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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1000 主泵：梅花香自苦寒来

108 次高层协调会议

从依托项目建设伊始，国家核电高度关注主
泵的研发进展，国家能源局、国家核电领导
专程赴美了解和见证试验进展。

在主泵制造过程中，中方加大国内专家监督
和参与力度，与美方共同推进主泵研制进程。
8 年中，国家核电高层与美方就主泵问题前
后举行了 108 次协调会议，时任董事长王炳
华无一错过。

期待已久的主泵新娘

2015 年 12 月 30 日清晨，上百人的队伍已守候在三
门核电厂专用码头上。装载主泵的船只经过一个半
月的太平洋航行，终于从美国费城抵达浙江三门。
为了这台可以安装的主泵，国核工程公司现场人员
等待了 4 年。大家都说，主泵是大家苦苦等待的新娘。

“主泵不落地”，直接卸船后进入核岛安装。开箱
检查、拆防护罩、吊具连接、最终吊装，一气呵成。
在等待的日子里，国核工程公司人员不知演练过多
少遍这个过程。一个月内主泵顺利安装完毕，之后
又成功通过冷试和热试，并通过了 23.6%、50%、
88% 和 100% 四个转速平台的功能验证。

关于主泵的那些数据

海阳核电业主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

203 道工序：海阳核电首台主泵安装共有 203 道
工序，分为 7 个阶段。

600 次会议：各方采用高层会、周会、双周会、
专题会、研讨会、对话会、电话会和视频会等形式，
对主泵问题进行技术讨论和分析。

2000 个见证点：很多试验相关见证点都在晚上甚
至凌晨执行，建造人员都要按时“赴约”。

5000 余份报告：包括日报、周报、月报、周例会
报告、巡检报告、见证点监督报告、专题报告等。

主泵的国产化

由于 AP1000 屏蔽主泵的制造难度非常大，美方在
经过实地考察认为，中国工厂设备条件和技术经验
无法按照工期要求供货，要求中方购买美国的主泵
设备。经过反复谈判，中方始终坚持“主泵国产化”。
2018 年 9 月，首台中国制造的主泵经产品试验验证
完全合格，正式出厂，这与中方专家在主泵试验过程
中的深度参与不无关系。面对困境不折不挠，“梅花
香自苦寒来”，主泵的故事是依托项目建设的写照。

如果你对 AP1000 没有信心，这个攻坚战就打
不下来。最后我们就两个字——守住。信心比
黄金更重要。

——国核工程三门项目总经理
胡国峰

2015 年，首台 AP1000 主泵从美国发运

装备制造业的巅峰

主泵是核电站的核安全一级设备，在核电站正常
运行期间为反应堆冷却剂系统循环提供源动力。
AP1000 使用的屏蔽电机主泵与传统轴封泵相比，
简化了辅助系统和运行维护要求，同时工艺难度大
幅提高，代表着装备制造的巅峰水平。AP1000 主
泵是屏蔽泵在商用核电站上的首次使用，虽然其供
货商美国 EMD 公司经验丰富，但在研制和试验过
程中，仍遭遇各种困难，经历了数次试验失败与拆
解、首台主泵“两进两出”项目现场。主泵制造拖
期也成为依托项目延期的重要原因之一。

2016 年，三门核电 1 号机组主泵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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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于种植阔叶林 
2.4 万公顷

新的开端 
首批机组运行良好

三门、海阳核电首批四台 125 万千瓦 AP1000 核电机组投运后保持安全稳定运行，对保
障区域能源供应与安全、能源结构优化、生态环境保护等发挥着重要作用。海阳核电一期
工程两台机组并网至 2019 年 6 月底，发电量已超 110 亿度。

核能供热可有效降低污染物排放，实现我国供暖手段的多元化，促进核电厂与当地政府及民众
的关系，同时提高核电机组的利用小时数。

海阳核电利用核电厂余热实现核能供热，一期抽汽供热工程已完成相关准备工作，项目包括厂
内供热和厂外供热两个部分。这是国内首次实现核能清洁供热。预计 2019 年底，海阳市 70 万
平方米的用户就可率先享受到核能“温度”。

图注：海阳核电一期工程

节约标准煤 
343 万吨

减排二氧化碳 
891 万吨

减排二氧化硫 
2.9 万吨

减排氮氧化物 
2.5 万吨

单台机组 
 （年发电小时数 8000 小时） 
的环保效益

可节约标准煤 
3.3 万吨

减排二氧化碳 
8.6 万吨

相当于替代 
15 个 10 蒸吨小锅炉

减排二氧化硫 
546 吨

减排氮氧化物 
516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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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补空白 
把关键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

国和一号的神经系统——和睿系统

核电厂设计与安全分析软件 COSINE

核电设计分析软件的自主化是核电技术水平的关键
性标志，也是核电自主出口的必要条件。为改变我
国核电设计与安全分析软件主要依赖国外技术的局
面，2010 年 5 月，国核软件技术中心成立，启动核
电厂设计与安全分析软件（COSINE）研发计划，拉
开我国核电软件自主化工作的序幕。

2011 年，国核软件中心获批建设“国家能源核电
软件重点实验室”，是我国核电行业中目前唯一一
个核电软件领域的国家级重点研发平台。2015 年
12 月 21 日， 国 核 软 件 中 心 成 功 发 布 我 国 首 套 完
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核电厂核设计与安全分析软件—
COSINE，标志着我国核电软件自主化工作取得关键
性突破，极大提升我国核电技术“自主研发、自主
设计、自主建设、自主运营”的能力。

和睿系统：核电站“安全卫士”

作为核电站最重要和价值最高的成套设备之一，核电站数字化
仪控系统被喻为核电站神经中枢，控制核电站近 300 个系统、
近万个设备的运行和各类工况处理过程，使操作简化、准确，防
止假信号并减少误操作，提高机组安全性。

2013 年，“CAP1400 核电站数字化仪控系统研制”课题获国家
能源局批准立项，由国核自仪牵头实施。通过多年自主创新和
攻关，研制出技术先进、功能齐全，完全覆盖核电站的全部系
统——Nu 系列核电站数字化仪控产品。

2015 年 12 月，中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NuPAC 平台 ,
通过中国国家核安全局和美国核管理委员会 (NRC) 许可 , 成
为全球首个通过中美政府核安全监管机构行政许可的核电站
反应堆保护系统平台。

关键材料的国产化

核级锆材是核电站燃料的包壳材料，国家电投建立了国内首条完整的核级锆材生产线，实现从海绵锆到核级锆材等关键
材料的国产化，填补国内该领域空白，生产规模与能力位居世界前列。

在核心技术方面

成功研发并建成设计母机体系，
具备系列化开发非能动核电站
的能力，形成覆盖热工、燃料、
物理、安全分析、水化学等软
件体系。

在试验验证方面

新建和改建 22 个试验设施，完
成 6 大试验课题的主要任务，
建成一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
综合配套试验设施，支撑国和
一号安全审评。

在设备国产化方面

重点解决主设备的自主设计、
材料、电缆、泵阀在内的一系
列关键制造技术，解决了一批
核电发展的迫切需求和“卡脖
子”关键问题，促进中国核电
产业高质量、高水平发展。

COSINE——自主研发的核电软件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