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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3.11日本发生9.0级特大地震



日本地震引起海啸



日本是地震频发的国家

日本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上，

 这是全球最长的地震带。而日

 本整个岛正是处在太平洋板块

 和亚欧板块交接处，在板块碰

 撞、挤压之下，交界处的岩层

 便出现变形、断裂等运动，产

 生火山爆发现象与地震。日本

 每年平均有感地震1000次，仅

 东京的有感地震年均约40次。

 据资料统计，全世界每年所发

 生的里氏6级以上地震，有20 
％发生在日本。因此对于地

 震，日本人很是习以为常。

地震震级每增加一级，其释放

 的能量就增加32倍。



目前地球版块运动示意图



历次日本地震震级与死亡人数



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受损

http://news.xinhuanet.com/photo/2011-03/16/121193899_361n.jpg


福岛第一核电站4个机
 

组最新险情

http://news.xinhuanet.com/photo/2011-03/16/121193899_471n.jpg


这是3月17日拍摄的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的照片。针对福岛第一核电站1至
 4号机组涡轮机房地下室出现的积水，日本原子能安全保安院27日说，其

 中1至3号机组积水已检测出超高浓度放射性物质，而2号机组积水放射性

 活度超标1000万倍。此外，检测还表明，核电站附近海水中放射物浓度正

 继续上升。



福岛第一核电站内部建筑物受损情
 况



向四号机组反应堆注水降温

2011年3月22日，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四号机组，红色的吊臂向

 反应堆注水降温



第一核电站三号机组破坏严重



直升机拍摄的三号反应堆受损近照



3.16公布的3号与4号反应堆图片





福岛第一核电站放射物扩散示意图



核恐慌蔓延东京居民撤离

受绍兴等地食盐急购影响，杭州也出现了食盐急购现象。浙江省

 盐业集团紧急辟谣。目前杭州食盐库存量在两千吨左右，符合常

 规库存标准，完全可以保证市民的生活。

http://img1.itiexue.net/1265/12653965.jpg


美国洛杉矶抢购碘片

当地时间2011年3月16日，美国洛杉矶，日本核泄漏引发核

 恐慌，药店货架上的碘片被抢购一空。

http://img10.itiexue.net/1265/12653974.jpg


世界规模的反核示威活动

3月26日，德国多座城市爆发大规模反核示威活动，共有约20万人参加

http://img.my399.com/upload/0/2/1301273997715.gif


3月31日在东京部分民众游行示威。



小男孩在广岛上空引爆，产生

 巨大的蘑菇云

在距离爆心投影点2.8km半径
 里，所有的建筑物完全被摧

 毁，在爆心投影点4km半径
 里，大部分的房屋被破坏，但

 相当部分可以修复。原子弹爆
 炸后约30分钟，约13 km2范围

 内，建筑物燃起熊熊大火。

“小男孩”原子弹在相生桥以东
 约100m外科医院上空580m爆
 炸，爆炸地点在广岛市中心偏
 西北处，顷刻间产生了30万度
 的高温和时速高达60km的强

 烈冲击波。

第一颗原子弹在广岛爆炸



从空中俯瞰原子弹爆炸后的日本广岛 倒塌的钢架结构建筑物

广岛原子弹爆炸后扭曲的铁轨 大多数建筑物倒塌

http://bbs.2sc.com.cn/2scbbs/upload/720.jpg
http://bbs.2sc.com.cn/2scbbs/upload/727.jpg


长崎位于九洲的西
 北，是日本最大船舶

 制造和修配中心之一

1945.8.9 
人口：约 240,000 
原子弹引起的伤亡(估

 计到1945年底) 
- 死：73,884 
- 伤： 74,909 
(据1950原子弹制品

 保护委员会报告)

第二颗原子弹  
－长崎



长崎上空的原子弹蘑菇云。
长崎投下的原子弹爆炸后形成高18 
公里的蘑菇云－ 美国空军拍摄

1945.8.9早11时02分由查理士·斯文尼驾

 驶的B-29“博士卡”在长崎上空9000米投

 下“胖子”，在550米高度爆炸。



三里岛核电站事故

1979.3.28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三里岛核电站，大量放射性物质溢出。整个过程

 只用了120秒。6天以后，堆心温度才开始下降。100吨铀燃料虽然没有熔化，但

 有60%的铀棒受到损坏，反应堆最终陷于瘫痪。此事故为核事故的第五级。



切尔诺貝利核电站事故

1986年4月26日，世界上最严重的核事故在苏联切尔诺貝利核电站发

 生。核事故的第七个级。



25年后依然触目惊心



原子核裂变



爱因斯坦质能公式

一个铀-235核裂变约释放200MeV
1.24克铀-235的裂变能释放1兆瓦日（MWD）的能量
相当于3000千克优质煤燃烧能

E＝mc2



典型的裂变反应



裂变链式反应

重核裂变的链式反应示意图

裂变放出的中子，有可能
 继续引起其他重核裂变。

如果每一个核裂变后能引
 起下一代核裂变的中子数
 平均多于1个，裂变系统
 就会形成自持的链式裂变
 反应。

有效增殖系数
K＝中子总产生率/中子总消失率
K＝1    临界系统
K<1    次临界系统
K>1    超临界系统

1％为缓发中子



核电站对公众产生的辐射影响

国家核安全法规要求核电站在正常运行工况下对周围居民产生的年辐射剂

 量不得超过0.25毫希,而核电站实际产生的辐射剂量远远低于这个限值。



核电站与火电厂对环境影响的比较

周围居民

 受到辐射

 剂量（豪

 希/年）

需要燃料（/ 
年）

采矿面积

 （亩/年）

二氧化硫

 排放量

 （万吨/ 
年）

氮氧化物排

 放量（万吨

 /年）

烟灰

 （吨/ 
年）

二氧化碳

 排放量

 （万吨/ 
年）

100万千瓦

 燃煤发电厂
0.048 300万吨

煤
1210 2.6 1.4 3500 600

100万千瓦

 核电站
0.018 30吨

核燃料
30-42 0 0 0 0



世界上第一座核电站

1954年6月27日，前苏联在卡卢加州建造的世界首座核电站——奥布宁斯克核

 电站开始发电，标志着核电时代的到来。
人类开始和平利用原子能. 二次世界大战后，人类开始和平利用原子能发电。



世界上第一座核电站

它用石墨做减速剂，功率5000KW
奥布宁斯克（APS-1）压力管式石墨气冷堆核电厂。所用的核燃料是一种

 低浓缩铀，铀235占5％。慢化剂和反射层均用纯石墨砌块，反应堆内插有

 128根铀棒，铀的总装量为550公斤，每昼夜铀235的消耗量为30克。 。





世界核电站状况
2008-7-15  据日本原子能产业协会统计

全世界目前正在运行的核电站达到435座，总装机容量
 约为3.92亿千瓦，创历史最高纪录。

拥有核电站最多的国家是美国，104座，法国59座，日
 本55座，俄罗斯27座。印度已增至17座。

正在建设中的核电站共有43座。

核电占各国发电总量比重，法国为80%，日本为30%，
 美国为20%。

印度和中国虽仅为3%至2%左右。

随着新兴市场国家能源需求量的增加，以及原油价格上
 涨和全球气候变暖等问题的出现，各国开始重新认识到
 核电的重要性。



核电在各国所占的比例

万亿瓦小时



沸水堆核电站



压水堆核电站



日本核电站分布



位于地震带上的核电站

* 加利福尼亚
* 中国
* 墨西哥
* 巴尔干地区
* 罗马尼亚
* 沙特。阿拉

 伯
* 俄罗斯
* 印度
* 巴基斯坦
* 日本
* 法国
* 德国



警 示

世纪强震让地处日本东北的福岛县“一震成名”。福岛第
 一核电站的核事故留给外界的印象最为深刻，已经在日
 本乃至全世界引起了对于核电安全的大讨论，

安全性是第一位的。核电带来巨大能量，但也带来极大
 风险。

核辐射没有国界，核安全不仅是一个国家的“家事”。

核安全、环境安全永远优先于经济和政治利益的追求。

核安全合作是紧迫议题。

核安全要靠技术的进步，还要靠科学的管理。



在灾难面前各国援助体现了  
人类文明的崇高精神



中国第二批救援物资运抵日本



中国政府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运抵日本成田机场



“盛池号”船员在悬挂条幅“爱心援助抗震救灾”

运输中国援日2万吨燃油的“盛池”号油轮3月28日下午z在大连码头，开始装油，

 大连边防检查站已经为油轮办好了快速通关手续，“盛池号”预计29日起航驶往日

 本。1万吨汽油运往广岛县江田岛市，1万吨柴油运往爱媛县今治市。



3月26日，中国三一重工捐赠一台62米混凝土泵车，用于福岛核电站抢险。泵

 车于3月27日上午离开千叶训练场，13点45分到达福岛核电站指挥中心。



美军清洗里根号航母



日本防卫大臣感谢美军支援



法国生态部长探访福岛灾民避难所



世界多座超高建筑亮红白灯激励日本灾民

纽约帝国大厦亮起红白灯





韩国N首尔塔夜间亮起红白两色灯



吉隆坡塔(右)亮起白灯



3月14日白俄罗斯明斯克民众为日本地震受灾者祈福。



3月16日印度海德拉巴孩子们点燃蜡
 

烛为日本地震遇难者祈福。



日本福岛核电厂留守工作人员抢险
 照片曝光



一名工作人员在福岛第一核电厂第
 一和第二机组控制室里查看仪表



工作人员在福岛第一核电厂第一和第二机组控制室里收集数据。他们必

 须身穿橡皮防护服，以使身体受到的辐射量降至最低程度。



后事展望

4月19日，东京电力社长清水正孝宣布，福岛第一核
 电站事故问题的全部处理可能需要9个月，这是福岛
 核事故发生以来，第一次有了较为明确的时间表。

实施中的两大障碍，一是必须冷却反应堆中的放射性
 铀燃料，二是处理厂房地下积聚的大量受到污染的冷
 却水。



核电的发展任重道远  

核电站将在挫折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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