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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和水产养殖中的
微塑料 

我们了解什么？
我们应该担忧吗？



2 渔业和水产养殖中的微塑料

公众对水生环境微塑料
的兴趣不断增加，相关科学文
献也逐渐增多。研究动态表
明，海洋微塑料污染问题将受
到媒体、消费者、环保非政府
组织、学术界、政府部门和业
界的进一步关注。

1	粮农组织，2017。《渔业和水产养殖中的微塑料》第615号技术报告		
http://www.fao.org/3/a-i7677e.pdf

考虑到微塑料对渔业和水产养
殖产品造成影响的关注不断增涨，联
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以下简称“粮
农”）响应国际呼吁整理了在这个领
域可获得的资料1 。从粮农的立场，目
前特别关注的问题主要是：微塑料对
水产品的潜在污染和对消费者健康
的影响，以及微塑料对鱼类种群产生
的影响的深刻理解。

本报告从渔业与水产养殖的视角考察
微塑料问题。报告是基于现有科学文献和参
加“评估微塑料和相关污染物对鱼类消费者
健康及对水生生物的生态的潜在影响”的专
家意见。这本小册子归纳了政策制定者与公
众所关注的主要报告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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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report looks into the issue of microplastics from the fisheries and 
aquaculture perspective. Based on existing scientific literature, a group of 

experts assessed the potential impact of microplastics and related contaminants 
on fish consumers’ health and the ecological implications for aquatic organisms. A workshop 

was organized with invited experts (Rome, 5-8 December 2016) who complemented the published 
information and carried out  a risk profiling of microplastics in aquaculture and fishery products. 
Despite the large amount of scientific data available, there are still significant knowledge gaps, 

in particular regarding impacts at fish population and community level, detailed data for a 
proper risk assessment and implications of nanoplastics presence in the marine environment. 

Nonetheless,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at international, governmental and consumer 
levels to undertake cost-effective ecological and seafood safety risk assessments on 

micro- and nanoplastics and associated polymers, to reduce plastic use and 
encourage the use of alternative materials, recycling and the adoption 

of sustainable practices in using plastics and managing 
plastic pol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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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微塑料？ 图	1	

海洋环境中塑料的大小范围：从巨型到纳米塑料

塑 料 是 一 系 列 性 能 不 同 的 聚 合 物
材 料 的 通 称 。根 据 最 终 产 品 的 要 求，这
些聚合物通过混合不同的添加剂（增塑
剂、抗氧化剂、阻燃剂、紫外线稳定剂、
润 滑 剂 、着 色 剂 ）来 提 高 其 性 能 。塑 料
的种类众多，但占全球塑料产品生产量
前五的主要是：聚乙烯、聚丙烯、聚氯乙
烯、聚苯乙烯和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
（GESAMP，2015）。

微塑料是小颗粒和塑料纤维。尽管还
没有对于最大颗粒尺寸的公认标准，但通
常认为直径小于5毫米的塑料颗粒就是微
塑料，这一分类包括纳米塑料，即小于100
纳米的碎片2。微塑料主要按照其形态特征
（大小、形状和颜色）进行分类。大小在研
究微塑料时尤其重要，因为它决定了微塑
料可能对哪些生物体产生影响（图1）。 
2			1	纳米	=	10-9	米	=	10-6	毫米	=	10-3	微米

塑料瓶盖

香烟过滤嘴

聚苯乙烯颗粒

3毫米

2毫米
1毫米

大黑背鸥

28毫米

77毫米

6毫米

尺寸很重要

肉
眼
不
可
见
颗
粒

受到缠绕、窒息或摄入等影响的
动物群体碎片尺寸

分类

1米

2.5厘米

5毫米

鲸鱼、海豹、海豚、海
龟、海鸟

海鸟、鱼类、无脊椎
生物

鱼类、无脊椎生物、滤
食性生物

无脊椎生物、滤食
性生物

1微米

巨型

大型

中型

微型

纳米

资料来源：UNEP和ARID-Arendal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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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塑料从何而来？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全球塑料生产
和使用呈指数增长，2015年超过3.2亿吨。
鉴于塑料制品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预计
到2050年全球塑料产量将超过10亿吨。
微塑料的来源广泛（图2），主要可分为两 
大类：

• 原生微塑料：专门生产的小尺寸塑料。例
如：小颗粒、粉末、家用和工业磨蚀剂。

• 次生微塑料：由较大塑料分裂形成的碎
片，（如塑料袋、食品包装、绳索）；或者陆地
运输时释放的微塑料（比如汽车轮胎使用
过程中的磨损就是一个最主要的来源）。

最初，微塑料是由陆地上大型塑料的
磨损、降解和物理分裂而形成的。最近，微
型和纳米塑料的生产进一步加剧了其环境
出现率和潜在风险。早在20世纪60年代，
首次报导了各种大小塑料碎片对搁浅海鸟
造成污染事故的研究。

在渔业和水产养殖领域，塑料通常用
于渔具、网箱、浮标制造以及船只建造和维
护。塑料箱和包装材料常常用于水产品的
运输和分销。此外，丢弃、遗失或以其他方
式丢置的渔具（ALDFGs）被认为是海洋塑
料垃圾的主要来源之一。渔业和水产养殖
业中塑料的使用都是微塑料的潜在来源。
然而，目前尚未有关于渔业和水产养殖业
对海洋环境微塑料来源贡献的量化资料。

资料来源：GESAMP	2016

分解
降解

渔业和水产养殖产生海洋垃圾的例子

塑料生产者
制作者、回收者

食品和饮品包装

化妆品和个人护理品

纺织服装

固体废物
水或废水

网箱

生产者/转化者

行业消费者

个体消费者

废物管理

农业
渔业
水产养殖业
建筑业
陆地运输业
海运或离岸工业
旅游业

载物箱/盒

浮子

图	2

海洋环境中塑料的来源

微塑料

大型塑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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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 塑 料 主 要 出 现 在 海 洋 表 面 、水
体、海底、海岸带和生物群落这五个水环
境中。然而，目前仍缺乏在这些水生环境
中的塑料含量的数据，而且对这些环境
之间的交换量也一无所知。人们对淡水
环境中的微塑料更是知之甚少。微塑料
的运动很复杂，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包
括风、浮力、生物污染、聚合物类型、大小

水生环境中微塑料的动态学

图	3

四种大小的塑料颗粒全球计数密度（每平方公里的碎片量；参见颜色条）模拟结果。（大小等级为
0.33-1.00mm、1.01-4.75mm、4.76-200mm以及>200mm）。

�.��-�.��毫米

>���毫米�.�� ‒ ���毫米

�.��-�.��毫米

和形状、局部和流域水流以及波浪作用
（GESAMP，2016）。对微塑料的空间分布
进行模拟分析，得出了全球范围内的累
积区域概况，显示出区域和局部间的数
量差异达到几个数量级。出现微塑料的
区域主要是地中海、东亚及东南亚海域，
以及北大西洋和北太平洋的赤道辐合带
（涡旋）（图3）。

资料来源：Eriksen等（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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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有关于水生野生动物摄食微塑
料的观察报导，发现的生境区域很广泛，
包含有海面、水体、底栖生物、河口、海滩
（ 图 5）和水产养殖设施等。目前发现在
自然条件下，有超过220种不同的物种摄
取过微塑料碎片。除鸟类、海龟和哺乳动
物以外，其中55%是具有商业价值的物种
（从无脊椎动物到鱼类），例如：贻贝、牡
蛎、蛤、褐虾、挪威龙虾、鳀鱼、沙丁鱼、
大西洋鲱鱼、大西洋鲭鱼和日本鲭鱼、鲹
鱼、蓝鳕鱼、大西洋鳕鱼、鲤和苏里南犬
牙石首鱼等（GESAMP 2015, 2016） 。

在野生水生生物体中，仅在其消化
道（即肠道）中观察到微塑料，且常常数
量较小。在水生环境中，微塑料对种群或
物种聚集水平的生态效应几乎没有开展

过研究，因此人们对微塑料改变生态过程
的能力知之甚少，也没有关于野生种群中
微塑料引起营养级转移的直接证据。在人
工控制环境中进行的实验结果表明，生物
可降解的和普通大型塑料可能会影响物
种的丰度、生物总量以及生境的初级生产
力（Green，2016；Green等，2017）。

在实验室条件下，摄取微塑料会给
水生生物带来负面影响，通常是微塑料
浓度超过正常环境浓度几个数量级时。
当生物个体长期暴露于高浓度微塑料环
境中，其繁殖力、幼体存活率和正常发育
都会受到负面影响。然而，人们对微塑料
改变生态过程以及在自然条件下通过营
养级转移进行富集的能力仍一无所知。

图	4		

水中微塑料：添加剂浸出和污染物吸附模式	

微塑料有哪些环境影响？

微 塑 料 含 有 添 加 剂，添 加
剂是一种在制造过程中加入的
可渗入周围环境的化学混合物
（图 4）。微塑料也能有效吸收海
洋环境中的持久性生物累积物
和有毒污染物（PBTs），例如持久
性有机污染物（POPs）。此外，微
塑料还可以作为活体生物生活
的基质，如海洋无脊椎动物、微
藻、细菌、真菌或病毒，其中一些
还是潜在的病原体。

含有添加剂的颗粒

有机污染物附近漂浮
的颗粒

添加剂浸出至水体中

污染物吸附至颗粒上

浸出

吸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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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微塑料与海洋生物的相互作用和潜在的向人类营养级的传递过程

海洋哺乳动物

头足类

藻类 贝类

环节动物类

甲壳类

海参类

底层鱼类

中层鱼类

浮游动物

浮游动物

上层鱼类

海鸟

浮游动物

甲壳类

蓝色圆点代表微塑料颗粒；
黑色虚线箭头表示生物体和微塑料颗粒之间的相互作用(直接摄入/吸收)；
黑色实线箭头表示微塑料的间接摄入(潜在营养转移)；
黄色实线表示微塑料通过水产品到达人类营养级的可能路径；
最后，不同宽度的箭头表示微塑料在食物网中的不同潜在生物累积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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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塑料存在于人们的各类食品中 
（如啤酒、蜂蜜和食盐）。当前科学研究
主要研究的水产品中出现微塑料的现
象，使其成为认知的最可能的对人类的
潜在来源。

尽管鱼片和大条鱼才是人们消费
的两种主要渔产品形式，这并不太可能
是微塑料的来源或重要来源，因为通常
情况下，发现微塑料的肠道并不会被食
用。因此，那些未去除内脏以及全鱼被
食用的小型鱼类、甲壳类动物和软体动
物，成为了消费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而
摄入微塑料的重点关切。

微塑料会进入
人类食物链吗？

微塑料污染是否影响水产品安全？

基 于 最 坏 情 况 估 计 的 风 险 评 估 试
验了微塑料污染摄食的情况，设定一个
人 吃 掉 了 一 盘 含 有 9 微 克 塑 料 的 贻 贝
（250 克） 。根据以上估计并考虑微塑料
所含添加剂或污染物已知的最高浓度，同
时假设微塑料有害物质完全释放，结果是
微塑料导致饮食中接触有毒污染物和塑
料添加剂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其贡献率
占饮食来源污染物的比例非常小（参见数
据比较表1）。

必须强调的是，人类通过各种来源
都可接触到塑料相关污染物，比如水、
空气和食物（如鲱鱼、鲭鱼等多脂鱼）
等。例如，溴化阻燃剂的主要来源有粉
尘、母乳和鱼、贝类等食物；此外，双酚
A（BPA）这种物质在环境中普遍存在，
人类饮食是主要的接触途径，特别是食
用罐头食品和水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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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物 在微塑料中的最高浓度       
                 （ng/g）*

从微塑料中摄入量的
计算值 
    (pg/kg bw/day）**

饮食中的总摄入量
（pg/kg bw/day）**

微塑料/饮食总摄入
               （%）

污染物
非二恶英样PCBs 2	970 0.3
ESFA，2012 4	300a 0.007
JECFA，2006 1	000a 0.03

PAHs 44	800 4.5
ESFA，2008 28	800b 0.02
JECFA，2016 4	000c 0.1

DDT 2	100 0.2
ESFA，2006 5	000d 0.004
ECFA，1960 100	000	000l 0.0000002

添加剂/单体
双酚A 200 0.02
EFSA，2015a 130	000e 0.00002
FAO/WHO，2011 400	000f 0.000005

PBDEs 50 0.005
ESFA，2011 700g 0.0007
JECFA，2006 185h 0.003

NP 2	500 0.3 NAi

OP 50 0.005 NAi

虽 然 微 塑 料 是 普 遍 存 在 于 环 境 中
的，但是目前仍没有关于微塑料在海洋
环境中各个区域的可靠的量化和全球评
估数据。对其出现情况进行量化研究有
助于聚焦热点区域，收集更详细的信息
并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

我们还需要了解什么？
预计在不久的将来，微塑料污染会

不断增加，并会加重渔业资源目前面临
的环境压力。填补微塑料在种群和物种
组合水平上的影响研究空白，有助于更
好地了解微塑料对渔业和水产养殖资源
的影响。

a	非二恶英样多氯联苯的六种指示物的最低摄入
量，代表约50%的非二恶英样多氯联苯

b	中位摄入量（ESFA，2008）
c	苯并a芘平均摄入量（JECFA）
d	最低摄入量，DDT和相关化合物（ESFA，2006）
e	成人平均摄入量（ESFA，2015a）
f	最低摄入量（FAO/WHO）

g	最低摄入量，BDE-47,-209,-153,-154的总计
（ESFA，2011）

h	最低摄入量（JECFA）
i	NA：EFSA或JECFA无相关饮食中摄入量数据
l	每日摄入耐受量（JECFA）

注：PCBs（多氯联苯）、PAHs（多环芳烃化合物）
、DDT（二氯二苯三氯乙烷）、PDBEs（多溴联苯
醚）、NP（壬基苯酚）、OP（辛基苯酚）

EFSA：欧洲食品安全局
JECFA：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食品添加剂联合
专家委员会

*		ng/g：奈克/克
**	pg/kg	bw/day：皮克/每千克体重/天

来源：Lusher,	Hollman	and	Mendoza-Hill	(2017)

表	1	

摄食水产品中微塑料的污染物和添加剂计算值（最坏情况）与饮食中总摄入污染物和添加剂量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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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和微塑料污染呈增长趋势，会
加剧渔业和水产养殖资源面临的环境压
力。因此，亟需提高人们的意识并寻找合
适的解决方法来减少海洋环境中微塑料
的来源和负载量。

减少塑料的来源需要各行业的共同
努力（运输业，工业，污水，海事……）。对
于渔业和水产养殖业来说，寻求并找到
可行有用的塑料替代品，改造渔具或改
变捕捞方式以减少磨损（例如地拖绳），
消除海上废弃塑料（例如，绑带、手套、泡
沫塑料鱼箱、水产养殖浮标等 ） ，将有助
于减少微塑料的来源。同时也包括尽量
减少丢弃、遗失或以其他方式丢置的渔
具（ALDFG），这些渔具是目前海洋渔业垃
圾的主要来源。

对水产品中微塑料的风险评估、交
流和管控需要更加明确目标，减少成本，
以便为不同污染强度，本地和区域水产
品消费模式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

鉴 于 存 在 巨 大 的 数 据 和 信 息 差 距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发展支
持对微塑料的监测和知识积累研究的能
力建设，包括对现有的分析方法进行标
准化，即检测、量化在环境（水、底泥和生
物体）、食物、人体组织和血液中微塑料 
（包括纳米塑料）的分析方法。这将有助
于了解微塑料的风险及其对渔业和水产
养殖资源和食品安全的影响。

微塑料的大小是一个关键因素，因
为其大小决定了能否穿越胃肠道细胞膜
并进入动物和人类血液中。在这方面，
微塑料能力受限或不能穿越，而纳米塑
料却极有可能穿过细胞膜，导致身体内
部受到侵害。而且，微细纤维可能相对较
长，但其形状或长宽比可能使其能够穿
透细胞膜（Hann等，2017）。尽管如此，目
前还没有可行的方法来检测和量化纳米
塑料，这一空白亟待填补。研究纳米塑料
的动力学及其影响与生态和人类健康方
面是密切相关的。

与微塑料（可能存在于水产品中）
相关的几种添加剂和污染物的毒性已被
确认，且由于摄食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
而产生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却是微乎其微
的。然而，水产品中最常见的塑料单体
和聚合物的毒性尚未得到评估。

尽管有文献记载塑料碎片可作为各
类微生物群落的生活基质，但在食用水
产品接触微塑料时风险评估中还没有包
含病原菌信息的有效数据。

我们能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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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要点

联系信箱：	fi-enquiries@fao.org

微塑料无处不在，并且在不久的将来其数量很有可能增加。

和其他行业相比，渔业和水产养殖业不是微塑料的主要来源。

实验研究表明，微塑料对海洋哺乳动物有一些负面影响（在频
繁的接触下），但是目前还没有微塑料对野生种群影响的可靠 
数据。

从食品安全角度来看，相比其他来源，通过食用受污染的水产品
而摄入微塑料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未来研究和风险分析与管理需要关注可进入和穿透细胞膜的较
小颗粒（小型微塑料、微纤维和纳米塑料）。

水产品是重要的营养来源。基于现有证据，在食谱中缺失水产品
的风险远远大于水产品暴露在塑料相关污染物中带来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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