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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中部油气开采区沉积物中石油烃环境质量

刘摇 明员袁圆袁摇 张爱滨员袁摇 廖永杰员袁猿袁摇 范德江员

渊员援 中国海洋大学 海洋科学与探测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袁山东 青岛 圆远远员园园曰圆援 海洋沉积与环境地质国

家海洋局重点实验室袁 山东 青岛 圆远远园远员曰猿援 国家海洋局海域管理技术重点实验室袁辽宁 大连 员员远园愿猿冤

摘摇 要院对渤海中部油气开采区表层和柱状沉积物中的石油烃含量进行了分析和环境质量评价袁结果表明

该区表层沉积物中石油烃的含量介于渊员园援 员缘 耀 员缘员援 苑圆冤 伊 员园 原远之间袁平均值为 缘缘援 怨怨 伊 员园 原远曰研究区多数

站位为中等污染袁部分站位出现较高污染和重度污染袁高值区分布在渤海湾沿岸尧研究区东部和研究区中

南部袁表明石油烃污染受到沿岸人类排污和油气开采的显著影响遥 研究区沉积物中的石油烃在二十世纪

三十年代之前处于低背景值阶段袁之后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含量有所增加袁其含量的变化与渤海石油开发

勘探的历程基本相似遥 圆园员员 年 远 月发生的蓬莱 员怨鄄猿 石油泄漏事件在附近的海底沉积物中有明显的显示袁
经过 员 葬 后袁石油泄漏事件的影响水平已显著降低遥
关键词院渤海曰油气开采曰沉积物曰石油烃曰油气泄漏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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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海洋石油污染已是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问 题袁石油烃污染物渊本文指总石油烃袁包含芳香烃



第 员 期 刘摇 明袁等院渤海中部油气开采区沉积物中石油烃环境质量 员猿摇摇摇
和饱和烃冤在大气尧水尧土壤尧沉积物等环境介质

和生物体中普遍存在咱员鄄圆暂 袁因其具有较强的毒性尧
致癌性尧致突变性和难降解性袁已受到广泛的关

注咱猿暂 遥 海洋环境中的石油烃来源主要有自然来

源和人为活动来源两类袁天然来源是指海底天然

渗漏和沉积岩的侵蚀输入曰人为来源包括岸外石

油生产尧海洋运输尧大气尧沿岸城市污水尧工业排

污尧地表径流以及大洋倾倒等咱源鄄缘暂 遥 我国许多学者

已经开展了长江口尧黄河口尧珠江口尧大辽河水系尧
胶州湾尧东海以及渤海等海域及沿岸地区水体和

沉积物中石油烃的污染研究咱远鄄员猿暂 袁研究显示我国

大部分沿海海域未发现石油烃的污染遥
渤海是一个半封闭的陆架边缘海袁接收周围

黄河尧海河尧滦河等河流大量物质的输入袁环渤海

经济圈以及渤海海域是我国人类活动较为强烈的

区域袁同时渤海是我国海域实施油气开发 早的

地区袁其石油平台和海底管线数量和密度在中国

近海四个海区中 高遥 同时袁由于渤海的半封闭

特点袁与外海的水体交换受限袁进入渤海的污染物

趋向于累积于沉积物之中遥 已有研究表明渤海已

成为中国近海污染程度 为严重的区域之

一咱员源鄄员远暂 袁渤海的生态系统正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

力遥 虽然前人对渤海生物体尧水体中石油烃的含

量及其环境容量开展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研

究咱愿袁员苑鄄员愿暂 袁但目前对渤海沉积物中石油烃含量的

研究尚鲜有报道袁而像 圆园员员 年发生的康菲公司的

蓬莱 员怨鄄猿 井石油漏油事件对底质的影响也不清

楚遥 对此袁本研究拟对渤海中部油气开采区沉积

物中的石油烃含量的空间分布和百年来的垂向变

化进行分析袁以进一步了解渤海海域沉积物中的

石油烃污染状况袁为评价油气开采和工业生产等

人类活动对该海域的环境影响提供科学依据遥
员摇 材料与方法

员援 员摇 样品采集

研究区自渤海湾中部至渤海中部袁该区域为

渤海海域人类活动较为强烈的区域袁渤海湾沿岸

经济较为发达袁渤海中部分布着多个油井和采油

平台遥 样品采集分 猿 个断面进行袁其中断面 员 为

粤源员源尧粤源源员尧粤猿远远尧遭澡员愿怨尧月怨苑尧源愿尧员怨猿曰断面 圆 为

月源员尧月源圆尧月源猿尧月源源尧月源缘曰断面 猿 为 源圆员尧缘圆猿尧缘苑缘尧
愿员怨尧愿猿圆尧愿源苑尧愿愿怨尧怨员怨尧怨猿愿尧怨源怨尧怨远愿尧员园园怨遥 断面

员 和断面 猿 于 圆园园远 年采集袁为单次采集曰断面 圆 分

别于 圆园员员 年冬季和 圆园员圆 年春季搭载国家基金委

公共航次进行了连续两年采集袁以做对比研究袁且
于 圆园员员 年在 月源圆 站采集了一根柱状沉积物岩心袁

样品站位见图 员遥 表层沉积物采用箱式取样器获

得袁柱状样采用重力取样器获得遥

图 员摇 样品采集站位

云蚤早援 员 栽澡藻 造燥糟葬贼蚤燥灶泽 燥枣 泽葬皂责造蚤灶早 泽蚤贼藻泽
样品采集后表层沉积物在实验室内常温风

干袁使用玛瑙研钵进行研磨后保存待测曰柱状样沉

积物上半段按照 员 耀 猿 糟皂 间隔进行分样袁下半段

按照 缘 耀 员园 糟皂 间隔进行分样袁分样后的处理同表

层沉积物遥
员援 圆摇 样品测试

员援 圆援 员摇 石油烃含量测试

石油烃测试采用紫外分光光度法袁在中国海洋

大学海洋环境科学学院实验室完成遥 称取干样

圆郾 园园 早 置于具塞比色管中袁加入 员缘 皂蕴 正己烷后振

荡 圆 皂蚤灶袁待分层后吸出正己烷萃取液袁注入盛有

圆园 皂蕴硫酸钠溶液渊猿园 早 辕 蕴冤的分液漏斗中袁用 员园援 园
皂蕴 正己烷重复萃取一次袁并用 员园 皂蕴 的硫酸钠溶

液洗涤一次袁将萃取液吸出并入分液漏斗中遥 震荡

分液漏斗 圆 皂蚤灶袁静置分层后袁弃去水相渊下层冤袁再
用 圆园 皂蕴 硫酸钠溶液重复洗涤 圆 次袁弃去水相袁用
滤纸吸干分液漏斗下端的水分袁将萃取液放入

圆缘 皂蕴比色管中袁于波长 圆圆缘 灶皂 处渊岛津 哉灾圆员圆园远冤
测定石油烃的含量遥 本方法 低检出限为 圆援 源 伊
员园 原远 咱怨暂 遥 测定时进行了不低于样品数量 员园豫的平

行样的测试袁平均标准偏差为 圆援 圆源 伊员园 原远遥
员援 圆援 圆摇 沉积物粒度测试

在中国海洋大学海底科学与探测技术教育部

重点实验室完成袁所用仪器为英国 酝葬造增藻则灶 公司

生产的 酝葬泽贼藻则泽蚤扎藻则圆园园园 型激光粒度分布测量仪遥
采集粒级间隔 囟 辕 源袁重复测试的相对误差 约 圆豫 遥
粒度参数的计算采用 云燥造噪 和 宰葬则凿 的公式遥
圆摇 结果与讨论

圆援 员摇 表层沉积物中石油烃含量和环境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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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援 员援 员摇 表层沉积物石油烃含量和分布

表 员 所示为渤海中部 圆源 个表层沉积物中石

油烃的含量和沉积物粒径袁断面 圆 的 缘 个站位取

圆园员员 年和 圆园员圆 年的平均值袁含量介于渊员园援 员缘 耀
员缘员援 苑圆冤 伊 员园 原远袁平均值为 缘缘援 怨怨 伊 员园 原远遥 沉积物

的平均粒径较为均一袁并无显著变化遥 通过对石

油烃含量和平均粒径的相关性分析发现其相关系

数只有 园援 园园员苑袁几乎不相关遥
表 员摇 研究区表层沉积物中石油烃含量

栽葬遭援 员 栽澡藻 责藻贼则燥造藻怎皂 澡赠凿则燥糟葬则遭燥灶泽 糟燥灶糟藻灶贼则葬贼蚤燥灶泽 燥枣 贼澡藻 泽怎则鄄
枣葬糟藻 泽藻凿蚤皂藻灶贼泽 蚤灶 泽贼怎凿赠 葬则藻葬

站位
石油烃

含量 辕 员园 原远
平均粒

径 辕 椎 站位
石油烃

含量 辕 员园 原 远
平均粒

径 辕 椎
粤源员源 员猿员援 园圆 苑援 猿猿 源圆员 圆远援 猿苑 远援 源愿
粤源源员 怨圆援 远圆 苑援 苑猿 缘圆猿 缘苑援 苑圆 苑援 园圆
粤猿远远 员缘员援 苑圆 苑援 猿愿 缘苑缘 源缘援 园员 苑援 园源
遭澡员愿怨 苑圆援 园苑 苑援 远怨 愿员怨 猿怨援 缘员 远援 苑远
月怨苑 源愿援 猿苑 苑援 源远 愿猿圆 圆猿援 园圆 远援 缘愿
源愿 缘猿援 愿愿 远援 苑员 愿源苑 猿苑援 怨员 远援 源缘
员怨猿 员圆愿援 远远 缘援 园园 愿愿怨 猿远援 猿员 缘援 怨猿
月源员 远缘援 怨猿 缘援 远怨 怨员怨 愿源援 员愿 缘援 苑源
月源圆 员怨援 苑远 远援 员怨 怨猿愿 圆远援 猿愿 缘援 愿园
月源猿 员园援 员缘 远援 怨源 怨源怨 缘苑援 苑愿 缘援 缘苑
月源源 员圆援 猿源 远援 怨怨 怨远愿 圆缘援 愿猿 缘援 远缘
月源缘 员园援 远愿 苑援 猿缘 员园园怨 猿缘援 苑园 缘援 苑远
摇 摇 图 圆 所示为研究区表层沉积物中石油烃的含

量分布状况袁可以看出研究区石油烃含量的较高

值分布在 猿 个区域院一是在渤海湾近岸区域

粤源员源尧粤源源员尧粤猿远远 及 遭澡员愿怨 等站位曰二是在研究

区东部 员怨猿尧怨员怨尧怨源怨 和 月源员 站曰三是在研究区中

南部渊东营港东北部冤缘圆猿 和 缘苑缘 站遥

摇 图 圆摇 研究区表层沉积物石油烃含量分布渊点的大小代表

含量的多少冤
摇 云蚤早援 圆 栽澡藻 糟燥灶糟藻灶贼则葬贼蚤燥灶泽 燥枣责藻贼则燥造藻怎皂 澡赠凿则燥糟葬则遭燥灶泽 蚤灶 泽怎则枣葬糟藻

泽藻凿蚤皂藻灶贼泽 渊 贼澡藻 泽蚤扎藻 燥枣 泽责燥贼泽 则藻责则藻泽藻灶贼泽 贼澡藻 糟燥灶贼藻灶贼泽冤
圆援 员援 圆摇 表层沉积物石油烃环境质量评价

如果仅根据当前的海洋沉积物质量国家标

准咱员怨暂 袁石油类污染物质含量臆缘园园 伊 员园 原远均属于一

类沉积物袁研究海域均远小于该值袁尚未出现污染遥
但是袁依据历史演化判断袁则得到完全不同的

结论遥 根据研究区柱状沉积物的研究袁在 源园 糟皂

以下渊即 圆园 世纪 猿园 年代以前冤沉积物中石油烃的

含量较低袁当时人类活动的影响较弱袁因而可作为

研究区的背景值遥 本文采用平均值法袁取之下 猿
点石油烃含量的平均值作为本区的背景值袁为
圆园援 源怨 伊 员园 原远遥

应用 匀葬噪葬灶泽燥灶 单因子指数法对沉积物中石

油烃的污染状况进行评价袁其评价公式为院
悦枣 越 悦

悦灶

式中院 悦枣为污染指数曰悦 为沉积物中实测的

石油烃浓度曰悦灶为未受污染的沉积物中石油烃浓

度袁即背景值遥
匀葬噪葬灶泽燥灶 用 悦枣来表征沉积物中单个污染物的

污染水平院 悦枣 约员 为未污染或污染水平低曰员臆悦枣 约猿
为中等污染水平曰 猿臆悦枣 约远 为较高污染水平曰 悦枣 跃远
为重度污染水平咱圆园鄄圆员暂遥 表层沉积物石油烃污染评价

见表 圆袁其中未受到污染或者污染水平低的站位有 源
个袁中等污染水平的站位有 员圆 个袁较高污染水平的

站位有 缘 个袁重度污染水平的站位有 猿 个遥
表 圆摇 研究区表层沉积物中石油烃污染指数

栽葬遭援 圆 栽澡藻 责燥造造怎贼蚤燥灶 蚤灶凿藻曾 燥枣 贼澡藻责藻贼则燥造藻怎皂 澡赠凿则燥糟葬则遭燥灶泽 蚤灶
泽怎则枣葬糟藻 泽藻凿蚤皂藻灶贼泽

站位 悦枣 站位 悦枣

粤源员源 远援 猿怨 源圆员 员援 圆怨
粤源源员 源援 缘圆 缘圆猿 圆援 愿圆
粤猿远远 苑援 源园 缘苑缘 源援 远愿
遭澡员愿怨 猿援 缘圆 愿员怨 员援 怨猿
月怨苑 圆援 猿远 愿猿圆 员援 员圆
源愿 圆援 远猿 愿源苑 员援 愿缘
员怨猿 远援 圆愿 愿愿怨 员援 苑苑
月源员 猿援 圆圆 怨员怨 源援 员员
月源圆 园援 怨远 怨猿愿 员援 圆怨
月源猿 园援 缘园 怨源怨 圆援 愿圆
月源源 园援 远园 怨远愿 员援 圆远
月源缘 园援 缘圆 员园园怨 员援 苑源

圆援 圆摇 渤海中部石油开采对沉积物石油烃的影响

圆援 圆援 员摇 人类活动影响下的表层沉积物石油烃来

源分析

从表层沉积物中石油烃含量的分布图渊图 猿冤
看袁石油烃高值区位于渤海湾近岸区域尧研究区中南

部和东部遥 这与胡利民等通过表层沉积物中的生物

标志物圈定的石油污染相对较重的区域较为一致袁
对应于其所划分的 源 个区域的 粤尧月尧阅 区咱员远暂 遥

渤海湾近岸区域石油烃污染 为严重袁两个

站位为重度污染袁一个站位为中度污染遥 该区域

位于天津沿岸尧海河口附近袁受到环渤海区域工业

发展和航运等人为活动的影响袁造成石油类污染

物质的排放遥 已有研究表明袁渤海化石燃料及石



第 员 期 刘摇 明袁等院渤海中部油气开采区沉积物中石油烃环境质量 员缘摇摇摇
油烃等有机质的输入受河流径流输入及沿岸排污

口影响较大咱圆圆鄄圆猿暂 曰同时袁该区域也受到渤西油田

群和大港油田等采油活动的影响袁沉积物中石油

烃的含量较高袁同样袁王修林等对渤海夏季水体中

石油烃的研究也发现该区域有较高的含量咱员愿暂 遥
而研究区东部和中部的高值区则与该区域密

集的采油平台相关遥 渤海是我国较早进行油气勘

探的海域袁圆园 世纪 远园 年代以来袁渤海油气勘探经

过两代人的艰苦探索袁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遥 根

据北海分局提供的资料袁现渤海拥有采油平台

圆圆圆 座袁储油装置 远 艘袁人工岛 员猿 座袁海底输油管

道总长度 员苑远怨援 怨远 噪皂遥 研究区采油平台和输油

管线的分布示意图见图 猿遥 研究区东部主要受到

渤海尧渤中和埕岛东部油田的影响袁研究区中南部

主要受到埕岛油田的影响袁石油烃含量均出现了

不同程度的高值袁其中 员怨猿 站为重度污染遥

图 猿摇 研究区采油平台和输油管线分布

云蚤早援 猿 栽澡藻 泽糟澡藻皂葬贼蚤糟 凿蚤葬早则葬皂 燥枣 贼澡藻 责造葬贼枣燥则皂泽 葬灶凿 贼澡藻 责蚤责藻鄄
造蚤灶藻 凿蚤泽贼则蚤遭怎贼蚤燥灶

圆援 圆援 圆摇 渤海油气开发以来沉积物中石油烃演变

为分析渤海油气开发以来沉积物中石油烃含

量的变化袁对研究区中部 月源圆 站柱状沉积物前

远园 糟皂的石油烃含量和沉积物的粒径进行了分析遥
根据前人的研究袁该处的沉积速率约为 园援 缘 糟皂 辕
葬咱圆源暂 袁石油烃含量和沉积物平均粒径随年代变化

见图 源遥 石油烃的含量介于渊员源援 愿圆 耀 缘猿援 圆圆冤 伊
员园 原远之间袁 低值在 员缘援 缘 糟皂 处袁 高值在 圆援 缘 糟皂
处遥 石油烃的含量与沉积物的平均粒径无明显相

关袁整体上的变化并不显著遥 圆园 世纪中叶以来袁
其含量略高于 员怨 世纪末和 圆园 世纪初的背景值袁
按照单因子评价法袁除 员缘援 缘 糟皂 处未污染外袁其余

均为中度污染遥
渤海油气的勘探开发始于 圆园 世纪 远园 年

代咱圆缘暂 袁俞学礼尧刘星利等把 圆园 世纪中期以来渤海

油气开采和勘探的历程分为两个阶段咱圆远鄄圆苑暂 院在
员怨愿园 年以前为初创阶段袁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

勘探袁依靠国内技术力量袁探索解决海上勘探的技

术和设施袁当经勘探发现有商业生产价值的油流

时袁就建设采油平台进行试生产袁因此这一阶段也

可说是边勘探尧边开发阶段曰员怨愿园 年之后为开发

发展阶段袁开始与国外石油公司合作进行渤海海

域的石油勘探与开发袁这时渤海石油的开发进入

了发展提高的阶段袁海上的石油开采已初具规模遥
匀怎 等对渤海百年来典型生物标志化合物的沉积

记录的研究袁发现 圆园 世纪 远园 年代开始渤海沉积

物中开始表现出石油烃输入的影响袁愿园 年代之后

更趋明显咱圆愿暂 遥
沉积物中石油烃的含量在 圆园 世纪 猿园 年代之

前处于低背景值阶段袁之后随着航运等人类活动

的增强出现增加的趋势遥 在 远园 至 愿园 年代出现波

动袁其含量在六七十年代有所降低袁但从 愿园 年代

以来袁其含量有所增加袁均大于背景值袁且含量较

为稳定袁与渤海石油开发勘探的历程基本相似遥

图 源摇 月源圆 站沉积物岩心中石油烃含量和平均粒径变化

云蚤早援 源 栽澡藻 糟澡葬灶早藻泽 燥枣 贼澡藻责藻贼则燥造藻怎皂 澡赠凿则燥糟葬则遭燥灶泽 糟燥灶贼藻灶贼 葬灶凿
贼澡藻 皂藻葬灶 早则葬蚤灶 泽蚤扎藻 蚤灶 贼澡藻 月源圆 糟燥则藻 泽藻凿蚤皂藻灶贼

圆援 圆援 猿摇 蓬莱 员怨鄄猿 石油泄漏事件的影响分析

圆园员员 年 远 月蓬莱 员怨鄄猿 油田发生石油泄漏事

件袁引起了广泛的关注遥 为了分析此次漏油事件

对渤海沉积物中石油污染物含量的影响袁分别于

圆园员员 年冬季和 圆园员圆 年春季于附近海域采集了表

层沉积物样品渊即断面 圆冤袁进行了石油烃含量的

分析遥 如图 猿 所示袁月源员 站据蓬莱 员怨鄄猿 平台 近袁
月源圆 至 月源缘 站的距离逐渐增加遥 在蓬莱 员怨鄄猿 发

生油气泄漏的 圆园员员 年袁月源员 站石油烃含量异常增

高袁为背景值的 缘 倍以上袁且该年份含量远大于次

年的含量曰月源圆 站也明显高于背景值袁其值也大于

次年的含量曰其他各站未见石油烃异常遥 这表明

蓬莱 员怨鄄猿 油气泄漏主要影响附近沉积物袁而对距

离该处较远的沉积物其影响甚微遥 在受到石油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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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明显影响的 月源员尧月源圆 站袁圆园员圆 年石油烃含量仅

为上年的 员 辕 源尧猿 辕 缘袁说明该处沉积物对石油污染

具有较强的自净能力袁在再悬浮尧溶解作用和微生

物的代谢等作用下发生了石油烃的迁移和降解等

过程咱圆怨暂 袁导致石油烃含量的减少并逐渐恢复到污

染前水平遥
表 圆摇 研究断面各站位表层沉积物中石油烃含量 圆园员员 年

和 圆园员圆 年对比

栽葬遭援 圆 栽澡藻 糟燥皂责葬则蚤燥灶 燥枣 贼澡藻 泽怎则枣葬糟藻 泽藻凿蚤皂藻灶贼责藻贼则燥造藻怎皂 澡赠凿则燥鄄
糟葬则遭燥灶泽 糟燥灶贼藻灶贼 蚤灶 圆园员员 葬灶凿 圆园员圆 燥枣 贼澡藻 泽贼怎凿赠 泽藻糟贼蚤燥灶

年份
石油烃含量 辕 员园 原 远

月源员 月源圆 月源猿 月源源 月源缘
圆园员员 年 员园远援 远圆 圆缘援 苑愿 愿援 圆猿 员猿援 苑园 员员援 缘园
圆园员圆 年 圆缘援 圆缘 员远援 苑缘 员圆援 园愿 员园援 怨愿 怨援 愿苑

猿摇 结摇 论

渊员冤渤海中部油气开采区表层沉积物中石油

烃的含量介于渊员园援 员缘 耀 员缘员援 苑圆冤 伊 员园 原远之间袁平
均值为 缘缘援 怨怨 伊 员园 原远遥 研究区 圆源 个站位中袁员圆 个

站为中等污染袁缘 个站为较高污染袁猿 个站为重度

污染曰石油污染区分布在渤海湾近岸尧研究区东部

和中南部三个区域袁主要受河流输入尧沿岸排污和

油气开采等的影响遥
渊圆冤石油烃的沉积记录显示本区在 圆园 世纪

猿园 年代之前处于低背景值阶段袁之后受到人类活

动的影响含量有所增加袁其含量的变化与渤海石

油开发勘探的历程基本相似遥
渊猿冤圆园员员 年 远 月发生的蓬莱 员怨鄄猿 石油泄漏

事件在附近海域的沉积物中有明显的显示袁经过

员 葬 后袁石油泄漏事件的影响水平已显著降低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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