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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电站全生命周期数据管理框架体系构建与发展建议
任景莉，杨盼
（郑州大学河南省大数据研究院，郑州 450052）

摘要：核工业正在经历数字化、智能化变革，核电数据呈指数型增长，数据逐渐成为核电站的重要资产，然而缺少贯穿核电
站全生命周期的数据管理体系。本文综述了我国核电站全生命周期数据管理的研究现状，剖析了核电站全生命周期数据管理
面临的需求与挑战，构建了围绕核电站全生命周期各个节点和业务流的数据管理框架。研究认为，建立核电站全生命周期数
据管理体系当务之急是推进核电行业全面数字化，规范统一核电站全生命周期数据标准；依据数据类型对全生命周期数据进
行分类管理，合理设计数据模型；科学制定数据质量管控政策、数据质量度量标准，确保核电站全生命周期数据安全。为此
建议，加快建立数据一体化平台，对核电站中物项、业务数据、三维仿真数据等进行目录化组织，促进跨业务系统间数据的
互联互通；将区块链技术应用到核电站全生命周期数据管理，实现核电站全生命周期数据的真实可溯；加强核电与数字孪生
技术、基于模型的系统工程方法的融合应用，提高核电站智能化发展水平；建立健全核电站数据绿色管理政策体系，实现数
据中心的低碳、高效、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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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cycle Data Management of Nuclear Power Plant:
Framework System and Development Suggestions
Ren Jingli, Yang Pan
(Henan Academy of Big Data,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52, China)

Abstract: As the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of the nuclear industry proceeds, nuclear power data is growing exponentially
and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asset of nuclear power plants. However, there is a lack of lifecycle data management system of nuclear
power plants. This paper first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status of nuclear power plant lifecycle data management in China, analyzes
the demands for and challenges of nuclear power plant lifecycle data management, and constructs a data management framework
regarding lifecycle nodes and business flows of nuclear power plants. The urgent tasks for establishing a nuclear power plant lifecycle
data management system include: (1) promoting the comprehensive digitization of the nuclear power industry and unifying the nuclear
power plant lifecycle data standards; (2) classifying the lifecycle data according to data types and reasonably designing the data
models; and (3) scientifically formulating data quality control policies and data quality measurement standards to ensure the lifecycle
data security of nuclear power plants. Furthermore, we suggest that (1) a data integration platform should be established to catalog
the items, business data, and three-dimensional simulation data in the nuclear power plants to promote the interconnection of data
across business systems; (2) blockchain technology should be applied to nuclear power plant lifecycle data management to ensure
the authenticity and traceability of the data; (3) digital twins and model-based system engineering should be applied to the lifecycle

收稿日期：2021-09-15；修回日期：2021-11-08
通讯作者：任景莉，郑州大学河南省大数据研究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数据科学、数字政府、数据安全；E-mail: renjl@zzu.edu.cn
资助项目：科学技术部创新方法工作专项“虚实协同的华龙一号数字核电站构建创新方法研究与应用”(2019IM050400)
本刊网址：www.engineering.org.cn/ch/journal/sscae

152

中国工程科学 2022 年 第 24 卷 第 2 期
data management of nuclear power plants to improve their intelligent development level; and (4) a green policy system should be
established for nuclear power plant data management to realize the low-carbon, effici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data centers.
Keyword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nuclear power plant; lifecycle; data management; framework system

一、前言

目前，NPPLDM 体系研究按照对象不同分为
两大类：以核电站某生命节点为对象的数据管理研

核电作为构建现代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

究，以核电站主数据为对象的数据管理研究。以核

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实现数字化、智能化是确保核

电站某生命节点为对象的数据管理研究主要围绕核

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手段，也是打造核工业强国

电站规划设计、工程建设（设备采购和土建安装）、

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核电企业来说，积

运维管理 3 个阶段展开。核电站的大部分数据产生

极推进核电数字化是降本提效、形成行业竞争优势

于规划设计阶段，因而核电设计的数字化不仅可以

的优选路径。

简化上、下游数据传递，还可助力实现核电“数字

数字化实体产业是发展数字经济的关键内容，

化移交”[3]。在工程建设阶段，加强和规范设备采

目前实体产业发达的国家均在积极布局数字化工业

购数据管理 [4]、项目管理 [5]、文档管理 [6]，有助

战略 [1]。核电站的生命周期通常跨越数十年并产

于缩短工期和降本提效。核电运维管理过程的核心

生海量数据，因复杂繁多的数据难以进行统一的规

是反应堆监管，因而运维数据管理对核电站的安全

划管理而导致数据利用率偏低、数据价值难以充分

高效生产至关重要 [7]。

发挥 [2]。因此，建立数据管理体系是核电站数字

核电站主数据是核电站研发设计、建安调试、

化转型的重中之重。核电大数据作为核电站的重要

运维生产等过程中产生的核心数据，在收集、共享

资产，亟需构建核电站全生命周期数据管理体系，

和运用后可满足跨部门业务协同需要。不同于分阶

建立覆盖核电站全生命周期的数据采集、处理、传

段数据管理，主数据管理应确保主数据在核电站全

输、应用体系；加强数据流通，创新数据管理与共

生命周期内的一致性、完整性、共享性和可靠性。

享机制，发挥数据要素的核心价值。

主数据在核电信息化建设和以信息化手段实现的业
务活动中具有重要作用，国内核电企业都在积极开

二、核电站全生命周期数据管理的发展现状

展主数据管理实践，如江苏核电有限公司的江苏
核电主数据全生命周期概念模型，大亚湾核电运

核电站全生命周期数据管理（NPPLDM）指在

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的主数据分类管理 [8] 和核电

大型核电站全生命周期内的主要阶段，对各类数据

站全生命周期知识管理框架 [9]。也要注意到，上

进行定义、收集、评估、共享、协同应用、维护、

述研究虽然给出了核电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设计

归档、销毁等处理，并对数据资源的全生命周期进

数据管理、采购数据管理、工程数据管理等思路，

行科学、全面管理。核电站的数据支撑着核电数字

但仍缺乏针对 NPPLDM 体系开展的整体规划与统

孪生和数字化移交的发展。随着核电数字化发展，

筹管控。

各种核电数据呈指数型增长，以存储管理为核心的

核 电 是 一 项 复 杂 的 系 统 工 程， 从 规 划 设 计、

数据管理已不能满足相关业务更为深化的数据分析

采 购、 施 工 建 造、 调 试 移 交 到 运 行 维 护、 退 役，

和共享需求。新时期的 NPPLDM 应以数据存储整

通常经历 50~70 年的生命周期；核电站全生命周

合、共享应用、安全可靠为基础，深入研究核电站

期中产生的各种数据是确保电站正常运行和核安

全生命周期节点、业务流、信息流、数据流，开展

全的重要凭证，具有重要的查考价值。在核电数

涵盖核电规划设计、采购施工、调试移交、运维退

字化、智能化发展背景下，统筹管理复杂的核电工

役全过程的精益化数据管理；充分实现核电大数据

程、运维信息至关重要。本文作为聚焦 NPPLDM

价值，消除“数据孤岛”，促进业务协同，提升核

开展的整体性、框架性研究，从核电站数据管理的

电站的安全性、可靠性和经济性。

需求和难点出发，以数据管理与核电业务协同的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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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应用为切入点，探讨 NPPLDM 框架体系并提出

据和算法来实现智能预警。目前，核电行业尚未形

行业性发展建议。

成标准化且全面的数据管理，存在数据之间关联程
度不高、数据多源异构等问题，制约了核电站运营

三、核电站全生命周期数据管理的需求分析
及面临挑战

管理的数字化、智能化进程。
（二）核电站全生命周期数据管理面临的挑战

（一）核电站全生命周期数据管理需求分析
1. 核电站业务协同的需要

1. 核电工程业务复杂，“数据孤岛”现象严重
核电工程业务复杂，核电企业之间，产业链上、

核电站是多方参与，涉及多专业、多设备的长

下游参与方众多，数据相对封闭；核电站全生命周

期工程，业务协同至关重要。核电站数据按照业务

期跨度长，数据利用存在信息不对称、不及时的情

流程分为工程数据、运维数据：前者包括规划文件、

况。核电业务系统大多自成体系、相互独立，尽管

设计文件、采购数据、施工数据、安装调试数据等；

纵向业务实现了全面覆盖，但横向业务优化不足。

后者包括核电生产运营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数据，如

因数据标准不统一导致的核电业务“数据孤岛”现

维修、延寿、退役数据等。这些海量数据通常存储

象严重，使得跨业务领域 / 板块的数据集成与协同

于不同的系统，存在数据标准不统一、数据类型复

较为困难。

杂多样、运行系统相对独立等问题，致使业务数据

2. 数据类型复杂繁多，可用性不足

重复、割裂，共享和应用难度较大，影响了核电业

多源的核电数据带来了数据的多样性 [12]，但

务的协同效率。因此，开放共享的 NPPLDM 体系

多样化的数据载体和格式种类也造成数据类型的

是提高核电业务效率、实现核电数据治理能力现代

复杂化问题。鉴于数据及数据结构在业务中的不

化的创新举措。

同作用，加之核电的数据类型又具有明显差异，

2. 核电站数字化移交的需要

核心数据分类管理不当将会降低数据可用性。以

核电站数字化移交是核电行业深入实现“两化

核电设计阶段为例，大部分关键数据以文档形式

融合”的重要体现。我国的核电站工程建设以工程

进行信息保存和交换，存在传递效率低下、共享

总承包（EPC）模式为主 [10]，传统的核电站移交

难度大、版本多、检索难等问题。此外，随着数

是以纸质和电子化文件形式，将相关数据交付给业

据收集方式多元化，非结构化的数据在数据总量

主方。新兴的核电数字化移交则以结构化数据和智

中占比加大（呈指数型增长），致使数据存储成本、

能模型 / 图纸的形式，将工程阶段的相关信息以数

应用分析难度均有增加，信息整合和连接的复杂

字化、智能化的形式交付给业主方，同时交付一座

性凸显，信息的实时统一、虚实集成等问题逐渐

“数字核电站”来支持后续的智慧运营。贯穿核电

暴露。

站全生命周期的数据管理，可以通过规范数据标准、

3. 缺乏有效的数据质量管理制度及机制

关联数据属性、提升数据质量等行为，支撑数据在

数据质量提升是 NPPLDM 的目标之一。在核

业务系统之间的互联互通和高效分析。显然，智能

电站工程建设和生产运维过程中，数据录入不规范、

模型和智能图纸具有良好的实用性，对实体电站的

不准确，数据缺失或异常都会影响数据质量。大量

运营指导也更为可靠。

异常数据向自动运行的核电设备提供无效输入值，

3. 提升核电安全保障的需要

可能影响反应堆正常运转甚至威胁核电站安全。当

核电安全问题长期以来备受关注。核电站规划

前，核电企业尚未形成严格规范的核电站全生命周

设计通常采用“纵深防御”思想，运用技术手段来

期数据质量管理体系且监督机制不完善，导致核电

降低核电事故的危害；核电站后期的运维管理主要

数据质量参差不齐，制约着数据分析、集成、预测

通过监控反应堆运行状态、设备属性状态、核辐射

的效果，不利于核电的全面数字化进程。

剂量等数据，对故障进行预警和量化 [11]。传统的

4. 面临更多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问题

核安全数据处理分析较多依赖于人的经验，而核电

核电站数据作为企业的核心资产、国家的重要

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则弱化人的作用，转而采用数

数据，在实现全面数字化之后仍将面临诸多安全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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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当前，企业对核电站数据安全管理的重视程度

数据管理政策指导及组织管理为辅助监督，从企业

不够，覆盖核电站全生命周期的数据安全管理机制

制度规范、组织管理、面向业务协同的数据管理 3 个维

尚未成型；对于核电数据上云后的数据安全问题缺

度，立体展示了核电数据管理的重要内涵；着力于

乏长远布局，如海量数据的长期远程存储安全，更

解决“数据孤岛”、数据可用性差、数据质量参差

严格的身份认证及细粒度访问控制，对敏感数据的

不齐、数据安全问题，推动核电站数据管理的优质

分析、共享、协同应用，防范外网攻击并确保数据

高效运行。

传输安全等。
（一）企业制度规范

四、核电站全生命周期数据管理与协同应用
框架体系

数据管理制度是管理核电站全生命周期数据资
产的基石。企业的核电数据管理制度是基于核电站
全生命周期的业务需求和智慧核电发展要求，规范

NPPLDM 本质上是在深入研究核电站全生命周

数据标准要素和数据质量评估要素，明确数据安全

期节点、业务流、信息流、数据流的基础上，建立

要求，指导核电数据精细化管理的指南和标准。这

核电规划设计、采购施工、调试移交、运维退役全

项工作的关键在于，明确数据管理工作的重要性，

过程的精益化数据管理，由此形成核电数据开放共

促进核电站全生命周期中的相关单位、部门达成共

享、协同应用的能力。NPPLDM 与协同应用的框架

识；制定数据安全规范，切实保障核电站全生命周

体系如图 1 所示。整体框架以实体电站为对象，以

期数据的机密性、可用性、完整性；明确数据产生、

电站全生命周期中产生的海量数据为核心，以企业

应用、管理的原则，确保数据在安全的前提下实现

核电站全生命周期管理与协同应用

差异化数据分类管理

数据采集

规划
设计

数据存储

采购
建造

安装
调试

维护和使用

移交

数据销毁

运行
维护

延寿
退役

核电站全生命周期

图 1 NPPLDM 与协同应用的框架体系

155

核电站全生命周期数据管理框架体系构建与发展建议
业务层面的横向和纵向共享；制定问责与奖惩规

个角度对数据进行分类。不同数据分类会产生不同

则，充分调动参与数据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制定数

的管理方法，根据数据结构规范可分为结构化数据

据质量管理标准，提升数据质量以完善可用性。

管理、非结构化数据管理，根据数据描述类型不同
可分为元数据管理、主数据管理、参考数据管理，

（二）组织管理
组织管理为 NPPLDM 提供组织结构和人员保

根据核电业务流程可分为工程数据管理、运维数据
管理。

障。核电站全生命周期中的数据庞大复杂，需要高

一 是 结 构 化 数 据 管 理 与 非 结 构 化 数 据 管 理。

效系统的管理以及组织成员之间的协作配合。组织

结构化数据是格式规范、用二维表记录的数据，

管理要素包括：根据核电站的特点来设计组织机

相关管理技术已相当成熟，如关系型数据管理系

构，明确各自职责；建立数据管理委员会、数据质

统（MySQL）。非结构化数据是格式相对不固定、

量管理委员会、数据安全管理委员会，分别负责数

很难用数据库二维逻辑表来表示的数据，具有形

据管控优化、数据质量管理、数据安全管理，使得

式 多 样、 数 据 量 大 等 特 点， 如 电 子 邮 件、 文 档、

数据管理工作妥善开展。

图片、视频以及从物联网设备生成的数据集。非
结构化数据在核电数据总量中占比较高，可为核

（三）面向业务协同的核电站全生命周期数据管理
NPPLDM 是基于核电发展需求而产生的，面

电设备运行和延寿退役提供直接参考，但管理难
度较大。对于核电非结构化数据管理，可以建立

向业务协同的 NPPLDM 通过统一数据标准、差异

非结构化数据管理平台，革新底层数据结构汇集、

化数据分类管理、合理构建数据模型，打破业务数

管理对象数据、元数据、索引数据，并与人工智

据壁垒，实现核电站全生命周期数据的开放共享和

能技术相融合，提供新的数据架构底座，利用数

查询，提高核业务流程效率；提升核电数据质量，

据湖等架构实现数据智能搜索、内容自动化等。

确保满足业务要求，实现数据驱动业务；完善数据
安全保护机制和网络安全保护机制，保障数据安全。

二是元数据管理、主数据管理和参考数据管
理。① 元数据管理。在核电数字化过程中，元数据

1. 统一数据标准

作用于整个价值流，支持数据服务的统一管理运营，

统一数据标准指为保障数据内外部使用与交换

支撑业务管理规则的有效实施。当前，核电设计文件

的一致性和准确性而制定的规范性约束。核电项目

和过程文档正经历文档化向电子化的转型 [13]。核电

建设过程涉及若干相互独立的系统，因职能和标准

站元数据管理应重点关注：制定元数据标准、规

不同而使得相同数据在不同系统中具有差异化的表

范、平台与管理机制，建立核电站全生命周期元

达形式，阻碍了数据在跨系统层面的共享和使用。

数据管理体系；根据核电业务需求，制定元数据

核电数据管理服务于核电站全生命周期业务流，数

注册方法，完成底座元数据注册工作；建立元数

据标准的制定和管理应以业务为基础，以规范业务

据中心，确保元数据全生命周期管理，对不同类

对象在各信息系统中的统一定义和应用来实现核电

型的元数据进行连接以开展元数据关联查询、检

站全生命周期业务协同、数据共享开放、数据灵活

索、血缘分析 [14]。② 主数据管理。主数据是核

使用、数据分析应用，最终表现为数据驱动业务。

电站全生命周期业务活动的核心要素数据，在业

核电数据标准体系也应明确数据元的属性及属性描

务系统之间可共享使用。应建立核电主数据管理

述，如属性包括而不限于中文名称、英文名称、标

体系，围绕核电站全生命周期业务需求和数据从

识符、说明、数据类型、取值、与其他属性的关联

生成到销毁的全生命链，分析、识别、筛选主数

关系，属性描述涵盖属性注释和相关标准规则。对

据， 按 照 统 一 标 准 采 集 数 据， 提 升 主 数 据 质量，

于不符合标准体系的数据元，通过数据映射来予以

优化主数据运营管理。③ 参考数据管理。参考数

规范。

据通常是预定义的静态数据，在流程自动化、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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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差异化的数据分类管理

升分析质量和改善外部协同方面起着关键作用。

NPPLDM 可根据数据特性及治理方法，从多

核电站参考数据管理要明确各方的管理责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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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相关流程和规范以及建立参考数据管理平台。

乏数据规划和有效的数据质量管控机制，不同的业

参考数据管理主要包括：构建完善的信息架构建

务部门、生命节点因数据输入不规范导致的数据冲

设以识别参考数据并对其进行管理；管理参考数

突等问题。为此，数据质量管理应在核电站全生命

据的关联及映射关系；统一参考数据标准，对核

周期各节点、业务流实现数据质量管理闭环，构

电站全生命周期节点的参考数据进行整合和管理。

建核电站全生命周期数据质量管理体系 [15]；及

三是工程数据管理与运维数据管理，前者包括

时对存在质量问题的数据进行分析、评估和识别，

核电站规划设计、采购建造、安装调试过程的业务

清洗、处理相应数据并对数据质量管理流程进行

数据，后者包括核电站运行维护、延寿退役过程产

优化；完善相关规则，实时监控关键数据，预警

生的数据。① 工程数据管理。对于核电站实体对象，

数据质量问题。

按照工艺系统分解结果，根据一定的业务规则、分

5. 数据安全管理

类原则和编码体系，组织形成反映整个电站物理要

发展核电是建立清洁、低碳、高效、安全能

素的层次结构，建立以电站分解结构为组织层次的

源体系的需求 [16]，核电站的数据安全问题至关

数据管理模型。对于核电业务，按照业务工作对象

重要。针对常规应用场景的数据安全保障体系不适

进行分解，以可交付成果为导向，根据工作分解结

用于复杂的核电站大数据应用场景。核电站数据安

构对核电工程项目要素进行分组和细化。对于工程

全主要分为数据安全、网络安全。① 对于数据安

成本费用，按照成本分解结构对核电工程建设阶段

全监管，基于核电数字资产和核电数字化的发展

各个节点的成本进行高效管理。② 运维数据管理。

背景，围绕核电站全生命周期各节点的业务需求，

核电运维业务活动围绕生产计划、运行监控、日常

重新评估重要数据的机密度、重要度，建立分层、

巡检、大修换料、备件管理、化学分析、辐射防护

分级的数据保密机制，严格管理机密数据的访问

等方向展开。核电站数字孪生技术的发展使传统的

控制和身份认证；在核电大数据的开发挖掘方面，

运维管理不再完全适用，因而运维数据管理应处理

严格制定数据脱敏标准和技术规范，可引入同态加

好运维数据对主数据和参考数据的调用以及运维数

密技术开展机密数据的分析、挖掘等 [17]。② 对

据之间的关联关系，确保上、下游信息的顺畅传递。

于网络安全管理，核电站中几乎所有的系统和设备

3. 数据模型管理

都依赖网络传输信息以保持正常运行和风险预测

数据模型的设计与管理对提高数据处理效率、

能力，应根据《核动力网络安全技术政策》要求，

提升数据价值具有重要价值。数据模型构建宜对应

在国家加强核电站网络安全监管力度的基础上，

不同的数据分类，描述数据之间的联系以及相应数

明确网络攻击发生后的应急规范，规划网络安全

据结构层面的操作手段。以元数据为例，相应的数

策略，完善网络安全防范制度，评估网络安全人

据模型可为数据管理提供标准并作为质量评分的指

员素质；在物理层面，通过防火墙与加密技术的

标参考；规范数据结构，减少数据存储及操作异常

综合运用，全面提升数据传输的安全防护能力；

情况的出现，形成业务到数据仓库的映射，为数据

对于核电业务的众多系统，确保信息系统安全运

科学与人工算法分析提供更准确的数据。此外，选

行并定期评估系统安全态势。整体来看，核电站

择核电站数据模型需要多方评估并谨慎实施。

的数据安全管理应与网络安全相结合，制定分层

4. 数据质量管理

保护策略，完善安全保障体系 [18]。

数据质量管理是提升数据价值的必要手段。核
电站数据质量问题主要来自技术方面，如数据源可

五、核电站全生命周期数据管理的发展建议

能存在的数据质量问题，数据清洗规则、数据转换
规则配置不当引起的质量问题，数据丢失、重复记
录导致的质量问题，相互独立的业务系统导致的数

（一）建设核电数据一体化平台
我国已跻身核电大国行列，核电站的全面数字

据不一致情况；业务需求变更对数据采集、传输、

化和智能化是实现从核电大国向核电强国发展的重

存储等环节影响较大，极易产生数据质量问题；缺

要策略。核电数据一体化平台是实现核电数据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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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板块业务信息化和智能化的客观要求，也是对核

生体”[20]，支持核电站的数字化移交，突破传统

电站全生命周期数据进行集中管理、高效共享、深

移交过程中的孤立、分散等结构性困难，提高数据

度挖掘、智慧运营的有力支撑；作为集数据管理平

复用性和使用效率。机器学习驱动的预测性维护也

台、数据可视化平台、数据代码托管平台、智能分

可有效降低新建核电站的试错成本，精准预测运维

析决策平台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在具体建设时应

过程中的故障事件。建议我国核电行业加快应用数

以核电站全生命周期各业务系统和整个流程为数据

字孪生技术，实现对核电站全生命周期所积累的庞

来源，梳理相关单位和部门的信息资源目录（如物项、

杂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和灵活应用，最大限度发挥数

仿真数据等）
，采集核电设计采购、建造、安装移交、

据价值，在新的维度上保障核电站安全生产运行。

运维退役各节点数据和核电产生数据；实现跨单位
和部门的信息交换共享，促进各系统之间资源的共

（四）加强基于模型的系统工程（MBSE）与核电工
程设计的融合应用

享开放与业务协同创新；通过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

在核电工程设计中，应用 MBSE 方法实现核电

开发个性化推荐和智能化服务，支持多维度的智能
化监测和数据分析预警。

工程从以文档为中心向以模型为中心转型，助力提
升核电站全生命周期数据管理能力 [21]。MBSE 采

（二）推动区块链技术与核电站全生命周期数据管
理的深度融合
加快区块链技术与核电站全生命周期数据管理

用标准、规范的数字化建模取代文档记录，数据文
件结构化程度更高，可减少非结构化数据管理需求，
进而提高数据的共享和分析效率；统一建模语言，

的融合应用，是解决核电站在数字化建设中面临数

消除系统模型因学科差异导致的“模型孤岛”；贯

据融通、跨部门业务协同、信息资源开放共享、网

穿全生命周期的系统建模，支持实现多领域模型全

络安全等瓶颈问题的重要手段。对于核电站工程建

生命周期内的可追溯、可验证、动态关联，提高设

设中各参与方的职责权限、设计图纸、设计变更、

计分析效率并增强数据信息的可复用性。

设备物料等数据，可采用基于共识网络的智能合约
进行记录上链，依托区块链和智能合约的不可篡改
性、可追溯性，保障链上数据的真实、可靠、完整；

（五）建立健全核电站数据绿色管理政策体系
建议健全核电站数据绿色管理政策体系，实

通过设定区块的计算复杂度，保障数据在上链过程

现绿色高效的 NPPLDM。核电站数字化发展依托

中的短时滞、高安全性，提高上、下游文件传递的

于数据中心的强大能力与可靠运转，而海量数据的

效率。此外，设备采购数据上链不仅提高施工阶段

存储与维护会消耗大量能源。在碳达峰、碳中和背

物料设备的利用率，还将减少后期运维阶段的采购
信息回溯工作量，可从根源上解决因核电站时间跨
度久远带来的早期文件检索困难问题；核电业主通
过区块链上的数据可实时监控物料采购情况和施工
进展，对存疑数据展开回溯和勘察。
（三）加快数字孪生技术在核电站大数据上的应用

景下，建设绿色数据中心是核电站减少能源损耗并
降本提效的自然选择，而核电站数据绿色管理是实
现绿色数据中心的关键构成。建立和健全覆盖核电
站全生命周期数据绿色管理标准体系，对实现核电
站数据绿色管理的企业合理给予优惠补贴和政策支
持；加强政策引导和试点示范，探索形成核电站数
据绿色管理实践模式。

核电站除了依靠技术进步规避风险外，还应充
分利用核电站运行生产过程中的监控运维数据，预
见风险事件并采取化解风险措施。数字孪生技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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