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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海洋环境影响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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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随着国民经济快速发展,我国沿海危险化学品的种类和数量逐年增加,随之而来的危化品泄漏风

险日益增大,给海洋生态环境构成了潜在威胁。 本文聚焦于我国北方最大的散装危化品集散中心―岚山

港,以年吞吐量约占危化品总量 41%的对二甲苯作为研究对象,利用危化品输移扩散模型和危化品海洋

生物影响评价方法,预测了在三种事故情景下发生最大可信泄漏量对二甲苯泄漏入海事故的海洋环境影

响。 结果显示,陆上泄漏事故(化工码头操作性事故 50 t 对二甲苯泄漏或化工品储罐事故 800 t 对二甲苯

泄漏)对二甲苯入海后,其高浓度范围主要集中在港池及港区附近,对附近 3 个海洋保护区无影响;当船舶

在航道上发生 2000 t 对二甲苯等挥发微溶性化学品泄漏事故时,泄漏到水面的对二甲苯在北风涨落潮流

和南偏东南风涨潮流的影响下会全部提前挥发掉而不会对附近的旅游区和海洋保护区产生影响,仅在南

偏东南风落潮流的控制下向东北方向快速移动扩散,4 h 后会开始影响金乌贼海洋保护区,最大浓度为 5
mg / L,但持续时间较短,在泄漏后 8 h 左右挥发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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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species and quantities of hazardous chemicals are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economy in coastal area of China,and the leakage risk of hazardous chemicals is increasing,which pose the
potential threat to marin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is article focused on the Rizhao Lanshan port,which is the largest
bulk hazardous chemicals distribution center,and took the paraxylene that the annual throughput account for approxi鄄
mate 41% of total amount of hazardous chemicals as the research object,then forecasted the marine environmental im鄄
pact of the accident that paraxylene leaked into sea with the maximum credible quantity in three scenarios. The simula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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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prediction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high concentration range of paraxylene was mainly located in the port and near
the port area when leakage accidents happened on shore (50 ton paraxylene leakage of operational accident in chemi鄄
cal terminal or 800 ton paraxylene leakage of chemical tank accident),and there was no impact on the three ecological
protection zone. When 2,000 ton paraxylene leakage happened on the channel due to transport ship accident, the
leaked paraxylene under the SSE and in the ebb phase would begin to affect the three ecological protection zone loca鄄
ted in northeast 4 hours later,and the maximum concentration was 5 mg / L,while all the leaked paraxylene would vol鄄
atilize 8 hours later,so the impact duration time is very short. However,all the leaked paraxylene under other condi鄄
tions would evaporate before affecting the three ecological protection zone.
Key words:Rizhao Lanshan port;paraxylene leakage;risk analysis;marine environment impact

摇 摇 随着经济高速发展和工业生产需求的不断扩

大,我国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经营和运输产业

迅速发展,进出口量逐年递增,运输、存储规模迅

速扩大。 与此同时,我国近岸海域环境风险也日

益增加,特别是近年来危险化学品环境安全突发

事件时有发生,如 2001 年 4 月 1 日韩国籍“大勇冶
轮在长江口附近海域发生碰撞并泄漏苯乙烯

638. 8 t[1],2012 年 3 月 13 日装有 7000 t 硫酸和

140 t 燃油的韩国籍“雅典娜冶在广东汕尾海域沉

没,2015 年 8 月 12 日天津港危险化学品仓库特

大火灾爆炸造成大量挥发酚和氰化物泄漏等[2],
因而危化品安全风险管理亟需加强[3]。 海上危

险化学品泄漏事故有两大来源:化学品船舶泄漏

事故、陆源工业污染事故。 其具有突发性、规模

大、影响范围广、清除难度高等特点,一旦发生将

损害附近居民的人身安全,导致沿海城市及近岸

海域环境严重污染或破坏,给国家和地方带来巨

大损失。 因此,近海危化品泄漏风险分析与海洋

环境影响评估研究已迫在眉睫。
作为进出口贸易中转站的危险化学品码头为

我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并发挥着不可

替代的作用。 近年来,中国沿海各大港口陆续新

建、改建、扩建或对外开放一批从事散化作业的专

用码头及专用罐区,如上海港、宁波镇海港区、山
东日照岚山港区等。 山东省日照岚山港位于山东

省南部日照市岚山区,黄海海州湾北部,水上距日

照港 22 海里,距连云港 24 海里,青岛港 81 海里,
是我国南北海运主通道中间带的一座天然良港。
岚山港区危险品作业区域集中,危险品运输数量

大、种类多,是江北最大的液体化工集散地、国内

重要的液化品交易市场。 岚山港有油品和液体化

工品泊位 11 个,泊位通过能力 35,100,000 t / a,
拥有 300,000 t 级危险化学品专用码头 2 座、
100,000 t 级和 50,000 t 级液体化工品专用泊位各

一座、10,000 t 级和 5000 t 级化工品专用泊位各三

个,危险化学品存储罐区总容量约 7,000,000 m3。
2014 年液体危险货物 32,050,000 t,占总吞吐量

的 32% ,到港 300,000 t 级油轮 196 艘次,船舶总

量达到四千余艘次,危险货物种类已达 75 种。 根

据 2013 ~ 2014 年日照海事局对日照海上运输危

险化学品的统计以及日照检验检疫局登记的危险

化学品信息,目前日照海域主要的危险化学品约

有 20 种。 其中,在这期间对二甲苯的贸易量显著

上升,年吞吐量为 1,100,000 t 左右,约占危化品

总量的 41% 。 对二甲苯主要用于生产对苯二甲

酸,也用作涂料、染料和农药等的原料,密度为

0. 86,微溶于水,是易燃液体有毒品。
本文选择岚山港化学工业区及周边海域作为

典型区域(图 1),收集该区域水文及气象资料,模
拟岚山港附近潮流场。 根据岚山港危险化学品风

险源调查结果,确定最大可信事故的泄漏种类、发
生概率和泄漏量,根据对港区主要装卸和储存的

液体化学品数量统计分析,选取对二甲苯作为典

型的挥发微溶性液体危险化学品,开展危险化学

品泄漏事故模拟预测,研究不同情景泄漏情况、泄
漏化学品迁移变化情况以及对周围海洋环境和生

态保护区的影响风险。

1摇 材料与方法

1. 1摇 数据组成及来源

1. 1. 1摇 基础数据资料

相关基础数据资料主要包括:研究区域内的

水文气象资料[4];危化品相关调查或专项检查等

相关资料;地方基础规划建设项目成果资料;港口

工程建设项目的调查报告和图件;地方政府公布

的与危化品有关的文件资料;有关海上危化品的

科技项目报告、学术论文或著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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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摇 日照岚山港及周边海域示意图

Fig. 1 The schematic diagram of Rizhao Lanshan port and
surrounding waters

1. 1. 2摇 日照沿岸危化品风险源

日照市海上危化品的种类、性质、数量和分布

等情况通过资料搜集、现场调查等方式获取。 资

料搜集指调查区域内可能导致危化品泄漏风险发

生的客体分布状况,具体包括危化品生产、使用、
储存、运输等作业活动及海上危化品泄漏历史记

录的调查。 现场调查是对应对风险源应进行多媒

体资料(照相或摄像)采集,并准确记录位置并在

工作底图上标明。
1. 2摇 研究方法

1. 2. 1摇 危化品输移扩散模型

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基于文献、报告和调

研数据的数值模拟分析。 其中岚山港附近潮流场

数据直接采用文献[4] 的数值模拟结果,具体过程

在此省略。 本文主要侧重于危化品输移扩散模型

以及危化品海洋生物影响评价方法研究。
评价采用基于费克扩散定律的物质传输扩散

全微分方程,通过三维差分数值模拟方法模拟化

学品泄漏对水质的影响[5鄄7],模式为:
坠Cplltnt

坠t + u
坠Cplltnt

坠x + v
坠Cplltnt

坠y + wplltnt
坠Cplltnt

坠z = Kx

坠2Cplltnt

坠x2 +Ky
坠2Cplltnt

坠y2 +Kz
坠2Cplltnt

坠z2
+S

式中:CPlltnt代表污染物浓度; x,y,z 代表笛卡

儿三维空间坐标;t 代表时间;u,v 代表 x,y 方向

的深度平均的海流流速;wPlltnt代表含污染物水体

在 z 方向的重力沉降速率,采用 Stokes 定律计算;
Kx,Ky,Kz 代表 x,y, z 方向的湍流及摩擦扩散系

数,根据相关研究报道,分别取为 1 m2 / sec、1 m2 /
sec、0. 001 m2 / sec;S 代表源汇项。

计算网格和差分方法采用与上述潮流场模拟

相同的网格和方法。 输入模型的潮流数据由潮流

模型提供。
1. 2. 2摇 危化品的海洋生物影响评价方法

参考 MARPOL73 / 78 公约附则 II 修正案中对

有毒液体化学品的最新分类,评价化学品对海洋

生物危害影响程度[8鄄11],评价指标参见表 1。 对二

甲苯属于 Y 类污染性化学品,因此对海洋生态环

境的轻度污染、中度污染、重度污染的浓度阈值分

别为 0. 1、1、10 和 50 mg / L。
表 1摇 水中危化品浓度的海洋污染影响程度分级(浓度单位:mg

·L-1)

Tab. 1 The unit of evalution index on marine pollution degree by Solu鄄

ble hazardous chemicals(mg·L-1)

化学品类别
影响程度

严重污染 重度污染 中度污染 轻度污染

X 类 逸10 1 ~ 10 0. 1 ~ 1 0. 01 ~ 0. 1

Y 类 逸50 10 ~ 50 1 ~ 10 0. 1 ~ 1

Z 类 逸100 20 ~ 100 10 ~ 20 1 ~ 10

2摇 结果与讨论

2. 1摇 对二甲苯泄漏源强分析

2. 1. 1摇 化工码头操作性事故泄漏源强

(1)最可能泄漏量

在正常操作情况下,化工码头装卸作业一般

不会发生泄漏事故,但在特殊情况下,一旦码头装

卸化工品时发生软管脱落或断裂等故障,会造成

大量化学品泄漏。 码头装卸作业时因操作失误造

成的化学品泄漏量,可根据不同船舶吨级对应的

卸船泵输送能力(表 2),一般 1 万 t 级以下船舶按

5 min 关闭泵阀或纠正来确定泄漏量,1 万 t 级以

上船舶按 3 min 关闭泵阀或纠正来确定泄漏量。
根据规划,岚山港区化工码头泊位以 5,000 t

级为主,预测港区码头泊位到港散化船的主力船

型为 5,000 t 级,其船泵设计输送能力为 250 m3 /
h,可能泄漏时间按 5 min 计,则泄漏量为 20 m3,
即化学品最可能泄漏量为 18 t。

(2)最大可信泄漏量

岚山港区化工码头泊位最大可靠泊 50,000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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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船舶,其船泵设计输送能力为 1200 m3 / h,可能

泄漏时间按 3 min 计,则泄漏量为 60 m3,即化工

品码头最大可能泄漏量为 50 t。

表 2摇 不同船舶吨级对应的卸船泵设计能力

Tab. 2 Design capacity of ship unloader for different ship tonnage

船舶吨级 1,000 t 级 5,000 t 级 10,000 t 级 50,000 t 级 100,000 t 级 150,000 t 级

船泵流量 / m3·h-1 200 250 500 1200 2500 3500

2. 1. 2摇 危化品储罐泄漏事故源强

岚山港区单个危险品储罐的有效容积为 100
~ 100,000 m3,其中以 1,000 m3的储罐为主,当危

险品储罐发生泄漏事故时,假如全部泄漏,最大可

信泄漏量为 800 t。
对于罐区管线泄漏事故,最大泄漏孔径为

900 mm,泄漏时间约为 5 min,则保守估计泄漏量

约为 300 t 左右。
2. 1. 3摇 航道船舶海损性泄漏事故源强

散化船舶事故性泄漏量取决于船舶的损坏程

度及损坏部位,船舶发生碰撞、搁浅、触礁事故通

常是一个或两个边舱受损泄漏,大多数情况下为

部分泄漏。 一次性事故化学品最大的泄漏量为船

载化学品全部溢出,但这样的情况极少发生。
(1)最可能泄漏量

码头到港散化船的主力船型为 5,000 DWT,一
般有 10 ~12 个液货舱,其中单个边舱的舱容一般占

总载重吨的 6%,假设一个边舱全部漏完,则泄漏量

为 300 t,即船舶海难性事故最可能泄漏量为 300 t。
(2)最大可信泄漏量

码头最大可靠泊 50,000 t 级化工品船,一般

有 18 ~ 20 个液货舱,单个边舱的舱容一般占总载

重吨的 4% ,假设一个舱全部漏完,泄漏量为

2,000 t,得到最大可信泄漏量为 2,000 t。

(3)最坏情形下的泄漏量

码头最大可靠泊 50,000 t 级散化船,假设全

部漏完,泄漏量为 45,000 t。
2. 2摇 对二甲苯泄漏事故海洋环境影响预测

2. 2. 1摇 化工品码头对二甲苯泄漏事故影响预测

依据国家海洋局局北海预报中心岚山港

2009 ~ 2013 年气象实测资料,本区域全年春季主

导风向 NNE 风,风速为 4. 3 m / s;夏季主导风向

SSE 风,风速为 5. 4 m / s;秋季和冬季主导风向 N
风,风速为 5. 5 m / s。

由于事故发生时间、地点、数量以及风、流等

众多不确定因素,因此难以将所有情况均进行模

拟。 由于港池内流速较小,涨落潮流态变化不大,
因此根据附近海域的水文气象特征,选取区域代

表性的春秋冬季和夏季主导风向构成典型风险条

件组合(表 3),在冬季主导风向北风 5. 4 m / s 和

夏季主导风东南风 5. 5 m / s 条件下,化工品泊位

泄漏对二甲苯 50 t 的浓度扩散模拟结果分别如图

2 所示,并由预测结果图可以看出,对二甲苯泄漏

到码头前沿水域后,由于港池的封闭作用,加上对

二甲苯微溶于水,无论是在主导北风还是东南风

条件下,高浓度范围主要集中在泄漏泊位所在港

池及附近水域,浓度可达 50 mg / L,2 d 后会自净

消散,对附近海洋保护区无影响。
表 3摇 化工码头操作性对二甲苯泄漏事故典型情景参数

Tab. 3 Typical scene parameters of operational paraxylene leakage accident in chemical terminal

泄漏位置 最大可信事故泄漏量 典型化学品 典型风向 代表风速 / m·s-1

码头前沿水域 50 t 瞬时泄漏 对二甲苯
北风(春、秋、冬季主导风) 5. 5

东南风(夏季主导风) 5. 4

2. 2. 2 摇 化工品储罐区对二甲苯泄漏事故影响

预测

由于港池内流速较小,涨落潮流态变化不大,
因此根据附近海域的水文气象特征,选取区域代表

性的春秋冬季和夏季主导风向构成事故典型发生

情景条件组合(见表 4),在冬季主导风北风5. 4 m /
s 和夏季主导风东南风 5. 5 m / s 条件下,化工品储

罐泄漏对二甲苯 800 t 入海后的浓度扩散模拟结果

分别如图 3 所示。 由预测结果图可以看出,储罐中

的对二甲苯泄漏到码头前沿水域后,由于港池的封

闭作用,加上对二甲苯微溶于水,无论是在主导北

风还是东南风条件下,高浓度范围主要集中在化工

品罐区和泊位所在港池及附近水域,最高浓度可达

150 mg / L,对 3 个海洋保护区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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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摇 化工品泊位对二甲苯泄漏涵盖范围(北风和东南风)
Fig. 2 The covering range of paraxylene leakage in chemical berth (North wind and Southeast wind)

表 4摇 化工品罐区对二甲苯泄漏事故典型情景参数

Tab. 4 Typical scene parameters of paraxylene leakage accident in chemical tank area

泄漏位置 最大可信事故泄漏量 典型化学品 典型风向 代表风速 / m·s-1

码头化工品储罐
800 t

持续泄漏 6 h
对二甲苯

北风(春、秋、冬季主导风) 5. 5

东南风(夏季主导风) 5. 4

图 3摇 化工品储罐区对二甲苯浓度包络范围(北风和东南风)
Fig. 3 The covering range of paraxylene leakage in chemical tank area (North wind and Southeast wind)

2. 2. 3摇 航道船舶对二甲苯泄漏事故影响预测

根据附近海域的水文气象特征,选取区域代

表性的秋冬季和夏季主导风向以及不同涨落潮流

态构成典型风险条件组合(见表 5)。
表 5摇 化学品船舶对二甲苯泄漏典型事故情景参数

Tab. 5 Typical scene parameters of paraxylene leakage accident on ships carrying chemicals

泄漏位置 最大可信事故规模 化学品 典型风向 代表风速 / m·s-1 潮流状态

主航道与支航道交汇处
2000 t

持续泄漏 6 h
对二甲苯

北风(春、秋、冬季主导风) 5. 4

南偏东南风(夏季主导风) 5. 5

涨潮

落潮

涨潮

落潮

摇 摇 (1)春、秋、冬季主导风下航道船舶对二甲苯

泄漏影响预测

在春、秋、冬季盛行风向为北风,代表风速值

5. 4 m / s 条件下,对二甲苯泄漏量 2,000 t,模拟事

故发生时分别处于涨潮、落潮两种情景下的浓度

扩散情况。
如图 4 和 5 所示,事故发生在涨潮时,泄漏到

水面的对二甲苯会在 8 h 后挥发消失,微溶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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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对二甲苯首先随涨潮流和北风作用下向西南

方向移动扩散,24 h 后会开始先后影响金乌贼海

洋保护区、大竹蛏保护区和文昌鱼保护区,对二甲

苯最大浓度为 0. 3 mg / L,超过轻度污染浓度阈值

的保护区范围为 1. 8 km2,但持续时间很短,1 h
后影响就会基本消除。

图 4摇 对二甲苯泄漏后不同时刻的浓度场(北风,涨潮期)
Fig. 4 Concentration field at different time after the leak of paraxylene (North wind,Flow phase)

图 5摇 航道船舶对二甲苯泄漏浓度包络范围(北风,涨
潮期)

Fig. 5 The covering range of paraxylene leakage from ships
on channel (North wind,Flow phase)

摇 摇 如图 6 和 7 所示,当事故发生在落潮时,泄漏

到水面的对二甲苯会在 8 h 左右挥发掉,微溶于

水中的对二甲苯会随落潮流向东北方向移动扩

散,16 h 后会开始影响金乌贼海洋保护区,对二甲

苯最大浓度达到 0. 5 mg / L,超过轻度污染浓度阈

值的保护区范围为 2. 3 km2,但持续时间较短,1 h
后影响就会基本消除。

(2)夏季主导风下航道船舶对二甲苯泄漏影

响预测

在夏季盛行风向东南风,代表风速值 5. 5 m /
s 条件下,对二甲苯泄漏量 2,000 t,模拟事故发生

时分别处于涨潮、落潮两种情景下的浓度扩散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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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摇 对二甲苯泄漏后不同时刻的浓度场(北风,落潮期)
Fig. 6 Concentration field at different time after the leak of paraxylene (North wind,Ebb phase)

图 7摇 航道船舶对二甲苯泄漏浓度包络范围(北风,落潮期)
Fig. 7 The covering range of paraxylene leakage from ships on

channel (North wind,Ebb phase)

摇 摇 如图 8 和 9 所示,事故发生在涨潮时,泄漏到

水面的对二甲苯会在 8 h 后挥发消失,微溶于水

中的对二甲苯首先随涨潮流向西南方向移动扩

散,10 h 后随落潮流和南偏东南风共同作用进入

金乌贼海洋保护区、大竹蛏保护区和文昌鱼保护

区,对二甲苯最大浓度分别为 3 mg / L、0. 2 mg / L
和 0. 3 mg / L,超过轻度污染和中度浓度阈值的保

护区范围分别为 19. 2 km2 和 0. 7 km2,但持续时

间较短, 1 h 后影响就会基本消除。
如图 10 和 11 所示,当事故发生在落潮时,泄

漏到水面的对二甲苯会在 8 h 左右挥发掉,微溶

于水中的对二甲苯会随落潮流和南偏东南风向东

北方向快速移动扩散,4 h 后会开始影响金乌贼海

洋保护区,对二甲苯最大浓度分别为 5 mg / L、0. 3
mg / L 和 0. 2 mg / L,超过轻度污染和中度浓度阈

值的保护区范围分别为 21. 8 km2 和 1. 3 km2,但
持续时间较短,1 h 后影响就会基本消除。
2. 3摇 分析讨论

相对于溢油事故,国内危化品泄漏入海漂移

扩散研究刚刚起步,漂移扩散数值模拟方法不完

善,加之近岸地形、流场数据不足,导致数值模拟

和影响预测结果存在不确定性[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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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摇 对二甲苯泄漏后不同时刻的浓度场(南偏东南风,涨潮期)
Fig. 8 Concentration field at different time after the leak of paraxylene (SSE,Flow phase)

图 9摇 航道船舶对二甲苯泄漏浓度包络范围(南偏东南

风,涨潮期)
Fig. 9 The covering range of paraxylene leakage from ships

on channel (SSE,Flow phase)

摇 摇 本文以日照岚山港对二甲苯泄漏为典型情景

案例,而实际发生事故时泄漏的可能是单一危化

品也可能是多种危化品,因此,危化品泄漏入海事

件模拟应充分考虑多种危化品同时泄漏入海以及

不同危化品之间物理、化学反应情况,如对二甲苯

微溶于水,密度比水小,则其泄漏入海后会漂浮在

海面上,漂移扩散模型可参照溢油模型,而与溢油

不同的是,对二甲苯的挥发性比较强,因此,在模

型中需充分考虑海面上对二甲苯在空气介质中的

漂移扩散[13]。 危化品泄漏量是漂移扩散数值模

拟和影响预测的关键参数,应注意区分危化品储

量、危化品泄漏量和危化品入海量,在不同事故情

境中可能差异很大。 危化品入海量应是漂移扩散

数据模型的接入数据,该数据小于等于危化品泄

漏量,而且危化品泄漏量又小于等于危化品储存

量和船舶理论运输量。 在不同事故情景中,危化

品泄漏入海的方式也不相同,可能是持续泄漏也

可能是一次性涌入,需要在构建模型时充分考虑。
危化品泄漏入海后的环境行为较为复杂,不同的

危化品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以挥发、漂浮、溶解或

沉降的一种或几种方式在海水介质中漂移扩散,
受温度、风向、潮汐、扰动等物理因素的影响[14],
还需考虑码头、岸线、生物和沉积物的吸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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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摇 对二甲苯泄漏后不同时刻的浓度场(南偏东南风,落潮期)
Fig. 10 Concentration field at different time after the leak of paraxylene (SSE,Ebb phase)

图 11摇 航道船舶对二甲苯泄漏浓度包络范围(南偏东

南风,落潮期)
Fig. 11 The covering range of paraxylene leakage from

ships on channel (SSE,Ebb phase)

摇 摇 危化品泄漏入海事故的环境影响预测的本质

是反应事故发生前后海洋生态环境的变化[15],因
此,事故影响区域内的背景数据(水质、生物、沉

积物)是环境影响预测的必要条件。 目前,本文

研究的影响区域背景数据严重缺乏,而且危化品

对海洋生物的生物毒性数据也寥寥无几,因而,环
境影响预测仅是定性描述而实现损失的定量

估算。
毫无疑问,危险化学品泄漏入海数值模拟和

环境影响预测是事故应对和处置决策的参考和依

据,将两者有机结合的快速评估技术将是此类环

境突发事故应急管理的发展方向。

3摇 结摇 论

(1)本文以资料搜集、现场调研等方式获得

的日照市海上危化品的种类、性质、数量和分布为

基础,选择日照市岚山港化学工业区及周边海域

作为典型区域,确定微溶性危化品对二甲苯作为

事故情景分析的研究对象,通过对二甲苯泄漏源

强分析,分别给出了化工码头操作性事故、化工品

储罐泄漏事故和航道船舶海损性泄漏事故的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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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信泄漏量和最可能量为 50 t 和 18 t、800 t 和
300 t 以及 2,000 t 和 300 t。

(2)本文立足于日照岚山港区气象、水文和

地质特征进行岚山港附近潮流场数值模拟;依据

数值模拟结果,利用危化品输移扩散模型和危化

品海洋生物影响评价方法,预测在上述三种事故

情景中发生最大可信泄漏量对二甲苯泄漏入海事

故的影响。 结果显示,陆上泄漏事故(化工码头

操作性事故 50 t 对二甲苯泄漏或化工品储罐事故

800 t 对二甲苯泄漏)对二甲苯入海后,其高浓度

范围主要集中在港池及港区附近,对附近 3 个海洋

保护区基本无影响;当船舶在航道上发生 2,000 t 对
二甲苯等挥发微溶性化学品泄漏事故时,泄漏到

水面的对二甲苯在北风涨落潮流和南偏东南风涨

潮流的影响下会提前全部挥发掉而不会影响到附

近的旅游区和海洋保护区,仅在南偏东南风落潮

流的控制下向东北方向快速移动扩散,4 h 后会开

始影响金乌贼海洋保护区,对二甲苯最大浓度分

别为 5 mg / L、0. 3 mg / L 和 0. 2 mg / L,超过轻度

污染和中度浓度阈值的 保 护 区 范 围 分 别 为

21. 8 km2和1. 3 km2,1 h 后影响就会基本消除,时
间较短,在泄漏后 8 h 左右完全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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