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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貴的專家名言 

被稱為專家的人，不管任何事，都把信條化為名言加以實踐。筆者擔

任核電廠綜合設計負責人時，以電廠整體配置(Layout)為主，從反應器廠房

之設計以至於管路設計，負責整體設計工作。在配管設計方面，記得一位

前輩專家曾說過：「以管路內流體的心情進行設計」，並以此作為配管設計

的守則。那種心情就是：「必須將管路彎曲的時候，就把自己想像成流經管

內的流體，常常碰撞到管壁，受反作用力彈跳回來，一定會頭昏腦脹吧，

你們為了自己方便而隨意設計的話，水也會抱怨。同樣的道理，部下正當

的不滿如果不能得到上司的理解就會造成麻煩」。此外，為了量測管路內部

的溫度、流量而裝置溫度計、限流孔(Orifice)等，「如果想像自己是流體，

則那些東西就是會造成干擾的障礙物，但卻無能為力，當然很想把干擾者

去除，此時就必須設身處地去充份考量」。 

這實在是專家的至理名言，至今仍令人難以忘懷。文殊核電廠事故是

管路的溫度計損壞造成鈉洩漏，這次美濱事故則是限流孔的下游沒有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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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管路的彎曲部份稱為肘管，肘管和限流孔部份薄化是理所當然，其對

策應是採用薄化較少的不銹鋼，若選擇碳鋼，則當然必須考慮到薄化問題，

檢查維護絕對不可或缺。 

如果不學習專家的名言，就會發生這樣的事故。 

這次筆者也看到美濱 3 號機該部份管路，破壞部份的管壁厚度薄化到

1mm以下，其飄然單薄的模樣令人感受到薄化的嚴重程度。圖 1是從下游

側看過去的破斷處模樣，圖 2 是中期報告所發表的破斷處詳況與內表面照

片。內表面的鱗片模樣為沖腐蝕的特徵，也是這次事故的決定性原因，圖 3

是從掃描式電子顯微鏡所看到的破面照片，現在肇因分析由我們(JNES)與

日本原子力研究所進行，下一期將再詳細報告。 

大洪水與管路薄化 

2004 年夏天的酷暑在東京、大阪都創造了炎夏的新紀錄，2004 年同時

也是颱風頻繁的年度。福井、新潟、香川、靜岡、三重等地因集中豪雨而

發生大洪水，大洪水的原因有很多，此次因河川潰堤，大水流到道路上，

馬路宛如河川，多數住宅淹水，這樣的景象隨處可見。 

暫且轉變話題談一談地名，我出生、長大的地方在文京區的小石川，

那裡有一家寺廟名為傳通院。1603 年德川家康將其生母“於大之方＂安葬

於此，並以其法號命名為傳通院，後來成為以千姬為首的德川家女性的菩

提寺。2004 年 NHK 大河劇新選組中浪士組即在此寺集合後前往京城，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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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通院經安藤坂往下到飯田橋、後樂園方面，途中有一個大轉彎的地方，

地名即為大曲。 

全國河川大轉彎之處多以「大曲」、「曲」為地名，堤防潰決也大都發

生在這樣的大曲附近。通常河川如果往右彎曲，水流就流往左端，並在其

左側形成廣大的河原，左側受到長期侵蝕，河寬就變大，這可由歷史得知。

發生集中豪雨時，大水使左側堤防承受相當大的力量，然後最弱的堤防就

潰決而演變成大洪水。 

另外，像瀑布那樣的激流，以及因堅硬的岩石使河川寬度變窄的地方，

其下游側的快速水流部份，距離主水流稍遠處，一定會逆流而產生漩渦，

那種地方又受到水流侵蝕，而變成危險地帶。 

筆者非常喜歡尼加拉大瀑布，也看過春夏秋冬完全不同的景色，筆者

以前曾站在巨大的岩石上觀看正下方的漩渦，現在巨石已經崩壞，變成瀑

布沖洩而下的一部份，無法再度站立，令人相當遺憾。 

自然界就像這樣有其法則，河川彎曲處的侵蝕正如管路的肘管處，河

川寬度較窄處就像限流孔。對管路而言，這些物理性侵蝕稱為沖蝕

(Erosion)，水質等引起的化學性侵蝕則稱為腐蝕(Corrosion)。 

專家前輩教導我們的就要是對這些地方特別注意。 

初次的停機命令（電氣事業法第 40條） 

2004 年 9月 27日，經濟產業大臣依據電氣事業法第 40條，認定不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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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技術基準，對關西電力公司發出該法最嚴重的暫停運轉命令。依據電氣

事業法，該破損部位必須維修以符合技術基準，並在原子力安全保安院確

認合格以前暫停運轉，但此次美濱 3 號機因警察介入搜查，預期將有頗多

波折。 

停機理由依據電氣事業法第 39條的規定，該破損部位必須依當初安裝

時的技術基準，亦即管路耐壓部份之結構，其管壁厚度必須在 4.7mm以上。

事故後的 8月 13日，依據電氣事業法第 107條，進入現場檢查結果，破損

部位的最小管壁厚度為 0.6mm。另外，B 串管路最小管壁厚度為 1.8mm，

亦不符合技術基準之要求。 

2002 年東京電力公司紀錄不當事件時，17部核電機組全部停機，在此

之前的 7 年間，日本的年度容量因素達到 80％，2003 年度降為 59.7％，為

主要國家中最低者，此後，機組陸續起動而有恢復傾向，但又被美濱扯後

腿。 

附帶一提東京電力公司福島第一核電廠 1 號機停機 1 年的命令是因圍

阻體洩漏率檢查不實，違反反應爐等管制法第 7 條第 4 項運轉規範的遵守

義務。 

事故調查委員會中期報告 

2004 年 8月 9日事故翌日，原子力安全保安院設置事故調查委員會，

第 1次會議於 8月 11日召開，並於 9月 27日召開第 6次會議時彙整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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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 

中期報告發表那一天正逢組閣，因此相當匆忙。事故調查委員會從早

上 8時 30分開始開會，9時 30分，朝田委員長將中期報告交給中川經濟產

業大臣，大臣於 10時召見關西電力公司藤社長，除了對該公司品質管理體

制不完備要求嚴重注意以外，並發出前述停機命令。以下敘述中期報告之

重點。 

管路薄化管理 

1980 年代前期，部份核電機組因沖腐蝕而發生管路薄化，乃對管壁厚

度進行調查。1986 年 12月，美國 Surry核電廠事故成為契機，事業者對各

PWR機組二次側管路薄化的調查結果以統計方式進行評估，並檢討其管理

方法。 

檢討結果，於 1990 年 5 月訂定「核電設備二次側管路壁厚管理指針

(PWR)」（亦即 PWR 管理指針），並在核能發電技術顧問會中討論。PWR

各事業者向通產省報告今後將依此指針進行自主檢查。 

此管理指針雖已經過 10 年以上，但仍未引入最新的技術進行修訂。 

另一方面，各 BWR事業者雖然分別訂定獨自的管理指針，但其內容中

共通的事項相當多，與 PWR 比較，BWR 之檢查對象範圍較廣，另外，主

要因水質的不同，BWR的實際薄化率亦較小。 

日本機械學會接受委託，今後將引入最新的技術，制定共通的指針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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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機械學會於 2004 年 9 月 29 日以訂定管路薄化檢查管理指針有關規

格為目的，成立「因應管路薄化特別小組」，筆者亦以委員身份參加。 

目前對策 

2003 年 10月，檢查制度變更，品質保證與維護管理之具體要求事項已

法定化。此一新的檢查制度對事業者課以建立品質保證與維護管理體制的

義務。此次中期報告中之當前對策如下： 

(1)檢查清單之作成及統一管理 

美濱之運轉規範規定在進行維護管理時，必須有維護計畫與檢查

計畫的所謂「檢查清單」，但是關西電力公司對定期事業者檢查對象

設備的檢查頻率、時期、方法等，在編寫具有架構的「檢查清單」及

統一管理等基本對策方面並不完備。為了進行具有實效的維護管理，

必須儘早建立具有架構的「檢查清單」管理系統。 

(2)落實外包管理 

在核電廠的維護管理方面，承包商提供服務是不可或缺的。此次

美濱事件就是編寫「檢查清單」有關的外包管理過於鬆散，而且關西

電力公司、三菱重工，以及日本 ARM之間缺乏適當的溝通。 

解決這些問題的對策必須將運轉規範所規定有關外包管理的方

法、責任分擔等加以明確化，進行澈底修訂，使其具有實效功能，並

確實遵守，同時亦必須積極進行教育訓練，以提升外包管理人員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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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 

(3)落實事業者間資訊共享 

「水平展開」（譯者註：經驗回饋）對事前防範問題極為重要，

因此不只關西電力公司，所有事業者必須建立一個有體系的實行「水

平展開」的架構並確實執行。 

確保作業員的安全 

此次事故是當時為了準備大修定期檢查，汽機間內有 105 人在作業，

其中在 A 串冷凝水管路附近作業的 11位作業員受此災害。核電廠首次發生

的死亡事故為勞動災害，實有必要重視。 

事業者不僅要防止核電廠的輻射傷害，對防止勞動災害方面，亦必須

在管理系統中明確定位。對所有事態進適當的管理、運作相當重要。 

核電廠依據反應爐等管制法，事業者負有義務對輻射業務從業員施以

教育、研習等，但對一般勞動災害的教育可能並未澈底周知。 

因此，對一般的勞動災害，實有必要充實防災對策，事前研習、擴充

事故時的初始體制，強化與有關機關的合作等。 

中期報告的結論 

美濱 3 號機事故的直接原因判定是「關西電力公司、三菱重工、日本

ARM 3家公司對二次側管路薄化管理的疏失」，導致「應該管理的部位當初

即未列入管理清單中，而且一直到事故為止都未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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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結論為品質保證與維護管理有重大缺陷，降低並克服人為與管理

上的誤失未能落實，在業務管理上有基本的缺失。 

現在，作為定期安全審查的一環，對運轉超過 30 年以上之核電廠，要

求進行高齡化之綜合評估。回顧此次事故，即使運轉不到 30 年，對老化進

行適當的評估與確認亦相當重要，故結論為每 10 年執行定期安全審查之要

求，所能達成的任務實有必要再正視。 

以專家意識防止事故 

此次標題所寫的「以管路內水流的心情進行設計、維護」，是將配管專

家的常識轉化為格言而代代相傳，這是給設計者及體認此意圖而進行維護

者之名言，實有必要銘記在心。 

最近這種專家或是退休、或是變成公司改組遣退的對象，已愈來愈少。

像核能發電這種巨大的系統，掌握整個電廠之負責人及具有“我自己的電

廠＂意識的這種專家是絕對必要的，而技術的傳承也相當重要。各公司在

形式上雖有這種專家的傳承，但重要的是真心真意的實踐。 

這一期月刊中將專家意識及其經驗的重要性、再加上管路的格言作為

結語。 

「以管路內水流的心情進行設計、維護」。 

「如果不學歷史，歷史就會回來教訓我們」。 

「核能安全從杜絕小缺失故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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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美濱 3號機管路破斷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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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 點式顯微鏡(Point Micrometer)
所測管壁厚度分佈圖 

左圖 龜裂附近之管路內面 

機管路破斷處詳況及內面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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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膜處理後) 

觀察試片 R 

管軸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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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掃描式電子顯微鏡破面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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