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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力発電所の仕組み



原子能发电站的构造 
图1 沸水型核能发电系统的原理 

• 相关名词汉译 

–原子炉格納容器：反应堆防护罩(安全壳) 

–原子炉圧力容器：反应堆封闭罩 

–制御棒：控制棒 

–圧力抑制プール：压力调节水池(驰压水池) 

–再循環ポンプ：复循环水泵 

– タービン：汽轮机(涡轮机) 

–復水器：冷凝器 



 



现在发生的险情 



福岛第一核电站的险情(截止3月29号上午的情况) 
1号机组 

 

2号机组 3号机组 

(用后燃料储水池温度过
高,沸腾? 水位下降?) 

4号机组 

定期检查停止状态 

(储水池温度过高,
沸腾? 水位下降?) 

5·6号机组 

定期检查
停止状态 

封闭罩 可能有损伤,现注入淡水 
可能有损伤,现注入淡

水 
可能有损伤,现注入淡水 

安全 

 
安全壳 

据称“稳固” 

(但难以控制压力和温度) 

可能有损伤 

(压力控制室爆炸) 
据称“稳固” 安全 

燃料棒(反应堆) 可能有损伤 可能有损伤 可能有损伤 不在炉心 

燃料棒(水池) 不明 不明 可能有损伤 可能有损伤 安全 

燃料水池储水量 不明 不明 不明 可能满水 满水 

汽轮机厂房 地下室积有放射性污染水 地下室有放射性污染水 地下室有放射性污染水 地下室积有海水 

电源 
已通电,中央控制室照明

恢复 
已通电,中央控制室照

明恢复 
已通电,中央控制室照明

恢复 
已通电,在检查仪

器 
电源恢复 

主要经过 

3/12氢气爆炸·厂房损坏 

3/12燃料棒部分露出水面 

3/24上午10点冒白烟 

3/14燃料棒完全露出 

3/15压力控制室受损 

3/21下午6点20分冒白
烟 

3/13燃料棒一部分露出水面 

3/14氢气爆炸·厂房损坏 

3/21下午4点左右冒黑烟 

3/23下午4点20分冒黑烟 

3/24汽轮机厂房地下操作人
员遭到辐射 

 

3/15厂房损坏 

3/15·16发生火灾 
 



放射線の基礎知識 



放射线的基础知识 

种类 状态 性质 示意图 屏障 

阿尔发射线(α) 由两个阳子和两个中子
构成，带正电，质量重 

空气中只能飞散几厘米。
进入人体内一毫米即停。 

抱团丸子 纸 

贝塔射线(β) 带负电，质量轻 空气中能飞散几米。 

只能进入人体内几毫米。 

单个丸子 铝等薄金属
片 

伽玛射线(γ) 

爱克斯射线(X) 

电磁波。与光线或电波
具有同样性质 

穿透力大。但遇到铅或水
泥时，势力会减弱。 

曲曲弯弯 铅或厚铁板 

中子射线 非带电粒子 穿透力大。但遇到水或水
泥时，势力会减弱。 

不带电 水或水泥 



• 放射线来自原子炉，以及使用后核燃料等
放射性物质。 

–中性子線、ガンマ線、ベータ線、アルファ線など  
中子线、伽玛线、贝塔线、阿尔发线等 

– 距离放射性物质越远受其辐射影响就越弱 

– 外部辐射的危险性大 

• 目前的主要问题是：伴随原子炉厂房、安
全壳、封闭罩、燃料棒的损坏，放射性物
质被大量地泄漏在大气中。 

– ヨウ素、セシウム、プルトニウムなど 

   碘(diǎn)、铯(sè)、钚(bù)、等等 

– 放射性物质随风飘移 

– 内部辐射的危险性大 

放射线来自何处 



放射线对人体的影响 

• 外部辐射（照射） 

– 身体外部受到中子线、伽玛线、X线等辐射 
• 放射线能穿透身体 

 

• 内部辐射 

– 进入身体内部的放射性物质发出的阿尔发线辐射 
• 长期停留于身体的同一部位 

 

• 被爆与被曝 

– 被爆  是指被原子弹轰炸而遭到的辐射 

– 被曝  是指在医疗或类似本次核能事故而受到的辐射 

 



放射线的基础知识 

• 表示放射线剂量的单位 

    Bq（ベクレル）贝克勒尔 
• 表示放射性物质(核素)能量的单位。 

• 显示放射性物质散发放射线的能力。 

 

 Sv（シーベルト）希贝而特  

• 表示对人体健康影响程度的放射线剂量。 

• 数值由Bq乘以放射性物质种类的系数而算出。 

 

测量放射线量的多少 每平方厘米单位面积的放射能 换算对人体影响的剂量 



飲食物の影響 



               对饮食的影响 
食品的暂定限值 

核素种类 
厚生劳动省规定的限值 

(每公斤单位贝克勒尔数值) 
EU(欧连体) 美国 

放射性碘 

饮用水 300 

100 

(婴幼儿) 

500 

150 

(婴幼儿) 170 牛奶，乳制品 

蔬菜(根菜,薯类排外) 2000 2000 

放射性铯 

饮用水 

200 

1000 

400 

(婴幼儿) 

1200 

牛奶，乳制品 

蔬菜(根菜,薯类排外) 

500 1250 粮谷 

肉、鸡蛋、鱼、其他 

• 贝克勒尔：表示放射能强弱的单位。每秒原子核裂变一次为一贝。 

• 希贝尔特：表示放射线对人体影响的单位。 

• 它们的关系可比喻为电灯与光亮，贝克勒尔表示电灯本体的亮度，希贝尔特表示
在电灯照射下某部位的亮度。 

• 对人体的影响要根据核素种类，放射线种类，以及受放射线辐射的人体部位(内脏
机关)而判断。如，经口摄取一贝的放射性碘，对人体的影响数值为0.022微希。    



当饮用了1公升含有200Bq放射性铯137检测值的水时，受到的辐射量为： 
200×1.3×10-5＝0.0026mSv(2.6μSv)  
 
当饮用了1公升含有300Bq放射性碘131检测值的水时，受到的辐射量为：  
300×2.2×10-5＝0.0066mSv(6.6μSv)  

当饮用了1公升含有300Bq放射性碘131检测值的牛奶时，受到的辐射量为： 
300×2.2×10-5＝ 0.0066mSv 
 

每次饮用200毫升福岛的牛奶(含1500贝）,数值为0.0066mSv 
 
200毫升福岛牛奶饮用1400次，可达到法定限值的10ｍSv（累积量：可能
引发甲状腺癌症的危险值) 
 
（食欲旺盛的婴幼儿在没有母乳的情况下，也许每天能喝1400毫升牛奶。

当污染浓度逐渐升高，其他食品也受到污染时，有可能在几个月内就会达
到10毫希的危险值。） 





 放射线剂量及对人体的影响 (单位：毫希) 

*印表示一年的累积值。1毫希=1000微希。 

 本表依据放射线医学综合研究所的资料制成 

     ↓
 ↓

  

放
射
线
剂
量
值 

7000  一次全身受此辐射量会导致死亡  

500  一次全身受此辐射会导致末梢血液中淋巴球减少  

400  福岛第一核电站3号机组附近的检测值(每小时) 

300   

200 

100 

50  从事放射线作业人员能接受的最大限值* 

2.4  普通人在自然界一年受到的辐射量 

1.0  普通人的限值(不含自然界和医疗目的的辐射)* 

0.2  东京至纽约飞机往返受到的辐射量(一次) 

0.05  胸部爱克斯光透视的辐射量(一次) 



急性放射线病症 

•如遭遇到外部及内部的大量辐射 
 

原子弹爆炸时的初期放射线，如中子线、伽
玛线的飞散距离只有5公里 
 
在距离核电站２０公里半径内的长时间停留
是危险的。而如果在３０公里圈外，则没有
患急性放射线病症的危险 



晚发(慢性)病症 

1.原子弹被害者的跟踪调查结果表明 

 
1.１Sv(希)的辐射，导致癌症发生率上升47％ 
2.10mSv(毫希)的辐射，上升0.47% 
3.10μSv(微希)的辐射，上升0.00047% 
4.但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会同样发病 
 

2.遭到辐射后到发病时要很长时间。所以我们有
充分的时间可以来减少遭受辐射的危险，控制
发病，维护健康 



目前到底有多么危险？ 

• 至少可以说，在东京，不会受放射线的
影响而立即得病。 

 

• 但是，目前的情况（核电站还在不断地
向外泄漏放射性物质）长久持续下去的
话，将来有可能要受到影响。 



碘剂 

• ヨード剤（碘剂）是阻止甲状腺吸收碘，预防患
甲状腺癌的药。 

 

• 但并不是能清除所有放射性危害的万能药。 

 

• 碘剂有副作用，需要服用时，一定要遵从医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