美尼亞電站 3 號 VVER—1000 1×1060MW 

烏克蘭 赫梅利尼茲基 3、4 號 AES—92 2×1050MW 

捷克 泰梅林 3、4 號 AES—2006 2×1200MW 

芬蘭 Hanhikivi 電站  1×1020MW 

哈薩克   300 至 1200 MW 

匈牙利 波克什電站擴建   

埃及 Dabaa   

資料來源：朱強，「中國核電走出去戰略研究」，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博士論文 

（2015），頁 43。 

 

                                                             
148

 中國目前最先進的百萬千瓦級壓水爐核電技術。 
149 「世界核電正在進入俄羅斯、中國兩強時代」，中外能源，第 11 期（2015），頁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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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俄核能之競爭與合作 

世界的相互依存程度不斷增加，各國交往的頻率也就不斷增加，

合作和衝突的可能性都會隨之增加。如果在同樣既有利益衝突又有利

益趨同的情況下，國家拒絕政策協調，結果就是國家之間的爭端。所

以，既存在利益衝突又存在利益趨同的情況可以導致合作，也可以導

致爭端。150 

中俄在田灣二期項目談判過程中，因為俄方報價過高和一些其他

原因，使得俄羅斯唾手可得的田灣三期項目被承建給了中國本土企業。

中國這麼做是為了顯示自己有能力進行核電站的建設，同時也是給俄

方一個下馬威，迫使其在田灣二期項目上降價。 

而在國際上，中俄在埃及核電項目上存在著競爭。2015 年 2 月

10 日，俄羅斯總統普京與埃及總統會談，簽署了在埃爾達巴建造首

座核電站的諒解備忘錄。俄羅斯計劃幫助埃及建造兩座核電站和海水

淡化裝置。同年 5 月 21—23 日，中國核工業集團公司訪問埃及。雙

方於 5 月 27 日簽署了核電合作的諒解備忘錄。中國則想把目前國內

最先進的「華龍一號」出口到埃及。經過埃及對俄羅斯、中國、法國、

韓國所提出的方案進行慎重考慮後，6 月 8 日宣佈俄羅斯原子能集團

公司獲得了此項目的招標。151 

中俄在伊朗核設施的建設項目上存在著競爭與合作。伊朗核問題

由來已久，上世紀 50 年代其核能發展得到了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支

持。但美伊斷交後，美國多次指責伊朗是以發展民用核能為掩護，從
                                                             
150

 Robert O. Keohane，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5），pp.80—83. 
151

 同註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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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發展核武器，國際原子能機構也對其進行了多次決議，2010 年 6

月安理會也通過了對伊朗史上最嚴厲的制裁。經過長時間的多方談判，

安理會終於在 2015 年 7 月 20 日取消了制裁。152 

而俄羅斯一直在幫助伊朗建設核電站，並於 2013 年 9 月開始運

轉。2014 年 11 月俄羅斯與伊朗簽署協議建設 8 套核設施（布什爾 4

套，其他地方 4 套）。2015 年 4 月 14 日中國與伊朗就支援建設核電

站項目達成一致意見。經過協調後，伊朗又與俄羅斯達成一致，俄羅

斯至少負責 2 個核電站建設，其餘的則由中國負責。153 

合作是國際關係的實質，但合作並不是國家間關係的和諧狀態。

合作情形的基本特徵是利益衝突和利益趨同並存。國家之間有著利益

衝突，但調整各自政策之後，相互的實際或預期效用相吻合，從而克

服利益衝突，達到實現共同利益的結果。154中國與俄羅斯在伊朗核項

目上就是很好的實例。 

 

三、中俄核能之競爭或合作 

如果使用博弈法推理，可以比較清楚地說明新自由制度主義提出

的作為國家合作基礎的兩種情形。這兩種形式都是以共同利益為基礎

的。155第一種是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典型的兩人囚徒困境

博弈。 

 

                                                             
152

 Арбатов А.，“Ядерное Соглашение с Ираном:Феномен или Прецедент?”，Миро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и  

Междуно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2016.No.3.стр.5—15. 
153

 同註 22。 
154 秦亞青，「國際制度與國家合作——反思新自由制度主義」，外交學院學報，第 1 期（1998），頁 41。 
155

 Arthur A. Stein，“Coordinationand Collaboration: Regimesinan Anarchic World”，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6，Spring，1982，pp.301—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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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博弈中，中國和俄羅斯都是理性的，並且都以自身的國家利

益為最高標準。雖然中俄的最優結果是 A1B1，但是由於兩國都希望

達到自身的最佳效果，即中國希望達到 A2B1，而俄羅斯則希望達到

A1B2，並以此作為自己的占優戰略，同時雙方又擔心對方不合作。這

樣中俄兩國的理智行為，就得到了次優解，即 A2B2。 

 
 

 
圖 4—7 典型的兩人囚徒困境博弈示意圖 

 
資料來源：Arthur A. Stein，“Coordination and Collaboration: Regimes in an Anarchic World”，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 36，Spring，1982，p.302. 

 

也就是說明，如果只是單方合作，就會導致另一方的不合作欺騙

行為，因為一方合作，而另一方不合作就會導致 A2B1 或 A1B2，如果

中俄出現這種情況，卻又希望得到最優解，那麼兩國就陷入了尋求共

同利益的困境博弈。156 

第二種情形是避免共同失利困境（Dilemma of common aversion），

即博弈雙方希望避免一個雙方均會失利的結果。其中典型的利益與衝

突並存的博弈是「有占優戰略避免共同失利博弈」。157 

在這種博弈中，中俄雙方最希望避免的結果是 A2B2，但雙方最
                                                             
156

 Arthur A. Stein，Why Nations Cooperate: Circumstance and Choi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0)，pp. 36—38. 
157

 這裡刪去了 Stein 提出的非衝突博弈 (Non-conflict game) 和無占優戰略的共同避免失利困境(Dilemma of 

common aversion and common indifference)。這兩種博弈不涉及參與人的利益衝突，所以不能夠滿足 Keohane 

關於合作條件的定義，故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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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得到的結果卻不一樣。中國最希望 A2B1，而俄羅斯最希望 A1B2。

這樣雙方就都有了占優戰略。中國獨自決策，則必然採用 A2 戰略；

俄羅斯獨自決策，則必然採用 B2戰略。這樣一來，博弈解則成為A2B2，

也就是雙方最希望避免的結果。所以如果博弈雙方希望達到比較理想

的結果,則必須放棄單獨決策,進行協調與合作。 

 

 
圖 4—8 典型的利益與衝突並存博弈示意圖 

 
資料來源：Arthur A. Stein，“Coordination and Collaboration: Regimes in an Anarchic World”，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 36，Spring，1982，p.303. 

 

在核電出口方面雖然中俄存在競爭關係，但近些年來中俄關係逐

漸緊密。俄羅斯則表示強化與中國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是其外交的

最優先事項。所以在第三國的核能市場遇到競爭困境時，應該運用第

二種情形，以避免共同失利。中俄雙方要避免獨自決策，進行行之有

效地協調與合作。 

「一帶一路」計劃中有六大經濟走廊，是指中國正在與「一帶一

路」沿線國家積極規劃中蒙俄、新亞歐大陸橋、中國—中亞—西亞、

中國—中南半島、中巴、孟中印緬六大經濟走廊建設。目前俄羅斯的

核電工業指出口到了這些地區的少數國家。俄羅斯在中亞地區根植多

年，中國在俄羅斯傳統勢力範圍內利益肯定會受到影響。158俄羅斯對

                                                             
158

 Gisela Grieger，“China's leading role in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sation”， Briefing，June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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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一帶一路」最初也不是很熱情。南海一直被中國稱為「核心

利益」。如果俄羅斯想在東南亞等南海周邊國家發展核電，對於中國

來說，也會有所顧慮。所以中俄不如在這些國家避免失利，共同合作

開發核電。 

 

 
圖 4—9「一帶一路」計劃之六大經濟走廊 

 

資料來源：Gisela Grieger，“‘One Belt，One Road’(OBOR):China's regional integration  

initiative”，Briefing，July 2016，European Parliamentary Research Service，p.4.  

（查閱時間：2017 年 4 月 9 日） 

 

 

 

 

 

 

 

 

                                                                                                                                                                               
European Parliamentary Research Service，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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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小結 

田灣核電站一期項目是中俄迄今為止最大的技術合作項目。它極

大緩解了江蘇省，乃至整個華南地區的電力緊張狀況。隨著田灣一期

的運行，它的經濟成效愈發明顯。如今已成為所在地連雲港市最大的

新增稅源，田灣核電站的單位造價，在中外合作已投運核電廠中是最

低的。可以說田灣一期為江蘇省贏得了更多引進外資的機會。 

評判一個國家的核工業是否成熟有兩個標誌，其中一個是鈾濃縮

技術。中國通過俄羅斯的幫助，其技術水準已經接近了俄羅斯第 8 代

技術。中國國內對鈾濃縮技術進行了本土化，已經可以滿足國內所需。

不得不說中俄合作的鈾濃縮技術成效顯著。乏燃料的處理是評判一個

國家的核工業是否成熟的另一個標誌。中國目前還沒有這個能力，而

俄羅斯每年可以處理 3500t 的乏燃料，將來有望突破 5000t。 

日本福島核事故，對中俄更加完善自身的核能產業產生了深遠影

響。中俄很早就開始了核監管方面的合作。雙方經常進行人員交流與

實地考察。田灣一期發生事故的概率遠遠低於世界水準，這有賴於田

灣核監管與工程技術成效發揮的作用。 

中國為了自身的能源安全和環境保護對核能越發重視。而發展核

能俄羅斯對經濟與地緣政治有所幫助，所以兩國在核能方面的合作還

是有可觀的前景。 

使用快中子反應爐是將來世界的趨勢。其運用的就是乏燃料處理

技術。俄羅斯很早就開始部署它的建設工作，中國也在加緊建設。海

上浮動核電站有益於俄羅斯加強對北極的控制和開闢北方航道。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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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把其運用於南海諸島。中國默許俄羅斯在南海的行為為中俄合作

建設海上浮動核電站打開了一扇大門。「快爐」與海上浮動平臺對中俄

兩國來說都是前景可觀。 

因為「一帶一路」，中國核電已經開始「走出去」，與俄羅斯逐漸

形成了競爭的態勢。但是中國的核工業還遠不如俄羅斯的成熟，所以

在第三國的核能市場遇到競爭困境時，中俄雙方要避免獨自決策，要

共同進行行之有效地協調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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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蘇聯解體以後，政治、經濟地位受挫，而俄羅斯向中國輸出核能

設備有助於提升在中國的影響力。中國以往的能源結構主要以煤炭為

主，所以急需能源結構的轉型。中國與核工業較為發達的俄羅斯進行

核能合作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但是俄羅斯在建國初期，其親西方的政策，並沒有使歐美國家買

帳。中國威脅論在俄羅斯開始蔓延。俄羅斯一方面害怕核工業過於強

大的中國會把核技術運用於武器，另一方面懷疑中國是否會對曾經所

割讓的領土發難，以及過多的中國移民湧入西伯利亞地區。所以對想

發展核工業的中國不敢有大動作。因此中俄兩國的核能合作受到了一

些阻力。 

車諾比時間的陰霾還未完全散去。世界各國對俄羅斯的核能力還

抱有一絲疑慮。況且俄羅斯的核技術只不過是改進後的二代核技術，

而歐美等國家已經發展出了 3 代核技術，並且對中國還會提供全額貸

款，所以俄羅斯的核工業並不是中國與之合作的唯一選擇。 

福島核事故使得中俄都加強了自身核工業體系法律法規的健全。

在中國核安全合作的 20 年裡，中國從俄羅斯吸收來的核監管理念，

有效地保障了中國核工程建設所有安全和質量相關活動都處於受控

狀態。 

中國要擺脫能源瓶頸，維護能源安全。發展核工業有助於中國提

升自身的政治、經濟地位。預計到 2020 年，中國使用核能將是 2010

年的 4 倍左右。俄羅斯與中國的核能合作除了提高自身收益外，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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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加大對中國的影響力。所以說中俄利益在此交匯。俄羅斯不希望中

國在中亞地區過度發展。中國對俄羅斯在南海的活動也有一些顧慮。

所以中俄應該採取避免共同失利的策略，共同進行核能合作。 

筆者對中俄民用核能研究發現。中俄核能合作項目主要涵蓋了田

灣核電站一、二期工程，蘭州和漢中的鈾濃縮廠，位於北京的快中子

實驗反應爐和海上浮動核電站。廣義的「核能」還包括涉核法律法規、

核安全、核監管、乏燃料處理、核廢料處理等一系列問題。 

田灣核電站位於江蘇省連雲港市，是中俄迄今為止最大的經濟工

程項目。它使得俄羅斯度過了核工業的寒冬，為其日後的核工業出口

奠定了基礎與信心。有人稱它為中俄核能合作之典範，但其中也存在

著一些問題，比如俄方拖延工時，技術保守，對田灣二期的報價過高

等。但無論如何，田灣一期項目為持續推動江蘇省的經濟建設和中國

核電事業安全高效發展，進一步鞏固和深化中俄核能領域的合作發揮

了重要作用。 

位於蘭州和漢中的鈾濃縮廠使用的部分離心機是由俄羅斯提供

的。俄羅斯在鈾同位素分離技術方面全球領先，其他國家很少有掌握

這方面技術的。中國掌握了俄羅斯這方面的技術，可以為將來核反應

爐發電提供充足的原料。 

使用快中子反應爐是未來核能的趨勢。此種爐型的使用可以大大

提高鈾同位素的轉化，也就是我們所稱為的乏燃料處理或「密閉循環

處理」。中國並不是一個鈾資源十分發達的國家，所以在鈾資源愈發

減少的情況下，快中子反應爐的使用是最好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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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浮動核電站是一個新鮮事物。俄羅斯在蘇聯時期就對其進行

了開發。俄國想把這種海上浮動平臺用於北極地區居民和大型海上鑽

井平臺供應電力與淡水，從而加大對北極的控制。中國則想把海上浮

動核電站運用於南海。雖然俄羅斯保證這種核設施的安全性很高，但

是如果它萬一發生洩漏，後果比一般核電站嚴重得多。 

制度安排在合作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制度安排在國際上是國與國

之間溝通的平臺，在國內是治理國家的基石，在企業內決定著其發展

方向，速度和質量。充分發揮制度安排的功能和作用，以確保所定目

標之實現。當然，制度安排不是一成不變的，要隨著時代變遷，本國

國情來制定和修改。 

上海合作組織無疑把中俄關係拉近了，中俄核能合作正是在上合

組織與中俄總理定期會晤核問題分委會機制下順利進行的。中國國家

原子能機構與俄羅斯原子能公司；中國國家核安全局與俄羅斯聯邦環

境、技術與核監督局是對等機構，負責核問題分委會佈置的具體工作。

中國核工業集團公司、中國核工業建設公司、中廣核公司、俄羅斯原

子能公司、俄羅斯核工業出口公司，以及眾多科研單位都參與了中俄

核能合作。俄羅斯原子能公司是一個具有特殊法律地位的公司，更多

情況下受總統的直接領導。 

田灣核電站的經濟成效愈發明顯。它極大緩解了江蘇省，乃至整

個華南地區的電力緊張狀況。為連雲港市增添稅收，為江蘇省贏得了

更多引進外資的機會。同時在中外合作已投運核電廠中田灣一期項目

的單位造價是最低的。它的核工程技術處理成效也很突出，主要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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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發生事故概率低，以及獨一無二的雙層安全殼、高水準鋼纜系統、

爐芯熔物捕集器、全數字化儀控系統。但是中國目前為處理核工程技

術提供理論保障的研究設施和工程研發基地非常落後。中國對田灣核

電站的安全分級採用的是俄羅斯的方法。這個方法擁有廣泛共識，行

之有效。 

評判一個國家的核工業是否成熟有兩個標誌，其中一個是鈾濃縮

技術，另一個是乏燃料處理能力。中俄合作的鈾濃縮技術成效顯著，

鈾濃縮技術水準已經接近了俄羅斯第 8 代技術，並且已經可以滿足國

內所需。不過中國目前還沒有乏燃料處理這個能力，而俄羅斯每年可

以處理 3500t 的乏燃料，將來有望突破 5000t。 

日本福島核事故，對中俄更加健全自身的核能工業的法律法規產

生了深遠影響。俄羅斯對中國目前所形成的核監管觀念起了極大地作

用。中國的核監管觀念有效地保證了工程建設所有安全和質量相關活

動都處於受控狀態。中俄很早就開始了核監管方面的合作。雙方經常

進行人員交流、互訪、實地考察。 

中國為了自身的能源安全和環境保護對核能越發重視。而發展核

能對俄羅斯的經濟與地緣政治有所幫助，所以兩國在核能方面的合作

還是有可觀的前景。 

使用快中子反應爐是將來世界的一個趨勢，前景不可小覷。其運

用的就是乏燃料的處理技術。俄羅斯很早就開始部署它的建設工作，

中國目前處在商用快中子反應爐的建設階段。 

海上浮動核電站有益於俄羅斯加強對北極的控制和開闢北方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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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中國可以把其運用於南海諸島，以延伸其戰略腹地。它還可以為

島礁和大型鑽井平臺提供淡水和電力，為他國艦船提供必要幫助，從

而增加中國在這一地區的威信和話語權。中國默許俄羅斯在南海的行

為或許可以加快中俄在此合作建設海上浮動核電站。換句話說，如果

將來北方航道開通，中國應該也可以分一杯羹。 

因為「一帶一路」，中國核電已經開始「走出去」。在國際上可以

與俄羅斯的核工業一決高下，比如在埃及和伊朗。但是中國的核工業

還遠不如俄羅斯的成熟，所以在第三國的核能市場遇到競爭困境時，

中俄雙方要避免獨自決策，要共同進行行之有效地協調與合作。俄羅

斯也可以依託於「一帶一路」的六大經濟走廊與中國合作，在第三國

進行核能開發。 

筆者對於中俄核能合作的後續研究有一些自己的建議。雖然在如

上的研究中並沒有提出來，但是這些建議是在之前的研究結果中衍生

出來的。希望這些建議可以為之後的研究指明方向，更好的為中俄核

能合作提供見解。 

一、俄羅斯的核電站技術是改進後的二代核技術，國際上的核工

業發達國家已經研發出了第四代核技術。中國自身開發的「華龍一號」，

也已經達到了第三代的水平。且俄羅斯對於核電站的報價過高，工期

長，所以在核電站方面，中俄沒有必要再進行合作。 

二、雖然中國的鈾濃縮技術已經可以滿足國內需要，但是其水平

仍然落後於俄羅斯，最好還可以繼續引進更先進的鈾同位素分離機，

以滿足自身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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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國要加強為處理研究設施和工程研發基地的建設，以促進

其理論保障的健全。 

四、中俄要加快在南海地區合作建設海上浮動核電站，為中國在

這一海域的實際占領提供淡水和電力。 

五、中國的核工業體系還不成熟，在走向國際的同時，不要與俄

羅斯針鋒相對，要盡量與其共同合作開發。 

六、俄羅斯可以依託「一帶一路」的六大經濟走廊與中國合作，

在第三國進行核能開發。 

 

 

 

 

 

 

 

 

 

 

 

 

 

 



 

122 
 

參考文獻 

壹、中文文獻 

一、專書 

《我國核能發展的再研究》（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5）。 

方明、劉茵、韓美新，《核電大危機》（香港：明鏡出版社，2011）。 

日茲寧，《俄羅斯能源外交》（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包宗和 主編，《國際關係理論》（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11）。 

張柏春、姚芳、張久春、蔣龍，《蘇聯技術向中國的轉移 1949—1966》（山東： 

山東教育出版社，2004）。 

張燦勇、馬明禮，《核能及新能源發電技術》（北京：中國電力出版社，2009）。 

戚文海，《中俄能源合作：戰略與對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 

馮紹雷，《制度變遷與對外關係—1992 年以來的俄羅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社，1997）。 

趙可金、倪世雄，《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 

歐陽予、於仁芬、繆寶書，《核能—無窮的能源》（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1）。 

羅傑森，夏慶宇譯，《中國與俄羅斯：競爭與合作》（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6）。 

 

二、期刊 

「中俄總理第五次定期會晤聯合公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報，第 6 期 

（2001），頁 18—19。 

「中俄總理第七次定期會晤聯合公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報，第 26 期 

（2002），頁 20—22。 

「中俄總理第八次定期會晤聯合公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報，第 31 期 

（2003），頁 63—65。 

「中俄總理第九次定期會晤聯合公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報，第 34 期 

（2004），頁 37—41。 

「中俄總理第十次定期會晤聯合公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報，第 1 期 

（2006），頁 33—38。 

「中俄總理第十一次定期會晤聯合新聞公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報， 

第 1 期（2007），頁 32—36。 

「中俄總理第十二次定期會晤聯合新聞公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報， 

第 35 期（2007），頁 33—40。 

阿廖申，「中俄核安全監管合作前景展望」，中國核工業，第 3 期（2015）， 

頁 58—59。 

周延麗，「中俄能源合作發展前景分析」，歐亞經濟，第 2 期（2006），頁 39—42。 

祁懷高，「一帶一路對中國周邊外交與亞洲發展的影響」，中國周邊外交學刊，第 

2 輯（2015），頁 70—85。 

秦亞青，「國際制度與國家合作——反思新自由制度主義」，外交學院學報，第 1 

期（1998），頁 40—47。 

孫泳濱，「田灣核電站物項的安全分級」，核動力工程，第 26 卷第五期（2005）， 

頁 519—522。 



 

123 
 

陳柯旭，「中俄核電合作的前景分析」，西伯利亞研究，36 卷第 4 期（2009）， 

頁 63—66。 

康慧、王偉，「核電廠核級技術設備安全分級」，電力勘探設計，第 2 期（2007）， 

頁 67—71。 

熊文斌，「俄羅斯核電安全監管體系及啟示」，輻射防護通訊，第 4 期（2012）， 

頁 23—28。     

熊興、胡宗山，「國際能源合作的政治學理論評述」，深圳大學學報，第 32 卷第 5 

期（2015），頁 45—49。 

潘光，「上海合作組織與中國的海外能源發展戰略」，世界經濟研究，第 7 期（2005）， 

頁 4—9。 

——，「中國的能源外交」，外交評論，第 1 期（2008），頁 37—40。 

韓立華，「上海合作組織框架下多邊能源合作的條件與前景」，國際石油經濟，第 

6 期（2006），頁 2—6。 

蘇格，「全球視野之一帶一路」，國際問題研究，第 2 期（2016），頁 1—13。 
 

三、學位論文 

朱強，「中國核電走出去戰略研究」，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博士論文（2015）。 

李遠祥，「俄羅斯核能產業發展之研究」，台北：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碩士論文 

（2011）。 
 

四、官方文件 

《中國的核應急白皮書》，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6 年 1 月 27 

日發佈。 

《關於完善核電上網電價機制有關問題的通知》（發改價格「2013」1130 號）， 

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2013 年 6 月 15 日發佈。 

 

五、研究報告 

中國電力聯合會，《電力工業「十二五」規劃滾動研究綜合報告》，2012 年 3 月 

14 日發佈。 

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部，《國家核安全局 2008 年年報》， 2009 年 11 月 13 

日發佈。 

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部，《國家核安全局 2012 年年報》， 2014 年 2 月 17 日 

發佈。 

 

六、報刊 

「中俄聯合聲明」，人民日報，2004 年 10 月 15 日。 

「中俄總理定期會晤第十四次聯合公報」，人民日報，2009 年 10 月 15 日。 

李剛，「中廣核啟動海上核電站實驗堆建設」，人民日報，2016 年 11 月 6 日， 

第四版。 

李肇星，「和平、發展、合作——新時期中國外交的旗幟」，人民日報，2005 年 

8 月 23 日。 
 

七、網絡資料 

<中俄總理第三次定期會晤>，《光明網》，1998 年 2 月 18， 



 

124 
 

<http://www.gmw.cn/01gmrb/1998-02/18/GB/17607%5EGM1-1814B.HTM>。 

<中俄總理第十三次定期會晤聯合公報>，《新華網》，2008 年 10 月 29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10/29/content_10269609.htm>。 

<中俄總理第十五次定期會晤聯合公報>，《人民網》，2010 年 11 月 24 日，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4/13308767.html>。 

<中俄總理第十六次定期會晤聯合公報>，《新華網》，2011 年 10 月 12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1-10/12/c_122149702_2.htm>。 

<中俄總理第十七次定期會晤聯合公報>，《新華網》，2012 年 12 月 6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12/06/c_124059500.htm>。 

<中俄總理第十八次定期會晤聯合公報>，《新華網》，2013 年 10 月 22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0/22/c_117827120.htm>。 

<中俄總理第十九次定期會晤聯合公報>，《新華網》，2014 年 10 月 15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10/15/c_1112824951.htm>。 

<中俄總理第二十次定期會晤聯合公報>，《新華網》，2015 年 12 月 18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2/18/c _1117499329.htm>。 

<中俄總理第二十一次定期會晤聯合公報>，《新華網》，2016 年 11 月 8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6-11/08/c_1119870609.htm>。 

<中俄總理會晤委員會核問題分委會第 14次會議召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 

人民政府網》，2010 年 9 月 1 日， 

<http://www.gov.cn/gzdt/2010-09/01/content_1693022.htm>。 

<中俄核領域合作路線圖>，《中新網》，2012 年 6 月 11 日， 

<http://finance.chinanews.com/ny/2012/06-11/3954862.shtml>。 

<中國計劃在 2016年底啟動海上浮動核電站建設>，《新華網》，2016 年 3 月 2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mrdx/2016-03/02/c_135146803.htm>。 

<中俄總理定期會晤委員會核問題分委會第 19次會議召開>，《中華人民共和國信 

息和工業部網》，2015 年 9 月 12 日， 

<http://www.miit.gov.cn/n1146290/n4337866/c4345050/Content.html>。 

<中俄總理定期會晤委員會核問題分委會第二十次會議在京舉行>，《中華人民共 

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2016 年 9 月 7 日， 

<http://www.gov.cn/xinwen/2016-09/07/content_5106040.htm>。 

<許達哲主持召開中俄核問題分委會第十八次會議>，《中華人民共和國信息和工 

業部網》，2014 年 9 月 4 日， 

<http://www.miit.gov.cn/n1146290/n1146397/c4217916/content.html>。 
 

贰、英文文獻 

一、專書 

Arthur A. Stein，Why Nations Cooperate: Circumstance and Choi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0）. 

Hayton Bill，The South Chain Sea：The Struggle for Power in Asia（Yale:  Yale 

University Press，2014）. 

Feiveson H.A.，Glaser A.， Mian Z.，Von Hippel F.N.，Unmaking the Bomb：A Fissile  

Material Approach to Nuclear Disarmament and Nonproliferation（Cambridge： 

MIT Press，2014）. 



 

125 
 

D.Kaplan Robert，Asia’s Cauldron:The South China Sea and the End of a Stable Pacific 

（New York: Random House Press，2014）. 

O.Keohane Robert，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5）.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Colorado ：Westview Press，1989）. 

—— and Robert Axelrod，Achieving Cooperation under Anarchy : Strategies and   

Institutions（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6）. 

S. D. Krasner，Sovereignty，Regimes，and Human Rights（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3）. 
 

二、期刊 

Arthur A. Stein，“Coordination and Collaboration: Regimes in an Anarchic Worl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 36，International Regimes，Spring 1982， 

pp.299—234. 

Hui Zhang，“China’s Uranium Enrichment Complex”，Science and Global Security， 

2015，Vol.23，pp. 171—190. 

Kenneth A. Oye，“Explaining Cooperation under Anarchy: Hypotheses and Strategies”，

World Politics，Vol.38，No.1，Oct.，1985，pp.1—24. 

Peter Ferdinand，“Westward ho—the China Dream and‘One Belt，One Roa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Under Xi Jinping”，International Affairs，Vol.92，No.4，2016， 
pp.941—957. 

Robert O. Keohane，“The Demand for International Regim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36，No.2，Spring 1982，pp.325—355. 

Zhao Suisheng，“China’s Approaches toward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East Asia:  

Motivations and Calculations”，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Vol.20，Issue 68， 

2011，pp.53—67. 

Zhao Huasheng，“China’s View of and Expectations from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Asian Survey，Vol.53，No.3，2013，pp.436—460. 

 

三、官方文件 

“Bishkek Declaration by the Heads of the Member States of the SCO”，Bishkek，16  

Augest，2007. 

“Charter of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St. Petersburg，07 June，2002. 

“Declaration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hanghai，15 June，2001.  

“Dushanbe Declaration by the Heads of the Member States of the SCO”，Dushanbe， 

11 September，2014. 

“Meeting of the Council of Heads of Government (Prime Ministers) of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Beijing，23 September，2003. 

“Meeting of the Council of Heads of Member States of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Ufa，9—10 July）”， Ufa，10 July，2015. 

“The Tashkent Declaration of the Fifteenth Anniversary of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Tashkent，24 June，2016. 



 

126 
 

“The Thirteenth Meeting of the Council of Heads of Government (Prime Ministers)  

of the Member States of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Hastana，15  

December，2014. 

“Twelfth meeting of the Council of Heads of Government (Prime Ministers) of the  

Member States of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Tashkent，29  

November，2013. 

 

四、研究報告 

“Euratom Supply Agency (2013)”，Annual Report 2012（ISBN 978-92-79-30850-5）. 

“Exposing the Troubled History of Russia’s State Nuclear Corporation”，October  

2014，Greenpeace International. 

“Uranium 2014: Resources，Production and Demand”，IAEA and NEA，NEA No. 7209， 

2014.  

A.Panasyuk，A. Vlasov，S. Koshelev，T. Shea，D. Perricos，D. Yang，and S. Chen，    

“Tripartite Enrichment Project: Safeguards at Enrichment Plants Equipped  

with Russian Centrifuges”，IAEA-SM-367/8/02 (IAEA，2001).  

Christopher K.Johnson，“President Xi Jinping’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A Practical  

Assessment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Roadmap for China’s Global  

Resurgence”，A Report of CSIC Freeman Chair in China Studies，March 2016. 

Grieger Gisela，“China's leading role in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sation”， 

Briefing，June 2015，European Parliamentary Research Service. 

——，“‘One Belt，One Road’(OBOR):China's regional integration initiative”， 

Briefing，July 2016，European Parliamentary Research Service. 

Zhang Hui and Bai Yunsheng，“China’s Access to Uranium Resources”，Harvard  

Kennedy School，Belfer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May 2015. 

Pomper Miles，“The Russian Nuclear Industry: Status and Prospects”，CIGI Nuclear  

Energy Futures，Paper No.3，2009. 

 

五、網路資料 

“China to Double Nuclear Power Capacity by 2020”，November 16，2007， 
<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07-11/16/content_6257821.htm>. 

“China to Increase Nuclear Power Capacity”，Noveber 3，2007， 

<www.chinadaily.com.cn/bizchina/2007-11/03/content_6228767.htm>. 

“For a complete organisational chart”， 

<http://www.rosatom.ru/en/about/nuclear_industry/ Industry_structure/>. 

“Russia invites China to join exploitation of Russian uranium deposits”，Augest 30， 

2010， 

<http://www.wise-uranium.org/upru.html#RUGEN>. 

“Sino-Russian Nuclear Cooperation”，February，2013， 

<http://nbn.media/wp-content/uploads/2015/01/Sino.-Russian-Nuclear-Cooper

ation-February-2013.pdf>. 

“The Russian Analytical Digest”，November 30，2016， 

<http://www.css.ethz.ch/content/dam/eths/special-interest/gess/cis/center-for

-securities-studies/pdfs/RAD193.pdf>. 



 

127 
 

“World Uranium Mining Production”，July 2016， 
<http://www.world-nuclear.org/information-library/nuclear-fuel-cycle/mining- 
of-uranium/world-uranium-mining-production.aspx>. 
 

叁、俄文文獻 

一、專書 

С.З. Жизнин，Основы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й Дипломатии（М.：Мгимо(У) МИД России， 

2003）.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М.：Научная Книга，1999）. 

А.Е. Савинкин，Военно—Морская Идея России（М.：Русский Путь，1999）. 

 

二、期刊 

“Морская Доктрин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Напериод до 2020 Года”， 

Руководящие Документы，Утверждена Приказом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27 Июля 2001.No.1387，стр.554—564. 

“Тяньваньская Генерация”，Атомный Календарь，2005.No.5.стр.4—10. 

А. Арбатов，“Ядерное Соглашение с Ираном:Феномен или Прецедент?”， 

Миро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и Междуно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2016.No.3.стр.5-15. 

А. Бородавкин，“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по Пути Добрососедства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2009.No.05. стр.1—12. 

С.З. Жизнин，“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 на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м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Трубопроводный Транспорт Нефти，2005.No7.стр.18—30. 

В.В. Парамонов，А.В. Строков，“Современный Формат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ого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Основ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Евразия，2012.No.07. стр.3—15. 

 

三、研究報告 

“Обзор Ядерных Технологий – 2016”，IAEA Генеральн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GC(60)/INF/2，13 Июля，2016. 

А.А. Акатов，Ю.С.，Коряковский，“Будущее Ядерной Энергетики—Реакторы на  

Быстрых Нейтронах”，Информационные Центры по Атомной Энергии.

（Москва 2012 ББК31.4） 

Ю.В. БоБрова，“Северный Морской Путь: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Правовой Режим в  

Меняющемс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м Контексте”，РСМД，No. 9，Ноября 2016. 

 

四、網路資料 

“Китай: три интриги”，27 Августа，2011，  
<http://www.atominfo.ru/news7/g0913.htm>. 

“Китай обнаружил месторождение урана мирового значения”，7 ноября，2012，  
<http://www.atomic-energy.ru/news/2012/11/07/37074>. 

“КНР подключит к энергосети первый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ий реактор на быстрых  

нейтронах в 2011 г”，7 июня，2011， 

<http://www.atominfo.ru/news7/g0096.htm>. 

“Первый в Китае реактор на быстрых нейтронах（CEFR）включен в сеть”，21  



 

128 
 

июля，2011， 
<http://www.atomic-energy.ru/news/2011/07/21/24525>. 

“Пуск реактора CEFR – результат многолетне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с КНР”，26  

ноября，2014， 
<http://www.atomic-energy.ru/technology/53288>. 

“Росатом и Китай договорились о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е АЭС на новых площадках”，8  

ноября，2016， 
<http://tass.ru/ekonomika/3764945>. 

“Росэнергоатом: в самом северном городе России - Певеке началось  

сооружение береговой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ы для первой в мире плавучей АЭС”， 

4 Октября，2016， 
<http://www.rosatom.ru/journalist/news/rosenergoatom-v-samom-severnom- 
gorode-rossii-peveke-nachalos-sooruzhenie-beregovoy-infrastruktury-d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