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辽东湾近岸海域沉积物石油类分布特征及污染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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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 2015 年－2017 年海洋环境监测数据，对辽东湾近岸海域沉积物石油类含量时空分布状况

进行阐述，对其污染状况进行分析，对其污染来源进行讨论。研究结果表明，2015 年－2017 年辽东湾近

岸海域沉积物石油类含量范围为 1.5×10−6~2790.0×10−6，中位值为 62.7×10−6。2015 年－2017 年辽东湾

海洋功能区内沉积物石油类含量的总中位值大小顺序（前三位）为港口航运区>保留区>农渔业区。

2015 年－2017 年辽东湾海洋功能区内沉积物石油类站位总超标率大小顺序（前四位）为工业与城镇

用海区>保留区>农渔业区>港口航运区。石油类主要产生于港口航运区、工业与城镇用海区沿岸、保留

区沿岸、农渔业区等生产活动较为频繁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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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bution character and pollution status of petroleum hydrocarbon in sediment in
Liaodong Bay inshore sea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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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etroleum  hydrocarbon  of  surface  sediment  of  offshore
marine areas in Liaodong Bay was examined based on the concentrations retrieved from marine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data from 2015 to 2017. The source and degree of pollution were also analyzed and discuss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ncentration  of  the  petroleum hydrocarbon  of  surface  sediment  in  Liaodong  Bay  from
2015 to 2017 was in the range of 1.5×10−6~2790.0×10−6,  with a median value of 62.7×10−6.  The total median
values  of  petroleum  hydrocarbon  of  surface  sediment  of  marine  functional  zones  in  Liaodong  Bay  (the  top
three)  were:port  shipping  area>reserve  area>  agricultural  and  fishery  areas  while  the  sequence  of  total  over
standard rate of petroleum hydrocarbon in sediment stations of marine functional zones in Liaodong Bay (the
top  four)  was  industrial  and  urban  sea  area>  reserve  area>agricultural  and  fishery  areas>  port  shipping  area
from 2015 to  2017.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petroleum hydrocarbon mainly  comes from areas  with  more
frequent  production  activities,  such  as  port  and  maritime  areas,  coastal  areas  for  industrial  and  urban  use,
reservation areas, agricultural and fishery areas,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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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是一种由多种烷烃、环烷烃、芳香烃组

成的成分复杂的混合物质，含有多种不易被微生

物降解的致癌致畸物质[1-2]。石油主要被用作燃

料油，也是化学工业主要原料，如溶剂、化肥、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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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剂和塑料等。石油在开采、炼制、存储、运

输、使用的过程中容易进入环境产生污染，而各

种石油类污染物质最终将汇入海洋。因此，石油

类对海洋的污染成为世界性的严重问题，尤其对

近岸海域产生的影响更为突出[3]。

辽东湾是指河北省大清河口到辽宁省老铁

山角以北的海域，渤海三大海湾之一，海湾面积

约 3.3万 km2，属于半封闭海湾，海水自净能力较

弱。辽东湾沿岸自东向西分布了长兴岛港、营

口港、盘锦港、锦州港、葫芦岛港、绥中港等重

要港口，有复州河、大辽河、辽河、大凌河、小凌

河、六股河等入海河流，陆源排污口、排污河、排

污渠等均有分布。此外，近岸海域渔业养殖、捕

捞、旅游开放等人类活动频繁[4]。由此产生的石

油类污染问题不容忽视。

国内研究人员关于辽东湾石油类污染状况

的研究成果颇丰，李胜勇研究表明，2010年辽东

湾近岸海域沉积物中石油类含量平均值为

29.55×10−6，近岸海域表层沉积物受到石油类污

染[5]；刘亮等研究表明，1997年－2009年渤海近

岸海域沉积物和贝类中石油类的含量和超标率

均呈上升趋势[6]；王召会等研究表明，2013年－

2014年辽东湾海水石油类含量范围为 0.003 ～
0.239 mg/L，均值为 0.027 mg/L，随季节周期性变

化，海水石油类含量水平整体呈下降趋势[7]。但

是，在 2011年蓬莱 19-3油田溢油事故对海洋生

态环境造成深远影响之后[8]，关于辽东湾近岸海

域沉积物石油类含量状况、变化趋势的研究则

较少。本文利用 2015年－2017年海洋环境监测

数据，对辽东湾近岸海域沉积物石油类含量时空

分布状况和污染状况进行阐述和分析，通过与海

洋功能区叠加分析，对辽东湾近岸海域沉积物石

油类主要来源进行基本判断，为相关部门提供有

效的管理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用于分析辽东湾近岸海域沉积物石油类含

量状况的数据来源于 2015年－2017年海洋环境

监测数据。由于各年份监测任务不尽相同，监测

站位的数量略有变化，但主要监测站位均保持稳

定，数据具有可比性。2015年－2017年监测站

位数量分别为 136个、106个和 116个（图 1）。
 

沉积物样品采集严格依照《海洋监测规范》

（GB17378.3-2007）要求进行 [9]，沉积物石油类含

量测定依照《海洋监测规范》（GB17378.5-2007）
中所规定的紫外分光光度法进行[10]，测定结果为

沉积物干样中石油类的含量（质量分数：10−6），方
法检出限为 3.0×10−6，石油类含量在 80.1×10−6

和 300×10−6 时，相对标准偏差分别为 1.7%和 2.8%。

1.2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 18.0软件的Kolmogorove-Smirnov
检验法进行概率分布检验，绘制样本频数分布

图，确定数据态性及频数分布。

采用单因子指数法对沉积物石油类进行评

价，确定污染状况，其计算公式为：
Pi =Ci/S i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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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站位分布

Fig. 1    Sampling lo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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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Pi 表示 i站位石油类污染指数；Ci 表
示 i站位石油类评价的实测数据；Si 表示 i站位

沉积物石油类的评价标准值。当 Pi>1，表明调查

海域沉积物石油类含量不能满足相应功能区划

环境目标要求。本文采用《海洋沉积物质量》

（GB18668-2002）中海洋沉积物石油类质量标准

进行评价[11]。

采用 ArcGIS 10.2软件的地理处理的相交功

能，对海洋功能区和监测站位进行叠加分析，确

定各海洋功能区内监测站位分布情况，分析各海

洋功能区内沉积物石油类含量分布状况。采用

符号显示功能对石油类含量单因子评价结果进

行数量分级处理，分为<0.1、0.1～0.2、0.2～0.5、
0.5～1.0、>1.0五个类别，展现各个类别的空间

分布状况，对辽东湾近岸海域沉积物石油类主要

来源进行基本判断。

2   结果与讨论

2.1    沉积物石油类含量状况

经 Kolmogorove-Smirnov检验法进行的概率

分布检验表明，各年份的数据均不服从正态分

布，对数变换后服从正态分布（图 2）。由于样本

数据分布不均匀，均值和中位值相差较大，采用

中位值来描述沉积物石油类的含量状况。如表 1
所示，2015年－2017年沉积物石油类含量范围

为 1.5×10−6～ 2790.0×10−6，中位值为 62.7×10−6。
其中， 2015年沉积物石油类含量范围为 4.2×
10−6～1620.0×10−6，中位值为 56.2×10−6；2016年

沉积物石油类含量范围为 1.5×10−6～2750.0×10−6，
中位值为 68.1×10−6；2017年沉积物石油类含量

范围为3.6×10−6～2790.0×10−6，中位值为68.3×10−6。
与海水、生物体相比，沉积物长期处于海底缺

氧、少光环境，极少受到外部条件干扰，理化性

质比较稳定。因此，沉积物石油类能够更为准确

的表征一段时间内区域石油类含量状况。渤海

海域沉积物石油类含量本底值为 13.4×10−6  [6]，
2015年－2017年辽东湾近岸海域沉积物石油类

含量中位值为 62.7×10−6，为本底值的 4.7倍，表

明辽东湾近岸海域沉积物石油类含量整体水平

不高，但该区域沉积物石油类含量显著增加。

2.2    沉积物石油类分布特征

采用 ArcGIS 10.2软件的地理信息相交处理

功能对海洋功能区和监测站位进行叠加分析，确

定各海洋功能区内监测站位分布情况，统计各海

洋功能区内沉积物石油类含量分布状况，见表 2。
按照沉积物石油类含量的中位值大小进行排序

（前三位），2015年的顺序为港口航运区>保留区

>海洋保护区，其中沉积物石油类含量最大值出

表 1       沉积物石油类含量统计结果

Tab.1    Statistical results of petroleum hydrocarbon content in sediment

监测时间 样品数/个 含量范围/×10−6 均值/×10−6 中位值/×10−6 标准差/×10−6

2015 136 4.2～1620.0 151.2 56.2 249.2

2016 106 1.5～2750.0 162.7 68.1 337.3

2017 116 3.6～2790.0 155.4 68.3 490.0

 

石油类含量/10−6 石油类含量/10−6 石油类含量/10−6
0 500 1000 1500 2000 0 1000 2000 3000 0 1000 2000 3000

样
本

分
布

布
频

数

样
本

分
布

布
频

数

120

100

80

60

40

20

0

100

80

60

40

20

0

样
本

分
布

布
频

数

100

80

60

40

20

0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图 2    沉积物石油类含量的分布频数

Fig. 2    Frequency histograms of petroleum hydrocarbon in sed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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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港口航运区，数据来源为沉积物质量监测；

2016年的顺序为港口航运区>农渔业区>旅游休

闲娱乐区，其中沉积物石油类含量最大值出现在

港口航运区，数据来源为海洋工程建设项目监

测；2017年的顺序为工业与城镇用海区>港口航

运区>保留区，其中沉积物石油类含量最大值出

现在保留区，数据来源为排污口及邻近海域监

测。连续三年的沉积物石油类含量的总中位值

大小顺序中，由于矿产与能源区数据量太少，并

且没有历史连续性，在排序中予以剔除。最终，

总中位值大小的顺序为港口航运区>保留区>农
渔业区。

2.3    沉积物石油类污染状况

依据《辽宁省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

海洋环境保护管理要求中的沉积物质量执行标

准 [12]，对沉积物石油类数据进行单因子评价。

表 3显示，2015年港口航运区沉积物石油类单因

子评价污染指数变化范围为 0.01～1.08，均值为

0.23，站位超标比率为 3.2%，其他类型海洋功能

区站位超标率均为 0；2016年保留区沉积物石油

类单因子评价污染指数变化范围为 0.01～1.04，

均值为 0.16，站位超标比率为 3.7%，农渔业区沉

表 2       海洋功能区沉积物石油类含量

Tab.2    The petroleum hydrocarbon contents in the sediment of marine functional zoning

功能区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总中位值/×10−6
数量/个 含量范围中位值/×10−6 数量/个 含量范围中位值/×10−6 数量/个 含量范围中位值/×10−6

港口航运区 31
6.7～1620.0

239.4
43

1.5～2750.0
94.3

26
14.1～1240.0

104.5
100.2

保留区 27
4.2～424.5

99.3
27

4.2～1036.0
27.0

27
12.4～2790.0

77.2
77.2

矿产与能源区 1 16.9 0 − 2
71.6～74.7

73.2
71.6

农渔业区 37
6.5～516.0

31.7
22

1.5～643.0
76.2

39
3.6～371.0

52.8
53.5

海洋保护区 22
4.4～454.0

41.6
4

9.3～69.7
46.8

11
3.6～85.9
22.4

39.2

旅游休闲娱乐区 6
37.4～205.0

38.8
4

11.4～272.0
48.9

5
13.9～121.6

34.7
38.4

工业与城镇用海区 11
8.7～774.8

26.1
6

1.5～223.0
9.1

6
24.9～2650.0

162.7
30.2

特殊利用区 1 28.2 0 − 0 − 28.2

表 3       海洋功能区沉积物石油类评价结果

Tab.3    The evaluation rusults of petroleum hydrocarbon in the sediment of marine functional zoning

功能区类型 管控要求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总超标

比率/（%）污染指数变化

范围均值

超标比率

/（%）

污染指数变化

范围均值

超标比率

/（%）

污染指数变化

范围均值

超标比率

/（%）

工业与城镇用海区 二类标准
0.01～0.77

0.16
0

0.01～0.22
0.06

0
0.02～2.65

0.55
16.7 4.3

保留区 二类标准
0.01～0.42

0.14
0

0.01～1.04
0.16

3.7
0.01～2.79

0.25
3.7 2.5

农渔业区 一类标准
0.01～0.52

0.10
0

0.01～1.29
0.25

9.1
0.01～0.74

0.12
0 2.1

港口航运区 三类标准
0.01～1.08

0.23
3.2

0.01～1.83
0.15

2.3
0.01～0.83

0.13
0 2.0

海洋保护区 一类标准
0.01～0.91

0.20
0

0.02～0.14
0.09

0
0.01～0.17

0.08
0 0

旅游休闲娱乐区 二类标准
0.04～0.41

0.10
0

0.01～0.54
0.16

0
0.01～0.12

0.06
0 0

矿产与能源区 二类标准
0.02
0.02

0 − −
0.07
0.07

0 0

特殊利用区 二类标准
0.03
0.03

0 −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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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物石油类单因子评价污染指数变化范围为

0.01～1.29，均值为 0.25，站位超标比率为 9.1%，

港口航运区沉积物石油类单因子评价污染指数

变化范围为 0.01～1.83，均值为 0.15，站位超标比

率为 2.3%，其他类型海洋功能区站位超标率均

为 0；2017年工业与城镇用海区沉积物石油类单

因子评价污染指数变化范围为 0.02～2.65，均值

为 0.55，站位超标比率为 16.7%，保留区沉积物

石 油 类 单 因 子 评 价 污 染 指 数 变 化 范 围 为

0.01～2.79，均值为 0.25，站位超标比率为 3.7%，

其他类型海洋功能区站位超标率均为 0。连续

三年的海洋功能区沉积物石油类站位总超标率

大小的顺序为工业与城镇用海区>保留区>农渔

业区>港口航运区，其中工业与城镇用海区和保

留区集中分布在辽东湾沿岸，农渔业区和港口航

运区在辽东湾近岸海域均有分布，上述四个海洋

功能区离岸距离越近，沉积物石油类站位超标率

相对较高，表明了该海域的石油类污染主要来源

于陆源排放，并且与陆源石油类排放高于船舶等

海上来源的结论相符[6]，有效控制陆源排放将会

是防治该海域污染的有效措施。

采用 ArcGIS10.2软件的符号系统分类显示

功能将辽东湾各海洋功能区进行分类符号处理，

并将 2015年－2017年沉积物石油类单因子评价

污染指数进行分级符号处理。图 3显示，2015年

沉积物石油类单因子评价结果超标的监测站位

分布在鲅鱼圈港口航运区，其他监测站位的沉积

物石油类含量均能满足相应功能区划环境目标

要求；2016年沉积物石油类单因子评价结果超

标的监测站位分布在鲅鱼圈港口航运区、锦州

湾保留区、兴城海域农渔业区、绥中海域农渔业

区，其他监测站位的沉积物石油类含量均能满足

相应功能区划环境目标要求；2017年沉积物石

油类单因子评价结果超标的监测站位分布在锦

州湾保留区、锦州湾工业与城镇用海区，其他监

测站位的沉积物石油类含量均能满足相应功能

区划环境目标要求。

 

2.4    沉积物石油类来源分析

2015年－2017年辽东湾近岸海域沉积物石

油类污染主要出现在港口航运区、工业与城镇

用海区、保留区、农渔业区等海洋功能区。经统

计，辽东湾近岸海域共有 17个港口航运区，其中

分布的中小港口和渔港的数量 100余个 [13]。由

于港口航运区内有大量船舶航行和停靠，产生的

石油类污染物则成为该区域稳定的石油类污染

物输入源，如压载水、洗舱水、含油舱底水等。

此外，碰撞、破损、泄露偶有发生。石油类污染

物不断被海水中悬浮物质吸附沉淀，逐年积累于

海洋沉积物之中 [14-15]，沉积物石油类含量较高，

属于区域性污染；工业与城镇用海区和保留区的

沿岸则有工厂和企业分布，陆上人类生产活动频

繁，陆源排污问题客观存在，工业废水和生活污

水通过排污口、排污河、排污渠排放入海，受潮

汐、海流、排放时间段、排放量等条件影响，石油

类污染物一般围绕排放口呈现不规则扩散并沉

积，排放口附近沉积物石油类含量较高，属于点

源污染[16]。辽宁省海洋生态环境监测工作方案

显示，2015年－2017年辽东湾实施监测的陆源

入海排污口数量分别为 45个、43个和 59个，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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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沉积物石油类污染指数散点分布

Fig. 3    Dispersion distribution of petroleum hydrocarbon pollution index in sed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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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在工业与城镇用海区的比例分别为 40.0%、39.5%
和 39.0%，分布在保留区的比例为 6.7%、7.0%和

5.1%[17]，陆源入海排污口排污是工业与城镇用海

区和保留区的主要污染源；农渔业区主要开展养

殖和捕捞等生产经营活动，各类渔船数量众多，

船况参差不齐，船舶作业过程中油污水通常直接

排放入海，属于线源污染。中国渔业统计年鉴显

示，2015年辽宁省共有海洋机动渔船 37738艘[18]。

其中，环辽东湾各地市区共有海洋机动渔船

18500余艘，包括捕捞渔船 14500余艘，养殖渔

船 3700余艘，辅助渔船 300余艘。船龄超过

5年的船舶，柴油机、齿轮箱、水泵、油泵、输油

管以及阀门等运动和密封部件容易出现损坏，拆

卸、清洗和更换等维修工作较多，容易发生跑、

冒、滴、漏等现象，产生油污水。由于船员环保

意识普遍不足，习惯将油污水直接排放入海，或

将上层高度油污水收集后，下层水排放入海 [19]，

每年向海排放的石油类污染物不容忽视。石油

类污染物主要集中在航线、捕捞区以及海上施

工区域，沉积物石油类含量较高。

此外，陆源径流入海所携带的石油类污染物

对上述海洋功能区均会产生影响。船舶操作性

事故溢油、石油开采平台溢油、海底输油管线溢

油等重大偶发性溢油灾害也是本区域沉积物石

油类重要来源[20]，且产生的影响更为严重。

3   结　论

（1）2015年－2017年辽东湾近岸海域沉积

物石油类含量范围为 1.5×10−6~2790.0×10−6，中位

值为 62.7×10−6。各海洋功能区内沉积物石油类

含量的总中位值大小顺序（前三位）为港口航运

区>保留区>农渔业区。

（2）2015年－2017年辽东湾海洋功能区内

沉积物石油类站位总超标率大小的顺序（前四

位）为工业与城镇用海区>保留区>农渔业区>港口航

运区。

（3）石油类污染物主要来源于港口航运区、

工业与城镇用海区沿岸、保留区沿岸、农渔业区

等区域的生产经营活动。相关部门在做好监测

工作的同时，应加强石油类污染物排放源的监督

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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