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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苏省苏州市核心地段，苏州热工
研究院中广核苏州科技大厦刚刚落成。
作为我国核电领域科研生力军，成立于
1978 年的苏州热工研究院长期专注核电
技术，致力于打造核电运营技术平台，以
技术管理、技术实施、技术研发“三大法
宝”，保障核电厂安全可靠、经济环保运
行 ，为 我 国 核 电 事 业 发 展 作 出 了 重 要
贡献。

为核材料实时“体检”

为金属材料实时“体检”，坚
持自主创新突破国外禁运……
长期以来，苏州热工院为提升我
国核电技术安全，不懈努力

6 月 5 日，在苏州热工研究院成立 40
周年媒体座谈会上，院长王安自豪地说：

“我们研究院就好比是一个‘保健医生’，
目标是通过我们的技术输出，让核电厂少

‘生病’、不‘生病’，为中国核电站安全保
驾护航。”

走进苏州热工院国家核电厂安全及
可靠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各种模拟核电
站工况的试验正在进行。“核电站用到的
每一样材料都要事先把关，还要实时监
控。”金属材料寿命评估工程师於旻告诉
经济日报记者，为保证核电站安全运行，
他所经手试验最长的已持续了 6 年多时
间——一块金属材料在 400 摄氏度恒温
炉里从 2012 年一直烧到现在。据他介
绍，金属材料像橡胶一样，也存在老化问
题。因此，核岛里采用的材料在他们这里
会同步老化，相当于实时“体检”，以确保
安全。王安表示，核电事实上是一个极其
保守的行业，每样材料都必须确保万无一
失。

在苏州热工院中广核检测技术有限
公司，检测所用的大大小小核电站检测机
器人都是他们自己研发的。“这款 11轴机
器人可以完成多项核岛检测，能到达任何
工作人员无法到达的地方为核电设备进
行‘体检’。”公司检测一部经理孙加伟说，
6 轴以上的机器人外国对中国都是禁运
的，我们只有坚持自主创新研发才能保证
不被“卡脖子”。

在涡流传感器研发实验室，孙加伟还
现场为记者展示了全部由他们自主研发
的 Bobbin 涡流检测探头、Mrpc 旋转涡流
检测探头、阵列及特殊形状涡流检测探头
3 大系列几十种产品，包括核电站蒸汽发
生器、凝汽器、中子通量指套管、主螺栓螺
母等设备检测用涡流探头。该系列产品
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实现了国产化，经
中国核能协会鉴定“达到了国际先进水
平”。这些产品有的细如发丝，有的柔软
如棉，可广泛运用于核电、航空航天等
领域。

提升设备质量管理水平

为顺利开展核电厂寿命管
理工作，苏州热工院搭建了核电
运营技术支持架构，拥有群厂设
备管理技术能力，在我国核电领
域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越来越大

苏州热工院以确保核电厂设备可靠
性管理、提升核电运营安全为主线，搭建
了核电运营技术支持架构，拥有了群厂设
备管理的技术能力，并作为群厂“8+1”重
大设备（主泵、蒸发器、汽轮机、发电机、柴
油机、主变压器、APA/CRF泵、冷凝器、冷
源）的“保健医生”，以重大设备损坏事件
为“零”、设备原因导致的非计划自动停堆
次数为“零”作为管理目标，建立和维护群
厂设备管理体系、标准和导则，统筹管理
解决群厂重大共性技术问题，并向核电厂
工程建造等上游延伸，提升设备质量管理
水平，全面保障核电厂重大设备全寿命周
期的可靠性。

经过多年努力和技术不断积累，苏州
热工院在我国核电领域的知名度和影响
力越来越大。王安介绍，苏州热工院目前
已拥有国家核电厂安全及可靠性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国家能源核电站运营及寿命
管理技术研发中心两个国家级研发中心，
主要关注长期运行条件下关键设备老化
行为及安全性、可靠性与稳定性研究、先

进检测技术研究与开发、时限老化评估技
术研究与开发等研发方向。其核心科学
研究问题——阐明长期运行工况下环境
对材料的损伤机制、评估模型并开发先进
的监检测技术等，为顺利开展核电厂寿命
管理工作奠定了技术基础。同时，他们还
承担了设备管理、在役检查、性能试验、计
量、老化管理、效率试验、振动和化学 8个
专业领域的群厂专家组组长职责，利用技
术平台较为全面的专业配置、试验平台和
数据平台资源，对群厂出现的技术难题组
织技术研发和技术攻关。

坚持主业、坚持专业才能持续创新发
展。王安表示，目前，苏州热工院从提升
中广核乃至我国在运核电机组安全性、可
靠性、经济性和环保水平出发，已成功打
造在运核电厂技术支持所需的 2 个国家
级研发平台、8 大核心业务板块、18 大数
据平台、32 个核心领域、59 项核心技术，
全面形成了二代及改进型、“华龙一号”和
EPR的完整技术支持核心能力，初步具备
了 AP1000技术支持核心能力；业务范围
已辐射中广核 6 大核电基地及秦山、三
门、福清、田湾、石岛湾等中广核以外的其
他核电集团核电厂。目前，苏州热工院在
国内核电运营技术服务领域已占据一半
以上的市场份额，成为行业内服务基地数
量第一、业务范围覆盖最广的核电运营技
术服务企业。

保障核电厂全周期安全

按照“大超市+专卖店”的
核电运营技术服务布局，苏州热
工院已帮助一大批科技建设成
果成功应用，有力保障了我国在
运核电安全运行业绩高端稳定

王安表示，苏州热工院按照“大超市+
专卖店”的核电运营技术服务布局，在核
安全与运行安全、辐射防护与环境评价、
机组效能与试验、老化与寿命管理、设备
可靠性、在役检查等领域，已形成独有技

术优势。目前，重大设备在线监测与智能
诊断中心、小口径管道旋风法除锈涂膜处
理技术、化学清洗和热试钝化新工艺、核
电厂用激光清洁去污系统开发、电厂部件
焊接维修技术开发等一大批建设成果已
成功应用，有力保障了我国在运核电安全
运行业绩高端稳定。

此外，作为国家核电科技创新体系中
的一员，苏州热工院立足优势专业，牵头
和参与国家大型先进压水堆核电重大专
项、高温气冷堆核电重大专项等多项子课
题研究，牵头开展核电关键材料服役行为
的高通量评价与预测技术等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课题研究，解决核电发展中的基础
技术问题和重大工程问题。

近 3 年来，苏州热工院已承担国家
级、集团级、省市级重要研究课题 54 项，
荣获各级科研成果共 63 项，其中，“工业
智能超声检测理论与应用关键技术”荣获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编写国家/行业标
准70项，其中牵头编写41项；获得专利授
权 249 项，其中发明专利 124 项……重大
科研课题、成果奖项、知识产权的数量和
质量均居同类院所领先水平。

苏州热工研究院是 1978 年因国家
“六五”计划重点工程建设项目——苏南
核电站的建设而专门成立的。2003年成
为苏州热工院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的一年——研究院改制由国家部属事业
单位转为企业，实现与中国广核集团的全
面接轨，定位为中广核的科研、长三角地
区发展和人才培养基地。

王安表示，随着群堆规模化运营成为
中广核核电板块发展的新常态，苏州热工
院被赋予核电运营技术平台的全新定位，
全面承担“技术管理、技术实施、技术研
发”3大类技术支持服务，以保障我国核电
厂全寿命周期的安全性、可靠性、经济性
和环境保护水平为己任，不断助力群厂实
现安全生产、业绩稳步提升。未来，苏州
热工院将打造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核电
运营技术研究院，为我国核电事业添砖
加瓦。

一起走进苏州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核电站有了“保健医生”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杨阳腾 薛海燕

世界核电至今已有 60

多年的发展史，虽然并非一

帆风顺，但不可否认的是：目

前，核电仍然是全球电力的

重要来源。核电行业对安全

性要求极高。因此，能够成

为核电站的“保健医生”，一

定身怀绝技
▲ 在苏州热工院高温应力腐蚀实验

室，工作人员为记者现场讲解。

◀ 图为苏州热工院的电液伺服材料

实验室。

本报记者 杨阳腾摄

希腊神话中，潘多拉打开了盒子，可
怕的瘟疫蔓延到人间。黑死病、西班牙大
流感、天花……在人类与病毒这场没有硝
烟的战争中，病毒总是与生命如影随形。
对于如何才能赢得这场战争，人类一直
在钻研。而有关病毒的科学研究就是人
类提高胜算的一大“法宝”。

然而，面对拉沙热、埃博拉等致命活
病毒，人类怎样才能在安全的环境里进行
研究？

答 案 就 是 ：病 毒 研 究 的“ 航 空 母
舰”——P4实验室。

什么叫 P4？P 是英文 protection 防
卫和防护的意思。根据传染病原的传染
性和危害性，国际上将生物安全实验室分
为 P1、P2、P3 和 P4 四个生物安全等级。
等级越高，就能研究具有更大传染性和危
害性的病原。其中，P4 实验室是专门用
于烈性传染病研究与利用的大型装置，也
是人类迄今为止能建造的生物安全防护
等级最高的实验室。

例如，埃博拉病毒等对人体具有高度
危险性、但尚无有效预防和治疗方法的病

毒，必须在 P4 实验室中对其进行研究。
因此，P4 实验室被誉为病毒学研究领域
的“航空母舰”。根据国际惯例，这是人类
目前唯一可对埃博拉病毒等活体病毒做
实验的安全场所。

据了解，目前除中国拥有亚洲第一个
正式投入运行的P4实验室——武汉国家
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武汉P4实验室）
外，全球公开拥有 P4 实验室的国家仅有
法国、加拿大、德国、澳大利亚、美国、英
国、瑞典和南非等国。

那么，P4 级防护到底有多高？P4 实
验室又是如何保护研究活体病毒科研人
员安全的呢？让我们走进武汉P4实验室
一探究竟。

首先，我们要让病毒无处可逃——用
“盒中盒”钢铁之躯困住病毒。武汉P4实
验室采用钢龙骨—不锈钢面板围护结构，
将核心实验室分为一个个隔断房间。每
个房间都有自身功能，如细胞实验室、动
物解剖室、消毒室，这样可以形成有层次、
更安全的防护体系。

其中，核心实验室内部是负压空间，
也就是说，实验室的内部压强小于外部压
强，空气“只能进不能出”。而且，每个房
间的气压都是递减的——这样可以保证
空气只能从低风险的洁净区流向高风险
的污染区。

如此一来，P4 围护结构的气密性已

经足以将病毒们牢牢罩在实验室内。但
为避免意外事故或者恶意袭击，武汉 P4
实验室在各房间组成的围护结构之外，还
建立了一个立体的“环形走廊”——它与
围护结构一道形成“盒中盒”的空间结构，
可以更好防范病原微生物的意外泄露。

接下来，为保护研究人员避免暴露
于病原中——“宇航服”隆重登场，为
研究人员保驾护航。通常，研究人员两
人一组进入实验室，身着宇航服一般的
正压防护服。这种防护服头部为透明的
充气罩，下端连接着一条蓝色的呼吸
带，呼吸带另一端则悬挂连接在屋顶的
管道上。专门的生命支持管道会向防护
服内提供新鲜呼吸空气，如此，研究人
员能在防护服内循环呼吸，与外界空气
不发生任何接触。并且，做实验时，人
走到哪儿，呼吸管就要换到哪儿。因
此，研究人员必须通过穿脱防护服考
试，拿到证书方可进入。

最后，当研究人员从实验室出来
时，还要经过化学淋浴消毒，过滤灭
菌，让可能沾染的病毒一个也不能被放
过。此外，实验室内的废气将经过两级
高效过滤器处理后排放；感染性材料和
被污染的器具等固体污染物，则要经过
双扉灭菌器高压蒸汽灭菌处理，打包装
袋后运到专业医疗废弃物公司做无害化
焚烧处理；整个运输过程将由专车托

运，全程与实验室保持信息反馈；实验
室内的废弃液体则要经过密闭管道收
集，再经高温灭菌处理后无害化排放，
以保证彻底杀灭病原、严防死守，确保
实验室里的病原无处“逃亡”。

武汉 P4实验室内的防护措施远不止
上述几点。经过十多年的风雨磨砺，实验
室还建立了一支可以开展安全操作和研
究的服务队伍，形成了成熟的应急处置运
行管理模式和应急反应体系。

那么，P4 实验室里都能做些啥？俗
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武汉
P4实验室就是攻克病毒的利器。

在武汉 P4 实验室，将会研究世界上
最危险的病毒样本；作为获得国家批准的
国家级病毒保藏中心，还将为埃博拉等病
毒提供研究平台；同时，作为联合国病原
研究的参考实验室，将可针对新型病毒快
速检测，出具报告。

目前，武汉 P4实验室还包括有 P3和
P2 实验室等相关配套设施，被纳入国家
大科学设施管理，以“公开、透明、共享”为
运行基础，服务于全球公共卫生安全。经
过一段时间的验证，相信武汉 P4 实验室
将成为我国生物安全领域不可替代的实
验室，成为真正的“国之利器”。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

本文授权转载自科学大院（微信号：

kexuedayuan），略有删改。

P4实验室作为人类病毒研究的“航空母舰”充满神秘——

近距离认识“关病毒的盒子”
陈逗逗

身穿正压防护服的科研人员在武汉

P4实验室进行适应性演练。 肖宇宙摄

互联网领域的新名词可谓

层出不穷，区块链、大数据、云

计算，还有最近热度最高的人

工智能等等。我们在很多科幻

电影中都不乏有机器人形象出

现，以人工智能为依托的阿尔

法狗也曾经横扫世界围棋棋

坛，战胜了不少围棋国手。但

是，这些人工智能依然有些让

人“看得见，摸不着”。到底人工

智 能 会 是 怎 样 影 响 我 们 的

生活？

在 2018 年中国国际大数

据产业博览会上，百度掌门人

李彦宏提到了一个让人工智能

服务亿万用户的产品：简单搜

索。做所有用户看得见，摸得

着的人工智能产品，成为百度

发展的新方向。

纵观世界科技的发展历

程，人工智能其实出现甚早。早

在 1956年，香农和麦卡锡就已

经在达特茅斯召开峰会讨论人

工智能，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为

翻译语言、解释图像，并像人类

一样推理，成为人工智能的发

展主方向。到了 1997 年，大名

鼎鼎的深蓝计算机战胜了世界

国际象棋第一高手卡斯帕罗

夫，创造了世界人工智能的历

史。进入 21 世纪之后，随着大

数据、语音识别、机器翻译等技

术的逐渐突破，人工智能实际应用逐渐成为可能。近年

来，不少人工智能已经成功地通过了图灵测试，能够处

理很多复杂的问题。2012 年，人工智能已经可以通过

深度学习算法准确从 1000 万个未标记的图像中识别

出猫科动物的图像，从而具备了真正意义上的“思考能

力”。而“简单搜索”又将人工智能的“可视化”向前推动

了一步，也就是说让人们都能看到、触摸到、使用得到

人工智能，成为简单搜索的真正使命。在这背后，是百

度对于人工智能的一次显性化尝试——将 AI技术内

嵌到简单搜索当中，让搜索变成技术的外沿，让人工智

能作为搜索的内核，让“算法、算力、大数据”的人工智

能三要素贯穿搜索始终。例如，产品的拍照识别不仅可

以识图、扫码，还可以答题、翻译，智能化的自动拍功能

让实时显示、随时翻译成为可能。产品从人类语言学的

角度出发，让语音提供搜索，让语音识别个人，这种不

同人不同声音的不同结果，确保了广大少年儿童可以

得到一个健康纯净、友好和谐的网络环境。还有以区块

链为核心生成的“莱茨狗”，为儿童专门打造的“小度乐

园”，无不闪烁着科技的光辉。

这是一个科技的时代，科技创新正在润物细无声

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人工智能正在通过语音、图像、

视频的无障碍搜索从技术的后台走到大众的前台。创

新并不限于实验室中、象牙塔里，让人看得见的人工智

能，让人用得到的 AI应用，才是技术让生活更美好的

地方。通过人工智能让人们能够语音操控搜索，以人工

智能解放人类双手，当我们发现多种方式可以连接世

界的时候，创新会给人类生活带来更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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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上 VR 眼镜，手拿一把“激光枪”，随后，墙壁消
失了，空间被扩大了无数倍，瞬间穿越到一栋未完工的
写字楼顶……突然脚下一滑，没有系安全绳的“我”瞬
间掉进万丈深渊，耳边风声“嗖嗖”刮过，眼前的景物快
速向脑后飞去，越来越强烈的失重感不断涌来……

“太恐怖了，以后高空作业第一件事就是系安全
绳，掉下去的一瞬间我就后悔了。”近日，由甘肃酒钢集
团西部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打造的甘肃首个VR智能科
技体验馆，在体验者的连声尖叫中投入运行。体验馆
利用新颖有趣的高科技带来逼真体验，让每位安全受
训者身临其境般地感受到违章所带来的“切肤之痛”，
得到深刻安全教育。

体验馆通过 U3D、3DMax 等技术来模拟爆炸、触
电、灼伤、基坑坍塌等常见安全事故，并针对酒钢每个
单位的不同生产现场逼真再现各类事故场景，让体验
者“亲历”安全事件，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与传统方式
相比，VR安全体验的印象更为深刻，效果更佳。

同时，西部重工还自主研发了安全在线教育云平
台。该平台利用互联网和云计算，能借助手机快速建
立全员安全管理与教育培训档案，了解员工安全教育
培训状况；还可以实时监督、检查各项安全管理措施的
落实情况，实现企业安全管理向系统管理的转变。此
外，该馆还具备现场隐患模拟排查、消防模拟演练、交
通违法危害体验等工业化培训和体验功能，运用智能
化手段提升相关技能水平和防护能力。

西部重工还将VR智能科技体验馆作为一个集智
能硬件技术和定制软件开发为一体的“智”造平台，面
向社会输出成熟的 VR 智能科技服务：楼盘销售真实
房型还原、手术风险预判……使用者仅需配备一个
VR 眼镜，并运行技术人员量身定做的 3D 虚拟软件，
就可以得到真实的还原体验。

甘肃首个VR智能科技体验馆对外营业

安全受训有了新手段
本报记者 李琛奇 通讯员 蔺 乾

研 究 显 示 ：影 响

VR 设备用户体验的因

素包括：设备重量、屏幕

分辨率、可视角度、屏幕

刷新帧数、交互方式、眩

晕感以及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