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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研究北黄海北部沉积物中多环芳烃(PAHs)的分布特征及控制因素,于 2016 年 7 月在北黄海北

部采集 31 个表层沉积物,并对沉积物中 16 种 PAHs、总有机碳(TOC)和粒度进行分析测定。 研究结果表

明:该海区沉积物中多环芳烃的总含量范围在 3. 54 ~ 93. 07 ng / g 之间,平均含量 34. 50 ng / g,在辽东半岛

东岸多环芳烃的分布呈由近岸向外海逐渐递减的趋势,总体看该区域 PAHs 的污染处于较低水平。 主成

分分析表明该海区沉积物中多环芳烃的主要来源是化石燃料燃烧源和石油源。 该区域有机碳的分布受鸭

绿江物质输入的影响,自东向西含量逐渐递减。 粒度则呈现长山列岛以东,颗粒较粗;长山列岛以西,颗粒

较细,空间变化相对较小。 进一步分析表明,PAHs 的分布主要受鸭绿江、辽东沿岸中小河流以及黄河的物

质来源的影响;此外,该区水动力条件也是影响多环芳烃分布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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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distribution and controlling factors of 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 (PAHs)
in the sediments in the north of North Yellow sea,we collected 31 surface sediments in July 2016 in these areas and
analyzed PAHs,total organic carbon and particle siz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otal PAHs concentration of the surface
sediments was in the range of 3. 54 ng / g to 93. 07 ng / g ( average value,34. 50 ng / g),indicating a relatively low
PAHs pollution level in the study area. The distribution of PAHs decreases gradually from offshore to offshore along
eastern coast of the Liaodong Peninsula.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the majority of PAHs in the
sediments is from fossil fuel combustion and oil spill. The distribution of organic carbon in this area is affected by the
material input of the Yalu River,and its content gradually decreases from east to west. The grain size appears to be
large in the east of the Changshan Islands; while in the west of Changshan Islands,the grain size is small,and with
relatively few variations. Further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distribution of PAHs in the study area is mainly affecte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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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terial source of the Yalu River,small and medium-sized rivers along the Liaodong Peninsula and the Yellow
River. In addition,sedimentary dynamic conditions are also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the distribution of PAHs.
Key words:PAHs;Yellow River;Yalu River;North Yellow Sea;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多环芳烃(PAHs)具有致癌、致畸、致基因突

变的危害,是一类广泛存在于环境中具有生态和

健康风险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因此自从美国环

保署选定 16 种 PAHs 列入优先控制污染物名单

以来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PAHs 的来源分为

人为源和自然源,其中人为源被认为是环境中多

环芳烃的主要来源,主要产生于生物质燃烧、化石

燃料及副产品的不完全燃烧及石油的运输和加工

过程中[1]。 多环芳烃疏水性强,易吸附在细颗粒

沉积物上,因此泥质区易富集多环芳烃[2]。 沉积

物中的多环芳烃可由再悬浮作用向水环境中释放

导致水体污染,又能够通过生物的富集作用在食

物链中逐级传递,对生态系统造成威胁[3]。 因

此,多环芳烃在生态环境中的分布及其引起的环

境污染问题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
北黄海北部海域的细颗粒沉积物主要分布于

辽东半岛东岸泥区和北黄海西部泥区。 近几十年

来,随着人类开发活动日益增加,沿岸河流携带大

量的污染物质进入海洋,导致该地区污染越来越

严重,生态系统遭受威胁。 因此已有研究者通过

对重金属、赤潮等研究对该海域的环境及污染状

况有了一定的了解[4]。 近年来科研工作者对北

黄海地区多环芳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渤海海峡、
北黄海西部泥质区,大连近海海域,鸭绿江口,但
针对北黄海北部地区的整体研究(尤其辽东半岛

东岸地区)鲜有报道。 因此,本文选取北黄海北

部地区的细颗粒沉积物分布区为研究区域,通过

对该区域多环芳烃的分布特征和控制因素进行分

析,加强对该海域的环境污染状况及环境演变的

了解。 该研究不但有助于反演人类活动对海域环

境的影响,也有益于今后为该地区的水环境治理、
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必要的理论指导。

1　 材料与方法

1. 1　 研究区概况

北黄海是由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及朝鲜半岛

所围的半封闭的陆架浅海,该区流系、水动力条件

较为复杂,辽南沿岸流、黄海暖流以及山东半岛沿

岸流与区域内物质输运有着密切的关系。 沿岸有

五条主要入海河流:鸭绿江、大洋河、庄河、碧流河

和大沙河(图 1)。 其中,鸭绿江位于中朝边境,是
该区域入海河流流域面积和流量最大的河流,发
源于长白山天池,全长 790 km,流域面积约为 6. 2
× 104 km2,多年平均径流量 259. 2 × 108 m3 / a,输
沙量为 1. 48 × 106 t / a[5]。 以鸭绿江入海河流物质

为主体,在辽南沿岸流的影响下,细颗粒沉积物自

东向西输运,沿途发生沉降,形成辽东半岛东岸泥

质区[6];而黄河的入海河流物质,经渤海由山东

半岛沿岸流携带细颗粒物质在北黄海中部沉积,
形成北黄海西部泥质区[7]。 研究区内分布有大

连港、丹东港等重要港口,石油化工业、海洋运输

业发达,海水养殖业也较为发达,海域环境受人类

活动的影响较大。
1. 2　 样品的采集

于 2016 年 7 月对北黄海北部海区进行调查,
采集 31 个沉积物表层样,采样站位见图 1。 采用

抓斗采泥器采集沉积表层样,取表层 0 ~ 2 cm 样

品,将样品装入洁净铝箔样品袋中密封避光冷冻

保存,运至实验室,直至实验分析。

图 1　 采样站位

(a. 辽南沿岸流;b. 黄海暖流;c. 鲁北沿岸流)

Fig. 1 Sampling sites
(a. Liaonan coastal current; b. Yellow Sea warm current; c. Lubei

coastal current)

1. 3　 实验方法

1. 3. 1　 多环芳烃的实验方法

PAHs 的测定经前处理后用高效液相色谱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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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LC)进行测试分析,实验于青岛海洋地质研

究所完成。 具体步骤如下:将沉积物样品进行真

空冷冻干燥,过 64 μm 筛,取细颗粒组分,称取 5 g
左右沉积物样品,再用 20 mL 正己烷-丙酮混合液

(1∶ 1,体积比)超声提取 30 min,离心后分离出上

清液。 重复 3 次,合并上清液,加 Cu 片除硫。 提

取液经 N2吹浓缩至 1 mL,经固相萃取柱净化,固
相萃取柱自上而下为无水硫酸钠(0. 5 g)、氧化铝

(0. 5 g)、硅胶(1 g)。 先用 10 mL 正己烷淋洗,除
去柱中杂质,放上样品后用 35 mL 二氯甲烷 /正己

烷(7∶ 3,体积比)洗脱,保留二氯甲烷-正乙烷的洗

脱液。 洗脱液用 N2吹浓缩至 0. 5 mL 以下,用乙

腈重复置换溶剂 3 次 ,乙腈定容至 0. 5 mL 后转

移到 2 mL 样 品 瓶 中 利 用 高 效 液 相 色 谱 仪

(HPLC)进行测定。
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每批次分析至少做一

个空白样和一个全程序空白,并做一个平行样分

析,平行样的相对偏差平均为 7. 5% 。 通过基体

加标回收率来控制数据准确性,基质加标回收率

为 80% ~110% 。
1. 3. 2　 有机碳的实验方法

有机碳的测定采用酸洗去除无机碳后用质谱

仪分析,实验在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

成矿作用与资源评价重点实验室完成。 具体步骤

如下:将沉积物样品进行真空冷冻干燥,过 64 μm
筛,取细颗粒组分,然后取 10% 的 15 ~ 20 mL 盐

酸倒入离心管,加入 2 g 左右的沉积物样品,搅拌

均匀(中间有气泡产生)静置 12 h,倒掉上清液,
再次加入 10%的盐酸 15 mL,搅拌均匀后静置 12
h,离心倒掉上清液,加入纯水离心(重复 5 次),
水洗至中性,冻干后,在 MAT-253 型质谱仪测试,
相对偏差 < 3% 。
1. 3. 3　 粒度的实验方法

粒度的测定经前处理后用 Mastersize 2000 激

光粒度仪测试分析,实验于南京大学海岸与海岛

开发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完成。 具体步骤如下:取
适量底质样品,采用 5% 的六偏磷酸钠溶液浸泡

样品,在实验室内静置 24 h 以上,使样品充分分

散,再用激光粒度仪测试,超声波充分震荡 15 s
后开始测量,样品经过重复样测试,相对误差

< 5% 。

2　 结果与讨论

2. 1　 不同指标的分布特征

2. 1. 1　 多环芳烃的分布特征

除苊外,美国环保署确定的 16 种优先控制的

PAHs 在本研究区均有检出,其含量平均值为

34. 50 ng / g,PAHs 含量最高的站位 LD15,其值为

93. 07 ng / g;而含量最低值出现在 LD19 站位,其
值为 3. 54 ng / g。 从图 2 可以看出,辽东半岛东岸

水域沉积物中多环芳烃的含量分布不均,近岸地

区 PAHs 的值较高,呈现由近岸向外海逐渐递减

的趋势;另外,长山列岛及其以东地区和北黄海西

部泥质区为两个 PAHs 高含量分布区,而两个高

值区域中间地带则为 PAHs 低值区。 长山列岛及

以东地区为 PAHs 的高含量分布区,究其原因,沿
岸的大洋河、庄河、碧流河、大沙河,河流细颗粒物

质携带大量多环芳烃入海,细颗粒物质在辽南沿

岸流的作用下自东向西输运并沿岸发生沉积,导
致近岸及河口区沉积物中 PAHs 的高含量。

图 2 沉积物 PAHs 含量的分布

Fig. 2 Distribution of PAHs content
为了解本区域的污染水平,本文将研究区 PAHs

的含量与国内及世界典型区域的多环芳烃含量进行

对比,结果表明:本区域多环芳烃的含量低于国内渤

海、长江口及浙江沿岸水域多环芳烃含量;与韩国

Kyeonggi bay 和美国 Chesapeake bay 相比,本区域

PAHs 的含量也处于较低水平(表 1)。 究其原因,与
辽东湾、莱州湾、韩国 Kyeonggi bay 和美国 Chesa-
peake bay 这些封闭海湾相比,本研究区海域开阔,利
于入海物质的扩散;另一方面,近年来鸭绿江干流及

辽东沿岸中小河流修建大坝水库,使得入海泥沙减

少,大量污染物被拦截在库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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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与其它区域 PAHs 的浓度对比

Tab. 1 Comparison of PAHs concentrations in sediments at different lo-

cations

研究区域 ΣPAHs / ng·g - 1
平均值

/ ng·g - 1
参考文献

渤海及附近海域 148. 27 ~ 1211. 81 507. 13 [8]

长江口及浙江沿岸水域 31. 8 ~ 384 131. 1 [9]

辽东湾 144. 5 ~ 291. 7 184. 7 [10]

莱州湾

Kyeonggi bay,韩国

Chesapeakebay ,美国

239. 25 ~ 697. 06

9. 1 ~ 1400

0. 56 ~ 180

499. 9

120

52

[11]

[12]

[13]

北黄海北部海域 3. 54 ~ 94. 03 34. 50 本文

2. 1. 2　 有机碳的分布特征

区域内 TOC 的含量范围在 0. 55% ~ 1. 35%
之间,平均值为 0. 87% (图 3)。 总体来看,该区域

有机碳的含量较高。 在长山列岛东侧,有机碳含

量较高,其值介于 0. 8% ~ 1. 35%之间,有机碳的

分布呈自东向西含量逐渐递减的趋势。 在长山列

岛以西,有机碳含量较低,其值介于 0. 55% ~
0. 8%之间。 沉积物有机碳来源包括陆源和海源,
已有研究者对辽东半岛东岸泥区有机质含量进行

分析,发现研究区底部沉积物陆源与海源有机碳

的比例在空间上无显著差异[14],即陆源有机质的

分解程度及海源自生贡献沿岸无显著差异。 因

此,该区 TOC 含量自东向西递减的趋势可能更多

的指示了陆源输入的差异。 由图 3 也可见,受鸭

绿江入海的陆源 TOC 影响,研究区的高 TOC 分布

范围仅限于庄河以东地区,且由于沿程沉降作用,
该地区沉积物的 TOC 含量也呈现出自东向西减

少的趋势。 此外,该区域 TOC 主要来源于海源,
海源 TOC 也会冲断陆源 TOC 的信号,使庄河以西

地区的沉积有机碳含量在空间分布上更加均

一化。
2. 1. 3　 粒度的分布特征

区域内海域沉积物的平均粒径在 4. 1φ ~
6. 5φ 之间(图 4)。 大体以长山列岛为界,以东颗

粒较粗,以西颗粒较细。 以东区域粒度分布随水

深变化显著,浅水地区的沉积物较细,为辽东沿岸

的泥质沉积;以西区域沉积物平均粒径在 5. 5φ ~
6. 5φ 之间,从粒径分布上看,辽东半岛东岸泥区

与北黄海西部泥质区间无显著界限。 此外,大连

湾外向西沉积物呈增粗趋势。

图 3 沉积物有机碳的分布

Fig. 3 Distribution of TOC content in sediment

图 4　 沉积物平均粒径的分布

Fig. 4 Mean grain size distribution of surface sediment

2. 2　 PAHs 的组成和来源分析

由图 5 可见,不同站位 PAHs 的贡献率有着

较大的差异:在所有站位中 LD01 和 LD25 站位以

4 环比例最高; LD11 站位 6 环比例最高;其余站

位以 2 环、3 环和 5 环比例最高。 其中 3 环比例最

高的有 14 个站位,2 环比例最高的有 6 个,5 环比

例最高的有 8 个。 环数平均结果显示:2 环占

27% ,3 环占 27% ,4 环占 15% ,5 环占 24% ,6 环

占 7% ;2 环和 3 环之和占到总环数的 54% ,这说

明该区域以低环多环芳烃为主。 由于低环多环芳

烃主要来源于石油,因此,可以初步判断研究区内

有石油来源。 研究区内萘的含量最高,所占比例

在 1. 09% ~55. 39%之间,平均值为 27% 。 LD16、
LD20、LD7、LD27 等站位 2 环比例较高,这与站位

处于近岸带受石油污染有关。 3 环多环芳烃中,
菲的含量最高。 菲是燃油和汽车尾气排放多环芳

烃的标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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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各站位 PAHs 的各环比例

Fig. 5 PAHs percentage in sediments of each sample site

为探明北黄海北部表层沉积物 PAHs 来源,
本文使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总共提取 4 个主成分。
表 2 为各主成分的特征值、方差及方差贡献率,四
个主成分累计方差贡献率为 85. 208% ,分别解释

了 32. 587% 、26. 397% 、13. 713% 和 6. 510% ,可
以代表区域的绝大部分信息。

表 2　 主成分分析特征值及方差

Tab. 2 The characteristic value and variance of PCA

主成分 特征值 方差贡献率 / (% ) 积累方差贡献率 / (% )

1 5. 788 32. 587 32. 587

2 3. 960 26. 397 64. 985

3 2. 057 13. 713 78. 697

4 0. 977 6. 510 85. 208

　 　 表 3 为沉积物 PAHs 的因子载荷。 研究表

明,萘、菲、二氢苊等低分子量 PAHs 代表石油源

污染;苯并(b)荧蒽、苯并(k)荧蒽、苯并(a)芘、
茚并(1,2,3,-cd)芘等高分子量 PAHs 代表液体

化石燃料燃烧来源;蒽、芘、荧蒽等可能与煤炭燃

烧有关;苯并( a)蒽、 指示天然气燃烧[14]。 PC1
占到总方差的 32. 587% ,以 、苯并(a)蒽、蒽、茚
并(1,2,3-cd)芘、苯并(b)荧蒽、苯并( a)芘为代

表,故为化石燃料的燃烧源;PC2 占到总方差的

26. 397% ,以萘、芴、菲和二氢苊低环组分为代表,
故为石油源; PC3 占到总方差 13. 713% ,以二苯

并(a,h)蒽、苯并(k)荧蒽、和苯并(a)芘为代表,
PC3 为液体化石燃料的燃烧; PC4 占到总方差

6. 5% ,以二氢苊为代表,故指示石油源。 综上,辽
东半岛南岸水域表层沉积物多环芳烃的主要来源

为化石燃料的燃烧源和石油源。

表 3　 沉积物 PAHs 的因子载荷

Tab. 3 Components load of PAHs in sediments

PAHs PC1 PC2 PC3 PC4

萘 0. 111 0. 826 - 0. 325 0. 122

二氢苊 0. 090 0. 573 - 0. 040 0. 669

芴 0. 183 0. 855 - 0. 395 0. 053

菲 0. 420 0. 804 - 0. 220 - 0. 019

蒽 0. 838 0. 095 - 0. 451 - 0. 166

荧蒽 0. 516 0. 639 0. 405 - 0. 273

芘 0. 738 0. 480 0. 232 - 0. 311

苯并(a)蒽 0. 924 - 0. 276 - 0. 086 0. 006

0. 930 - 0. 273 - 0. 076 0. 009

苯并(b)荧蒽 0. 753 - 0. 554 - 0. 150 0. 140

苯并(k)荧蒽 0. 429 - 0. 080 0. 651 - 0. 057

苯并(a)芘 0. 712 0. 236 0. 559 0. 012

二苯并(a,h)蒽 0. 109 0. 166 0. 676 0. 448

苯并(g,h,i)苝 0. 634 - 0. 430 - 0. 060 0. 260

茚并(1,2,3-cd)芘 0. 809 - 0. 438 - 0. 304 0. 144

　 　 研究区多环芳烃的主要来源特征与整个辽宁

甚至东北地区的产业特征和人类活动方式有着密

切联系。 东北地区重工业、石化工业发达,化石燃

料的高温燃烧较多,产生大量高分子量多环芳烃。
而石油源,多来自船舶石油泄漏,这与大连港、丹
东港等重要港口拥有大量海上运输船有关;另外,
辽东半岛东部海域的水产养殖业发达,捕捞作业

船只较多,也会对底部沉积物贡献一部分多环

芳烃。
2. 3　 多环芳烃含量分布的控制因素

径流输入是影响河口和海岸底部沉积物

PAHs 分布的重要因素[15],而沉积物的粒度和有

机质含量也会影响着 PAHs 的空间分布特征。 由

于本文中的 PAHs 为同粒级测试,消除了粒度控

制效应,因此 PAHs 的空间分布格局与沉积物粒

度出现了相反的分布趋势:长山列岛以东,沉积物

较粗,但 PAHs 的含量均较高;而长山列岛以西,
沉积物较细,但 PAHs 的含量均较低。 高有机质

含量沉积物更加有利于 PAHs 富集[16],本文中的

TOC 也为同粒级测试,更加有效的反应了研究区

沉积物中有机质的富集。 而从研究区 PAHs 和

TOC 的分布来看(图 2 和图 3),两者也没有体现

出很好的相关性,由此可见,研究区的 PAHs 含量

主要受其来源的影响。 本文的研究结果也显示,
研究区 PAHs 的富集区域主要集中在南北两个区

域,即北部的长山列岛附近及以东的近岸地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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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的北黄海西部泥质区。 从空间上来看,北部

的高 PAHs 的富集区靠近辽东半岛东岸的大洋

河、庄河、碧流河和大沙河的河口和近岸区域,反
应了河流输入的影响。 而研究区南部的高 PAHs
的富集区可能更多的反应了黄河径流输入的影

响,其沉积物主要来源于黄河,因此富集在细颗粒

沉积物的黄河来源的 PAHs 在输运过程中也会发

生沉降分选作用,导致北黄海西部泥质区沉积物

中的 PAHs 富集程度自南向北逐渐降低。 此外,
虽然本文没有在鸭绿江口采集样品,但来源于鸭

绿江流域的 PAHs 也会在辽南沿岸流作用下自东

向西输运,对辽东半岛东岸泥区沿岸的沉积物贡

献一部分 PAHs。 在两个泥质区中间是黄海暖流

进入渤海的主要通道,水动力条件较强[17],不利

于物质沉降和保存,因此沉积物中的 PAHs 含量

较低。 而大连湾外海域靠近渤海海峡是 PAHs 的

低含量分布区,这主要是由于该地区潮流作用较

强,流速较快,为侵蚀区域,只保留下来一些较老

的粗颗粒沉积物[18],不利于吸附 PAHs,因而该区

域的 PAHs 的含量较低。 总体来看,本研究区的

PAHs 的分布主要受到鸭绿江、辽东半岛东岸沿岸

中小河流以及黄河物质来源的影响;此外,该区水

动力条件也是影响多环芳烃分布的重要因素。

3　 结　 论

(1)北黄海北部沉积物中 PAHs 的含量范围

3. 54 ~93. 07 ng / g,平均值34. 50 ng / g,与国内外区域

相比,本区域多环芳烃的浓度处于较低的水平。
PAHs 的含量分布不均,存在长山列岛及其以东地区

和北黄海西部泥质区为两个 PAHs 高含量分布区。
(2)主成分分析结果表明,该区域多环芳烃

的主要来源是化石燃料的燃烧源和石油源。
(3)PAHs 的分布主要受鸭绿江、辽南沿岸中

小河流以及黄河的物质来源的影响;此外,该区水

动力条件也是影响多环芳烃分布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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