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沿海船舶污染事故应急能力评估指南 
 

前言 
 

为科学、规范地评估我国沿海港口溢油事故风险和应急防备能力，提高港口

有效应对船舶及装卸设施发生溢油事故的能力，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

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船舶污染海

洋环境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的要求，制定本指南。      
本指南适用于沿海港口的船舶溢油事故风险和应急防备能力评估，也可适用

于一个区域的船舶溢油事故风险和应急防备能力评估，包括船舶溢油事故风险评

估、港口应急防备能力评估、风险与防备适应性评估三部分内容。本指南为评估

沿海船舶污染事故应急能力推荐相应的评估方法。准确的数据、科学的评估方法

和专业机构的评估会使评估结果更能反映出应急能力是否与风险相适应的客观

事实。 
 

1．定义 
船舶溢油事故风险评估：对港口航行和作业的船舶活动可能产生的溢油风险

进行定性或定量评估，为评估港口溢油应急防备能力及风险管理水平提供相应的

依据。 
港口溢油应急防备能力评估：在评价港口溢油风险的基础上，对从事溢油应

急反应队伍能力进行综合评估，以评价港口溢油应急防备水平。 
风险与防备适应性评估：评估港口应急防备水平与船舶溢油风险水平的适应

程度，确定港口应急防备能力建设需求。 
船舶溢油事故风险：船舶在航行和作业活动中，由于自然或人为原因导致船

舶发生溢油事故的可能性，以及造成社会、经济、环境的损害程度。 
可能性：某个事件发生的几率，可用频率或概率表示。 
频率：在单位时间内，某个事件发生的次数。 
概率：某个事件发生某种危害后果的可能性大小。 
危害后果：事件可能造成的社会、经济、环境的损害程度。 
溢油应急防备：港口、码头和装卸站为有效应对突发性的溢油事故，在应急

反应预案、应急设备器材和应急队伍等方面所做的准备。 
 
2．船舶溢油事故风险评估的程序 
2.1 数据收集 

为进行风险评估，通常需收集以下数据： 
溢油事故发生的因素； 
溢油事故发生的区域； 
溢油事故发生的频率； 
溢油量及扩散范围； 
溢油事故的危害后果。 
数据收集后，应当判断数据的不确定性和局限性，评估数据可信程度，确保

数据可用；若某区域缺乏相应的历史数据，可借用相似区域的历史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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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危险识别与分析 
要全面分析溢油风险，首先应掌握影响船舶事故的主要因素，包括船舶活动

频率、船舶设备情况、船员情况、通航情况、水文气象情况、货物等情况，其次

应对引发溢油事故的原因进行分析，包括碰撞、搁浅、倾覆、沉没、结构损坏、

火灾、爆炸、货物和燃油作业等。 
2.3 风险分析 

风险分析可以采用定性分析、半定量或定量分析的方法。 
2.3.1 定性分析方法 

定性分析是通过对风险程度的比较，用特定术语来表达溢油事故的可能性和

后果的一种分析方法。通常，当数据或信息源不足以开展定量分析时采用定性分

析方法，该方法也可以用在定量分析之前，初步遴选需更详细分析的风险因子。

尽管如此，进行定性分析也应尽可能依据实际资料和数据，保证分析的科学性和

准确性。 

●可能性定性分类 
表 1 为简易的可能性定性分类表。 

表 1 可能性表 
分类 说明 定义 
L1 频繁 每周到每年发生一次的事件 
L2 很可能 每年到每十年发生一次的事件 
L3 可能 每十年到每一百年发生一次的事件 
L4 极少 在一百年中发生几率不到一次的事件 

 
●危害后果定性分类 
表 2 为简易的危害后果定性分类表。 

表 2 危害后果表 
级别 描述语 详细说明举例 
C1 灾难性的 损害面广 直接经济损失 RMB>2 亿 
C2 重大 重大损害 直接经济损失 RMB1 亿-2 亿 
C3 一般 较小的损害 直接经济损失 RMB5 千万-1 亿 
C4 较小 轻微的损害 直接经济损失 RMB＜5 千万 
C5 可以忽略 可以忽略的损害 直接经济损失 RMB＜1 万 

 
●定性确认风险级别 
最简单的定性确认风险级别的方法是将风险与危害后果用矩阵表示（根据表

1 和表 2 推导出表 3 的风险级别）。 
表 3 定性风险级别表 

              危害后果 
风险等级 

可能性 
可以忽略 较小 一般 重大 灾难 

极少 低 低 一般 一般 高 
可能 低 一般 高 极高 极高 

很可能 一般 高 极高 极高 极高 
频繁 高 高 极高 极高 极高 

另一种定性分析方法是赋予频率和危害后果以相应的指数，而后以频率和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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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后果指数之和来表达风险的级别。（见表 4） 
表 4 排序风险级别表 

严重程度（SI） 
1 2 3 4 5 F1 频率 

可以忽略 较小 一般 严重 灾难性的

4 频繁 5 6 7 8 9 
3 很可能 4 5 6 7 8 
2 可能 3 4 5 6 7 
1 极少 2 3 4 5 6 
 

2.3.2 定量分析 
定量分析是用数值来表达溢油事故可能性和危害后果，分析风险程度的一种

方法。 
●可能性定量分析 
通常用以下两种方法对溢油风险的可能性进行表述： 

 平均每年可能的溢油量：平均每年的溢油量是建立在长期统计的基础

上，通过计算某一港口在特定时期内溢油量的平均值，来表征该港口的

溢油风险。 
 不同规模溢油事故的年频率（或轮回周期）：溢油事故的年频率是在统

计的基础上，计算不同规模溢油事故的发生频率，来表征某港口的溢油

风险。溢油事故可用规模范围表示，如 10 吨到 100 吨之间，或累积表

示，如 10 吨及以上的溢油，100 吨及以上的溢油等。轮回周期是指发生

一次特定的溢油事故所需要的时间，通常以 1/年频率来表示。 
●一次事故可能的溢油量分析方法 
有时为了表征某一港口发生一次事故的最大溢油风险，通常用最可能发生的

溢油量、最大可能溢油量、最坏情形下的溢油量来表示： 
 最可能发生的溢油量：溢油量少于 7.3 吨或船舶在装卸作业过程中，溢

油量少于所装货油数量的 1%； 
 最大可能溢油量：对载货容量大于或等于 3650 吨的船舶，溢油量为 365

吨或其载货容量的 10%； 
 最坏情形下的溢油量：船舶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下，所有货油溢出的最大

的溢油量。 
●实际溢油量计算方法 
静水压力平衡方法可以计算实际发生的溢油量。假设船舶舱底或船舷破损，

经过一段时间后，舱内和舱外的压力将达到新的压力平衡，通过计算舱内液位的

变化即可计算出溢油量1。 
●事故树分析法 
事故树分析法是定量风险分析中最常用的一种方法。该方法是将假定的事

故与其可能发生的一系列后果联系在一起。如图 1 所示：假如一艘船舶搁浅，可

以根据历史搁浅数据评估发生溢油的可能性，搁浅可能会导致大量溢油、小量溢

油或根本没有溢油，这些不同的后果可用枝节表示，每一枝节代表一种可能性。

将这种方法延伸使用，可以分析最终溢油抵达岸线的可能性，进而判断出其危害

                                                        
1参见 MARPOL73/78 公约 2006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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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果。这种评估要从初始时间开始并依次对每个枝节进行分析，每个枝节可以用

问题的形式定义，回答通常为是或不是，也可能是多种结果。事故树分析法可以

确定溢油发生的各种因素并排出次序。 

 
 
2.3.3 半定量分析 

半定量分析是介于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之间的一种分析方法，通过赋予可能

性和危害后果以定性标准值，按照相应的公式计算溢油风险的一种分析方法。 
半定量分析不是做出定量风险分析。每一种描述所赋予的值不是一定要与实

际发生的可能性或后果程度具有准确的相互关系，只要所赋予的值能够与所选用

的分析方法相配套，达到风险分析的目的即可。 
半定量分析可以用风险矩阵来确认风险的级别，但要注意所赋予值的合理

性，否则会出现不合理的结果，当可能性和结果都不是极端时，采用半定量分析

很难将风险区别开来。 
 

3．应急防备能力评估程序 
3.1 数据收集 

港口溢油应急能力评估通常需要以下数据： 
应急预案； 
应急抢险能力； 
围控与防护能力； 
回收与清除能力； 
应急船舶； 

 4



应急人员。 
3.2 评估应急预案 

应急预案是能够反映港口的应急管理水平的重要文件，应从合理性和实用性

两方面评估应急预案。 
3.2.1 合理性评价 

进行合理性评价时应评估港口应急预案是否与上一级应急预案相符合，港口

内不同单位码头应急预案、各清污单位应急预案与港口应急预案的衔接的合理

性。 
评估应急预案应考虑以下要素： 
●确认高风险区和潜在风险的方式； 
●确认敏感资源和保护顺序； 
●应急组织； 
●应急对策、管理和控制； 
●培训与演练。 

3.2.2 实用性评价 
实用性评价是评价应急预案是否在实际应急反应中得到有效实施并加以修

改和完善。可从以下两方面进行评价： 
●对以往应急行动的案例分析，评价应急行动是否在应急预案的框架下进

行，行动后是否对预案进行完善和修改； 
●应急演练是检验应急预案和反应程序的重要手段，应从是否在预案的框架

下进行演习、演习的规模、每次演习的间隔、演练方案和记录等方面评价应急演

练。 
3.3 应急抢险能力评估 

应急抢险能力包括应急卸载和拖带能力。 
3.3.1 应急卸载能力评估 

应急卸载是溢油事故发生时控制溢油源和减轻损害的有效措施，在评估急卸

载能力时，应基于一次事故可能的溢油量的计算，对港口的应急卸载和转驳装置

的能力是否满足有效卸载一次事故可能的溢油量进行评估。 
3.3.2 应急拖带能力评估 

应急拖带是为了减少船舶的危害后果，将事故船舶从事发区域拖至其它区

域，应评估应急拖带船是否能将港口可能发生的最大事故船舶安全拖离。评估应

急拖带船时应考虑以下因素： 
●是否与码头靠泊能力相适应；  
●航速、吃水、拖带能力、机动性、续航能力；  
●抗风浪等级；  
●航海仪器和通讯设备的配备情况；  
●船员的海上资历、技术水平和特种作业能力。 
 

3.4 围控与防护能力评估 
评估围控与防护能力，主要是对港口配备的围油栏的数量、功能是否与港口

的溢油风险相适应。 
评估围油栏的数量应考虑需保护的敏感岸线长度、溢油船舶的大小、回收系

统的数量等因素。 
评估围油栏的功能时应考虑作业水域、围控油种、保护对象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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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回收与清除能力评估 
3.5.1 回收能力评估 

回收能力可用“日有效回收能力”来表达，评估日有效回收能力应考虑以下

因素： 
●一次事故可能的溢油量； 
●溢油油种； 
●溢油挥发、沉降等因素导致溢油量的减少； 
●完成溢油回收的时间要求； 
●回收系统的构成。 

3.5.2 临时存储能力评估 
临时存储能力应与回收能力相适应，评估时应考虑以下因素： 
●日有效回收能力； 
●存储容积； 
●转运能力等。 

3.5.3 喷洒消油剂能力评估 
评估喷洒消油剂能力，主要是对消油剂喷洒装置的数量、功能是否与可能的

作业区域、面积、溢油量等相适应。 
3.5.4 清洁能力评估 

评估清洁能力，主要是对清洁装置的数量、功能等是否满足有效清洁的需求。 
3.5.5 清污材料的储备能力 

清污材料通常应包括消油剂、吸油毡等，评估储备能力时应考虑以下因素： 
●通常发生的溢油事故规模； 
●溢油扩散的范围； 
●清污时间要求； 
●消油剂的喷洒能力、吸油毡的回收能力； 
●清污材料的补充能力。 
 

3.6 应急船舶能力评估 
应急船舶包括溢油回收船舶、应急辅助船舶。 

3.6.1 溢油回收船舶能力评估 
溢油回收船舶应具备溢油围控、回收与清除、储存等应急处置能力，评估时

应分别按照 3.4 和 3.5 的方法进行评估，另外还应考虑以下因素： 
●船舶的航行区域； 
●船舶的续航能力； 
●航海仪器和通讯设备的配备情况；  
●船员的专业培训、技术水平和应急作业能力。 

3.6.2 应急辅助船舶能力评估 
评估应急辅助船舶能力时应考虑是否配备了与围控、回收、储存、清除等能

力相适应船舶。 
 
3.7 应急人员 

应急人员是溢油应急反应能力的首要因素，在评估应急人员的应急反应能力

时，应考虑以下因素： 
●人员的培训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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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急预案的熟悉程度； 
●对设备性能的了解程度和操作能力； 
●专职与非专职人员的比例； 
●专业知识掌握情况； 
●参与溢油应急反应的实际经验。 

 
3.8 评估后勤保障能力 

评估通讯时应考虑通信手段多样性和配备数量足以满足通讯要求。 
评估财务时应考虑能否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以确保应急时的费用支出。 
评估后勤时应考虑应急设备器材补充、安全防护用品、应急人员食宿、医疗

救护、交通工具等能否与该港口最可能的最大溢油风险相适应，分工是否明确，

责任是否落实。 
 
3.9 评估应急资源配置的合理性 

在完成应急资源评估后，还应评估应急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应急资源配置是

否合理反映应急反应的速度的快慢。 
为评估应急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可根据应急预案确定高溢油风险区，并假定

溢油事故发生，在当地水文气象和海况条件下，利用矢量计算和模拟分析的方法

分析溢油飘移的可能性，从而评估应急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和针对性。 
 
4．风险与防备适应性评估程序 

风险与防备适应性评估取决于溢油风险和应急能力的评估方法，最终的评估

结果也因前面评估方法的不同而不同，包括定量评估方法和定性评估方法。 
 
4.1 定量评估方法 

采取上述一些定量方法评估溢油风险往往会得出一定量级的事故和发生这

种事故的可能性大小，而通过前面定量评估应急防备能力，尤其围绕日有效回收

能力，可以推出能够有效应对一定量级的事故，如果将这两个结果进行比较，可

以评估出应急防备能力是否能够满足一定量溢油事故的风险。 
 
4.2 定性评估方法 

尽管可以定量地评估风险与防备的适应性，由于溢油风险是事故可能性与其

危害后果通过某种公式计算出的值仍是定性地表达风险大小，因此，采用定性方

法（或半定量）分析溢油风险后，即使采用了定量方法评估了防备能力，在评估

两者是否相适应时，也只能用定性的方法来评估。具体方法如下： 
4.2.1 首先应根据定性风险评估的结果，分出等级，如：极低、低风险、一般风

险、高风险和极高风险. 
4.2.2 在对防备能力进行评估后，可根据能够应对的事故等级，也赋予相应的等

级值，如无防备、初级防备、中级防备、高级防备、极高防备。 
4.2.3 理论上，高溢油风险对应高级防备，如果经评估，一港口溢油风险高，但

防备仍为中级或低级，则意味着应提高该港口的防备能力。下表为表达适应性评

估的一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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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备 

适应性     等级 

风险等级 
无 初级 中级 高级 极高 

极低 适应 适应 适应 适应 适应 
低 不适应 适应 适应 适应 适应 
一般 不适应 不适应 适应 适应 适应 
高 极不适应 极不适应 不适应 适应 适应 
极高 极不适应 极不适应 极不适应 不适应 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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