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vances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环境保护前沿, 2014, 4, 123-127
Published Online August 2014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ep
http://dx.doi.org/10.12677/aep.2014.44017

Discussions on the Pattern of Emergency
Monitoring in Abrupt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ccidents
Chengwei Ying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Station of Songjiang District, Shanghai
Email: yingchengwei@126.com
th

th

th

Received: May 28 , 2014; revised: Jun. 26 , 2014; accepted: Jul. 5 , 2014
Copyright © 2014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ccidents happened in Songjiang. Monitoring team, equipment and the responding mechanism are combined in the work. This
paper summarizes four experiences, which play a greater role and provide more reference in the
disposal of abrupt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cci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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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分析了近几年发生在上海市松江区突发环境事件的特点，结合对自身应急监测队伍、仪器设备和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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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机制等方面的工作，总结出四点工作经验，为应急监测在处置突发环境事件中发挥更大、更好的作用
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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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松江区 51%面积处于上海市黄浦江上游水源保护区，路网密布，交通发达。近几年，特别是 2013
年以来，“1.10”金山水污染事件、“2.10”车墩牛奶河事件和“3.8”黄浦江漂浮死猪事件等环境突发
事件的集中爆发，让环境保护管理部门绷紧了神经。由于环境污染和邻避效应引发的矛盾对政府应对突
发事件能力、政府信息的透明度与公开度、政府形象的塑造带来了更大的挑战。

2. 突发环境事件特点
2.1. 发生的突发性
突发环境事件防不胜防，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和突发性，有些来势凶猛，影响范围大。2010~2013 年
松江所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中有 62.5%发生在非工作时间，
其中有 17.9%发生在 22:00 至次日 6:00 之间。
由于有毒有害物质进入环境的方式和途径无固定形式，很难预测突发环境事件将何时、何地发生，具有
较大的突发性。如：2013 年 9 月 10 日 18:19，在 G15 和 S32 高速公路岔道口一辆装有 30 吨浓盐酸的槽
罐车由于交通事故侧翻，罐体破裂，造成大量浓盐酸进入之外环境，对环境空气、地表水和土壤造成一
定的污染。

2.2. 危害的严重性
由于突发环境事件的突发性，可能在短时间内大量的污染物质进入环境，破坏性强。往往可能来不
及采取相应的或者正确的应急措施处理、处置这些污染物，因而极易产生二次污染对环境造成破坏，进
而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更有可能引起社会秩序混乱[1]。如：2013 年 1 月 10 日 20:00，“赣天宜化
0003 号”船在金张公路码头装运危险货物碳九时，因操作不当致使约 52.48 吨碳九泄漏至码头所在的金
山区朱泾镇掘石港河道内，导致掘石港及下游黄浦江河道内水质污染。松江泖港水厂及其河东分厂于 11
日 5:30 起暂时停止供水。

2.3. 污染的持续性
环境污染事件一旦发生，对它的处置和处理就是个系统工程，涉及部门多，涉及专业领域多，并不
是简单的将污染物移除就完成了处置。环境的开放性对研判污染趋势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自然界降解和
自净也是个缓慢的过程。需要通过科学的监测手段客观反应污染现状，通过建立模型预测污染发展情况，
制定进一步处置方案。虽然突发环境事件的发生是瞬时，但是整个影响过程可能是漫长的。如：2013 年
3 月初在黄浦江松江段水域发现漂浮死猪，大量死猪由上游顺流而下，对沿线取水口及正常航运带来安
全隐患。至 3 月 30 日有关部门基本完成漂浮死猪的清理打捞工作并全部做了焚化等无害化处理，监测部
门不间断跟踪监测，随时掌握水质变化，持续近一个月时间里确保水域安全。

3. 应急监测所需要素
为满足应对松江可能发生的各类突发环境事件，建立完善的应急监测和处置队伍，为管理部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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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力的技术支持和保障[2]。总结以往案例经验、教训，不断完善人员、仪器设备和响应机制等。

3.1. 应急监测人员
在处置突发环境事件中需要有这样两支队伍，一支是分工明确，职责分明，执行有效的应急监测队
伍，如图 1 所示，设指挥组和若干职能小组，分工明确，响应及时，快速就位。利用合理的技术手段和
装备，将污染物锁定。综合分析现场情况，结合扩散条件，制定现场监测方案，通过合理的布点，尽可
能的通过监测数据反映污染物的现状和扩散情况。
另一支是专业性强，能够准确研判污染发展形式的专家队伍[3]。建立和完善专家队伍，在突发污染
事件的处置过程中发挥专家队伍的指导和技术支持作用。邀请专家参与到日常的演练和培训中，提升应
急监测能力素质。

3.2. 应急监测仪器设备
选择现场监测仪器应能快速鉴定、鉴别污染物的种类，并能给出定性、半定量或者定量的检测结果
[4]。应首选直接读数、使用方便、易于携带，对样品的前处理要求低的仪器设备。一般包括应急监测仪
器设备，个人防护与急救器材，通讯工具和应急监测车辆等。在平日应做好仪器设备的维护和保养，设
立应急仪器设备专管员，形成定期检查更新的制度，定期更换耗材，常备常新，保证应急状态下的正常
使用。

3.3. 应急监测响应机制
应急监测过程最重要的是及时响应，要做到队伍精干，措施得力，拉得出去，干得出色[5]。在遇到
突发环境事件时，要有一套运行顺畅，执行力强，协调有力的机制[6]。如图 2 所示，当接到应急指令后，
各条线指挥各自队伍快速完成集结和准备。现场监测人员根据应急指令选择仪器设备和个人防护装备迅
速赶赴现场；实验室分析人员做好实验室仪器设备的调试，准备接受样品；综合分析人员做好对现场情
况的了解，监测数据的收集、综合分析和评判；后勤保障人员应根据事态发生的情况迅速做好各小组的
协调工作，做好车辆安排和后勤保证工作。
当突发环境事件处置完成后应做好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建立应急监测档案，做好总结工作，分析得
失，形成案例，作为经验学习交流，提出改进建议，触类旁通。

4. 应急监测模式探讨
4.1. 小循环，大循环
应急监测对响应时间要求较高，特别是对首次出现场的人员，要能较全面的掌握整个事件的情况，
做出判断。小循环就是将应急现场采样分为两组或几组，当一组出现场时，另外一组或其他组就为替补，
随时准备轮换。大循环就是面对较大的污染事件时，仅靠应急监测小组难以应付多点位，长时间的监测
任务，这需要调动全体力量，合理安排监测方案，统一部署，发挥合力。

4.2. 小联动，大联动
突发环境事件的发生原因有多种多样，在处置的过程中也涉及到许多职能部门[7]。联动可分为两个
层面，一是内部层面，监测和监察，监测和管理部门的联动。二是外部层面，突发环境事件的处置是一
项较系统的工作，往往不是某一个单位和某一个部门能单独完成，需要多单位、多部门协作。环保与消
防、水务、安监、化救和卫生等职能救援部门的联动。要由统一的协调单位进行各单位之间的协调。必
要时向上级单位借力和寻求帮助，也可借助其他社会环境监测资源等，作为保障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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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Emergency monitoring group command system
图 1. 应急监测小组指挥系统简图

Figure 2. Emergency monitoring response flow diagram
图 2. 应急监测响应流程简图

4.3. 多应用，善总结
加强应急监测仪器设备的使用和维护，定期组织相关人员学习、培训，包括对仪器设备的选择和使
用，对突发现场情况的把握以及应对媒体的能力培训。通过有针对性的应急演练深化掌握应急监测流程，
完善应急监测预案。重视数据的分析和评价，要从简单的汇总到系统研究评价，提升综合分析和评价能
力，为应急监测工作做好知识储备和积累经验[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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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多专家，少外行
应急监测过程中需要快速回答管理部门污染物是什么？有多少？何如处置等问题。在专业范围内监
测人员应当合理分析，直言不讳。但是在专业知识范围之外就需要谨言慎行，特别是面对媒体，面对大
众更应客观、准确。进一步扩大专家组的专业领域，除了环境方面专家外，可以增加安全、消防等领域
的专家，为更好的处置环境事件做好技术储备。

5. 结论
1) 突发环境事件具有发生的突然性，危害的严重性和污染的持续性等特点，认识其特点有助于救援
和处置单位采取更好、更有效的方式应对。
2) 开展应急监测时应理顺监测人员，仪器、设备和响应机制，制定具有较强操作性的应急预案，并
加以演练，确保在发生突发事件时能及时响应。
3) 采用“小循环、大循环”，“小联动、大联动”的方式，完善部门内部、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协作。
总结应急案例，讨论案例中的成功和不足。建立适应本区域的专家人才库并发挥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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