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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1.1  概述 

相对于固定场所核材料的实物保护，核材料运输实物保护容易出现薄弱环

节，有可能发生非法转移或破坏核材料的行为。为了规范核材料运输的实物保护，

防止核材料丢失、非法转移和破坏，必须对运输中的核材料实施纵深防御的保护

措施。根据核材料运输的设计基准威胁和核材料的实物保护级别，制定并实施核

材料运输的实物保护方案，对核材料运输活动提供足够的安全保障，能够有效应

对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确保不对公共安全构成威胁，不对公众健康和环境造成

危害。 

1.2  目的 

本导则的目的是对核材料运输实物保护提供指导，并作为核安全局审评和监

督检查核材料运输实物保护的依据。 

1.3  范围 

本导则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民用核材料陆路、水路、航空运输的实物

保护。 

2  核材料运输实物保护基本原则 

  

2.1  与设计基准威胁和核材料实物保护别级相适应。 

2.2  注重人防，加强技防，使探测、延迟、响应相协调。 

2.3  纵深防御、及早探知、快速响应、最大限度减小损失。 

2.4  尽量减少核材料转运次数和转运时间，尽量缩短运输总时间。 

2.5  确保参与核材料运输的成员是可靠和胜任的。 

2.6  限制事先知悉运输方案的人数在必要范围内。 

2.7  尽量采用不固定运输日程，事先确定备用运输路线。 

 

3 核材料运输中实物保护系统应具备的能力 

 

3.1  能限制与运输无关的人员在运输工具附近区域活动，能及时探知未经授权

人员、材料、物品、车辆或船只进入运输控制区。 

3.2  能阻止或延迟未经授权人员进入运输工具，防止带入未经批准的材料或物

品，防止从运输工具内非法窃取核材料。 

3.3  保持通信畅通，对突发事件能立即作出有效响应，在当地公安部门或响应

力量到达之前能牵制和阻止入侵者的违法行动。 

 

4 组织机构和职责 

 

4.1  核材料运输实物保护领导小组 

核材料运输实物保护由托运人负责。托运人应会同承运人组成核材料运输实

物保护领导小组。核材料运输实物保护领导小组负责建立核材料运输监控中心，

组织制定运输计划，制定或修订核材料运输实物保护方案和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处理运输中出现的重大问题，按报告制度向国家核安全监管部门和有关部门报告

核材料运输情况。 

4.2  核材料运输监控中心 

核材料运输监控中心负责监控运输工具运行，接收和传达核材料运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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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与运输队伍、核材料托运人、承运人、收货人、警卫部队、响应力量和有

关部门联络，按应急预案规定的职责应对突发事件，及时向核材料运输实物保

护领导小组汇报情况，处理运输后续事务。 

4.3  核材料运输队伍 

核材料运输队伍可根据需要配备运输负责人、保卫负责人、押运人员、驾

驶员等有关工作人员，应对他们的分工和主要职责作出明文规定。核材料运输

队伍应携带“押运文件包”和保卫装备。 

 

5 核材料运输实物保护方案的内容 

 

5.1  核材料运输有关单位信息 

托运人、承运人、收货人的名称、法人代表或授权代表姓名、详细地址、通

讯地址、电话号码、传真号码、电子邮件地址。 

5.2  运输核材料的描述 

核材料名称、实物保护级别、数量（总量和净重）、化学和物理特性、同位

素组成、富集度（铀-235、钚、氚或锂-6 的富集度）及运输货包的辐射水平（Sv/h）、

每年发运批次。 

5.3  设计基准威胁的界定 

对核材料运输潜在事件的性质、可能性和风险后果进行评估，根据收集的信

息，识别所有可能的威胁，按照威胁的程度进行分类，再结合核材料实物保护级

别和运输沿途的治安状况，分析评价潜在不法分子的作案目的、行动规模、携带

武器和工具等试图非法转移和破坏核材料运输的威胁要素，从而确定核材料运输

的设计基准威胁。 

5.4  运输工具、路线与安排 

从起点到终点使用的运输工具，运输日期、时间和路线，运输负责人姓名，

运输货包的类型、设计、规格、重量及货包拴系方案。如果一次核材料运输包括

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运输工具，需要转换运输工具或中间临时贮存时，应将计划转

运的日期、时间、地点、负责人和保护措施分段描述。还应说明运输工具全面维

护和检查情况，必要时携带备品备件。 

5.5  组织机构及职责 

描述核材料运输组织机构，给出组织机构图，详细说明核材料运输实物保护

领导小组、运输监控中心、运输负责人、保卫负责人、押运人员、驾驶员等工作

人员的数量、组成和主要职责。 

5.6  保卫措施 

保卫措施应与设计基准威胁和核材料实物保护保护等级相适应，还应考虑货

包规格和类型、运输路线、途中距离和地形、途中停留地点、运输方式、公众关

注的相关问题等因素。保卫措施应包括如下内容： 

1)核材料货包密封情况、途中监视与入侵探测措施； 

2)押运人员和押运车辆配备情况； 

3)运输途中可提供支持的响应力量及其联络方式； 

4)核材料装运前对运输工具进行严格安全检查的规定； 

5)突发事件的应对措施以及与有关部门的联络规定； 

6)在规定地点计划停留的实物保护措施； 

7)非计划停留的应对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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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过夜停留、中间贮存所采取的与核材料实物保护级别相适应的保护措施； 

9)确保与沿途交通管理部门保持联络、提前得到路况信息的方法； 

10)参与核材料运输人员可靠性审查规定； 

11)参与核材料运输人员培训规定，包括应急预案、应急程序、通信和保密

知识培训等； 

12)核材料货包遭盗抢或破坏后，将其后果降低到最小的措施。 

5.7  通信安排 

在核材料运输过程中，核材料托运人、承运人、收货人、运输领导小组、运

输监控中心、运输队伍、运输途中应急响应力量各方之间，应配备两种或两种以

上的通信手段，以保持联络畅通。应规定通信联络的保密措施，预先规定联络频

度，制定与核材料运输队伍失去联络的应对措施,途中不许会客。 

5.8  响应力量的预先安排 

核材料托运人与运输沿途响应力量之间应做好预先协调，包括正常运输路线

和备用路线、中间停留的安排。应制定核材料运输队伍与沿途响应力量保持有效

通信联络的规定，并在核材料启运前将这些规定通知沿途响应力量。当沿途运输

涉及几个地方执法机构时，应预先做好实物保护响应力量责任接口的交接安排。

对沿途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应制定核材料运输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和紧急报告程

序。 

5.9  计划的正常运输路线和备用路线 

除了核材料正常运输计划的路线之外，应事先确定应急情况下的备用路线。

正常运输路线和备用路线的选择必须符合放射性物质和危险物品运输的法律法

规要求，尽量避开岩石滑坡、洪水、森林火灾、闹市区或市内交通高峰区段。正

常运输路线和备用路线之间应便于转换。 

5.10  信息保密和保护 

应说明已制定的保密规章制度，凡涉及核材料运输的文件和资料应实施分级

保护，保密资料应由专人管理，确保安全。核材料运输的下列信息应予以保密： 

1) 核材料运输实物保护方案及其审查评估报告，核材料发运时间、地点、

路线和运输日程安排； 

2) 车辆锁定装置、入侵报警和监视装置； 

3) 计划和非计划的停车地点，以及地方响应力量的安排和能力； 

4) 通信系统和通信联络的方式，无线电话通信限制的细节； 

5) 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包括响应力量的规模、部署、响应时间和武器装备

信息； 

6)保密信息的传递规定； 

7)其他需要保密的信息。 

 

6 Ⅰ、Ⅱ、Ⅲ级核材料运输的实物保护要求 

 

Ⅰ级、Ⅱ级和Ⅲ级核材料运输的实物保护措施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按照Ⅲ级、

Ⅱ级、Ⅰ级的顺序，其核材料运输实物保护措施依次强化。 

6.1   运输Ⅰ级核材料的实物保护要求 

6.1.1  预先通知收货人 

发货前，托运人应将发运的有关事项预先通知收货人，具体说明数量、类别、

启运时间、运输方式、承运人姓名、预计到达目的地的时间、收货人接收的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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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实物保护责任移交地点。托运人应确认收货人同意在预定时间接收，并作好实

物保护安排。 

6.1.2  选择运输路线和运输方式 

选择运输路线时应考虑沿途是否安全，应尽量避开自然灾害区、社会治安情

况混乱地区、旅游风景区和人口密集区，应便于当地公安部门和其他应急响应力

量的支援。应尽量选择运输时间最短且中转次数最少的运输方式。 

6.1.3  载货运输工具的检查 

装运前应由具有核材料运输资质的人员严格检查运输工具，运输货包、运输

工具及货包拴系方式都必须符合规范要求，未经批准的材料和物品不得带入运输

工具，保证没有安放破坏装置；检查过的运输工具应立刻关闭锁好，停放在安全

区域内，直到装载运输核材料。 

6.1.4  锁和封记 

核材料货包应装在密封并上锁的专用车辆、货舱或货物集装箱内；重量超过

2000kg 上锁或加封的货包应允许使用敞篷车运输。货包应固定在运输工具内。押

运人员在启运前、运输途中直至到达目的地，都应适时地检查货包、锁和封记的

完整性,以便及时察觉是否发生扰乱。 

6.1.5  警卫 

Ⅰ级核材料必须实施武装押运，配备押运的武装警卫数量及其装备应根据设

计基准威胁来确定，但一般不得少于四名。押运的武装警卫必须有适当装备，经

过训练和核材料运输安全保卫知识培训，对运输中（特别是中途停留期间）的核

材料实施连续有效的监视，并按照规定的时间检查锁和封记的完整性，确保所运

核材料不被非法转移和破坏。 

6.1.6  通信 

对公路、铁路和水路运输，应建立运输监控中心，采用全球卫星通讯与定位

系统，及时跟踪核材料运输位置和安全状况。运输途中，核材料运输工具之间，

核材料运输队伍与运输监控中心、托运人、收货人、承运人、地方公安部门、响

应力量之间，运输监控中心与核材料运输领导小组、运输工具、押运人员、响应

力量、托运人和收货人之间，应配备安全可靠的通信设备。当出现突发事件时，

能及时向响应力量报警。 

6.1.7  探测报警和监视 

运输工具内部应配备入侵探测报警装置，押运人员应昼夜监视核材料的安全

状况。在中途停留或货包从一个运输工具转移到另一个运输工具期间应由警卫严

密监视。 

6.1.8  核材料交接 

核材料启运前及抵达目的地后，相关责任人应共同检查货包、锁和封记的完

整性，核实核材料货包的编号、数量和重量。当收货人确认已准确无误地收到发

运的核材料后，应立即通知托运人，双方办理交接手续，并签字认可，同时，核

材料实物保护的责任移交给收货人。 

6.1.9  应急行动 

如果核材料在运输途中发生被盗、破坏或丢失事件，押运警卫和保卫人员应

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并迅速报告当地公安部门和运输监控中心。运输监控中心应

立即报告运输实物保护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报告有关部门，

请求有足够人数、有适当装备且训练有素的响应力量迅速到达，并进行追踪调查。

对运输期间发生的突发事件应做好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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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Ⅰ级核材料运输方式要求 

6.2.1  公路运输 

应由具有核材料承运资质的单位运输。公路运输车队由前导车、核材料运输

车和后方监护车组成。运输过程中应保持车队完整。运输途中各方保持通讯联络

畅通。核材料运输用的载货车应是指定的专用货车，装有车辆锁定装置，有坚固

的货厢，是一道可靠的实体屏障。投入运输前，应对车辆进行全面维护和检查。

核材料货包应牢固地固定在运输车辆上，上锁加封。长途公路运输期间，须有备

用驾驶员。严禁非押运人员搭乘运输车辆。载货车驾驶员一般应有一名武装警卫

陪同，另有三名或三名以上武装警卫分乘在前导车和监护车上，武装警卫连续监

视核材料，适时检查锁和封记的完整性，防止入侵者盗窃或破坏。 

6.2.2  铁路运输 

使用特种专用车厢，车厢应牢固。武装警卫对核材料及装载核材料的车厢周

围情况进行连续监视。押运人员按规定时间检查锁和封记的完整性。 

6.2.3  水路运输 

使用专用运输船。将核材料装在专用的货包内，再将货包放在专用的货舱中，

上锁加封。武装警卫连续监视，并按规定时间检查锁和封记的完整性。 

6.2.4  航空运输 

使用指定货运飞机，核材料装在上锁加封的专用货包内。飞机上应没有其他

货物。 

6.3   运输Ⅱ级核材料的实物保护要求 

6.3.1  预先通知收货人 

发货前，托运人应将发运核材料的有关事项预先通知收货方，具体说明核材

料数量、类别、启运时间、运输方式、预计到达目的地的时间、收货人接收核材

料的地点和实物保护责任移交地点，并要求收货人作好实物保护安排。 

6.3.2  选择运输路线和运输方式 

选择运输路线时应考虑沿途是否安全，应尽量避开自然灾害区、社会治安情

况混乱地区和人口密集区，应便于当地公安部门和其他应急响应力量支援。应尽

量选择运输时间最短且中转次数最少的运输方式。 

6.3.3  载货运输工具检查 

装运前应由有运输资质的人员仔细检查运输工具，只允许授权人员和材料进

入运输工具，保证没有安放破坏装置。 

6.3.4  锁和封记 

核材料货包应装在上锁加封的专用车辆、货舱或货物集装箱内；重量超过

2000kg 上锁或加封的货包应允许使用敞篷车运输。货包应牢固的固定在运输工具

内。押运人员在发运前、运输途中直至到达目的地，都应适时检查货包、锁和封

记的完整性。 

6.3.5  警卫或专职保卫人员 

配备押运武装警卫或专职保卫人员的数量及其装备应根据设计基准威胁来确

定，但一般不得少于三名。 

6.3.6  通信 

运输途中应配备安全可靠的通信设备，重要信息应实施加密通讯，采用全球

卫星定位系统。核材料运输队伍之间，核材料运输队伍与运输监控中心、托运人、

收货人、承运人以及各地相关部门之间，运输监控中心与核材料运输领导小组之

间，应随时保持通讯联络，以便及时通报核材料的运输位置和安全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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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7  探测报警和监视  

运输工具内部应尽可能配备入侵探测报警装置,押运人员应昼夜监视核材料

的安全状况。在中途停留或核材料从一个运输工具转移到另一个运输工具期间应

加强监视。 

6.3. 8  核材料交接 

核材料启运前及抵达目的地后，相关责任人应共同检查货包、锁和封记的完

整性，核实核材料货包的编号、数量和重量。当收货人确认已准确无误地收到发

运的核材料后，应立即通知托运人，双方办理交接手续，并签字认可，同时，核

材料实物保护的责任移交给收货人。 

6.3. 9  应急行动 

如果核材料在运输途中发生被盗、破坏或丢失事件，押运警卫和保卫人员应

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并迅速报告当地公安部门和运输监控中心。运输监控中心应

立即报告运输实物保护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报告有关部门，

请求有足够人数、有适当装备且训练有素的响应力量迅速到达，并进行追踪调查。

对运输期间发生的突发事件应做好记录。 

6.4  Ⅱ级核材料运输方式要求 

6.4.1  公路运输 

应由具有核材料承运资质的单位运输。运输途中有关各方保持联络畅通。载

货车应是指定的专用货车，坚固可靠，装有车辆锁定装置。投入运输前，应对车

辆进行全面维护和检查。上锁加封。长途公路运输须有备用驾驶员。严禁非押运

人员搭乘运输车辆。中途停留或过夜期间，载货车应能锁定，停放在安全的区域，

时刻有人看守。武装警卫或专职保卫人员连续监视核材料货包，适时检查锁和封

记的完整性。 

6.4.2  铁路运输 

使用专用货运车厢，上锁加封。武装警卫或专职保卫人员连续监视，适时检

查锁和封记的完整性。 

6.4.3  水路运输 

将核材料装在上锁加封的货包内，货包装在专用的货舱中。武装警卫或专职

保卫人员连续监视，适时检查锁和封记的完整性。 

6.4.4  航空运输 

将核材料装在上锁加封的货包内，货包放在指定的货运飞机上。 

6.5 运输Ⅲ级核材料的实物保护要求 

6.5.1  预先通知收货单位 

发运前，托运人应预先通知收货人，具体说明核材料特性、启运时间、运输

方式、承运人姓名和估计到达目的地的时间，收货人应确认接收核材料的地点,

并作好实物保护安排。 

6.5.2  锁和封记 

装运应使用上锁加封的专用车厢、货舱或集装箱，核材料应装在专用货包内，

牢固地固定在运输工具中；再将车厢、货舱或集装箱上锁加封。  

6.5.3  载货运输工具检查 

装运前应由具有核材料运输资质的人员仔细检查运输工具，只允许授权人员

和材料进入运输工具，保证没有安放破坏装置。 

6.5.4  通信 

运输过程中运输人员应与保卫值班室、托运人、承运人、收货人随时保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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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联络。 

6.5.5  专职保卫人员押运 

配备押运的专职保卫人员数量应根据设计基准威胁来确定，但一般不得少于

两名。 

6.5.6  核材料交接 

核材料启运前及抵达目的地后，相关责任人应共同检查货包、锁和封记的完

整性，核实核材料货包的编号、数量和重量。当收货人确认已准确无误地收到发

运的核材料后，应立即通知托运人，双方办理交接手续，并签字认可，同时，核

材料实物保护的责任移交给收货人。 

6.5.7  应急行动 

如果运输途中核材料发生意外事故或紧急情况，应采取相应措施，立即报告

保卫值班室和有关部门，协助进行追踪调查。 

6.6   Ⅲ级核材料运输方式要求 

6.6.1  公路运输 

应由具有核材料承运资质的单位运输。载货车应是指定的专用货车，装有车

辆锁定装置，长途运输须有备用驾驶员。中途停留或过夜期间，载货车应能锁定，

停放在安全的区域，始终有人看守。保卫人员连续监视核材料，适时检查锁和封

记的完整性。 

6.6.2  铁路运输 

使用专用货运车厢，或将装货的专用车厢挂在客车上，货运车厢应上锁加封。

保卫人员连续监视核材料，适时检查锁和封记的完整性。 

6.6.3  水路运输 

将核材料装在上锁加封的货包内，再将货包装在专用货舱或隔舱中。保卫人

员连续监视核材料，适时检查锁和封记的完整性。 

6.6.4  航空运输 

使用指定的货运飞机，核材料放在上锁加封的货包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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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释 

 

押运人员   escort 

跟随核材料运输工具，为防止不法分子盗窃、破坏或袭击核材料提供保护的

人员。 

 

响应力量   response  force 

有适当装备并受过专门训练，按照法规的授权对付试图非法转移核材料或实

施破坏行动的不法分子的现场或现场外武装人员。 

 

破坏  sabotage 

任何针对核设施、核材料或核材料运输工具采取的蓄意行动，这种行动造成

的辐射照射或放射性物质释放会直接或间接地危害人员健康和安全，危害公众和

环境。 

 

运输监控中心 transport control center 

保证能持续监测核材料运输工具的位置和安全状况，并能与运输工具、押运

人员、响应力量、托运人和收货人保持联络的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