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类污染对社会和
经济活动的影响
技术资料论文

12

导言
除了清理油类泄漏产生的成本外，依赖于清洁海水和清洁海岸区域的经济部门
有时候也会遭受严重的经济损失。通常，商业渔业和旅游业受到的经济影响最
大，不过大量其它部门也可能会受到影响，如发电厂、运输、制盐或海水淡化等。
本文将讨论油类泄漏对各种沿岸工业和社会活动的部分影响，并将介绍可能可
以减轻其影响的措施。考虑到渔业和海洋养殖的特殊重要性，油类泄漏对渔业
和海洋养殖的影响在另外一篇技术资料论文中讨论。

旅游业
旅游业是世界各地大多数有人居住的海岸区域
的关键经济部门，可能会由于水中或岸上存在
油类而被迫中断，在旅游旺季之前或之中可能
会产生的最严重后果（如图 1 ）。各种传统海
岸活动（如游泳、划船、钓鱼和浅水等）的中
断可能会对酒店、餐厅和酒吧业主带来不良后果，
也可能会影响航海学校、露营地、旅行拖车停
车场和很多其它商业机构及以旅游业为生的个
人。海鲜餐厅可能还会由于供应量的减少而遭
受额外的损失，而为酒店和餐厅供货的商业机
构的收入也可能会减少（除非通过其它方面弥
补损失）。损失程度取决于此类商业机构对受
影响海岸线的依赖程度。
有些度假者可能会决定取消在受影响区域预约的
度假安排，转至其它地方度假。游客缩短或取消
行程带来的影响可能远远不止商业机构所受的损
失，例如可能会减少由地方政府和国家公园运营
的停车场的收入等。原来定期向受影响海岸区域
运送度假者的公路、铁路和海洋运输公司也可能
会遭受损失。
受影响的海滩可能必须在清理期间关闭。在保持
开放的海滩，除了油类本身外，工作人员和设备
的出现也可能会带来干扰。往来于受影响海岸的
卡车和重型机械可能会对当地居民带来进一步的
干扰，如果未处理车辆轮胎上的油迹，可能会给
更靠内陆的区域造成二次污染。

5 图 1：油类泄漏可能对旅游行业造成严重的干扰。

在事故期间，有些商业机构可能可以找到替代
收入来源，如为参与事件处理工作的人员提供
食宿等。不过，如果不谨慎处理，处理泄漏事
故的工作人员可能会对酒店地毯和家俱装饰造
成二次污染。靠近岸边的失事船只残骸可能会
吸引大量的参观者，也带来了一些商机，咖啡厅、
餐厅、停车场等商业机构可能可以借此弥补部
分损失。

单次油类泄漏事件对海岸区域和娱乐休闲活动带
来的实际干扰通常相对较短。海岸线清洁后，就
有望恢复交易和活动，不过媒体关注可能会对当
地旅游业的形象造成不当的破坏，可能会通过促
遇到恶劣天气时，冲向码头或岩石海岸区的波浪
使公众认为造成了长期的大规模污染而加剧经济
在空中产生的水雾可能会将油类带到岸上。滨海
损失。例如，这可能会导致完全在受影响区域之
区或靠近海岸的建筑、汽车和旅行拖车可能会沾
上油点，需要进行清洁，有时候还需要重新喷漆。 外的酒店和其它商业机构出现订单损失。地区“品
牌形象”的下降可能需要进行有针对性的地区宣
如果私有海岸线（例如与度假屋关联的海岸线）
业主不在，而进入这些海岸线需要得到他们的允
传活动和其它推广活动，以抵消泄漏事故造成的
许，则其清洁工作将尤为困难。
负面宣传效应，恢复公众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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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族馆和休闲娱乐设施
很多海岸设施（如水族馆、海水游泳池和海洋疗
法中心）需要持续供应新鲜的海水。通常会对水
进行过滤，以去除残片，有时候会让水通过由砂石、
碎贝壳或其它材料组成的过滤层。虽然这些能够
提供针对总体污染的保护，但油类的可溶解成分
可能仍然会进入供水系统中，尤其原油或轻质的
炼制产品泄漏时更容易发生这种情况。

船只清洁
一 旦 油 类 进 入 码 头 或 渔 港， 大 量 船 只 的 船 壳、
系泊缆索和泊位可能会沾油（图 3 ）。船壳上
沾油的部分通常仅限于吃水线周围的一段。如
果及时采取措施，通常在船只保持下水状态就
能对船壳进行清洁。通过让船只侧倾，从而露
出吃水线，就可以使用抹布或船舶设备零售商
售卖的某种专属船只清洁产品清除油类。为了
避免二次污染，应该回收流出的油液，例如在
工作区周围部署吸油栅栏等。有些清洁材料可
能会破坏船壳涂层，如果船东对可用产品不熟悉，
则应在小块测试区上进行试用。对于产品毒性
的担忧还意味着当地法规可能会控制清洁剂的
用量。对于更多难以处理的油污，可能需要将
船只滑出或拖上岸进行清洁，并使用效力更强
的清洁剂。不过，有些清洁剂可能会损坏玻纤
船的凝胶涂层，如基于氯、氨、丙酮或甲酮的
清洁剂。

这些设施的经营者可能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减少油
类造成的破坏。在获得及时警示的情况下，水族
馆的动物可以转移到其它设施，但这需要专家进
行转移，可能会让动物承受巨大的压力。根据所
需的水量和接触油类的程度，可能可以使用吸油
材料来建造过滤层，以去除油污。或者，可以关
闭进水管并循环利用系统中的水，以及通过陆路
运输清洁海水进行补充。在所有情况下，都必须
在缓和措施导致的潜在破坏与油类导致的潜在破
坏之间进行权衡。除了此类预防措施的成本之外，
沾污的严重程度取决于一系列因素，包括油类特
水族馆和其它设施还可能在事故期间关闭或出现
征和污染程度、油类在此位置滞留的时间及船壳
参观人数减少的情况。
涂层的类型和情况。较旧、多孔的涂层可能更容
易渗透，因此比新涂层更容易出现严重油污。有
码头和渔港
些涂层使用蜡质上光剂抛光，油类可能导致其脱
落，而基于聚合体面漆的涂层可具有更好的恢复
性。
码头和渔港通常围绕着海防设施，以保护停泊的
船只免受不利海洋条件的影响。这些海防设施经
可以在码头或渔港内设立一片空地，由船东或专
常由抛石或散砾石构成。因为油类可以渗透到结
构内部深处，因此一旦沾油，这些设施将很难清洁， 门完成此任务的承包商在此对船只进行清洁。不
应低估清洁大量船只所需的组织和后勤工作。已
可能会成为二次污染源。在很多情况下，码头或
清洁船只和沾油船只应该分开，以防止出现再次
渔港狭窄的入口能让船只进入海洋，在获及时通
沾油的风险。如果船只要从水中吊出，则可能需
知的情况下，可以通过部署栅栏提供针对漂浮油
要雇请专门的起重机。可能需要额外的人力来搬
的保护。不过，如果条件允许继续捕鱼，则当管
运和清洁船只，可能有必要与船东（大多数船东
理不当时，渔港的保护措施可能由于船只的进出
港而大打折扣（图 2 ）。
可能不在现场）联系以获得清洁其船只的许可。

5 图 2：如果栅栏被进出的船只破坏，码头部署栅栏的
成效可能会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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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图 3：如果油类进入码头或渔港，停泊的船只可能需
要进行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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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码头，船只锚定在浮道上。如果沾油，可
以使用高压、热水设备进行清洁。在非常罕见的
情况下，必须拆除浮道，以便清洁漂浮物，防止
二次污染。

商港
商港可能会面临与码头和渔港类似的问题，但规
模要大得多，很多港口当局要求首先对商船的船
壳进行清洁然后才允许启航。可能需要专业清洁
承包商，在船只清洁时可能会产生额外的滞留费
用（图 4 ）。与此类似，航行时经过海上漂浮层
的船只可能需要清洁后才能获准进入商港。船只
接受清洁时或船只航行受限的情况下，可能会给
正常港口运作带来很大的干扰。而且，商港通常
具有多个大型入口，因此栅栏的有效性将受到限
制。
统计记录表明，船舶机损事故经常发生在靠近海
岸的位置和商港通路中。在这种情况下，事故船
舶本身可能会威胁航行或干扰繁忙商港的进出交
通。由于造成商港运作中断，并可能会影响商港
服务的企业，因此可能有必要开辟备用路线来运
输货物和材料。为了最大限度减少对商港活动的
干扰，应该配合正常的商港运作安排码头和驳岸
清洁工作的时间。大型船只（尤其是离港或进港
的大型船只）应该低速行驶，以减少可能会妨碍
栅栏和其它已部署资源的冲击及最大限度减少漂
浮油向商港周围的扩散。
商港和渔港本身有遮挡的特性，加上很多商港都
准备了随时可供使用的泄漏应对设备，因此可以
快速而有效地应对油类泄漏事故，尤其在配有全
面且经过充分演练的商港应变计划时效果更为明
显。不过，去除困陷码头和防波堤下的油类可能

5 图 4：通常采用专业清理承包商清洁较大的商用船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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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困难，因为那里有大量的桩子或柱子，进入
非常困难而且危险（图 5 ）。一个成功的方法是，
使用消防软管并配合船只推进器的水流进行冲
洗，专门将油类冲出来。不过，如果需要手动清
洁，需要采取预防措施来确保工作人员在码头下
的半封闭空间中的安全，尤其潮汐波动可能会进
一步限制工作人员的情况更要注意。如果未加处
理，这些油可能会在停泊作业期间被水冲出，成
为长期的二次污染源。
根据所泄漏的油类的性质，还需要在商港和渔港
包围的水体中采取预防措施来最大限度降低起火
和爆炸的风险。例如，在挥发性油类泄漏后，必
须停止所有产生热源的作业。即便泄漏燃油的闪
点较高，也需要额外保持警觉，因为高温作业产
生的火花可能会点燃残片（如被油类浸透的绳
索），而这可能继而导致严重的火灾，可能会损
坏或损毁位于油池中的船只。

海岸土木工程和造船厂
油类泄漏事故期间，可能会对砂石料采掘、清淤、
填海造地、海岸建设工作等项目造成威胁。通常，
这些项目的规模太大，不能使用常规栅栏进行保
护，工作中断可能会持续到清理作业完成时。特
别是建筑合同通常具有达成一致的时间表，如果
因遇到泄漏事件而超出时间要求，可能会导致面
临罚款。
商港扩建工作性质上区别很大，但通常涉及到大
量的清淤和废物搬运、大型预制混凝土结构和岩
石材料下沉与放置，以及混凝土灌注。通过或搁
浅在建筑工地的油类有被掩埋、困住或以其它方
式结合到沉淀物或结构中的风险，可能会以后在
潮汐的冲击下从隐藏空间沥出。如果污染模板或

5 图 5：对于清理工作人员而言，由于头顶空间有限且
没有空气流通，进入码头下面可能比较困难和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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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闭在要灌注的混凝土中，则可能有必要在继续
施工前向土木工程师寻求专家意见。建筑工地的
清洁需要谨慎的监督，以确保方法得当且安全地
进行此工作。
在滑道上建造或维修的船只（如喷涂或更换防污
层）可能会受到油类污染的严重影响，可能需要
对船只进行清洁或返工。浮式干船坞的外部结构
可能会被商港内的漂浮油污染。在浮式或陆上干
船坞内，可能会在维修工作或调整期间不小心从
船只释放出油类，从而发生泄漏。这种情况对通
常比较紧张的工作时间表的干扰非常大，可能需
要进行大量的清洁工作（图 6 ）。

工业取水口

已经采取了众多不同的方法来保护工业进水口。
其中一些方法比其它方法更有效，能提供更好的
保护。例如，海滩井能让水通过砂石浸透过来，
能提供第一层过滤和针对物理污染的保护，不过
油类可溶解成分仍然会对水造成污染。位于或靠
近常规漂浮栅栏和泡沫障碍的海面的进水口的保
护取决于气候条件和水流的速度，水流必须足够
慢，这些技术才能有效（图 7 ）。

发电厂
发电厂使用管道中循环的冷海水冷凝来自蒸汽轮
机的蒸汽。有时候，在油类泄漏之后，会关闭进
水口，以此作为防止机械受损的预防措施，并避
免由于需要清洁冷凝管和其它设备而造成整个工
厂更大范围的关停。所担心的问题是油类阻塞冷
凝管或与热传导产生干扰而大幅度降低冷却效率。
关闭电厂的后果既深远也严重，因为可能会有必
要从其它发电商处购买电力来保持电力供应。因
此，通常会竭尽全力避免关闭。

海水广泛用于各种工业领域：作为热电厂、核
电站和精炼厂的冷却液，作为淡化装置的给料
和冷却液以及作为制盐的给料。除了水族馆和
岸上海洋养殖设施之外，海鲜加工厂和大量其
它海水使用者也非常倚重是否能够从海中取得
清 洁 海 水。 取 水 口 的 设 计 取 决 于 一 系 列 因 素，
如所需的水量和特定位置的环境条件等。在低
潮汐范围的安静区域，取水口可以直接为在 海
平面设置一个水道，并使用水闸控制水流。在
有波浪和高潮汐范围的位置，进水口通常淹没
在超过水位波动范围的深度。油类挟带进水流
的可能性取决于油的类型、泄漏时的气候条件
及进水口本身的设计。深度浸没的进水口受影
响的可能性更小，除非遇到了可能会导致挟带
分散油类的风暴。轻质原油比粘性燃油更容易
分散到水体中，更容易给淹没的进水口带来污
染风险。不过，在极为恶劣的风暴条件下，高
密度燃油可能会分散到水体中，甚至深度淹没
的进水口也可能会存在被污染的风险。

除了用于保护进水口的泄漏应对设备外，通常还
会配备多重防御措施来防止油类污染冷凝管。如
果油类粘度特别高，会堵塞用于去除漂浮物和投
弃物的残片筛网，从而限制水流进入管道。可能
需要额外的人力确保定期清洁筛网，以避免堵塞。
通常同时使用两层筛网，这样可以将一层筛网取
出进行维护和清洁，而同时另一层筛网继续保持
工作。特别设计的设施可能包括残片筛网的下游
沉淀池，以便在水进入工厂前将稠密的砂石微粒
去除掉。此类沉淀池提供了通过撇浮装置或吸油
物回收漂浮油和监视油类进入情况的机会。虽然
进入冷凝管的油滴可能会附着在表面形成薄膜，
但总的说来，油类将缓慢地流过系统，只会对热
传导造成很小的影响。管道将定期受到堆积效应
的影响，经常会使用硬海绵球擦洗管道表面。这

5 图 6：在例行维护作业期间，可能会在干船坞中出现
油类泄漏。

5 图 7：应该保护进水口，以防止油类影响热交换装置，
此类装置很难清理，可能会导致设施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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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除油膜方面也很有效，不过海绵球需要比仅
用于去除斑块时更为频繁地加以更换。
海水还可以用于在将液化天然气 (LNG) 送入天
然气管道前对其加热，以从液态转化为气态。可
通过使用漂浮的撇浮装置，将海水从海面（海面
温度最高）抽吸入气化装置。漂浮油可能会挟带
在抽吸的水流中。残片筛网不可能处理这种类型
的污染，可能会导致油类散布到工厂的其它位置。

淡化装置
常用的有两种淡化装置：多级闪急蒸馏 (MSF)
和反渗透。在 MSF 淡化装置中，盐水被加热并
通过一系列阶段的处理，在这些阶段中，压力将
渐增式降低，每个阶段都会蒸发形成不含盐的水
蒸汽。MSF 淡化装置的使用经验表明，可以容
许一定程度的油类存在，而不会污染淡水产品或
对热交换装置带来不当的影响。另一方面，反渗
透系统依赖于半渗透性膜来去除海水中的盐，油
类污染可能会弄脏这些成本非常高的薄膜的表面。
油类有些较轻的成分也可能会渗透过去而污染成
品水，而更为粘稠的油类更可能会堵住膜表面并
减少或阻止水流。虽然在轻度污染后可能可以成
功地对膜进行清洁，但通常认为油类对膜的性能
会造成严重的有害影响。

制盐
在降雨量有限的区域，经常通过在设置岸边的盐
场蒸发海水来制盐（图 8 ）。海水集中在较浅的
池塘中，通过日晒和风吹蒸发海水得到高浓度盐
水。不能溶解的杂质（如砂石和泥土）和微溶于
水的杂质（如碳酸钙）会随着蒸发开始而沉淀到

底部。一段时间后，浓度越来越高的盐水将被抽
吸或借助重力流过一系列池塘，直到提高到足以
让盐结晶的浓度。
生产设施从在盐沼挖盐场的小作坊到配有釉砖池
塘和压力供水系统的工业级系统。海水通常在春
潮的高水位时抽入池中，流入池中的水流由闸门
控制。在出现泄漏事故时，有时候可以通过关闭
闸门直接防止油类进入池中。不过，如果污染持
续时间长，可能可以通过让海水流经由吸油物和
贝壳建成的过滤器进入池中并谨慎监视水质来维
持生产。如果油类进入池塘，贴瓷砖的盐场可以
相对容易地得以清洁，但清洁泥基池可能会非常
麻烦。长期关闭泥基池可能会导致其干裂，形成
裂痕，需要进行大量的维修工作才能继续进行制
盐工作。

农业
尽管农作物和动物被污染的情况非常罕见，但曾
在一系列海洋油类泄漏之后出现过这种情况。如
果泄漏事件发生时刚好碰上满潮和岸上刮风，水
位可能会升到足够高的程度，从而让油类搁浅在
放牧动物的海岸高处。此外，牛羊这样的动物可
能会在海岸线上放牧（图 9 ），有可能出现进食
被污染的草料的风险。在某些区域，冬季风暴之
后搁浅的海草被收集起来作为肥料使用。海草的
种植基于一系列用途及食物生产，而且海草可用
到化妆品、医药品和食品添加剂的生产中。
强风和强浪还可能会导致油类在水雾中被吹到岸
上，从而污染农作物和动物。除了对受影响的动
物进行清洁外，还需要额外供应饲料，以替代被
污染的牧草。油类泄漏出现在可通航的河流和海
湾时，各种牲畜（如鸭子和鹅）和农作物（如使
用河水灌溉的水稻）也会被污染。根据污染的严
重程度，可能必须销毁农作物，或额外施肥来加
快土壤的恢复和加速油类的自然分解。显然，在
及时通知的情况下，可以将牲畜驱赶出受污染海
岸线，并关闭灌溉水道的闸门。

海岸社区、历史遗址和文化艺
术品

5 图 8：如果水进入盐场时出现了油类泄漏，可能会对
制盐生产造成严重影响。池中的盐水会由于微藻类的
存在而自然呈粉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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搁浅或漂浮到海岸线附近的油类的气味可能非常
难闻，对受影响海岸线沿岸生活的人们造成严重
的不便。挥发性原油在靠近人口中心的重大泄漏
事故可能会增加呼吸困难、头痛和恶心症状等担
忧和投诉。在世界某些地方，海岸社区在海岸线
上居住，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居住在建于水面高支
柱上的房屋中。对于这种情况，海岸线的污染不
仅仅令人生厌，而且可能会影响日常生活。在极

油类污染对社会和经济活动的影响

端条件下，油类可能会造成火灾危险，可能有必
要对此类社区进行疏散。
可能通过直接与油类接触或由于清理工作而对文
化艺术品造成破坏。人们可能会担心清理海岸线
的工作打扰葬于海岸线上的先人尸骨的清净，而
此类墓葬的位置通常只有考古学专家和当地社区
知道。海岸线清理工作必须特别谨慎地进行，需
要专家进行监督。历史遗迹的清洁同样需要谨慎
和敏感。古代建筑的表面已经风化，表面出现很
多孔洞，或非常容易破碎，油污会深度渗透，从
而带来很多清理困难。由于可以用于清理海岸线
上岩石表面的激进清理技术可能会导致进一步的
破坏，因此可能需要专业恢复技术。如果及时发
出了漂浮层靠近的警告信息，可以使用聚乙烯板
包裹建筑，以保护这些古代岩石建筑免受空中的
油滴或水边缘飞溅的油污的危害。

5 图 9：海岸线上的牲畜可能会直接受到油类影响，或
通过被污染的饲料而受到影响。

要点
• 依赖于清洁海水的一系列行业可能会在油类泄漏事件后出现重大的损失。渔
业和旅游部门受到的影响经常最严重。
• 在很多情况下，尽早通知将有助于安排有效的应变措施来保护码头和工业取
水口。
• 尽管封闭的商港水体为泄漏应对工作提供了最好的条件，但需要最大限度减
少对商港活动的干扰，这就意味着工作时要考虑船只的进出，可能会导致清
理工作延长。
• 作为预防措施而关闭电站或淡化装置可能会产生影响深远的后果，如果可以
采取措施来保持生产的持续进行，则可能没有必要这样做。
• 海盐生产、海岸工程甚至农业等其它活动都会受到油类泄漏的不利影响。在
可行的情况下，应变计划应该考虑可以用于减轻影响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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