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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国家核安全局历来高度重视并大力推进核与辐射安全法规的制修订

工作。核与辐射安全法规包括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导则和技术文

件。技术文件作为国家核安全局核与辐射安全监管的技术指导性文件，一

般是结合我国具体工程和管理实践需求而编制，供有关部门和人员参考使

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2003）第二十七条规定核设

施营运单位应当制定核设施退役计划。《核动力厂调试和运行安全规定》

（HAF103-2022） 第 12.1 节规定：“营运单位应当编制退役计划，并在核

动力厂的整个寿期内维护该计划，以确保退役可以安全完成，并符合规定

的最终状态。营运单位应当根据监管要求的变化、核动力厂的修改、技术

进步、退役活动需求的变化以及国家政策的变化更新退役计划”。 

法规对退役计划的制定和更新提出了相关要求，但缺少指导制定退役

计划的文件。国家核安全局为指导营运单位核设施退役计划文件的制定和

更新工作，制定本技术文件。 

本技术文件的编制主要遵循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安全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标准中对退役的要求，结合

了工程实践和审评经验，同时也参考了国内外相关技术文件。 

本技术文件适用于核动力厂及装置、研究堆等其他反应堆、核燃料循

环设施以及放射性废物处理、贮存设施等核设施，不适用于放射性废物处

置设施。 

本技术文件规定了核动力厂等大型核设施最终退役计划的格式和内

容，其他类型核设施可根据设施特点和放射性污染情况对部分章节内容进



 

 

行简化。针对多堆厂址、大型核基地中单个设施的退役计划，第 3 章描述

的内容若与整个厂址、基地退役计划中相关内容无显著差异，可进行简化

或省略；第 4.3、4.4、8.6 和 8.7 节描述的内容主要针对核设施厂址或基

地整体退役计划，单个设施不涉及相关内容时可简化或省略；第 5 节除明

确单个设施退役工程目标外，还应简要描述厂址终态目标。针对大型核设

施的部分装置、系统、设备、辅助系统或配套设施，应在设施退役计划中

统筹考虑，可不单独编制退役计划。 

初步退役计划、运行阶段退役计划可参照本技术文件制定，但应按照

实际情况对章节内容进行简化。参照 IAEA 以及其他国家经验，退役计划

在运行阶段宜定期更新，更新退役计划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 

本技术文件由生态环境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编制。 

 

国家核安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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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概述 

本节应描述编制退役计划的目的和适用范围，以及退役计划编制和维

护的责任主体和管理方式等。 

1.2 依据和参考文件 

本节应列出退役计划编制所遵循的国内主要法律、法规、标准和参考

文件，包括文件名称、版本号、发布日期等。如： 

（1）《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安全法》（2017）；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2003）； 

（3）《核动力厂、研究堆、核燃料循环设施安全许可程序规定》（生

态环境部令第 8号）； 

（4）《最终安全分析报告》（FSAR）等。 

本节也可适当描述编制过程中所参考的国外相关技术文件。如：

《Decommissioning of Facilities》（设施退役）（IAEA No.GSR Part6 ）、

《Standard Format and Content for Safety Related Decommissioning 

Documents》（安全相关退役文件的格式和内容）（IAEA Safety Reports 

Series No.45）等。 

2设施运行历史 

2.1 设施概况 

本节应描述设施概况，包括设施的名称、地理位置、类型、所有权归

属情况以及总体技术特点等。 

同时，还应描述设施运行期间实施的重大设计变更和改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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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设施许可 

本节应描述设施许可情况，包括设施拥有的许可证数量、类型（如核

设施安全许可、核材料许可、辐射安全许可等）、状态（如现行有效、变

更、失效），以及主要许可内容。 

 

2.3 泄漏事件 

本节应描述设施发生过的放射性物质泄漏事件，包括泄漏的区域、泄

漏物料特性和总量、事件处理情况以及污染残留水平等。 

2.4 放射性废物填埋 

本节应描述设施发生过的放射性废物填埋，包括放射性废物的填埋区

域（如废物坑、废液池等）、废物特性和总量、清理活动以及污染残留水

平等。 

2.5 厂址内相关退役治理活动 

本节应描述设施所在厂址内已开展的退役治理活动，包括退役治理的

区域、污染来源、污染水平、主要治理活动、废物管理以及污染残留水平。 

3厂址及周围环境 

3.1 厂址位置及重要厂址特征 

本节应描述厂址位置和重要厂址特征，包括厂址所在行政区域，厂址

面积和标高，厂址周围的居民区、城镇和城市，厂址周围的取水口、河流

和湖泊，以及厂址周围的重要工业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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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人口分布 

本节应描述厂址周围的人口分布和组成，包括当前和未来预期的人口

数量。 

3.3 土地用途 

本节应描述厂址及周围土地未来预期的用途。 

3.4 气象和气候 

本节应描述厂址所在区域的气象和气候，包括该区域气象和气候的总

体情况、恶劣天气现象的季节、年频率、持续时间和强度等。 

3.5 地质与地震 

本节应描述厂址所在区域的地质与地震。 

3.6 地表水 

本节应描述厂址周围的地表水，包括厂址周围的地表水体特征、重要

地表水用户、水利设施、水灾记录和厂址排水设计等。 

3.7 地下水 

本节应描述厂址周围的地下水，包括地下水深度、流向、流速和监测

井等。 

3.8 自然资源 

本节应描述厂址周围的自然资源以及预期的利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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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设施污染状况 

4.1 受污染的建（构）筑物 

本节应描述受污染的建（构）筑物，包括建（构）筑物的放射性本底

水平、受污染建（构）筑物清单、放射性污染的类型（表面污染或体污染）、

范围、深度和污染水平以及受污染建（构）筑物的辐射水平。 

4.2 受污染的系统和设备 

本节应描述受污染的系统和设备，包括系统和设备的放射性本底水

平、受污染系统和设备清单及位置、放射性污染的类型（表面污染或体污

染）、范围、深度和污染水平以及受污染系统和设备的辐射水平。 

4.3 受污染的土壤 

本节应描述受污染的土壤，包括土壤的放射性本底水平、受污染土壤

所在区域、放射性污染的范围、深度和污染水平以及受污染土壤的辐射水

平。 

4.4 受污染的地表水和地下水 

本节应描述受污染的地表水和地下水，包括地表水和地下水的放射性

本底水平、受污染地表水和地下水所在区域、污染范围和污染水平。 

5退役目标 

5.1 工程目标 

本节应描述设施退役的工程目标，包括系统和设备去污拆除、建（构）

筑物去污拆毁、污染土壤治理、废物处理和处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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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厂址终态目标 

本节应描述设施所在厂址的退役终态目标，包括厂址的无限制开放或

有限制使用、厂址土壤残留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控制水平，以及厂址剩余

建（构）筑物去污后放射性表面污染控制水平等。 

6退役策略 

6.1 退役策略影响因素评估 

本节应描述退役策略影响因素评估，包括对退役技术可行性（技术成

熟性、专用技术装备研发能力、辐射防护最优化、废物最小化）、退役资

金支持、退役废物去向、公众健康与环境安全、退役经济性等退役策略影

响因素的综合评估。 

6.2 退役策略选择 

本节应描述设施退役策略选择及其合理性。 

7源项调查 

7.1 设施初步源项调查 

本节应描述设施初步源项调查，包括调查对象（如建（构）筑，系统设

备、土壤，水体，沉积物等）、调查内容（γ剂量率、表面污染水平、放射

性核素活度浓度等）、测量方案、不可达区域或物项的调查方案、测量仪表

和设备、实验室分析测量方法、源项调查结果以及放射性污染分布图。 

7.2 过程源项调查 

本节应描述退役过程源项调查，包括源项调查对象、调查内容、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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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测量仪表和设备、实验室分析测量方法以及源项调查结果。 

7.3 厂址终态调查 

本节应描述设施所在厂址的终态调查，包括调查对象（如土壤，水体

等）、调查内容（如γ剂量率、表面污染水平、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等）、

测量方案（包括调查样本数的确定、异常情况处理、调查水平等）、测量

仪表和设备、实验室分析测量方法、源项调查结果、终态验收准则等。 

7.4 厂址终态调查报告 

本节应描述设施所在厂址的终态调查报告，包括终态调查方案（包括

调查方案的变更）、终态调查结果（包括调查单元分布、每个调查单元抽

取的样本数量和测量结果、异常数据分析、测量结果统计评估）以及与终

态验收准则要求的符合性。 

8 退役方案 

8.1 退役范围 

本节应描述设施退役范围，包括退役的建（构）筑物、系统和设备，

治理的土壤和水体，以及退役范围的边界和接口。 

8.2 退役技术路线及主要任务 

本节应描述退役技术路线及主要任务，包括退役技术路线、退役主要

任务和进度计划。 

8.3 退役辅助设施和系统的建设与投运 

本节应描述退役辅助设施和系统的建设与投运，包括退役专用技术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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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的研发和验证、退役所需辅助设施和系统的建设与投运。 

8.4 系统和设备去污拆除 

本节应描述受污染系统和设备去污拆除，包括系统和设备的去污拆除

顺序、去污拆除任务、去污拆除技术、辐射防护措施。 

8.5 建（构）筑物去污拆毁 

本节应描述受污染建（构）筑物去污拆毁，包括建（构）筑物房间或

区域的去污拆毁顺序、去污拆毁任务、去污技术、辐射防护措施。 

8.6 土壤治理 

本节应描述受污染土壤治理，包括污染区域土壤的治理顺序、主要任

务、治理技术、辐射防护和污染控制措施。 

8.7 地表水和地下水治理 

本节应描述受污染地表水和地下水治理，包括地表水和地下水治理任

务、治理技术、辐射防护和污染控制措施。 

9废物管理 

9.1 放射性废液管理 

本节应描述退役所产生放射性废液的管理，包括预期产生的放射性废

液的来源、类型、废液量、放射性水平、收集、处理、贮存、液态流出物

监测、排放控制以及排放量统计。 

9.2 放射性废气管理 

本节应描述退役所产生放射性废气的管理，包括预期产生的放射性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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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的来源、类型、废气量、放射性水平、收集、处理、贮存、气态流出物

监测、排放控制以及排放量统计。 

9.3 放射性固体废物管理 

本节应描述退役所产生放射性固体废物的管理，包括预期产生的放射

性固体废物的来源、类型、废物量、放射性水平、收集、处理整备、贮存、

废物包测量、解控或处置等。 

9.4 其他有毒有害废物管理 

本节应描述退役所产生其他有毒有害废物（如石棉、铅块、镉棒等）

的管理，包括预期产生的其他有毒有害废物的来源、类型、理化和生物特

性、废物量、放射性水平、收集、处理、贮存和处置等。 

10 辐射防护 

10.1 辐射防护组织机构及职责 

本节应描述退役辐射防护组织机构及职责。 

10.2 辐射工作场所分区和出入口控制 

本节应描述退役辐射工作场所分区和出入口控制。 

10.3 工作场所气溶胶监测 

本节应描述退役工作场所气溶胶监测，包括工作场所气溶胶监测方

法、气溶胶采样器或测量仪表的布置、采样及测量频率、校准和检定、测

量仪表的探测限、报警整定值设置以及触发报警后的行动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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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人员辐射监测 

10.4.1 内照射监测 

本节应描述退役工作人员内照射监测，包括内照射监测计划、监测方

法、监测频率、放射性核素摄入量控制值、内照射剂量估算。 

10.4.2 外照射监测 

本节应描述退役工作人员外照射监测，包括外照射监测计划、外照射

监测设备的种类、适用场景、灵敏度和准确度、外照射剂量估算。 

10.4.3 工作人员剂量 

本节应描述退役工作人员的职业照射剂量估算。 

10.5 剂量约束值和管理目标值 

本节应描述退役剂量约束值和管理目标值的确定。 

10.6 职业照射记录 

本节应描述职业照射记录的编制和保存。 

10.7 辐射监测仪表和设备 

本节应描述辐射监测仪表和设备，包括辐射监测仪表和设备的名称、

用途、数量、刻度范围、探测限（95％置信水平）、警报整定值、校准和

检定。 

10.8 职业照射检查 

本节应描述职业照射检查计划、检查频率、辐射安全事件评估和处理、

检查记录（如检查日期，检查人员，被访谈人员，被检查区域，检查结果，

纠正措施以及事项跟踪记录等）的编制和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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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核临界安全 

本节应描述保证退役过程中核临界安全的措施。 

11项目组织管理 

11.1 项目组织机构和职责 

本节应描述退役项目组织机构和职责，包括项目组织机构图、相关部

门和单位职责与权限（包括停工权）、事项报告制度、安全相关问题的管

理措施。 

11.2 退役关键岗位及资质要求 

本节应描述退役关键岗位及资质要求，包括工程管理、辐射防护、职

业安全、废物管理等岗位的职责和资质要求。  

11.3 对退役具体工作的管理 

本节应描述对退役具体工作的管理，包括对退役具体工作的管理方

式、评估方式，以及对工作程序文件的管理。 

11.4 培训 

本节应描述培训计划，包括工作人员入职培训、辐射安全专题培训、

日常操作培训以及培训记录编制和保存等。  

11.5 承包商 

本节应描述对承包商的管理，包括承包商的工作任务、工作区域、承

包商与相关单位的现场接口管理，以及对承包商人员的监督和培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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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质量保证 

12.1 组织结构 

本节应描述退役质量保证组织结构，包括质量保证组织结构图以及各

部门或单位的职责。 

12.2 文件控制 

本节应描述退役文件控制，包括退役工程相关文件的编制、审核、批

准、发布、分发和变更。 

12.3 测量仪表和设备的控制 

本节应描述退役工程相关测量仪表和设备的控制，包括测量仪表和设

备的类型、校准、检定等。 

12.4 纠正措施 

本节应描述退役工程中严重有损于质量情况的纠正措施，包括纠正措

施相关管理程序、纠正措施实施记录以及由质量保证职能部门采取后续行

动的记录等。 

12.5 质量保证记录 

本节应描述退役工程质量保证记录，包括相关单位管理质量保证记录

的责任、质量保证记录的管理方式、质量保证记录的保存。 

12.6 监查 

本节应描述退役工作质量保证监查，包括监查计划、监查程序、监查

中所产生记录和文件的管理、监查后续行动以及对监查数据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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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退役费用预提及管理 

13.1 退役费用预提 

本节应描述设施退役费用预提，包括设施退役费用估算方法、退役费

用估算结果、退役费用预提方案等。 

13.2 退役费用管理 

本节应描述按照退役项目费用管理相关办法对退役费用进行管理和

监督，包括年度活动与费用预算、成本支出管理和控制、费用使用情况监

督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