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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海岸带潮滩中微塑料来源复杂，大块塑料在物理、化学、生物等作用下的破碎是潮滩微塑料的主

要来源之一。本研究调查了黄海桑沟湾 7 个潮滩中不同尺寸塑料垃圾的组成、丰度以及微塑料的形

状、颜色、成分等，并通过定性和定量的方式研究塑料垃圾破碎与微塑料的关系以识别微塑料来源。结

果表明，聚苯乙烯泡沫在 5 mm～2.5 cm、1～5 mm 与<1 mm 尺寸范围的样品中分别占 85%、97% 和

82%；在>2.5 cm 的塑料样品中，与养殖相关的塑料占 76%；塑料垃圾和微塑料的总体丰度随着尺寸的减

小而增加 2～4 个数量级。1～5 mm 的微塑料丰度与 5 mm～2.5 cm 的塑料垃圾丰度具有显著相关性。

通过对比不同尺寸塑料垃圾与微塑料的形态和成分特征，识别出潮滩中的微塑料主要是由聚苯乙烯泡

沫、聚乙烯浮子、黄色海绵、纤维渔绳以及聚丙烯绳等破碎形成，表明养殖活动是桑沟湾潮滩塑料垃圾

及微塑料的重要来源。未来需进一步探索微塑料来源的鉴别方法，寻找识别微塑料来源的新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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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ources  of  microplastics  in  coastal  areas  are  complex.  The  fragmentation  of  large  plastics
through physical, chemical and biological processes is one of the main sources of microplastics in the beaches.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compositions, abundances, shapes, colors and components of plastic debris and the
microplastics  of  different  sizes  in  7  beaches  in  Sanggou  bay  of  the  Yellow  Sea.  We  also  studie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fragmentation  of  plastic  debris  and  microplastics  by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which  can  be  used  to  identify  the  sources  of  the  microplastic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polystyr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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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am accounted for 85%, 97% and 82% of the samples in the size range of 5 mm ~ 2.5 cm, 1 ~ 5 mm and <1
mm respectively. In plastic debris >2.5 cm, the types of the plastic debris related to mariculture accounted for
76%. The total abundances of plastic debris and microplastics increased by 2 ~ 4 orders of magnitude with the
decrease  of  sizes.The  abundances  of  microplastics  and  plastic  debris  in  1  ~  5  mm and  5  mm ~  2.5  cm we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By  comparing  the  morphology  and  components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sizes  of
plastic debris and microplastics, the sources of microplastics were identified as fragmentations from polystyrene
foam, polyethylene float, yellow sponge, fiber fishing ropes and polypropylene film rope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mariculture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sources of plastic debris and microplastics in beaches of Sangou bay. In
the  future,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explore  the  identification  methods  of  sources  and  find  new evidences  to
identify the sources of micropla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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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塑料制品在各个行业中的广泛应用，塑

料污染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问题。大量研究

报告显示，塑料垃圾在海洋垃圾中占主要比例[1]。

塑料垃圾在潮滩或海洋环境中经过紫外辐射、

风、浪和潮汐作用，可破碎形成塑料碎片甚至微

塑料 [2]。微塑料的定义为直径<5 mm的塑料碎

片或塑料颗粒，主要分为原生微塑料和次生微塑

料两类。原生微塑料多为工业喷砂、鼓风以及

洗漱用品中的磨砂微珠或者作为原材料的树脂

颗粒；次生微塑料则由大塑料经环境风化作用形

成[3]，大塑料破碎产生的小、微塑料是次生微塑

料的重要来源之一。

塑料垃圾与微塑料之间的关系密切。Eo等

发现，潮滩上不同尺寸塑料垃圾与微塑料之间具

有一定相关性，推测潮滩上<1 mm的微塑料是由

>2.5 cm或 1～5 mm的塑料经过风化作用产生[4]。

大塑料在环境中可以破碎成不同尺寸的塑料碎

片，尤其在潮滩环境中，物理和化学风化的共同

作用加速了塑料碎片的脆化和降解[5]；尺寸较大

的塑料碎片由于表面特征较为完整，来源容易识

别，塑料碎片尺寸越小，来源越难以识别。迄今

为止，微塑料的研究大部分以调查为主，多集中

于微塑料类型、丰度、分布和生态风险的研究，

对于次生微塑料来源追溯主要通过形貌和成分

来判断，缺乏直接或间接证据。为此，我们尝试

通过不同尺寸的塑料垃圾破碎与微塑料的关系

来追溯环境中微塑料来源。桑沟湾为黄海养殖

性海湾，具有多种形式的海水养殖活动。根据前

期调查，在桑沟湾潮滩区域广泛分布着大量的养

殖类塑料垃圾与微塑料。此外，桑沟湾滨海休闲

娱乐等活动过程中也会带来塑料垃圾与微塑

料。本文以桑沟湾的 7个潮滩为研究对象，调查

不同尺寸塑料垃圾及微塑料的组成、丰度，分析

不同尺寸塑料垃圾和微塑料的相关性及形态特

征，识别潮滩环境中次生微塑料来源。本研究尝

试用不同尺寸塑料垃圾破碎与微塑料的关系来

识别微塑料来源，可为次生微塑料来源解析提供

新思路，对源头控制塑料垃圾及微塑料也具有重

要意义。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域概况

桑沟湾位于山东荣成（122°24'E－122°35'E，
37°01'N－37°09'N），北、西、南三面为陆地，东面

面向黄海，港湾众多，海湾面积约为 163.20 km2，

海岸线长 74.40 km，滩涂面积占 20 km2[6]。桑沟

湾水产资源丰富，气候适宜，是我国北方最具有

代表性的养殖性海湾[7]。该地区养殖规模宏大，

以滩涂养殖和浅海养殖为主，养殖类型有海带养

殖、贝类养殖及贝藻混养，在湾内西南角还有小

范围网箱养殖，养殖面积几乎覆盖整个海湾 [6]。

近年来，海洋牧场项目在桑沟湾南部海域兴建，

该项目将渔业与旅游产业结合起来，大大推动了

桑沟湾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因此，桑沟湾地区养

殖活动与旅游活动相结合，能够产生大量的养殖

类或者休闲娱乐类塑料垃圾或微塑料，是研究塑

料垃圾和微塑料污染及来源的理想区域。

1.2    塑料垃圾及微塑料样品采集

本研究调查了桑沟湾 7个典型潮滩（图 1），
将海岸带潮滩分为三个不同区域：潮上带、高潮

线、潮间带。在每个区域随机设置 4个 2×1 m大

样方，收集样方内尺寸>2.5 cm的塑料垃圾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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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样方中心设置一个 0.5×0.5 m的小样方，收

集表层 2 cm的沉积物样品储存在采样袋中 [4, 8]

（图 2）。

1.3    塑料垃圾及微塑料样品分离

潮滩沉积物样品经 60 ℃ 烘干后，分别使用

孔径 5 mm和 1 mm的钢筛将 5 mm～2.5 cm的

塑料样品及 1～5 mm的微塑料样品分选出来，

同时将每个区域四个样方中<1 mm的沉积物分

别混合均匀、收集并进行< 1 mm的微塑料浮选

分离。微塑料的分离选用章海波等人设计的浮

选装置 [9]，先用饱和氯化钠溶液浮选，再用 30%
过氧化氢溶液消解浮选出的有机质，最后用饱和

氯化锌溶液（密度为 1.5 g/cm3）进行二次浮选，静

置后，用真空抽滤装置抽滤上清液，将浮选出的

微塑料过滤至 20 μm尼龙膜（NY2004700，Ireland）
上[10]。使用体视显微镜（SMZ25，Nikon Corporation，
Tokyo，Japan）挑选<1 mm的微塑料，按照类型和

颜色分类保存并计数。塑料垃圾及微塑料按尺

寸范围分类如表 1。
1.4    塑料垃圾及微塑料鉴定

将塑料垃圾及微塑料按照类型进行分离后，

使用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Nicolet iS5，分辨率

4.0/cm， 扫 描 次 数 32次 ， 波 长 范 围 650/cm～

4000/cm）和显微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Nicolet
iN 10，分辨率 8.0/cm，采集时间 3 s，扫描次数 16
次，波长范围 675/cm～4000/cm）鉴定塑料垃圾及

微塑料聚合物成分。

1.5    质控措施与数据分析

在微塑料筛选的过程中，身穿防止衣物纤维

脱落的实验服，在洁净的实验室环境内过筛，避

免人员扰动。微塑料提取全过程用铝箔纸包裹，

表 1       桑沟湾潮滩塑料垃圾及微塑料分类及特征

Tab.1    Classific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plastic debris and microplastics in Sanggou bay beaches

尺寸 >2.5 cm 5 mm ~ 2.5 cm 1 ~ 5 mm <1 mm

类型特征

白色泡沫 白色泡沫 发泡 发泡

黄色海绵 黄色海绵 海绵 海绵

纤维渔绳 纤维渔绳 纤维 纤维

薄膜绳 薄膜绳 碎片 碎片

包装袋 碎片 颗粒 颗粒

碎片 小球

浮子

瓶/盖/盒子

其他

注：白色泡沫：white foam；黄色海绵：yellow sponge；纤维渔绳：fiber fishing rope；薄膜绳：film rope；包装袋：packaging bag；浮子：float；瓶/
盖/盒子：bottle/cape/box；发泡：foam；海绵：sponge；纤维：fiber；碎片：fragment；颗粒：granule；小球：pellet；其他：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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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桑沟湾潮滩采样点分布

Fig. 1    The  locations  of  sampling  sites  in  Sanggou  bay

beaches of the Yellow Sea

 

0.5 m
潮上带

高潮线

潮间带

水线

2 m

1 m

每条采样线设 4个 2×1 m大样方, 内部设 1个 0.5×0.5 m小样方

Four 2×1 m large quadrats were placed along each sample line. One

quadrat of 0.5×0.5 m was selected within each large quadrat

图 2    潮滩采样示意图

Fig. 2    Schematic of beach samp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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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空气中纤维沉降污染，同时设置 3个空白。

空白中有 3～6个微塑料，微塑料的数目已扣除

与空白样品中相似的微塑料。微塑料浮选方法

的回收率为 97%。

统计不同尺寸的塑料及微塑料数目，单位以

个/m2 来表示。使用 Microsoft Excel 2010制作统

计表格，绘制饼图、柱形图，使用 ESRI ArcGIS
10.2 制作采样点图，使用 SPSS 19.0作 Spearman
秩相关分析。

2   结果与讨论

2.1    不同尺寸塑料垃圾的组成、丰度及来源

潮滩塑料垃圾及微塑料组成如图 3所示。

聚苯乙烯泡沫在 5 mm～2.5 cm、1～5 mm与<1 mm
塑料及微塑料样品中比例较高，分别为 85%、97%
和 82%，在>2.5 cm的塑料垃圾组成中，没有明显

的主要成分类型。周倩等调查山东半岛滨海潮

滩沉积物中微塑料时同样发现了大量的聚苯乙

烯泡沫[11]。在>2.5 cm的塑料样品组成中，发现

纤维渔绳和薄膜绳组成比例分别为 29%和 24%，

聚苯乙烯泡沫占 13%，浮子占 6%，黄色海绵占

3%。在走访调查的过程中我们注意到，纤维渔

绳、薄膜绳、黄色海绵和浮子也被广泛应用于养

殖活动中，这些与养殖活动相关的塑料类型占比

为 76%，远大于其他类型的塑料垃圾。

从以上结果来看，养殖活动中使用的塑料制

品是潮滩塑料垃圾及微塑料的一个重要来源。

我们推测，这一结果可能与桑沟湾渔业养殖中使

用的聚苯乙烯泡沫浮筒有关，这种泡沫浮筒在长

时间使用后受到海浪冲击与磨损破碎成更小的

发 泡 颗 粒 或 碎 片 ， 所 以 在 5  mm～ 2.5  cm和

<5 mm塑料及微塑料中占比丰富[12]。除此以外，

通过对桑沟湾沿岸及周边区域进行走访调查了

解到，海产品的运输与保存也会使用类似材质的

白色泡沫箱，这些白色泡沫箱也会被遗弃进入海

洋环境中。此外，在 SGB1、SGB2和 SGB6潮滩

中（图 4），>2.5 cm类型的包装袋、瓶/盖/盒子占

有一定比例，包装袋大多为食品包装袋，如饼干

袋、雪糕袋等；瓶/盖/盒子，基本为饮料瓶（盒）和

瓶盖。SGB2和 SGB6采样点为开发的旅游潮

滩，这些可能为旅游休闲活动中丢弃的塑料垃

圾；而 SGB1潮滩紧靠居民生活区，这些包装袋、

瓶/盖/盒子可能为居民生活中丢弃的塑料垃圾。

因此，除去聚苯乙烯泡沫、薄膜绳、纤维渔绳等

养殖类塑料类型外，休闲娱乐活动和生活中丢弃

的包装袋和饮料瓶等是产生潮滩塑料垃圾及微

塑料污染的另一个来源。

通过计算不同尺寸塑料的丰度（图 4），>2.5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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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3    Types and composition of plastic debris and microplastics of different sizes in Sanggou bay bea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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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塑料平均丰度为 12个 /m2 ；5 mm～2.5 cm的

平均丰度为 52个/m2，1～5 mm的为 1073个/m2，

< 1 mm的平均丰度为 603555个/m2。随着尺寸

的减小，塑料垃圾的丰度逐渐递增。其中

SGB5采样点在>2.5 cm、5 mm～2.5 cm、1～5 mm
和< 1 mm的塑料及微塑料丰度中均呈现最高，

分 别 为 16个 /m2、 167个 /m2、 4862个 /m2 和

3329554个 /m2， 而 SGB3采 样 点 在 >2.5  cm、

5 mm～2.5 cm和 1～5 mm的塑料及微塑料丰度

中均呈现最低，丰度分别为 3个/m2、11个/m2 和

67个/m2。

根据丰度结果显示，塑料碎片的总体丰度随

着尺寸的减小而增加 2～4个数量级，可能是大

块塑料被冲上岸后发生破碎而产生的结果。

SGB5采样点的塑料以及微塑料丰度分布最高，

可能是由于 SGB5采样点位于渔业养殖公司附

近，岸滩上停放着大量的渔业养殖筏架，这些养

殖筏架所用的浮力材料为聚苯乙烯浮筒。长时

间的光照、风浪和潮汐等环境作用，使得聚苯乙

烯养殖浮筒发生破碎。SGB3采样点中> 1 mm
的塑料及微塑料丰度最低，可能是由于该采样点

为休闲娱乐潮滩，每天会有两次岸滩清洁活动，

不会有塑料垃圾堆滞在岸滩的现象，从而其破碎

现象并不明显。

2.2    不同尺寸塑料垃圾及微塑料的相关性分析

利用spearman秩相关对>2.5 cm、5 mm～2.5 cm、

1～5 mm和<1 mm的塑料碎片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如表 2。
 
 

表 2       桑沟湾潮滩不同尺寸塑料垃圾及微塑料的 spearman
秩相关系数

Tab.2    Spearman’s rank correlation among abundances of plastic
debris  and  microplastic  with  different  sizes  in  Sanggou
bay beaches

尺寸 总丰度 白色发泡 非发泡

>2.5 cm、5 mm ~ 2.5 cm 0.679 0.857* 0.679

>2.5 cm、1 ~ 5 mm 0.571 0.857* 0.679

>2.5 cm、<1 mm 0.536 0.571 0.321

5 mm ~ 2.5 cm、1 ~ 5 mm 0.964** 0.929** 0.786*

5 mm ~ 2.5 cm、<1 mm 0.857* 0.429 0.500

1 ~ 5 mm、<1 mm 0.893** 0.714 0.429

注:* p< 0.05；** p < 0.01
 
 

由不同尺寸的塑料垃圾与微塑料的相关性

分析显示，在总丰度上，5  mm～2.5  cm和 1～
5 mm、5 mm～2.5 cm和<1 mm以及 1～5 mm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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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m之间的丰度具有显著相关性，相关系数分

别为 0.964（p< 0.01）、0.857（p< 0.05）、0.893（p<
0.05），其中 5 mm～2.5 cm和 1～5 mm的塑料丰

度之间的相关系数最高。在白色发泡的丰度上，

>2.5 cm和 5 mm～2.5 cm、>2.5 cm和 1～5 mm
以及 5 mm～2.5 cm和 1～5 mm三组的相关性较

高，尤其是 5 mm～2.5 cm和 1～5 mm塑料相关

性高达 0.929（p< 0.01），这一结果和 Lee等的研

究结果相似 [11]。在非发泡塑料类型中，5 mm～

2.5 cm和 1～5 mm相关性为 0.786（p< 0.05）。以

上结果表明，<1 mm的微塑料可能依赖于 1～
5 mm或者 5 mm～2.5 cm的塑料存在；1～5 mm
的微塑料可能依赖于 5 mm～2.5 cm或> 2.5 cm
的塑料而存在。不同尺寸的塑料碎片之间存在

有一定的破碎关系，这种破碎关系可能有助于微

塑料来源的识别。

2.3    塑料垃圾和微塑料的聚合物成分与特征

采用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和显微-傅里叶

变换红外光谱仪对不同尺寸的塑料垃圾及微塑

料进行成分鉴定。在≥5 mm的塑料垃圾中，白

色泡沫的成分为聚苯乙烯。聚苯乙烯泡沫在环

境条件下经过风化作用，其分子结构稳定性遭到

破坏，尤其是光照的影响，发生光氧化降解，产生

分子链断裂、重组现象，使得该种材料更容易破

碎而形成小发泡颗粒或白色碎片[13]。养殖浮子

成分为聚乙烯，其表面孔隙小、质地柔软有韧

性，多以黑色、白色和蓝色为主。黄色海绵成分

为聚氨酯，在环境中受到光、热、水等因素的影

响，呈现出变黄、变脆、强度降低等特征[14]。纤

维渔绳的成分为聚乙烯和聚丙烯，直径在 200～
300 μm。用于贝类或海带养殖的薄膜绳为不透

明薄膜状，颜色以绿色和黑色为主，成分为聚丙

烯，聚丙烯分子的主链上有不稳定叔碳原子，在

环境中受到光和热的作用，其分子链更容易发生

降解，力学性能下降，甚至会发生粉化 [15]。

包装袋成分多以聚丙烯和聚乙烯为主。饮料瓶

的主要成分为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少数为聚

乙烯，容器盒子成分多为聚丙烯。

在<5 mm的微塑料成分中，白色发泡类和黄

色海绵微塑料与塑料垃圾中对应样品的成分相

同。纤维类微塑料分为两类，第一类为粗纤维，

直径范围为 200～300 μm，成分多为聚乙烯，少

数为聚丙烯；第二类为细纤维，直径为 10～20 μm，

主要为聚酯类和丙烯酸类，少数为聚丙烯或聚乙

烯成分。碎片类和颗粒类微塑料的成分主要为

聚丙烯和聚乙烯。

2.4    微塑料来源识别

次生源是微塑料主要来源之一。本研究将

收集的大塑料、小塑料及微塑料进行了表面形

态和成分比较，以鉴别微塑料来源。

图 5为收集到的不同尺寸塑料垃圾及微塑

料样品。在 1～5 mm微塑料样品中，观察到部

分黑色碎片，质地柔软、结构致密，通过与>2.5 cm
的塑料垃圾样品特征进行对比发现，其颜色、质

地与养殖中聚乙烯浮子相同（图 5a），再经红外光

谱鉴定后发现成分均为聚乙烯（图 6），故推测该

微塑料颗粒来源于养殖中使用的聚乙烯浮子。

最近，Chen等在象山湾养殖场调查中同样发现

了大量聚乙烯浮子破碎形成的微塑料[16]。图 5b
和图 5c分别为白色发泡类和纤维类塑料。白色

发泡类因其独特的颜色和形状，更容易识别。结

合桑沟湾养殖活动的特点和对大块泡沫塑料来

源分析，这种发泡类微塑料多来源于养殖活动中

使用的聚苯乙烯泡沫，经过风化破碎而形成发泡

类微塑料；而纤维类微塑料直径一般约在

0.2～0.3 mm，比衣物纤维粗，在尺寸为 5 mm～

2.5 cm和 1～5 mm的渔绳类塑料垃圾样品中也

有相似特征的纤维出现，通过与大塑料的渔绳进

行对比后，发现颜色、尺寸、质地均相同，成分也

均为聚乙烯（图 6），据此可以推测该类型的微塑

料来源于纤维渔绳的破碎。目前，已有一些调查

研究表明[11, 17]，潮滩中有类似渔绳的微塑料纤维

存在；由于养殖、捕鱼等活动，每年会有大量废

弃的渔绳被丢弃在潮滩或海洋环境中，经过环境

风化作用破碎成纤维状微塑料。在不同尺寸的

塑料及微塑料中均发现有黄色海绵（图 5d），其
主要成分为聚氨酯（图 6）。该类塑料制品多被

渔民用作养殖的定位浮标，经过潮汐流、风浪等

作用可滞留在潮滩上。Zhou等在黄渤海潮滩土

壤中也发现了大量的海绵类微塑料[17]。此外，在

< 1 mm的微塑料样品中还观测到大量不透明的

绿色、白色及黑色碎片，这种类型的碎片也容易

破碎，在显微镜下挑选过程中不易被识别；在

1～5 mm、5 mm～2.5 cm的塑料垃圾及微塑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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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桑沟湾潮滩中大塑料垃圾破碎成次生微塑料现象的野外调查

Fig. 5    Field investigation of the breakdown of macroplastic into secondary microplastics along the Sanggou bay bea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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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中均可见相似的碎片存在（图 5e），成分均为聚

丙烯（图 6）。据此，我们推断该类型的塑料碎片

来源于聚丙烯薄膜绳。

除了与养殖相关的微塑料外，在 1～5 mm
的微塑料中还有大量的聚乙烯和聚丙烯碎片，其

中一类碎片较薄，很可能由大塑料包装袋破碎而

形成；而另一类硬质碎片，可能是由硬质塑料容

器、塑料瓶破碎而形成。在<1 mm的微塑料样

品中，除了可识别的聚苯乙烯发泡、黄色海绵、

纤维渔绳、聚丙烯薄膜绳碎片之外，还存在有平

均直径在 10～20 μm的细纤维；这些纤维颜色多

为白色、蓝色、黑色和红色，其成分为聚丙烯、聚

酯和丙烯酸。这种微塑料可能为人类衣物脱落

下的纤维[18]。已有研究报道，大气环境中微塑料

的主要成分为聚酯纤维，这些聚酯纤维可以通过

大气沉降而进入到陆海环境[19-20]，是潮滩中聚酯

纤维的重要来源之一。

3   结　论

（1）在桑沟湾潮滩中，>2.5 cm塑料样品中养

殖类塑料垃圾（纤维渔绳、薄膜绳、聚苯乙烯泡

沫）占比较大，<5 mm的微塑料中聚苯乙烯泡沫

占主要比例，说明桑沟湾养殖活动是潮滩中塑料

垃圾与微塑料污染的重要来源。

（2）不同尺寸塑料碎片之间具有一定相关

性，利用不同尺寸塑料碎片之间形态特征关系有

助于识别出桑沟湾潮滩环境中部分次生源微塑

料的来源。

（3）桑沟湾养殖类塑料垃圾与微塑料污染严

重，尤其是聚苯乙烯泡沫类，控制养殖类废弃物

的随意丢弃，对控制潮滩塑料垃圾与微塑料污染

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此外，加强对潮滩塑料垃

圾的清洁也有利于遏制大塑料破碎造成的微塑

料污染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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