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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 况 

2016 年，广东省海洋灾害总体灾情较往年偏轻，但海洋

灾害直接经济损失仍居全国第二位。海洋灾害以风暴潮、海浪

灾害为主，海岸侵蚀、赤潮、海水入侵与土壤盐渍化、咸潮入

侵等灾害均有不同程度发生。各类海洋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9.63 亿元，其中风暴潮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9.26 亿元；海

岸侵蚀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0.37 亿元；海浪灾害造成直接

经济损失 0.0034 亿元，死亡（含失踪）4 人。 

与近 5 年（2012—2016 年）我省海洋灾害平均状况相比，

2016 年海洋灾害直接经济损失和死亡（含失踪）人数均低于

平均值。 

2012—2016 年广东省海洋灾害损失情况见图 1。 

图 1  2012-2016 年广东省海洋灾害损失情况 

 
*风暴潮灾害损失包含风暴潮过程中产生的近岸浪灾害损失 
**海岸侵蚀灾害损失数据仅包括重点监测岸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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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各类海洋灾害中，风暴潮灾害是造成损失最严重

的灾害，灾害损失超过全部直接经济损失的 96%。发现赤潮

13 次，较 2015 年发现赤潮次数增加 6 次，13 次赤潮均未造

成直接经济损失。沿海海平面较 2015 年上升 65 毫米，比常

年（1993—2011 年的平均海平面）高 92 毫米。珠江口监测到

咸潮入侵。此外，据重点监测岸段监测显示，部分沿海地市

存在海岸侵蚀、海水入侵与土壤盐渍化现象。 

2016 年广东省海洋灾害分灾种损失统计见表 1。 

表 1  2016 年广东省海洋灾害分灾种损失统计 

灾害种类 
死亡（含失踪）人数 

（人） 

直接经济损失 

（亿元） 

风暴潮 0 9.26 

海浪 4 < 0.01 

海啸 0 — 

赤潮 0 0 

海平面变化 0 — 

海岸侵蚀 0 0.37 

海水入侵与土壤盐渍化 0 — 

咸潮入侵 0 — 

合   计 4      9.63 

注：表中符号“—”表示未统计； 

    表中海浪灾害直接经济损失 34万元。 

2016 年，广东省海洋灾害直接经济损失主要集中在东西

两翼，以粤东地区为主。汕尾市直接经济损失最高，超过 5

亿元。 

沿海各地市主要海洋灾害损失统计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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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16 年广东省沿海各地市主要海洋灾害损失统计 

地市 致灾原因 
死亡（含失踪）人数 

（人） 

直接经济损失 

（亿元） 

汕头 风暴潮、海岸侵蚀 0 1.41 

揭阳 风暴潮 0 1.51 

汕尾 风暴潮、海岸侵蚀 0 5.47 

惠州 风暴潮、海岸侵蚀 0 0.45 

深圳 风暴潮 0 < 0.01 

东莞 海浪 0 < 0.01 

珠海 风暴潮、海浪 0 0.01 

江门 风暴潮、海岸侵蚀 0 0.23 

阳江 海浪 3 0 

茂名 海浪、海岸侵蚀 1 < 0.01 

湛江 风暴潮、海浪 0 0.55 

合  计 4 9.63 

注：深圳市直接经济损失 36 万元，茂名市直接经济损失 22 万元，东莞市直接经济损失 5 万元； 

其它沿海地市主要海洋灾害直接经济损失和死亡（失踪）人数均为 0。 

2016 年广东省沿海各地市主要海洋灾害直接经济损失分

布见图 2。 

 

图 2  2016 年广东省沿海各地市主要海洋灾害直接经济损失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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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6 年广东省主要海洋灾害 

（一）风暴潮灾害 

 

1. 总体灾情 

2016 年，广东省海域共发生风暴潮过程 4 次，分别为“妮

妲”、“电母”、“莎莉嘉”和“海马”台风风暴潮。4 次风

暴潮过程均有灾害损失，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9.26 亿元。其

中，“海马”台风风暴潮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较为严重。 

2016 年风暴潮灾害损失统计见表 3。 

表 3  2016 年广东省风暴潮灾害损失统计 

灾害过程 
发生时间 主要受灾地区 

死亡（含失踪） 

人数（人） 

直接经济损失 

（亿元） 编号 名称 

1604 
“妮妲” 

台风风暴潮 
8 月 1 日—2 日 

汕尾、汕头、珠海 

深圳、江门、惠州 
0 1.12 

1608 
“电母” 

台风风暴潮 
8 月 18 日—19 日 湛江 0 0.08 

1621 
“莎莉嘉” 

台风风暴潮 
10 月 17 日—19 日 湛江 0 0.47 

1622 
“海马” 

台风风暴潮 
10 月 20 日—22 日 

汕尾、汕头 

揭阳、惠州 
0 7.59 

合  计 — — 0 9.26 

● ● ● 

风暴潮：由热带气旋、温带气旋、海上飑线等风暴过境所伴随的强风和气压

骤变而引起叠加在天文潮位之上的海面震荡或非周期性异常升高（降低）现象，

称为风暴潮。分为台风风暴潮和温带风暴潮两种。广东以台风风暴潮为主。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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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广东省风暴潮灾害损失居全国第三位。据统计，

风暴潮灾害造成全省直接经济损失 9.26 亿元，受灾人口

194.60 万人。水产养殖受灾面积 23.04 千公顷；损毁海岸工程

20.27 千米；损坏船只 857 艘。其中“海马”台风风暴潮灾害

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7.59 亿元，约占风暴潮全年直接经济损失

总额的 82%。 

2016 年广东省 4 次风暴潮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比例见图 3。 

 

 

图 3  2016 年广东省 4 次风暴潮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比例图 

全省 14 个沿海市中，风暴潮灾害对汕尾市造成的损失最

重，其次为汕头、揭阳市。其中汕尾市直接经济损失接近 5.47

亿元，占全省全年风暴潮直接经济损失约 59%。 

2016 年广东省沿海各地市风暴潮灾害损失统计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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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16 年广东省沿海各地市风暴潮灾害损失统计 

地市 

受灾人口 
水产养殖受灾面积 

（千公顷） 

设施损毁 
直接经济损失 

（亿元） 受灾人口 

（万人） 

死亡（含失踪）

人数（人） 

海岸工程 

（千米） 

船只 

（艘） 

汕头 60.76 0 6.54 1.66 123 1.06 

汕尾 72.06 0 6.94 13.32 669 5.47 

揭阳 20.30 0 2.62 0 23 1.51 

惠州 15.45 0 0.64 0.41 5 0.44 

深圳 1.83 0 0 3.44 0 < 0.01 

珠海 0 0 < 0.01 0 0 0.01 

江门 0.67 0 0.07 0 1 0.22 

湛江 23.53 0 6.23 1.44 36 0.55 

合计 194.60 0 23.04 20.27 857 9.26 

注：深圳市直接经济损失 36 万元，珠海市水产养殖受灾面积 0.3公顷。 

2. 主要风暴潮灾害过程 

●“妮妲”台风风暴潮 

2016 年 8 月 2 日凌晨 3 时 35 分前后，第 4 号强台风“妮

妲”在深圳市大鹏半岛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 14 级

（42 米/秒），中心最低气压 965 百帕，为 33 年来正面登陆

珠三角地区的最强台风。 

受强台风“妮妲”影响，粤东、珠江口沿岸出现一次明

显的风暴潮增水过程，其中珠江口沿岸最大增水出现在黄埔

站，为 110 厘米；粤东沿岸最大增水出现在汕尾站，为 101

厘米。另外，赤湾站、南沙站、泗盛围站、广州站、惠州站

出现过程最大增水分别为 89、101、77、99、92 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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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汕尾站外，均出现了超过当地警戒潮位的高潮位。 

“妮妲”台风风暴潮过程中，部分站位最大风暴增水记

录见图 4。 

 

 

图 4  “妮妲”台风风暴潮过程部分站位最大风暴增水示意图 

受“妮妲”台风风暴潮影响，汕尾、汕头、惠州、江门、

深圳、珠海等地遭受一定程度的损失，全省水产养殖受灾面

积 3.23 千公顷，水产养殖损失产量 2260 吨，养殖设施、设备

损失 74 个，渔船损坏 258 艘，防波堤损毁 0.1 千米，海堤护

岸损毁 7.86 千米，道路损毁 3.44 千米。直接经济损失 1.12

亿元。 

深圳市大鹏半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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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妮妲”台风风暴潮造成深圳湾滨海休闲带在建项目受损 

●“电母”台风风暴潮 

2016 年 8 月 18 日 15 时 40 分前后，第 8 号强热带风暴“电

母”在湛江雷州市东里镇沿海地区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

大风力 8 级（20 米/秒），中心最低气压 982 百帕。 

受“电母”热带风暴的影响，珠江口到粤西沿岸出现一

次 30~60 厘米的风暴增水过程。 

热带风暴“电母”登陆后对湛江市造成一定的影响，全

市水产养殖受灾面积 4.41 千公顷，水产养殖产量损失 206.5

吨，养殖设施、设备损失 200 个，码头损毁 0.004 千米，防波

堤损毁 0.02 千米。直接经济损失 0.08 亿元。 

●“莎莉嘉”台风风暴潮 

2016 年 10 月 18 日 9 时 50 分前后，第 21 号强台风“莎

莉嘉”在海南省万宁市和乐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

力 14 级（45 米/秒），中心最低气压 955 百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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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莎莉嘉”台风风暴潮影响，粤西沿岸出现了一次明

显的风暴潮增水过程，过程最大增水出现在南渡站，为 119

厘米。另外，硇洲站、水东站、湛江站分别出现过程最大增

水 117、82、110 厘米。 

水东站、湛江站出现了超过当地警戒潮位的高潮位。 

“莎莉嘉”台风风暴潮过程中，部分站位最大风暴增水

记录见图 6。 

 

 

图 6  “莎莉嘉”台风风暴潮过程部分站位最大风暴增水示意图 

强台风“莎莉嘉”在海南登陆后，对湛江市造成一定的

影响，全省水产养殖受灾面积 1.82 千公顷，水产养殖产量损

失 734.2 吨，养殖设施、设备损失 40 个，渔船损坏 36 艘，码

头损毁 0.138 千米，防波堤损毁 1.275 千米。直接经济损失 0.47

亿元。 

万宁市和乐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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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马”台风风暴潮 

2016 年 10 月 21 日中午 12 点 40 分前后，第 22 号强台风

“海马”在汕尾市海丰县鲘门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

风力 14 级（42 米/秒），中心最低气压为 960 百帕。 

受强台风“海马”影响，粤东至珠江口沿岸出现了一次

明显的风暴潮增水过程，过程中粤东沿岸最大增水出现在海

门站，为 206 厘米。汕头站、汕尾站出现最大增水分别为 152、

144 厘米，珠江口沿岸出现 30~60 厘米的风暴增水。 

海门站出现了略超当地警戒潮位的高潮位。 

“海马”台风风暴潮过程中，部分站位最大风暴增水记

录见图 7。 

 
图 7  “海马”台风风暴潮过程部分站位最大风暴增水示意图 

 

汕尾市海丰县鲘门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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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海马”台风风暴潮影响，汕尾、汕头、惠州、揭阳

等地遭受一定程度的损失，全省水产养殖受灾面积 13.58 公

顷，水产养殖产量损失 81436.6 吨，养殖设施、设备损失 47

个，渔船损坏 563 艘，防波堤损毁 5.58 千米，海堤护岸损毁

1.85 千米。直接经济损失 7.59 亿元。 

 

  

图 8  汕头市濠江区高位养殖池塘受破坏 图 9  汕尾市城区护岸受破坏 

  

图 10  受“海马”风暴潮影响的南澳岛 图 11  陆丰市养殖池塘受破坏 

 

 

风暴潮灾害的应对措施和建议 

1.注意收看电视、收听广播和上网查询，及时了解各级海洋预报部门发布的风暴潮警报； 

2.风暴潮期间，尽量不要外出行走。如不可避免要外出，必须做好相关防护措施，紧靠

稳固的固定物行走，切忌顺风奔跑； 

3.停止轮渡、海水浴场、海上观光等一切海上娱乐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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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浪灾害 

 

1. 总体灾情 

2016 年，广东省海域共发生 5 次海浪灾害，造成直接经

济损失 34 万元，死亡（含失踪）4 人。 

2. 主要海浪灾害过程 

● 160110 冷空气浪 

2016 年 1 月 10 日 5 时左右，粤吴渔 50106 渔船在湛江港

对开海域作业时，突遇大风浪，渔船被打沉，造成直接经济

损失 10 万元。 

● 160118 冷空气浪 

2016 年 1 月 18 日 6 时，粤徐渔 31278 渔船出海航行至

393 渔场时，被大风浪打沉，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15 万元。 

● 160710 强对流天气浪 

2016 年 7 月 10 日 1 时左右，粤东莞渔 00526 船在珠海市

三角岛北面码头航行时遭遇强对流天气浪，两名船员弃船逃

生，渔船沉没，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5 万元。 

● ● ● 

海浪：海面由风引起的波动现象，主要包括风浪和涌浪。按照诱发海浪的

大气扰动特征来分类，由热带气旋引起的海浪称为台风浪；由温带气旋引起的

海浪称为气旋浪；由冷空气引起的海浪称为冷空气浪。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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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030 冷空气浪 

2016 年 10 月 30 日 7 时，粤阳东渔 19055 船在万山以南

约 60 海里渔场放网作业时，遭遇大风浪，致使 12 名船员中 8

人被海浪推落大海，5 人获救，3 人死亡。 

● 161126 冷空气浪 

2016 年 11 月 26 日，粤茂港渔 96279 船在茂名水东港晏

镜岭附近海域返港途中，遭遇大风浪，渔船沉没，船上 3 人

落水，2 人获救，1 人死亡，造成直接经济价值损失 4 万元。 

2016 年广东省海浪灾害损失统计见表 5。 

表 5  2016 年广东省受海浪灾害影响损失统计 

发生时间 受灾地区（点） 致灾原因 
死亡（含失踪）

人数（人） 

损毁船只

（艘） 

直接经济损失

（万元） 

2016.01.10 湛江港对开海域 冷空气浪 0 1 10 

2016.01.18 393 渔场 冷空气浪 0 1 15 

2016.07.10 珠海市三角岛北面码头 强对流天气浪 0 1 5 

2016.10.30 
珠海万山以南 

约 60 海里渔场 
冷空气浪 3 0 0 

2016.11.26 
茂名水东港晏镜岭 

附近海域 
冷空气浪 1 0 4 

合   计 4 3 34 

 

 

海浪灾害的应对措施和建议 

1.及时关注海洋部门发布的海上大风大浪预警报，接到警报后人员要及时撤上作业点，

并撤离近岸一切活动物品，不能撤离的要进行加固；  

2.加固防波堤、水闸、港口码头、海产养殖等工程设施； 

3.渔船要停止作业进港避风，船上人员撤离到岸上； 

4 海边游玩的人员要及时离开岸边，不要在海边观浪观潮； 

5.停止乘船观光、海里游泳等一切水上娱乐休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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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海啸灾害 

 

2016 年，广东省未发生海啸灾害。 

2016 年，国家海洋局海啸预警中心对发生在我国周边海

域及全球大洋其他海域的 45 次海底地震共发布了 81 期海啸

信息。根据监测数据显示，这些海啸事件均未对我省产生灾

害影响。 

 

 

 

 

 

 

● ● ● 

海啸：由海底地震、火山爆发或巨大岩体塌陷和滑坡等导致的海水长周期

波动，能造成近岸海面大幅度涨落现象。 

● ● ● 
 

海啸的前兆 

常见的海啸登陆宏观前兆大致有四种：一是海水异常的暴退或暴涨；二是离海岸不远的

浅海区，海面突然变成白色，其前方出现一道长长的明亮水墙；三是位于浅海区的船只突然

剧烈地上下颠簸；四是突然从海上传来异常的巨大响声，在夜间尤为令人警觉。其他的还有

大批鱼虾等海洋生物在浅滩出现、海水冒泡并突然开始快速倒退。 

海啸灾害的应对措施和建议 

1.如果感觉到较强的震动或听到附近地区地震预报，切勿靠近海边、江河的入海口，注

意收看电视和收听广播，做好预防海啸的准备； 

2.海上船只听到海啸预警后应该避免返回港湾，而应尽量将船开到开阔海面； 

3.若看到海面后退速度异常快，应立刻撤离到内陆地势较高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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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赤潮灾害 

 

2016年，我省沿海共发现赤潮13次，累计面积约为944.31

平方千米，为 2006 年以来累计面积最多的年份。其中，发生

在湛江市鉴江河口以南至东海岛龙海天对出海域的赤潮发生

面积最大，为 300 平方千米；发生在惠州市大亚湾北部至深

圳市大水坑湾海域、惠州市平海湾海域、惠州市东山海附近

至汕尾市小漠对出海域的赤潮面积持续时间最长，共 67 天。 

 

图 12  惠州市东山海局部海域夜光藻赤潮 

近 10 多年来，我省沿海年均发现赤潮事件约 10 起，但

大规模、有危害的赤潮发生次数相对较少，深圳、惠州、湛

江、珠海、汕尾和汕头海域是我省主要的赤潮多发区。 

● ● ● 

赤潮：海洋中一些微藻、原生动物或细菌在一定环境条件下爆发性增殖或

聚集达到某一水平，引起水体变色或对海洋中其他生物产生危害的一种生态异

常现象。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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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广东省赤潮灾害统计见表 6。 

表 6  2016 年广东省赤潮灾害统计 

发生地点 起止时间 赤潮优势种 
最大面积 

（平方千米） 

惠州市平海湾、东山海附近至汕尾市

小漠镇对出海域（含考洲洋出海口及

附近海域） 

2月17日—2月29日 红色赤潮藻 215 

汕尾市捷胜镇南面海岸对开海域 2月18日—2月24日 红色赤潮藻 1.7 

深圳市大鹏湾沙头角至西冲海域 2月22日—3月15日 红色赤潮藻、夜光藻 70 

汕尾市汕尾港及附近海域 3月2日—3月3日 红色赤潮藻 1 

惠州市大亚湾北部至深圳市大水坑湾

海域、惠州市平海湾海域、惠州市东

山海附近至汕尾市小漠对出海域 

3月4日—5月9日 
红色赤潮藻、中肋骨

条藻、夜光藻 
74 

珠海市桂山岛至高栏岛海域 3月4日—3月10日 红色赤潮藻 70 

湛江市鉴江河口以南至东海岛龙海天

对出海域 
3月28日—4月8日 红色赤潮藻 300 

深圳市大鹏湾溪涌至下沙附近海域 4月2日—4月8日 夜光藻 5 

珠海市东澳湾海域 4月8日—4月11日 夜光藻 0.01 

汕尾市海丰县小漠镇南方澳周边海域 4月11日—4月13日 红色赤潮藻 5.5 

汕头市南澳岛附近海域 4月15日—4月18日 夜光藻 1.6 

湛江市西南沿岸（乌石港至角尾镇对

出海域） 
4月22日—5月4日 夜光藻 200 

深圳市大鹏湾海域 5月3日—5月10日 夜光藻 0.5 

 

 

赤潮的应对措施和建议 

1.控制海水的富营养化； 

2.改善水质和底质生态环境； 

3.减缓海水养殖自身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 

4.严防有毒赤潮生物外来种类的侵入； 

5.大力发展赤潮监测技术； 

6.加强科普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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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海平面变化 

 

2016 年，广东沿海海平面较 2015 年上升 65 毫米，比常

年（1993—2011 年的平均海平面）高 92 毫米。1980 年至 2016

年，广东沿海海平面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年平均上升速率

为 3.4 毫米/年，高于全国沿海海平面上升平均水平。 

1980—2016 年广东省沿海海平面变化见图 13。 

 

 

图 13 1980—2016 年广东沿海海平面变化 

2016 年，广东沿海各月海平面变化较大，与常年同期相

比，11 月和 12 月海平面分别高 154 毫米和 153 毫米；与 2015

年同期相比，5 月和 11 月海平面分别高 160 毫米和 134 毫米，

7 月海平面低 66 毫米。 

 

● ● ● 

海平面变化：海平面变化是由海水总质量、海水密度和洋盆形状改变引起

的平均海平面高度的变化。在气候变暖的背景下，冰川融化和海水变热膨胀，

全球海平面呈上升趋势。 

● ● ● 

 

常年 

海平面变化趋势线 

海平面变化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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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平面上升加剧广东沿海风暴潮、海岸侵蚀和咸潮入侵

等灾害程度。 

2016 年 10 月，广东沿海处于季节性高海平面期，海平面

异常偏高，台风“海马”于 21 日在汕尾登陆，台风风暴潮给

广东沿海水产养殖、交通和堤防设施等带来损失，直接经济

损失 7.59 亿元。 

 

 

 

 

 

 

 

 

海平面变化的应对措施和建议 

根据广东沿海海平面变化影响特点，建议采取以下措施应对： 

1. 2017 年 2 月 10 日、2 月 26 日、3 月 11 日、3 月 27 日、10 月 10 日、10 月 22 日、

11 月 6 日、11 月 20 日、12 月 5 日和 12 月 19 日前后为天文大潮期，易发生咸潮入侵，相

关部门应密切关注。 

2. 9－11 月为广东沿海季节性高海平面期，也是台风风暴潮高发期，2017年 9月 7日、

9 月 19日、10月 10日、10月 22 日、11月 6日和 11月 20 日前后是天文大潮期，易发生风

暴增水、季节性高海平面和天文大潮三者叠加的情况，形成灾害性高潮位，相关部门应特别

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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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海岸侵蚀 

 

2016 年，根据重点岸段海岸侵蚀监测显示，汕头、汕尾、

江门、茂名、湛江、惠州市存在海岸侵蚀现象，造成直接经

济损失 0.37 亿元。其中，汕头市潮阳区龙虎湾沙滩最大侵蚀

距离 15 米，平均侵蚀距离 5 米；汕头市企望湾南山湾岸段最

大侵蚀距离 13 米，平均侵蚀距离 8 米；江门市北陡浪琴湾沙

滩最大侵蚀距离 6.74 米，平均侵蚀距离 1.34 米。 

2016 年广东省海岸侵蚀重点监测岸段数据见表 7。 

表 7  2016 年广东省海岸侵蚀重点监测岸段数据 

地市 监测岸段 
侵蚀海岸

类型 

监测岸线长

度（千米） 

最大侵蚀距离

（米） 

平均侵蚀距离

（米） 

汕头 

潮阳区龙虎湾 砂质 0.40 15.00 5.00 

企望湾南山湾岸段 砂质 1.50 13.00 8.00 

汕尾 

甲湖湾 粉砂 4.40 0.80 0.12 

遮浪 基岩 0.66 1.00 0.30 

城区三角尾 基岩 0.24 0.35 0.22 

江门 

上川岛飞沙滩 砂质 0.32 
0.06 

（下蚀） 

0.002 

（下蚀） 

大襟岛南湾海滩 砂质 1.18 1.79 0.24 

北陡浪琴湾海滩 砂质 1.54 6.74 1.34 

茂名 高地街道澳内海村海岸 粉砂 0.22 0.63 0.50 

湛江 徐闻县赤坎村 砂质 0.80 0.60 1.9 

 

● ● ● 

海岸侵蚀：海岸在海洋动力等因素作用下发生后退的现象。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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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2016 年广东省海岸侵蚀重点监测岸段损失统计 

地市 
土地流失面积 

（公顷） 

房屋损毁 

（间） 

道路损毁 

（米） 

直接经济损失 

（万元） 

汕头 1.77 6 0 3540 

汕尾 0.1 0 0 20 

惠州 0.04 0 0 47 

江门 0.09 0 0 27 

茂名 0.01 1 18 18 

合计 2.01 7 18 3652 

 

  
图 14 汕头南山湾海岸侵蚀情况 图 15 汕头龙虎湾海滩侵蚀情况 

  

图 16 江门浪琴湾海滩侵蚀情况 图 17 茂名高地街道澳内海村海岸侵蚀情况 

  

 

海岸侵蚀的应对措施和建议 

1.采取防护工程措施，减轻波浪、潮流等海洋动力侵蚀的作用。如采取一些措施增加底

部摩擦，或在岸外建造消浪工程设施； 

2.加强海岸带管理，做到开发与保护协调发展。在部分岸段划定侵蚀预警线，建立和完

善海岸带保护管理条例等有关法规，制定合理的开发与保护规划； 

3.加强动态监测。利用高新技术及时获取海岸侵蚀现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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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海水入侵与土壤盐渍化 

 

海水入侵和土壤盐渍化监测结果显示，2016 年广东省除

个别监测区出现严重海水入侵、重度土壤盐渍化外，大部分

监测区海水入侵和土壤盐渍化范围较小，程度较轻。与 2015

年相比，个别监测区海水入侵程度、土壤盐渍化情况略有加

重。 

1.海水入侵 

2016 年对广州、阳江、茂名、湛江、潮州市开展海水入

侵监测。监测结果显示，阳江市阳东县大沟断面、湛江市麻

章区世乔断面出现严重海水入侵现象；茂名市电白区陈村断

面、湛江市麻章区岭头断面出现轻度海水入侵现象；广州、

潮州市监测断面无海水入侵现象。 

 

 

 

 

 

● ● ● 

海水入侵：海水或与海水有直接关系的地下咸水沿含水层向陆地方向扩展的

现象。 

土壤盐渍化：因海水入侵漫溢以及其他原因所引起的沿海土地含盐量增多的

现象。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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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2016 年广东省沿岸海水入侵监测数据 

地市 监测断面 
氯度 

（毫克/升） 

矿化度 

（毫克/升） 
入侵程度 与 2015年比较 

潮州 

 

饶平县碧洲 247.04 0.54 无入侵 无明显变化 

饶平县大埕 21.54 0.15 无入侵 无明显变化 

广州 

南沙区黄阁 9.30 0.52 无入侵 无明显变化 

南沙区南沙街 33.38 0.38 无入侵 无明显变化 

南沙区龙穴街 62.45 0.51 无入侵 无明显变化 

阳江 

阳东县雅韶 175.12 0.55 无入侵 — 

阳东县大沟 3127.40 10.98 严重入侵 — 

茂名 

电白县陈村 762.00 2.66 轻度入侵 无明显变化 

电白县龙山 174.30 0.95 无入侵 降低 

湛江 

麻章区岭头 487.44 0.81 轻度入侵 加重 

麻章区世乔 1539.95 1.48 严重入侵 降低 

注：表中符号“—”表示未统计。 

2.土壤盐渍化 

2016 年，对广州市南沙区、湛江市麻章区、阳江市阳东

县等重点监测区域开展了土壤盐渍化监测。监测结果显示，

广州市南沙区黄阁、万顷沙断面出现轻度盐渍化现象，湛江

市麻章区岭头、世乔断面，阳江市阳东县雅韶、大沟断面出

现重度盐渍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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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2016 年广东省沿岸土壤盐渍化监测数据 

地市 监测断面 PH 
Cl

-
 

（克/千克） 

SO4
2-
 

（克/千克） 
全盐量 盐渍化程度 

阳江 
阳东县雅韶 6.5 0.160 0.09 1.31 盐土 

阳东县大沟 7.5 0.184 2.15 3.11 盐土 

湛江 
麻章区岭头 6.9 0.025 7.88 1.22 重度 

麻章区世乔 7.7 0.397 8.82 2.23 重度 

广州 

南沙区黄阁 5.3 0.005 0.03 0.30 轻度 

南沙区横沥 4.9 0.016 0.03 0.06 非盐渍化 

南沙区万顷沙 5.0 0.749 0.25 0.29 轻度 

 

 

 

 

 

 

 

海水入侵的应对措施和建议 

1.加强滨海地区地下水动态监测工作； 

2.在受海水入侵威胁的滨岸、河口的地带修建拦河闸和防潮闸、防潮堤坝，提高河水和

河口两侧孔隙含水层中地下淡水水位，阻挡海水扩侵； 

3.限制滨海挖沙，削弱海水倒灌强度，缩短潮水沿河道上溯距离，减小海水入渗机会。

防止盐场和海产养殖输水过程中的咸水下渗，改善地下水补给条件。拦蓄地表水或修建地下

水库，增加地下淡水补给量，提高淡水含水层水位； 

4.必要时通过帷幕灌浆以及地下修坝（混凝土坝、粘土坝、粉煤灰坝等）阻断海水入侵

通道，控制海水入侵活动。 

 

土壤盐渍化的应对措施和建议 

1.将土壤的含盐量降低到作物能适应的程度，即常说的水利工程措施、农业措施及碱性

土的化学改良等； 

2.提高作物的耐盐能力，以适应土壤的盐渍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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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咸潮入侵 

 

据珠江口咸潮入侵监测显示，珠江口咸潮入侵主要出现

在冬季，影响较严重的咸潮入侵过程出现在10 ~ 11月，咸潮

入侵最大上溯距离超过33千米，影响多个水厂取水，全禄水

厂附近氯度最大值为1703毫克/升。春季较往年偏轻，大部分

监测点没有出现咸潮入侵过程。 

 

 

 

 

 

 

 

 

 

 

 

● ● ● 

咸潮入侵：感潮河段（感潮河段指的是潮水可达到的，流量及水位受潮汐

影响的河流区段）在涨潮时发生的海水上溯现象。 

● ● ● 
 

珠江三角洲咸潮入侵的应对措施 

1.建立咸潮实时监测和预警机制； 

2.采取上游水库调水压咸措施； 

3.咸潮间隙“偷淡”抽水和蓄水； 

4.适当提高水厂取水的咸度标准等工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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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6 年广东省重要海洋减灾行动 

（一）开展广东省海洋观测网建设规划编制 

为进一步加强海洋防灾减灾能力，有效减轻海洋灾害带来

的损失，为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服务，2016 年我省启动《广

东省海洋观测网建设规划（2016-2020 年）》编制。规划以岸

基观测为主，浮标、卫星遥感、航空遥感和应急机动观测为辅

的立体海洋观测网，初步建立省级海洋观测网综合保障体系。

规划包括岸基观测系统、海基观测系统、空基观测系统、数据

管理体系、海洋观测装备保障体系、综合管理体系六大部分。

目前规划已完成意见征求，正报省政府批准后实施。 

 

图 18 广东省海洋观测网组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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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积极推进省级预警报能力升级改造项目建设 

为完善广东省海洋观测网，加强海洋预警报能力，2016

年我厅积极推进省级海洋预警报能力升级改造建设，建设内

容包括海洋预报台业务支撑体系、精细化预警报技术能力、

预警报发布系统三大部分12个分项。 

目前，预报台海洋预报综合服务平台建设项目通过初步

验收；全省海洋观测数据传输网成功试运行；沿海18个渔港

简易气象潮位站建设完成；4个海洋水文气象浮标拟布放；海

平面影响变化及海岸侵蚀调查评估工作已完成；沿海海洋灾

害承灾体调查进入收尾阶段。 

 

  
图 19 新建海洋预报综合服务平台 图 20 待布放海洋水文气象浮标 

  
图 21  惠州市惠东县盐洲验潮站 图 22 湛江市硇洲岛气象潮位观测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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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亚湾全国海洋减灾综合示范区建设通过验收 

为建设政府主导，部门协调，公众、企业参与的海洋灾

害防御体系，打通区级海洋防灾减灾“最后一公里”，2014 年

5 月，惠州市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被列为全国海洋综合减

灾示范区。经过 2 年多的创建，示范区完成了大亚湾海洋观

测、精细化预报预警、灾害风险评估与区划、风暴潮漫滩预

警与辅助决策、灾害监控与灾情报送、生态环境监测预警六

大部分共 25 项建设内容，于 2016 年 12 月正式通过国家海洋

局验收。 

 

  
图 23 示范区建设工作验收会现场 图 24 示范区预警报平台 

  
图 25 风暴潮灾害应急疏散路线示意图 图 26 大亚湾区应急庇护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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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完成沿海警戒潮位核定工作 

警戒潮位是海洋预报部门开展风暴潮预警报的重要技术

指标，也是各级政府海洋防灾减灾的基础数据和指挥决策的

重要依据。2012 年，我厅启动了新一轮警戒潮位核定工作。

历经 5 年分四阶段，完成了全省沿海 14 个地级市 58 个重点

岸段的警戒潮位核定工作，编制了58个重点岸段警戒潮位核

定分报告、《广东省沿海警戒潮位核定技术总报告》、《广

东省沿海警戒潮位核定工作报告》及《广东省沿海警戒潮位

核定图表册》。2016 年底，警戒潮位核定项目成果通过国家

海洋局海洋减灾中心组织的技术审查。目前正报省政府审

批，通过后将向社会公布。 

 

 

图 27 警戒潮位标识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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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开展海平面变化影响调查工作 

2016年我省继续开展广东省海平面变化影响调查评估工

作。沿海各地级以上市海洋与渔业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内海

平面变化影响的重点区域和典型事件开展实地调查，调查内

容突出当地特点，全面掌握当地海平面变化影响情况。重点

区域实地调查重点开展海岸侵蚀、重点岸段堤防和围填海状

况调查，典型事件跟踪调查重点开展风暴潮灾害、咸潮入侵、

海水入侵与土壤盐渍化调查，形成了《广东省2016年海平面

变化影响调查工作报告》等工作成果，为广东省海平面变化

研究提供科学依据。 

 

  

图 28 惠州红海湾东山海海岸侵蚀现场调查 图 29 妮妲风暴潮灾情现场调查 

  

图 30 技术人员进行海水入侵调查 图 31 咸潮入侵在线监测海鸥岛观测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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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开展海洋防灾减灾科普宣传活动 

为增强各级政府部门和社会公众的海洋防灾减灾意识，

切实减轻各种海洋灾害造成的损失，“5.12”防灾减灾宣传周期

间，我省沿海各地广泛开展海洋防灾减灾宣传活动。对公众

普遍关心、舆论影响较大的风暴潮、海浪、海啸、海岸侵蚀、

海平面上升等海洋灾害，通过开设专题专栏、专家访谈、举

办专题展览、现场宣教、张贴海报标语、印发科普读物等方

式，广泛宣传海洋防灾减灾科普知识和防御方法。 

 

  

惠州市大亚湾区活动现场 茂名市电白区活动现场 

  

汕头市活动现场 中山市活动现场 

图 32 海洋防灾减灾科普宣教活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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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海洋灾害应急响应标准* 

（一）风暴潮灾害应急响应标准 

表 11  风暴潮灾害应急响应标准 

应急响应级别 内容 图标及颜色 

风暴潮灾害Ⅰ级响应 

（特别重大） 

对已在使用按照《警戒潮位核定规范（GB/T 17839-2011）》核定的四色警戒潮位值的地区，受热带气旋（包

括：超强台风、强台风、台风、强热带风暴、热带风暴，下同）或温带天气系统影响，预计未来沿岸受影响区域

内有一个或一个以上有代表性验潮站将达到当地红色警戒潮位时，应发布风暴潮 I 级警报（红色），并启动风暴

潮灾害 I 级应急响应。 

对仍在使用按照《警戒潮位核定方法（GB/T 17839-1999）》核定的警戒潮位值的地区，受热带气旋或温带

天气系统影响，预计未来沿岸受影响区域内有一个或一个以上有代表性的验潮站将出现超过当地警戒潮位 80cm

以上的高潮位时，应发布风暴潮 I 级警报（红色），并启动风暴潮灾害 I 级应急响应。 

 

 

红色 

风暴潮灾害Ⅱ级响应 

（重大） 

对已在使用按照《警戒潮位核定规范（GB/T 17839-2011）》核定的四色警戒潮位值的地区，受热带气旋或

温带天气系统影响，预计未来沿岸受影响区域内有一个或一个以上有代表性验潮站将达到当地橙色警戒潮位时，

应发布风暴潮 II 级警报（橙色），并启动风暴潮灾害 II 级应急响应。 

对仍在使用按照《警戒潮位核定方法（GB/T 17839-1999）》核定的警戒潮位值的地区，受热带气旋或温带

天气系统影响，预计未来沿岸受影响区域内有一个或一个以上有代表性的验潮站将出现超过当地警戒潮位 30cm

（不含）-80cm 的高潮位时，应发布风暴潮 II 级警报（橙色），并启动风暴潮灾害 II 级应急响应。 

 

 

橙色 

                                                           

* 本部分内容摘自《风暴潮、海浪、海啸和海冰灾害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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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响应级别 内容 图标及颜色 

风暴潮灾害Ⅲ级响应 

（较大） 

对已在使用按照《警戒潮位核定规范（GB/T 17839-2011）》核定的四色警戒潮位值的地区，受热带气旋或

温带天气系统影响，预计未来沿岸受影响区域内有一个或一个以上有代表性验潮站将达到当地黄色警戒潮位时，

应发布风暴潮 III 级警报（黄色），并启动风暴潮灾害 III 级响应。 

对仍在使用按照《警戒潮位核定方法（GB/T 17839-1999）》核定的警戒潮位值的地区，受热带气旋或温带

天气系统影响，预计未来沿岸受影响区域内有一个或一个以上有代表性的验潮站将出现超过当地警戒潮位 0cm

（不含）-30cm 的高潮位时，应发布风暴潮 III 级警报（黄色），并启动风暴潮灾害 III 级应急响应。预计未来沿

岸受影响区域内有一个或一个以上有代表性的验潮站将出现低于当地警戒潮位 0cm（不含）-30cm 的高潮位，同

时此验潮站风暴潮增水达到 120cm 以上时，也应发布风暴潮 III 级警报（黄色），并启动风暴潮灾害 III 级应急

响应。 

 

 

黄色 

风暴潮灾害Ⅳ级响应 

（一般） 

对已在使用按照《警戒潮位核定规范（GB/T 17839-2011）》核定的四色警戒潮位值的地区，受热带气旋或

温带天气系统影响，预计未来沿岸受影响区域内有一个或一个以上有代表性验潮站将达到当地蓝色警戒潮位时，

应发布风暴潮 IV 级警报（蓝色），并启动风暴潮灾害 IV 级应急响应。预计未来 24 小时内热带气旋将登陆我国

沿海地区，或在离岸 100 公里以内（指热带气旋中心位置）转向（或滞留），即使受影响岸段潮位低于蓝色警戒

潮位，也应发布风暴潮灾害 IV 级警报（蓝色），并启动风暴潮灾害 IV 级应急响应。 

对仍在使用按照《警戒潮位核定方法（GB/T 17839-1999）》核定的警戒潮位值的地区，受热带气旋或温带

天气系统影响，预计未来沿岸受影响区域内有一个或一个以上有代表性的验潮站将出现低于当地警戒潮位 0cm

（不含）-30cm 的高潮位，同时此验潮站风暴潮增水达到 70cm 以上时，应发布风暴潮 IV 级警报（蓝色），并启

动风暴潮灾害 IV 级应急响应。预计未来 24 小时内热带气旋将登陆我国沿海地区，或在离岸 100 公里以内（指热

带气旋中心位置）转向（或滞留），即使受影响岸段潮位低于当地警戒潮位 30cm，也应发布风暴潮灾害 IV 级警

报（蓝色），并启动风暴潮灾害 IV 级应急响应。 

 

 

 

蓝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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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浪灾害应急响应标准 

表 10  海浪灾害应急响应标准 

应急响应级别 内容 图标及颜色 

海浪灾害Ⅰ级应急响应 

（特别重大） 

受热带气旋或温带天气系统影响，预计未来近海受影响海域出现达到或超过 6.0 米有效波高，或

者其他受影响海域将出现达到或超过 14.0 米有效波高时，应发布海浪灾害Ⅰ级警报（红色），并启

动海浪灾害Ⅰ级应急响应。 

 

红色 

海浪灾害Ⅱ级应急响应 

（重大） 

受热带气旋或温带天气系统影响，预计未来近海受影响海域出现 4.5 米－6.0 米（不含）有效波

高，或者其他受影响海域将出现 9.0 米－14.0 米（不含）有效波高时，应发布海浪灾害Ⅱ级警报（橙

色），并启动海浪灾害Ⅱ级应急响应。 

 

橙色 

海浪灾害Ⅲ级应急响应 

（较大） 

受热带气旋或温带天气系统影响，预计未来近海受影响海域出现 3.5 米－4.5 米（不含）有效波

高，或者其他受影响海域将出现 6.0 米－9.0 米（不含）有效波高时，应发布海浪灾害Ⅲ级警报（黄

色），并启动海浪灾害Ⅲ级应急响应。 

 

黄色 

海浪灾害Ⅳ级应急响应 

（一般） 

受热带气旋或温带天气系统影响，预计未来近海受影响海域出现 2.5 米－3.5 米（不含）有效波

高时，应发布海浪灾害Ⅳ级警报（蓝色），并启动海浪灾害Ⅳ级应急响应。 

 

蓝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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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海啸灾害应急响应标准 

表 11  海啸灾害应急响应标准 

应急响应级别 内容 图标及颜色 

海啸灾害Ⅰ级应急响应 

（特别重大） 

受海啸影响，预计沿岸验潮站出现 200 厘米（正常潮位以上，下同）以上海啸波高时，应发布海

啸灾害Ⅰ级警报（红色），并启动海啸灾害Ⅰ级应急响应。 

 

红色 

海啸灾害Ⅱ级应急响应 

（重大） 

受海啸影响，预计沿岸验潮站出现 150 厘米－200 厘米（不含）海啸波高时，应发布海啸灾害Ⅱ

级警报（橙色），并启动海啸灾害Ⅱ级应急响应。 

 

橙色 

海啸灾害Ⅲ级应急响应 

（较大） 

受海啸影响，预计沿岸验潮站出现 100 厘米－150 厘米（不含）海啸波高时，应发布海啸灾害Ⅲ

级警报（黄色），并启动海啸灾害Ⅲ级应急响应。 

 

黄色 

海啸灾害Ⅳ级应急响应 

（一般） 

受海啸影响，预计沿岸验潮站出现 50 厘米-100 厘米（不含）海啸波高时，应发布海啸灾害Ⅳ级

警报（蓝色），并启动海啸灾害Ⅳ级应急响应。 

 

蓝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