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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以曹妃甸近岸工程海域的悬浮物及重金属污染物 Pb 为主要研究对象,采用趋势分析和多元统计

相关分析方法,研究分析了 6 a 间悬浮物(水体中的悬浮物含量)、水相中的 Pb 含量和沉积相中的 Pb 含量

的变化趋势及其相关关系,揭示重金属 Pb 在人为扰动因素影响下的演变规律与富集特性。 趋势分析结果

表明:随着悬浮物的增加与减少,研究区域水相中的 Pb 含量呈现出基本相同的增减规律,而沉积相中的

Pb 含量则呈现出相反的趋势。 简单相关分析结果表明:悬浮物与水相之间呈较弱的正相关,悬浮物和沉

积相之间呈较强的负相关,水相和沉积相之间呈较弱的负相关。 偏相关与简单相关结果对比可知:水相和

沉积相的变化最大,表明水相和沉积相受悬浮物影响较大;沉积相对悬浮物与水相之间的相关性影响弱

之;悬浮物与沉积相之间的相关性变化不大,表明水相对于两者的影响较小。 通过研究对于掌握工程海域

重金属 Pb 的各相变化趋势与富集特性,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实际意义,为近岸海域环境管理与工程建

设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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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is paper,focusing on the suspended matter ( in water),water (Pb in water) and sedimentary (Pb in
sediment) phases of Pb in the Caofeidian offshore engineering marine,trend analysis and multivariate statistical corre鄄
lation analysis method is proposed for analyzing the trend and correlation among the suspended matter,water and sedi鄄
mentary phases of six years. The aim is to reveal the evolution law and enrichment characteristics of Pb under the in鄄
fluence of artificial disturbance factors. Trend analysis results show that with the increase and decrease of suspended
matter,the water phase presents the basic same regularity,but the sedimentary phase is showing the opposite tr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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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ple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s show that the suspended matter was weak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water phase,
suspended matter was a strong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sedimentary phase,and a weak negative correlation existed be鄄
tween water and sedimentary phase. Compared with simple correlation,partial corre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rrela鄄
tion change of water and sedimentary phase is the biggest,that is to say,the water and sedimentary phase is greatly in鄄
fluenced by suspended matter. The correlation change of suspended matter and water phase is lower than the correla鄄
tion change of water and sedimentary phase. The suspended matter and sedimentary phase is weakly influenced by wa鄄
ter phase,owing to the small correlation change. The multi鄄phase change trend and correlation research of Pb has im鄄
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provide the guidance for nearshore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nd engineering con鄄
struction.
Key words:offshore;Pb;suspended matter;trend;correlation;enrichment

摇 摇 近年来随着我国沿海地区经济社会的高度发

展,大量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被排入海,造成了

我国河口和近岸海域日益严峻的污染形势,极大

地制约了相关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重金属污染物

因其具有毒性与持久性等特点,成为对海洋生态

系统具有很大潜在威胁的污染物质。 特别是近十

几年来,我国港口、码头与航道工程的大量建设,
其相应的开挖、吹填、溢流与疏浚等相关作业,必
然导致海域底质沉积物中污染物质的二次释

放[1]。 因此,研究重金属污染物在水相与沉积相

中的变化趋势,及其与悬浮物之间的相关性,对于

揭示大范围、高强度开发工程海域重金属污染物

形态转化与迁移规律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指导

未来海域开发建设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也为区

域环境监督、管理与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进入海洋生态环境中的重金属污染物,最终

会通过吸附沉降等复杂的物理化学作用,从海水

与悬浮物富集于底质沉积物,并为底栖生物所摄

食;大多数重金属因其较为活跃的地球化学性质,
在海水、沉积物、悬浮颗粒物和生物等多相介质间

传递交换[2],并维持着动态平衡,一旦沉积物中

重金属污染物富集量过高,或环境条件剧烈改变,
则重金属会以脱附溶解等作用,释放于上覆水体、
悬浮物等[3]。 关于重金属在海域底质沉积物、悬
浮颗粒物、水体以及生物体中的污染程度、分布、
迁移转化、富集等环境行为,国内外学者已开展了

大量的研究工作[4],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但

截至目前,关于重金属污染物形态转化与迁移规

律,特别是其与海域工程实践相结合方面的研究

尚显缺乏。
时间序列趋势分析和相关性分析是掌握重金

属污染物形态转化与迁移规律的有效工具。 时间

序列趋势分析是描述某一现象历程状态、分析其

变化规律以及预测其未来发展方向的重要技术手

段,是其随时间变化的直观反映。 截至目前,国内

外学者已发展了多种趋势分析方法[5],在水环

境、水生态、水文、气象灾害等诸多学科领域进行

了大量的研究[6]。 相关性分析是揭示系统内各

要素之间相互关系及系统演变规律的重要技术方

法。 目前相关性分析的方法较多,如 SPSS 软件中

的 Pearson、Spearman 和 Kendall 相关系数法等[7],
时间序列分析方法[8] 以及基于小波变换的小波

相关分析方法[9]等。
针对大范围、高强度开发工程海域底质沉积

物经受较大人为因素扰动的特点,本文以曹妃甸

近岸海域为主要研究对象,重点关注悬浮物及重

金属污染物 Pb,采用时间序列趋势分析和多元时

间序列相关性分析方法,研究了 2005 年、2007
年、2009—2012 年 6 a 间悬浮物、Pb 之于水体和

Pb 之于沉积物中的变化趋势,并分析三者之间的

相关关系,旨在为揭示海洋环境受人为因素影响

的演变规律和指导海域工程实践提供技术支撑。

1摇 材料与方法

1. 1摇 研究区域概况

唐山市曹妃甸区位于河北省东北部,唐山市

东南部 55 km,北靠滦南,东接乐亭,西邻丰南,南
临渤海,地理坐标为:39毅07忆43义N ~ 39毅27忆23义N,
118毅12忆12义E ~ 118毅43忆16义E,海岸线长约 80 km,海
域面积约 2000 km2。 曹妃甸原系滦南县南部海域

一带状小岛,沙岛高潮时面积约 4 km2,低潮时约

20 km2,沙岛与大陆岸线之间是大片浅没海滩;甸
头前 500 m 水深即达 25 m,深槽处则为 36 m[10],
因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加之近年来我国沿海

经济的高速发展,唐山曹妃甸港区应运而生,并逐

渐发展壮大(如图 1 所示)。 但环境生态问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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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之而来, 2014 年 《河北省海洋环境状况公

报》 [11]显示,曹妃甸海域水环境状况不容乐观:主
要污染物为无机氮、活性磷酸盐,存在 Pb 超二类

水质标准的情况;沉积物质量状况较好;底栖生物

群落与多样性一般。 因此研究并分析曹妃甸近岸

海域大范围、高强度开发条件下的环境状况,对于

指导近岸海域开发与管理极具现实意义。

图 1摇 研究海域位置及监测站位

Fig. 1 The research marine district location and stations

摇 摇 图 1 是研究海域位置及监测站位,其中 A 为

研究区域位于中国海域的相对位置;B 为具体位

置和监测站位,B 中 1、3、5、7、8、11、13 和 15 号站

位监测项目包括海水水质和沉积物,其余各站位

仅监测海水水质。
1. 2摇 采样与分析方法

文中采用 2005 年、2007 年、2009—2012 年 6
a 间的实测数据(数据来源于国家海洋局秦皇岛

海洋环境监测中心站),研究悬浮物、水相中的 Pb
含量和沉积相中的 Pb 含量的变化趋势以及重金

属 Pb 的多相介质富集特性,采样时间均为每年的

8 月份丰水期,具体的监测站位如图 1 所示。 采

样层次按水深<10 m,取表层水样;10 m臆水深<
25 m,取表层和底层水样的要求处理。

所有水质和表层沉积物样品的采集、贮存、运
输与分析等均按照 GB 17378鄄2007《海洋监测规

范》 [12] 和 《海洋调查规范》 [13] 要求进行 (其中

2005 年监测按照 GB 17378鄄1998 《海洋监测规

范》 [14]要求进行)。 样品采集[12] 以走航方式,用
采水器对近岸表层海水进行水样采集,使用抓斗

式采泥器采集海洋中表层沉积物样品;悬浮物样

品应尽快放出采样器,装瓶同时摇动采样器,并去

除杂质;重金属样品应立即用 0. 45滋m 滤膜过滤

后,酸化至 pH 小于 2,塞上塞子存于洁净环境;并
采用冷冻或酸化后低温冷藏固定;每个站位采集

3 个 平 行 样。 悬 浮 物 分 析 方 法 采 用 重 量 法

(GB17378. 4鄄2007) [12],经过滤、烘干、恒温、称重

等过程后,测定悬浮物含量,悬浮物检测过程中采

取平行样的方法对其进行质量控制;海水中 Pb 的

分析 方 法 为 无 火 焰 原 子 吸 收 分 光 光 度 法

(GB17378. 4鄄2007) [12],经 pH 调整、萃取分离、反
萃取等过程,进行分析并加标回收,回收率在

95%以上,相对标准偏差为 1. 2% ~ 2. 82% 。 沉

积物样品自然风干后去除杂物,充分混匀、研磨后

过 100 目尼龙筛。 取 0. 2 g 干样,采用无火焰原子

吸收分光光度法(GB17378. 5鄄2007) [12] 对沉积物中

的 Pb 进行分析并加标回收,经分析得出回收率在

95%以上,相对标准偏差为 1. 5% ~3. 8%。
1. 3摇 趋势分析方法

趋势,特别是长期趋势是某一现象在较长时

期内发展变化的总态势,是时间序列最基本的构

成要素。 通过趋势分析可以掌握影响时间序列的

根本性因素。 线性趋势是判断时间序列变化态势

最简单最直观的分析方法[15],如式(1)所示。

xi = A + B 伊 ti i = 1,2,…,n (1)
式中: xi 是指时间序列 x1,x2,…,xi,…,xn 在

时刻 ti 对应的第 i 个值; n 为变量的个数; A 和 B
分别表示趋势系数和常数,可采用最小二乘法计

算而得,如式(2)所示。

B =
n移

n

i = 1
ti 伊 xi - 移

n

i = 1
ti移

n

i = 1
xi

n移
n

i = 1
t2i - 移

n

i = 1
t( )i

2

A = x- i - Bt-

ì

î

í

ï
ï
ï

ï
ïï

i

(2)

式中:xi 和 ti 分别代表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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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摇 相关性分析方法

相关性分析是研究多元随机变量之间相关关

系的一种统计学方法。 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为

简单相关关系;而对于多元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则
采用偏相关[16]关系予以分析,其能够剔除其他相

关变量的影响,正确地表示两个变量间的线性相

关的性质与程度,真实地反映两个变量的本质联

系。 简单相关系数和 N 阶偏相关系数,分别如式

(3)和(4)所示。

r =
移XY - 移( )X 移( )Y

n

移X2 - 移( )X
2

n 移Y2 - 移( )Y
2

n
(3)

式中: X 和 Y 分别为两个变量; n 为变量中数

据的个数。

ryx·x1x2…xn =
ryx·x1x2…xn-1 - ryxn·x1x2…xn-1·rxxn·x1x2…xn-1

1 - r2yxn·x1x2…xn-
( )

1
1 - r2xxn·x1x2…xn-

( )
1

(4)
式中:N 阶偏相关系数可以利用 N+2 个变量

组成的 C2
N+2 组简单相关系数计算而得[17], y,x,

x1,x2,…,xi,…,xn 代表 n + 2 个变量。

2摇 结果与讨论

2. 1摇 悬浮物、重金属 Pb 多相富集趋势分析

本研究重点关注悬浮物及重金属 Pb,采用前

述趋势分析方法,研究了 6 a 间悬浮物、水相中的

Pb 含量和沉积相中的 Pb 含量的变化趋势,如图 2
所示。

图 2 是悬浮物、水相中的 Pb 含量和沉积相中

的 Pb 含量的变化趋势,图中:横坐标为监测年份,
左侧纵坐标为悬浮物含量,右侧纵坐标为水相中

的 Pb 含量和沉积相中的 Pb 含量。 由 3 个变量的

时间过程与趋势可见:在研究年份内,随着悬浮物

的增加与减少,水相中的 Pb 含量呈现出基本相同

的增减规律,而沉积相中的 Pb 含量则呈现出相反

的趋势,其主要原因在于 2007—2009 年是本研究

海域海洋工程大量建设的时期[18],吹填、溢流等

施工作业引起海域悬浮物的大量增加,施工扰动

亦会造成海域大量的底质泥沙起悬,而重金属物

图 2摇 悬浮物、水相中的 Pb 含量和沉积相中的 Pb 含量的

变化趋势

Fig. 2 The changetrend among suspended matter, water and

sedimentary facies of Pb

质极易附着于泥沙颗粒表面,也由此引起了水体

中重金属含量的增高,同时底质的大量起悬也势

必引起底质沉积物中重金属含量的减少。 因此可

见,除陆源污染之外,底质泥沙沉积物的再悬浮与

再释放也是本区域重金属 Pb 污染的一个重要

来源。
2. 2摇 悬浮物、重金属 Pb 多相富集相关性分析

研究中考虑了悬浮物、水相中的 Pb 含量和沉

积相中的 Pb 含量 3 个变量,因此式(4)可分别简

化如下:

r悬水誗沉 =
r悬水 - r悬沉·r水沉

1 - r2( )
悬沉 1 - r2( )

水沉

(5)

r悬沉誗水 =
r悬沉 - r悬水·r水沉

1 - r2( )
悬水 1 - r2( )

水沉

(6)

r水沉誗悬 =
r水沉 - r悬水·r悬沉

1 - r2( )
悬水 1 - r2( )

悬沉

(7)

式(5)—式(7)是悬浮物、水相中的 Pb 含量

和沉积相中的 Pb 含量 3 个变量的 1 阶偏相关系

数计算公式,式中相关系数的下标悬、水、沉分别

代表悬浮物、水相中的 Pb 含量和沉积相中的 Pb
含量 3 个变量;r悬水、r悬沉、r水沉则为 3 个变量两两

之间的简单相关系数,可采用式(3)求得。
将悬浮物、水相中的 Pb 含量和沉积相中的

Pb 含量 3 个变量近 6 a 的实测数据带入到式(3)
和式(5)—式(7)中求得各相关系数(其值越大表

明相关性越强,反之则弱;负值则代表负相关

性),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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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摇 悬浮物、水相中的 Pb 含量和沉积相中的 Pb 含量间的简单、

偏相关系数

Tab. 1 Simple and partial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among suspended mat鄄

ter,water and sedimentary phases of Pb

类别 相关系数名 相关系数值

简单相关系数

r悬水 0. 136993

r悬沉 -0. 64829

r水沉 -0. 00044

偏相关系数

r悬水·沉 0. 1795495

r悬沉·水 -0. 65473315

r水沉·悬 0. 11716974

摇 摇 表 1 是悬浮物、水相中的 Pb 含量和沉积相中

的 Pb 含量间的简单、偏相关系数计算结果,由表

1 中的简单相关可知:悬浮物与水相之间呈较弱

的正相关;悬浮物和沉积相之间呈较强的负相关;
水相和沉积相之间呈极弱的负相关。 由表 1 中的

偏相关可知:同简单相关对比,水相和沉积相的变

化最大,由极弱的负相关-0. 00044 变为较弱的正

相关 0. 11716974,说明水相和沉积相受悬浮物影

响较大。 其次为悬浮物与水相之间的相关性,悬
浮物与沉积相之间的相关性则变化不大,说明水

相对于两者的影响较小。 相关性研究结果表明,
悬浮物是重金属污染因子 Pb 的重要载体[1],是
其水相和沉积相变化最关键的影响因素。 因此,
采取必要的手段与措施,控制海域施工悬浮物质

的大量产生是减轻重金属 Pb 污染的又一有效

途径。

3摇 结摇 论

(1)曹妃甸近岸工程海域近 6 a 悬浮物、水相

中的 Pb 含量和沉积相中的 Pb 含量的富集趋势研

究结果表明:水相中的 Pb 含量呈现出与悬浮物基

本相同的增减规律,而沉积相中的 Pb 含量则反

之,且悬浮物含量较高的年份恰恰是本研究海域

海洋工程大量建设的时期,此时水体中的重金属

Pb 含量属典型的工程主导型。
(2)简单相关与偏相关多元统计分析结果显

示:水相和沉积相受悬浮物影响较大,由此可见,
悬浮物是影响水相中的 Pb 含量和沉积相中的 Pb
含量变化的核心控制因素。

(3)对于典型的重大工程建设海域,除控制

陆源外,应采取必要的手段与措施,控制人为因素

对底质沉积物的扰动,避免海域悬浮物质的大量

产生,其有利于减轻重金属 Pb 的二次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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