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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微塑料采样数据在时间、空间上的不连续性限制了对微塑料源、汇区域、传输途径及发展
趋势的研究。采用现场调查与数值模拟相结合的方法，能够综合研究微塑料自身特征、气象及水
动力环境因素对微塑料分布和输运的影响。主要从微塑料输运的数值模拟方法、模拟研究及应用
方面综述微塑料模拟研究进展，可归纳为：微塑料输运模型主要驱动场（流场）的构建；风、海浪、地
形和极端海况等环境因素对不同（粒径、密度和形状）微塑料粒子性质和输运过程的影响；数值模
拟工具在微塑料清除研究中的应用。同时基于近年来数值模拟方法在微塑料研究中的应用，展望
未来该领域需要关注的研究方向，包括结合实测数据和输运模型，研究微塑料的分布特征及演变
规律；微塑料输运的相关参数（粗糙度、风拖曳系数、沉降速率和再悬浮速率和污损率等）对气象和
水动力影响响应的模拟研究，相应的敏感性模拟实验结果需要与采样调查和实验室检测结果对比
验证，以改进数值模型的经验参数和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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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微塑料研究背景
随着近年来塑料制品产量的快速增长和塑料

垃圾的大量排放，塑料垃圾已成为海洋垃圾的主要
组成部分。海洋中塑料垃圾约占总垃圾量的 70%，

中含有有毒物质，能够影响海洋生物的摄食、发育
和繁殖，并可通过食物链传递对人类健康产生潜在
危害［8～12］。由于其污染范围大，影响时间长，已成为
全球性问题，并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和研究。
微塑料研究的首要关注目标是确定其影响程

这类污染物能在海洋中存在数百年，并在风和海流

度和范围。微塑料对海洋环境的影响一方面取决

作用下扩散到深海大洋乃至极地区域［1～6］。在海

于微塑料对海洋生物的危害性，包含微塑料的直接

流、风浪等物理作用和太阳光氧化降解作用下，大

毒性及其对海洋生物摄食和孵化等过程的影

块的塑料碎片逐渐分解成小块塑料碎屑，当小块碎

响［13，14］；另一方面则取决于水体中的微塑料含量和

屑粒径低于一定上限阈值（5 mm）时，就称之为“微

分布，这也是本文的主要关注点。

［7］

塑料”
（Microplastic） 。这些毫米乃至微米级的塑
料颗粒容易吸附海水中的有机污染物且许多颗粒

塑料和微塑料在风和海流的影响下，
可由近岸迁
移至数千公里外的大洋区域，
塑料污染物的影响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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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与其本身物理化学性质有关，
又受到海洋动力输运
过程的影响。在大洋海域，
海洋环流对其空间分布的

轨迹，便于找到粒子的释放源和确定源的影响范

影响最大，
Cózar 等 的研究指出：
全球最大的 5 个微

件下的漂浮物传输过程。因此广泛应用于海洋中

塑料污染物汇集区域与南大西洋、北大西洋、南太平

颗粒物的运动轨迹研究，如鱼卵、浮游动物幼体、浒

洋、北太平洋和印度洋 5 个副热带涡旋区位置重合，

苔等浮游藻类污染物、溢油和塑料垃圾等［29～34］。在

涡旋中心区域水体中微塑料含量远高于涡旋边缘，
超

微塑料输运模拟中，粒子追踪模型将水体中的微塑

过 1 500 g/km2。在近海海域，
影响微塑料分布的因素

料颗粒运动看成风和海流作用下发生的拉格朗日

更为复杂，
包括岸线地形、
气象条件、
陆源排放和河流

漂移，通过求解拉格朗日方程得到塑料颗粒的运动

。自 2000 年以来，
有关近岸河口、
大洋深

轨迹和源、汇区域。同时，粒子追踪模型不考虑颗

海和极地区域微塑料含量和空间分布的调查研究较

粒物间的相互作用，并假设颗粒物的运动速度和流

多。例如，
2015 年 Lusher 等

速一致。具体表达形式如下：

［15］

［16～21］

径流等

［22，
23］

在北极区域表层和深

围，并模拟研究复杂岸线、地形、极端海况和天气条

层水中发现了微塑料的踪迹。在沿海经济发达区、
旅

dx/dt=U（x，y，t）+ U ′（x，y，t），

（1）

游区等人类活动密集区域，污染排放严重，海滩和水

dy/dt=V（x，y，t）+V ′（x，y，t），

（2）

体中微塑料浓度高且有明显的季节变化特征。此外，

式中：x 和 y 为粒子水平方向的坐标信息，U 和 V 为

河口区域、
海上航道和养殖区也是海洋微塑料的重要

海流影响下的粒子平流速度，U ′ 和 V ′ 为湍流效应

输出源。在美国加州、
西欧国家和巴西东南部等发达

引起的随机速度，t 为时间信息。除海流动力作用

经济体及人口稠密区域的沿岸海域都出现了微塑料

外，表层微塑料还受到风应力何海浪影响，这些影

浓度高值区，
瑞典沿岸水体中微塑料浓度甚至超过了

响都能以参数化方案的形式引入到粒子模型的模

10 000 个/m

拟计算中，除了水平方向的颗粒物输送外，一些粒

3［24～26］

。我国人口密集区和经济发达区域

也存在类似状况，
渤海和黄海海域微塑料颗粒浓度达

子追踪模型还包含了沉降和上浮等垂向输运过程，

到 72～171.8 个/kg，长江口内微塑料的浓度达到了

粒子追踪模型在微塑料模拟研究的具体应用将在

（4 137.3±2 161.5）个/m ，而长江口外海域为（0.167±
3

0.138）个/m ，
说明河口是微塑料的重要输入源
3

［27，
28］

。

第三节中详细介绍。
2.2

PTM 驱动场构建

由于微塑料观测历史较短，
现有的微塑料观测数

作为输运粒子的主要驱动力，流场的选择直接

据仅能覆盖海洋的一小部分区域。同时，
微塑料的采

决定了模拟结果的有效性和准确性。目前主要的流

集、
分析和定量目前仍没有统一规范。不同研究中选

场构建方法分为 2 类：
一类是基于实测数据的流场构

取的微塑料浓度单位差异较大，
包括 g/L，
g/m ，
个/m

3

建，其中实测数据采用表层观测或反演数据；另一类

和个/km 等多种形式。采样和评估方法的差异弱化

采用海洋动力学模型构建三维流场，包含了对实测

了观测数据的有效性和共享意义。此外，
微塑料颗粒

数据的同化再分析。 海洋流场数据获取方法很多，

是一种毫米乃至微米级的塑料碎片，
直接观测较为困

如仪器测量、间接反演估算以及数值模拟同化等方

难，而由于其光学和物理特性，难以用卫星遥感技术

法［35~43］。构建 PTM 驱动场所需的大范围、长时间海

进行大范围观测。目前常用的采集水体微塑料的方

洋流场获取方法主要有反演计算表层流，或者将反

法，以拖网采样为主，这种采样方法受限于科研船采

演流场数据与动力模型结合计算流场信息。目前用

样地点、时间和航次频率，获取的微塑料数据在时间

于流场估算或反演的数据包括：漂流浮标位置轨迹、

3

2

和空间上有很多空缺，极大地限制了对微塑料来源、

温盐等水文资料、卫星遥感资料和合成孔径雷达

汇集区、传输路径和发展趋势的研究。针对这些问

（Synthetic Aperture Radar，SAR）等。这种间接反演

题，
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采用实测数据和数值模拟相

或推算的流场数据既可以通过数据同化的方法直接

结合的方法，
研究微塑料输运过程并用于预测微塑料

引入到海洋动力场中，也可以对比检验海洋动力模

的变化趋势和评估微塑料的污染风险。

型计算流场的有效性和准确性［44~50］。随着动力模型
的不断演变、观测技术的不断完善和数据同化技术

2

海洋微塑料输运的模拟方法

2.1

粒子追踪模型

拉 格 朗 日 观 点 下 粒 子 追 踪 模 型（Particle
Tracking Model，PTM）能够模拟单个颗粒物的运动

的引入，出现了大量基于动力学框架和数据同化技
术 的 流 场 再 分 析 数 据 ，表 1 中 列 举 了 可 用 于 构 建
PTM 模型驱动场的海洋再分析数据和动力学模型。
这些再分析数据库和数值模拟结果包含了全球范围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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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维流场信息和温盐等水文资料。Potemra［67］对

料，模拟计算在不同驱动场下水体中漂浮物的移动

比了 NLOM（the Navy Layered Ocean Model）、
NCOM

轨迹，同时分析了 NLOM 模型在不同时间和空间分

（the Navy Coastal Ocean Model）、HYCOM（Hybrid

辨率下漂浮物的轨迹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在使用

Coordinate Ocean Model）、SODA（the Simple Ocean

相同粒子追踪模型 PTM 的前提下，当采用不同驱动

Data Assimilation）海洋数据同化分析资料、全球海洋

场（海洋动力模型和再分析数据），或采用同一模型

数 据 同 化 资 料（the Global Ocean Data Assimilation

而时空分辨率不同时，漂浮物移动轨迹的模拟结果

Experiment，GODAE）和欧洲中尺度天气预报中心海

都会有明显差异。因此，基于此类数据构建 PTM 驱

洋 再 分 析 资 料 ECMWF / ORA - S3（the European

动场前，需要先验证数据的有效性和准确性，并根据

Center for Medium - Range Weather Forecasts ocean

研究控制粒子输运的主要动力机制，合理选择数值

reanalysis System）等 6 种海洋模型和同化再分析资

模型的时间和空分辨率。

表 1 可 获 取 的 海 洋 再 分 析 资 料 、 动 力 学 模 型 、 粒 子 运 动 轨 迹 数 据 和 PTM 模 型［51］
Table 1 Available ocean reanalysis data, dynamic model, particle trajectory data and PTM model［51］
数据库/数值模型

数据库/数值模型描述

BLUELink

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 CSIRO 提供的海况精确预报和分析模型［52］

Connie2/ Connie3

由 CSIRO 开发并共享的海水中粒子运动轨迹的可视化工具［53］

ECCO1/ECCO2

海洋环流与气候评估数据库，
由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喷气推进实验室（JPL）和麻省理工学院（MIT）构建的集合
卫星数据和原位观测海洋数据的多源海洋数据系统［54］

ECMWF ORA-S3

欧洲中尺度天气预报中心 ECMWF 海洋再分析数据［54］

Global drifter program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提供的卫星追踪海表漂流浮标数据［53，55］
GNOME

NOAA 提供的可控环境模型，用于模拟海洋中污染粒子的运动轨迹［56］

HYCOM

由美国海军全球大气预报系统（NOGAP）驱动的混合坐标模型 HYCOM［57，58］

NCOM

美国海军海洋局（NAVOCEANO）提供的全球实时海洋数据（分辨率为 1/8°），由海军近岸模型 NCOM 驱动［54］

NEMO

欧洲海洋模型 NEMO［59］

NLOM

美国海军海洋局（NAVOCEANO）提供的全球实时海洋数据（分辨率为 1/32°），由海军层化模型 NLOM 驱动［54］

OSCAR

由 NOAA 提供的海表流场再分析实时数据［60］

OSCURS

由 NOAA 提供的海洋流场模型［61，62］

PELET-2D

二维拉格朗日粒子追踪模型［63］

plasticadrift.org

Sebille 等由全球海表漂流浮标信息反演的表层漂浮碎屑运动轨迹数据［64，65］

Pol3DD

拉格朗日三维数值扩散模型［57，58］

SCUD

国际太平洋研究中心 IPRC 研发的表面海流诊断工具［44，45］

SODA

由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开发的简单海洋再分析数据库［54，66］

注 ：NASA ：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 JPL ：Jet Propulsion Laboratory; MIT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EC‐
MWF ：European Center for Medium-Range Weather Forecasts; NOAA ：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 NOGAP ：Navy's
Operational Global Atmospheric Prediction System（NOGAPS）

3

海洋微塑料输运模拟的研究进展
海洋微塑料研究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微塑

料的含量和通量问题。微塑料含量反映了微塑料
的分布现状和危害程度。其含量既是指水体或沉

体中微塑料的数量（浓度）能直接反映其对低营养
级生物的危害程度。微塑料通量反映了微塑料传
输过程及相应的含量变化过程，这既包含了微塑料
在海洋中的传输路径和输运速度，也包含了微塑料

积物中微塑料的质量，也是微塑料的粒子数量，因

在不同源、汇区域（陆地、近海、远洋和冰川）的交换

针对海洋环境中不同体型的生物，二者危害程度往

过程。微塑料通量的模拟研究涉及排放源、排放

往不一致。如针对大型海洋鱼类、海龟和海洋哺乳

量、汇聚区和降解量的确定，也涉及由源区域到汇

动物等，大型塑料危害更大；而对于浮游动物，由于

区域的传输及传输过程中由生物、化学和物理过程

其能摄食直径小于 1 mm 的微塑料颗粒

引起的漂浮、沉降和再悬浮过程。

［68］

，因此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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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微塑料源、汇的模拟研究

域，模拟结果表明：意大利沿岸海域是塑料碎屑汇

要解决海洋微塑料污染问题，必须研究清楚海

集最严重区域，且塑料浓度有明显的季节性变化。

洋微塑料的来源、汇聚区域和输送过程等问题。目

Lebreton 等［76］ 结 合 HYCOM 海 洋 动 力 模 型 和

前对海洋微塑料来源的划分，依据其进入海洋的途

Pol3DD 拉格朗日粒子追踪模型，模拟了海源（远洋

径，分为陆源微塑料和海源微塑料。其中陆源微塑

船只污染）、陆源（沿海城市污染）和河口 3 种污染源

料包含了工业垃圾、生活垃圾和海港垃圾等，陆源

存在时，全球范围内 30 年时间尺度下，漂浮污染物

微塑料可能通过河水、排污口及洪水海啸等灾害进

的输送路径、主要汇聚区和分布特征。Kako 等［77］采

入海洋。海源微塑料主要来源于海水养殖、客/商船

用 双 向 粒 子 追 踪 模 型（two - way Particle Tracking

以及海上平台等污染源。有研究表明，全球范围内

Model），结合 12 次海岸区域塑料垃圾采样调查、卫

海洋水体和海岸区域污染物以陆源污染为主，同时

星风场资料和海洋动力模型，通过后报（hindcasted）

陆源污染有明显的季节变化，例如在旅游区旅游高

模拟确定了塑料垃圾（塑料瓶盖）不同来源，同时采

峰期，海岸区域污染物增幅超过 40%，部分区域仅

用了逆推法（inverse method）计算了不同塑料排放

夏季产生垃圾占全年总垃圾量的 70%

。但在部

源（中国东海、韩国海域和日本五岛海域）在不同月

分海域（如北海和波罗的海等区域），海源污染物占

份的排放量，并与海岸区域网络摄像头拍摄结果进

水体及海岸污染比例较大，该区域内的污染物主要

行了对比，验证了数值模拟预报的可行性。

由船只、渔具和海上平台设施产生［71］。全球范围内

3.2

［69，70］

最大的微塑料污染物汇集受环流影响，聚集区域位
［14］

于大洋副热带涡旋区

海洋微塑料输运影响因素的模拟研究
在海洋微塑料分布和传输的调查研究和模拟

。在近岸区域，微塑料输送

研究中，微塑料自身物理、化学性质及其演变过程

和汇集区域受到近岸地形（海滩、河口、泻湖和沉积

对微塑料的输运分布有重要影响。不同性质（密

区）、植被、潮汐、海浪和风场等因素的影响。在调

度、体积和形状等）的微塑料在浮力和海流、湍流影

查取样数据的基础上，结合数值模拟方法，可以在

响下分布于不同水层中，由于水体中流速分布差异

假定或确定源、汇和输送路径三者中任意二者的情

较大（通常表层流速较强），微塑料颗粒在水层中的

［72］

况下，推定估算第三者。Wilcox 等

采用了澳大利

垂向分布影响到其水平传输过程。同时，密度较海

亚 联 邦 科 学 与 工 业 研 究 组 织 CSIRO

水小的微塑料颗粒易漂浮在表层海水中，除水动力

（Commonwealth Scientific and Industrial Research

作用外，还受海表风应力影响；密度与海水接近的

Organization）研 发 的 海 洋 动 力 模 型 和 海 洋 生 态 模

微塑料颗粒易长时间悬浮于水体中的不同水层中，

型，模拟了澳大利亚东北部卡奔塔利亚湾区域的渔

期间受到污损附着，密度逐渐增大，会沉降至底层；

网、渔具等塑料垃圾随海流扩散的影响范围。结果

微塑料颗粒密度大于海水时，其在水体中的输送距

显示塑料污染物传输范围覆盖了濒危海龟活动区

离受其沉降速度影响。因此，将微塑料性质及环境

域，对海龟种群的栖息繁殖造成不利影响。在取样

因素的影响以合理的经验参数或参数化方案的形

调查确定布雷斯特湾（法国）微塑料排放源和分布

式引入到数值模拟中，对海洋微塑料的模拟研究有

现状的基础上，Frère 等

重要意义。

采用了 MARS 3D（Model

［73］

for Application at Regional Scale）动力模型模拟了湾
内涨、落潮期间潮流对微塑料分布的影响。Reisser

3.2.1

微塑料性质对输运过程的影响
微塑料的性质一方面由塑料的生产工艺及其聚

等［74］使用含有实测数据同化模块的海洋动力模型，

合物种类决定，另一方面受到外部环境影响，如浪、

研究了澳大利亚沿海区域微塑料已知和未知污染

流等物理分解和污损附着等过程改变了微塑料的粒

源及污染物的传输路径，并指出澳大利亚微塑料污

径、形态和密度，进而改变其受力面积和浮力。原生

染来源复杂，涵盖了加勒比海和缅因湾区域，但最

塑料聚合物的密度范围为 0.05～2.3 g/cm3，其中密

主要的污染源仍是澳大利亚国内。结合拉格朗日

度最小的聚苯乙烯泡沫塑料约为 0.05 g/cm3，密度最

表层溢油模型和 AFS（Adriatic Forecasting System）

大的聚四氟乙烯（特氟隆）约为 2.3 g/cm3。而海洋中

海洋动力模型及 ECMWF 风场再分析资料所构建的

微塑料受海水或沉积物影响，微塑料的密度发生了

流场和风场驱动场，Liubartseva 等

在确定地中海

较大变化，表 2 列举了 Hidalgo-Ruz 等［78］采样鉴定的

海域塑料排放源（包括城市、河口和航道）的情况

微塑料种类及其密度。微塑料的粒径范围在小于

下，模拟了表层塑料碎屑的分布特征和主要汇聚区

0.1 μm 到 5 mm 之间，其形态包括碎片状、颗粒状、丝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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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薄膜状和纤维状等，不同形态的微塑料产生源头

表2

不同，因而其分布区域也各有不同。其中，纤维状微

Table 2

鉴 定 样 品 聚 合 物 种 类 、 密 度 和 数 量［78］
Types, densities and quantities of identified
polymer samples［78］

塑料源头众多（衣物、洗衣粉、渔具、绳索），并广泛分
布于全球范围水体和沉积物中［79］。颗粒状微塑料常
见于海表和海滩，薄膜状微塑料常分布于近岸海域
［80，
81］

且容易分解为丝状微塑料

。不同种类微塑料的

性质差异较大，因此在微塑料模拟研究中，需要对海
域微塑料的种类、性质有所了解，以选取代表性强或
占比高的微塑料作为研究主体。结合实验室测定的
微 塑 料 特 征（密 度 、沉 降 速 率 和 再 悬 浮 参 数）和

聚合物密度/（g/cm3）

调查样品数

聚乙烯

0.92～0.97

33

聚丙烯

0.90～0.91

27

聚苯乙烯

1.04～1.10

17

锦纶（尼龙）

1.02～1.05

7

涤纶

1.24～2.30

4

丙烯酸

1.09～1.20

4

聚合物种类

聚氧化乙烯

1.41～1.61

4

MOHID 水动力模型，Ballent 等［82，83］模拟了葡萄牙纳

聚乙烯醇

1.19～1.31

3

扎尔峡谷海域陆源排放确定时，微塑料颗粒在水动

聚氯乙烯

1.16～1.58

2

力影响下的运动过程，结果表明：潮汐是控制该海域

聚甲基丙烯酸酯

1.17～1.20

2

微塑料颗粒输送的主要因素，传输过程中的扰动与

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

1.37～1.45

1

醇酸树脂

1.24～2.10

1

1.20

1

地形内波有关，而不同密度和粒径的微塑料颗粒对
湍流的响应有明显差异。Chubarenko 等［84］选取粒径
大于 0.5 mm 的微塑料粒子作为研究对象，以满足雷
诺数远大于 1 的条件，研究了不同形态微塑料粒子
（球状、纤维状和薄膜状）在水体中生物污损速率，并
结合含有粒径、形状、粗糙度和密度影响的沉降速率
公式，计算了不同性质微塑料颗粒的沉降速度及其
在生物污损影响下不同种类微塑料在透光层的滞留
时间，研究结果显示：受生物污损影响，不同种类微
塑料颗粒在水体中的滞留时间差异很大，纤维状聚
乙烯类颗粒可在透光层中滞留 6～8 个月，低密度球
状颗粒在海表漂浮期长达 10 年，而高密度微塑料仅
用 18 个 小 时 就 可 以 沉 降 至 250 m 深 的 海 底 。
Besseling 等［85］采用了一个纳米粒子扩散模型［86］模拟
研究了不同粒径（100 nm～5 mm）微塑料颗粒在淡
水中的扩散距离，结果表明：在同样的水动力环境
下，粒径大小、聚合物密度、生物膜吸附和同质/异质
聚集等不同因素对微塑料颗粒的输运影响程度差异
明显；其中粒径影响最大，5 μm 的微塑料在沉积物
中滞留率最低（18%～25%），而其他粒径更小的次
微米级塑料或更大的微米、毫米级塑料更易沉降存
留在淡水沉积物中。
3.2.2

自然环境因素对微塑料输运的影响
自然环境因素对微塑料输运影响的模拟研究

可分为 2 类：一类是对微塑料性质的改变，如生物污
损等；另一类是气象和水动力影响，包括近岸、大洋
等不同区域和地形条件下风、海浪、海流对微塑料
水平扩散、垂向分布的影响，湍流引起的随机输送
以及台风、海啸等极端海况影响。
海流是微塑料运动的主要载体，其性质决定了

聚氨酯

微塑料分布的基本特征，微塑料模拟研究中流场的
构建直接决定了模拟结果的有效性和准确性，而所
有模拟研究中都包含了流场的构建及其影响分析，
部分研究中海流影响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72～77］，有
时仅作为其他因素影响研究的背景［83～92］。
风场对海洋微塑料输运的影响体现在两方面，
一方面风生 Ekman 流是表层环流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风阻力对海表微塑料粒子的拖曳作用和
风致混合引起的垂向输送。数值模拟中 Ekman 流
的影响体现在流场的驱动效应中，单独研究较少，
而风阻力作为表层粒子的重要驱动力，诸多研究将
风阻力作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引入到微塑料模拟研
究中。Chubarenko 等［84］采用 Hackett 等［93］的风阻力
公式定量计算了表层漂浮微塑料颗粒受风阻力的
影响，发现对于可漂浮于海水表层的球状微塑料颗
粒，风应力作用传输微塑料的速度远大于海流输
送，速率相差 3 倍。Neumann 等［87］使用了可用于预
报模拟和后报模拟的拉格朗日粒子追踪模型
PELETS-2D，研究了北海（North Sea）南部海域漂浮
污染物的来源和分布情况，以及海表风应力对表层
漂流粒子移动速度和传输范围的影响。此外，
Kukulka 等［88］采用一维模型计算了风场搅拌和波浪
破碎引起的塑料粒子垂向输运，并与拖网采样数据
进行对比，发现塑料粒子在风混合的作用下向更深
层海水扩散，因此以往仅对表层海水采样估算塑料
含量的方法大大低估其真实值。
海浪对微塑料输运的影响表现为波致斯托克
斯漂可以造成微塑料颗粒沿海浪传播方向的净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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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同时海浪破碎引起的湍流混合改变了微塑料的

77

研究了由津轻海峡流

应程度，模拟结果显示：在同样的海洋动力环境和
复杂地形环境下，塑料释放地点对塑料输运影响最

入日本海的塑料粒子，在斯托克斯漂和对马海流共

大，其次是湍流扩散效应和背风区影响下的海滩塑

同影响下不同粒径微塑料的分布情况和季节变化。

料碎屑再悬浮/漂浮过程，再次是塑料碎屑的降解作

Isobe 等

模拟计算了近岸斯托克斯漂对不同粒径

用，沉降速率和风拖曳系数对塑料碎屑分布的影响

微塑料的输运影响，研究表明：斯托克斯漂引起塑

最小。此外，Critchell 等［100］采用同样模型研究了大

料粒子的向岸输送，这种输送作用对大粒径塑料粒

堡礁海域不同岸线环境（岬角、岛屿、岩石海岸和海

子（>5 mm）更强，而对微塑料（<5 mm）粒子较弱；在

滩）、风向和风拖曳系数对河口和航运碎屑污染物

其影响下大塑料粒子被携至海滩和近岸海域，微塑

的影响和沿海主要的汇集区域，并为该海域漂浮粒

料 粒 子 可 扩 散 到 离 岸 较 远 海 域 。 Kukulka 等

子 的 轨 迹 追 踪 和 污 染 物 源 、汇 调 查 提 供 了 可 行

［89］

垂向分布特征。Iwasaki 等

［90］

［91］

Brunner 等

和

［92］

考虑了海表边界层波浪破碎和朗缪尔

方案。
极端天气和海洋过程（如寒潮大风、台风、海啸

湍流影响下，微塑料的垂向分布特征，并与大西洋
西部和太平洋海域十余年的拖网采样数据对比分

等）一方面通过强风浪搅拌作用，增强了海水混合，

析后指出：在风浪作用下，微塑料在水体中的分布

使表层微塑料向深层扩散，台风激发的海洋内波可

范围会明显加深；若不考虑海浪作用，海洋水体中

影响底层沉积物，增强了微塑料的再悬浮；另一方

微塑料的浓度被低估 3～13 倍。此外，由于波致斯

面由于近岸区域是微塑料重要的源、汇区域，风暴

托克斯漂方向与风应力方向一致，因此有模拟研究

潮、海啸引起的海水漫滩会冲刷携带大量的陆地、

［75］

将斯托克斯漂输运效应加入到风阻效应中

。

区域差异（河口、近岸和大洋等）对微塑料输送

海 滩 污 染 物 回 到 海 洋［45，101］。 Lebreton 等［101］结 合
HYCOM 海洋动力模型和拉格朗日粒子追踪模型

的影响体现在不同地形和环境中，主导微塑料输运

POL3DD（the Lagrangian Particle Tracking Model），

的动力环境和输运机制差异明显。相对于大洋区

模拟研究了 2011 年日本“3.11”地震和海啸期间，东

域，微塑料在近岸海域受到的影响因素更为复杂，

海岸大量漂浮垃圾被海流输送至北太平洋中东部

其分布特征和输运过程往往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

区域，造成北太平洋副热带涡旋区塑料浓度异常增

的结果。有研究开始关注不同因素对微塑料的协

加，发现仅该次灾害期间排放的塑料污染物就超过

同影响和影响程度定量模拟。如 Zhang［94］总结了河

了大西洋向太平洋输入总塑料污染物的 13 倍。

口、海岸环境中微塑料输运的主要影响因素，并指

4

起的微塑料输入，河口处特殊水文结构（羽状峰和

数值模拟方法在海洋微塑料清除
研究中的应用

层化）以及地质（泥、沙、砾石和岩石）、地貌（湿地、

数值模拟方法对海洋中微塑料分布现状的评估

出：除潮流、风、浪外，在近岸河口区域径流、河流引

潟湖、沙丘、障壁礁）特征和人造工程（海堤、防波

和发展趋势的预测，有助于科研工作者和政策制定

堤）等环境因素都对微塑料输运有重要影响。海岸

者认清微塑料的污染现状和危害风险。通过调查研

和海滩区域是碎屑污染物重要的汇集区，该区域内

究和模拟研究找到塑料污染源和汇，并通过源头控

的塑料和微塑料粒子，一方面在浪、流物理作用下

制和高污染区治理，进而改善并扭转污染现状，这种

降解成小粒径粒子，另一方面风、浪垂向混合作用

塑料污染研究和治理的思路方法已通过理论验证，

加速了高密度塑料颗粒向底层沉降，而低密度塑料

初步应用于实际中。海洋塑料清除计划（The Ocean

颗粒在风、浪、潮流作用下不停做向岸—离岸的往

Cleanup，TOC）等通过数值模拟研究［102～105］和工程技

复运动，直到搁浅至海滩、埋入海底或输送至大洋

术论证，于 2016 年北海（the North Sea）布放了一个

区域；在此期间这种往复运动受到诸多因素和动力

百米长的塑料捕获带，以测试捕获器对表层塑料的

机制控制，如潮流特征、风应力拖曳作用、湍流扩散

清除效率，并计划 2018 年在太平洋高污染海域布放

过程、不同类型微塑料的沉降速率、再悬浮率和降

600 m 长 塑 料 捕 获 带 。 在 TOC 研 究 的 基 础 上 ，

［95～98］

解作用等

［99］

。Critichell 等

使用二维有限元海

Sherman 等［106］模拟了塑料捕获器放置地点对塑料捕

洋 模 型（Second - generation Louvain - la - Neuve Ice -

获效率和生态环境改善的影响，发现在微塑料漂浮

ocean Model，SLIM）研究了澳大利亚大堡礁海域中

物通量最大区域（主要为靠近大陆区域）放置捕获
器，捕获效率要高于放置在微塑料含量最大区（大洋

塑料的分布特征对不同环境因素和动力过程的响

78

中 5 个副热带环流区），由于微塑料通量最大区更为
靠近陆地，该方案在经济性和维护性方面也更为可
行。Sherman 等［106］的研究表明：即使 TOC 计划所投
放 29 个塑料捕获器都能正常工作，海表塑料总量仍
会持续增加，如果无法控制塑料污染源的排放，海洋
塑料污染状况就无法根本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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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海域内微塑料的源、汇区位置和输运路径；研究
微塑料分布特征、影响范围及其年际、年代际变化
特征等；并为塑料污染的评估和治理提供科学依据
和理论指导。
（2）环境因素和微塑料性质对微塑料输运影响
的数值模拟研究。海流是微塑料输运模型的主要
驱动力，流场的构建决定了模拟结果准确性。风和
海浪一方面通过风应力和浪致斯托克斯漂加速了
塑料颗粒的水平输运速率，另一方面增强表层海水
搅拌和垂向混合，加速了高密度微塑料颗粒向深层
扩散。微塑料自身特征是影响微塑料输运的重要
因素，在河口及近岸海域大粒径、高密度塑料颗粒
更容易滞留在沉积物或海滩，小粒径微塑料更容易
摆脱近岸潮流、波致流影响，被输运至大洋区域。
此外，在岸线、地貌复杂区域，微塑料污染物释放时
间、地点差异都会极大影响此区域的微塑料源汇平
衡和分布特征。未来的模拟研究需综合考虑海况、
地形和微塑料特征等因素对微塑料输运的影响，明
确不同因素对输运过程的影响程度和方式。

总结和展望

近 10 年来海洋微塑料输运的数值模拟研究快
速发展，微塑料传输过程和影响因素的研究已经取
得了诸多重要成果（表 3），但仍有许多问题需要深入
研究。基于对当前海洋微塑料输运数值模拟研究现
状的梳理，
未来的研究重点可聚焦在以下 3 个方面：
（1）数值模型结合观测数据，研究微塑料时空
分布特征和演变规律。目前，微塑料的观测资料主
要来自水体和沉积物中采样鉴定；由于这种数据是
离散的，缺乏时间和空间上的连续性，在研究和估
算微塑料源、汇区域和传输路径等问题上有很大局
限性。结合采样观测结果，数值模拟方法可研究关

Table 3

表 3 微塑料输运的影响因素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ransport of microplastics

影响区域影响因素

近岸海域

大洋区域
［73，82，83］

海流

潮流影响为主，微塑料颗粒受其影响做往复运动

海浪

波浪破碎和斯托克斯漂输运［89～92］

风

风生 Ekman 流、风应力拖曳作用和风致混合［75，84，87，88，100］

地形地貌

地质、地貌、植被特征和人造工程［94，99，100］

河口径流

微塑料重要输入源，受流量、降雨和人类活动影响；河口锋面结构［76，94］

极端天气

强风浪搅拌，台风内波影响；海啸、风暴潮携带大量塑料污染进入海洋［45，101］

微塑料性质及其对环境的响应

大尺度环流和涡旋［14，76，77］

微塑料颗粒材质、形状、密度、粒径和粗糙度影响其在海水中的风阻系数、污损速率、
沉降速度、漂浮和再悬浮过程［84，85，95，99］

海上船舶和渔业活动
近岸人类活动

微塑料重要输入源，包括海上航道、平台设施和渔业资源丰富区域［69，71，72，75，76］
微塑料重要输入源，包括人类生产、生活和旅游［70，75，76］

（3）结合实验室检测方法，优化数值模型的参
数和方案。现有的模拟方案对不同微塑料形态的模
拟尚有不足，多数模拟方案只针对球状微塑料颗粒，
其他形态（纤维状、薄膜状等）受海洋环境影响的模
拟研究较少；生物污损、分解过程通过改变微塑料碎
片密度、粒径和形态等特征进而影响其输运过程，此
类过程（污损、分解）的速率及其对输运的影响程度
都缺少定性分析和定量研究；同时，对不同类型微塑
料输运相关参数（粗糙度、风拖曳系数、沉降和再悬
浮速率）的理论研究较少，目前微塑料模拟中的许多
经验参数和公式来自溢油等其他粒子模型的直接移

植，由于缺少相应实验室检测数据和采样调查数据
的对比验证，模拟结果准确性及可信度难以评估。
以上原因制约了对微塑料水平输运速度和垂向分布
特征的模拟研究，并影响对微塑料总量、分布现状和
发展趋势的评估预测。因此，需要结合采样调查数
据和实验室测算结果，不断验证改进模拟参数和方
案并引入到微塑料输运模型中，为模拟研究的后续
开展和结果评估提供科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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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discontinuity of microplastic sampling data restricts the investigation on
their source，sink，transport pathway and trend. Numerical simulation combined with sampling investigation can
comprehensively study the effects of microplastic characteristics，meteorology and hydrodynamics on the
distribution and transportation of microplastics. In this paper，the studies of microplastic numerical simulation
were reviewed from the aspects of numerical simulating research and their applications in microplastic
tranportation，and the results were summarized as follows：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ain driving force（current）；
the influence of environmental factors，such as wind，waves，topography and extreme sea conditions on the
properties of microplastics with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particle size，density，shape）and their tranportation；
the application of numerical simulation in the study of microplastic removal. Based on progress on the study of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marine microplastics，the future directions were pointed out that the further simulating
studies should focuson the spatio-temporal distribution and evolvement of microplastics by combining sampling
data and numerical model， the simulating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croplastic parameters
（roughness，wind drag coefficient，settling rate，resuspension rate and biofouling rate）and（meteorological and
ocean）dynamic condition. Moreover，the results of simulating sensitivity experiments should be compared with
sampling and laboratory testing data to improve the empirical parameters and formulas of numerical model.
Key words： Microplastics； Numerical simulation；Transportation of microplastics； Marine dynamic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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