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气旋相关的 
化学品泄漏

本宣传册提供有关 Natech 以及其他直接或间接由气旋

引起的化学品泄漏的简要信息。这是世界卫生组织出版

物《由自然灾害事件和灾害引起的化学品泄漏——公共

卫生当局参考》的摘录。关于卫生部门在与 Natech 事

件有关的预防、防备、应对和恢复方面所起的作用，整

个文件提供了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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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气旋？

气旋、飓风和台风是热带或亚热带水域
低压天气系统的区域特定名称，其特征
是雷阵雨、暴雨和高风速 (1, 2)。气旋
强度预计会随着气候变化而增加 (3)。

根据风速和位置进一步对气旋进行分类 (1, 2)： 

•   热带低气压——持续风速为 63 公里/小时或

以下；

•   热带风暴——最大持续风速 63 至 117 公里/

小时；

•   飓风、台风、剧烈的热带气旋、剧烈的

气旋风暴或热带气旋（根据海洋盆地命

名）——强烈的热带气候系统，持续风速至

少达 119 公里/小时。

飓风可以根据其持续风速使用萨菲尔-辛普森飓风风力等级 (Saffir-Simpson Hurricane Wind 
Scale) 从 1 至 5 进行分类。1 级飓风的风速为 119-153 公里/小时，将会造成一定的破坏。 

5 级飓风的风速大于 252 公里/小时，将会造成灾难性的破坏 (4)。

出现这种天气现象的典型季节如下所示 (2)。

气旋可能有数百公里宽并且可能带来破坏性的大风、风暴潮、内陆洪水、闪电，偶尔也会有龙卷
风 (2)。风暴潮是强风引起的水位异常升高。风暴潮和冲击波可能会对受影响的海岸线造成大范围
的破坏。此外，风暴潮可沿河流和河口向内陆数公里行进 (5)。

一月 五月 九月三月 七月 十一月二月 六月 十月四月 八月 十二月

西北太平洋地区的台风：  
五月至十一月

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飓风：  
六月至十一月，八月和九月达到顶峰

南太平洋和澳大利亚的气旋： 
十一月至四月

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的热带气旋： 
四月至六月和九月至十一月

非洲东海岸的热带气旋： 
十一月至四月

对流 风眼

飓风伴有大风大雨 湿热空气

寒冷稠密的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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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品泄漏的风险因素

对以往事件的分析表明，石油精炼厂和其他危险设施易受大风、龙卷

风、洪水和闪电的影响，导致危险的化学品泄漏 (6, 7)。气旋也可能导致

主要基础设施受损，从而阻碍应对行动。 

各种因素会在气旋期间或之后增加化学品泄漏的风险以及对健康的危害， 

包括以下方面 (8, 9)：

• 沿海地区工业和化学品存储
设施的位置。

• 工业场地周围人口密度高。

有害物质的泄漏可能会阻碍搜

救行动。

位置

• 安全措施或应急计划不足。

• 预警系统不足。

• 公众缺乏对气旋和洪水风险
的认识。 

在风暴彻底停息之前，不可能

采取应对措施，无法安全行

动。可能无法获得现场外的应

急救援人员和其他资源，因为

他们可能忙于处理气旋带来的

后果。

防备和预警系统

• 易受风暴破坏和雷击的结
构。

• 规划和建筑法规不足。

现场应急设备的损坏将会阻碍

应对行动，因为这会对供电、

供水和电信等重要基础设施造

成损害。

结构

气旋可能会在以下方面降低应对能力，增加风险 (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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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物和结构 
受损以及废弃物排放

气旋可能会在多个方面导致化学品泄漏

(11,12)。大风和龙卷风可能会使储罐倾翻

并使存储装置与处理装置之间的管道和连

接错位，直接损坏化工装置的建筑物和结

构。这种高强度的风也可能会将诸如树枝

与屋顶之类的物体吹到空中并坠入存储

容器和管道系统中(6)。从刺破或破裂

的储罐中泄漏的气态有毒化学品

可能会被吹到人口稠密的地

区，或者溶解在雨水中， 

产生有毒或腐蚀性的雨水

(6)。如果不与地表水排

水系统隔离，内部厂区

排水系统的洪水可能会

泄漏废油或其他化学废

弃物。 

货船和油轮损坏

大风和强大的海浪可能会导致货

船和油轮与岩石碰撞，直接或间接地造

成损坏，使化学品泄漏到海中，然后可能会

将其冲到岸上。就漂浮在水上的碳氢化合物

而言，这些物质可能会以细密的雾状吹到岸

上。

有毒反应和火灾
泄漏的化学品会与水混合并发

生反应，可能产生有毒反应产

物或火灾或爆炸危险 (13)。
当易燃碳氢化合物泄漏到洪水中时，点火会

导致池火。这些是在汽化碳氢化合物燃料的

水平池上方浮起的火焰，并且会焚烧到新的

易燃材料源或居住区域内 (14)。它们在石油

产品的仓库或炼油厂中具有特殊风险。 

闪电损害
闪电可能会直接击中含有易燃材料

的结构和储罐，引起火灾或爆炸  
(6, 17)。原油和天然气设施特别容

易遭受破坏。雷击还会破坏电路和安全控制

系统，导致化学品泄漏 (17)。
电源损坏

一般电源损坏可能导致流程混乱并

影响安全措施，例如温度与压力监测器和控

制阀，可能会导致失控的化学反应和泄压。

化学品泄漏的机理

大风、大雨和强
大的海浪 有毒径流

源自洪水淹没地区的径

流可能会携带化学品，

例如含有肥料、除草剂和

杀虫剂（在农村集水区）

的侵蚀土壤，或重金属、 

石油烃和多环芳烃（源自道

路、高速公路和桥梁的径流） 

(1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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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类健康的潜在影响

与化学品
有关的

与
化学品 
无关的

气旋一旦登陆，就会导致大雨、大风和大浪。 

一般公众、救援人员和参与清理行动的人员可能会受到一系列危害，这些危害可分为与化学品有

关的危害和与化学品无关的危害 (9,18)。举例说明如下。

• 由于火灾和接触腐蚀性化学品（泄漏的化学品与洪水发生反

应后形成的有毒和/或易燃蒸气）而引起的灼伤。

• 由于吸入刺激性气体,包括燃烧产物和纤维 例如受损的石棉

和玻璃纤维绝缘材料,而引起的呼吸道损伤。

• 由于接触泄漏的有毒化学品以及摄入受污染的食品或水而引

起的中毒。

• 由于不正确地使用燃料燃烧型发电机、烧烤炉、火盆或煤炭

桶或木炭桶进行加热和烹饪，或使用汽油驱动泵和除湿机吹

干被淹的房间而引起的一氧化碳中毒 (15, 19, 20)。

• 参与救援和清理的工人受伤和中毒，包括过度接触用于病媒

和啮齿动物控制的杀虫剂。

• 溺水。

• 电击、雷击。

• 因浸没于 24°C 以下水中而引起的低温症。

• 遭到流离失所的动物咬伤和叮咬而中毒 (20)。

• 由于飞行、坠落和漂浮的残骸造成的伤害和死亡。在救援和清

理阶段也可能会发生伤害，例如在切割和移动坠落的残骸时。

• 疏散的后果，例如疏散地点传染性疾病的风险增加、患者在转

移期间已存在的健康问题恶化、医疗护理机构的饱和度导致无

法提供适当的治疗、供水和卫生方面的潜在问题等 (21)。

• 疾病、腹泻、病媒和啮齿动物。

• 社会心理影响，包括创伤后应激障碍 (15,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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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与恢复注意事项

1.  获取有关可能受影响的危险场地的信息，包括废弃物堆放情

况，以评估对健康构成的风险并确定适当的风险管理措施。

2.  鉴定事故中涉及的化学品：检查是否有库存，例如在现场的

应急计划；如果没有，请使用《快速环境评估工具》 (22)。
查找带有危害信息的标签。

3.  收集并考虑任何从接触人士处获得的临床信息，因为这可能

有助于鉴定某些化学品或化学基团。

4.  如果可行，安排环境样本（空气、土壤、水、农作物）的收

集和分析，以鉴定和量化化学品的污染。 

5.  评估饮用水源和食品污染的可能性。

风险 
评估

风险评估

接触的 
预防措施

接触的 
预防措施

医疗 
评估和管理

风险与危机沟通

B

A

1.  根据风险评估，按需向民防、消防或其他指定的服务提供

建议： 

• 遏制措施 

• 限制进入受污染场地 

• 需要个人防护装备 (PPE) 
• 为受影响的社区提供避难所或疏散建议。 

2.  确保参与清理和救援行动的人员充分配备个人防护装

备 (PPE) 并且了解化学品泄漏的可能性。 

3.  安排为化学品接触人士进行净化处理的设施。

4.  向公众提供有关防范措施的全面信息（参见下页的“风险

与危机沟通”）。 

关键的应对与恢复活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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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确保化学品接触人士在进入医疗护理机构之前接受净化处

理。 

2.  在管理受化学品污染的受害者时，确保医务人员遵循配戴个

人防护装备 (PPE) 的程序。 

3.  进行分类和患者评估。请注意，化学品伤害或中毒可能会与

创伤性损伤引起并发症。 

4.  从毒物控制中心获取有关化学品接触管理的建议（若有）。 

5.  按需提供特定的医疗护理（例如解毒治疗）。

6.  考虑需要从化学品接触人士（包括急救人员）处收集生物样

本以鉴定和（在可能的情况下）量化接触情况。 

7.  登记所有接触人士并确保有足够的文件和记录保存，若有需

要可进行长期随访。 

8.  确保在急救后采取恢复阶段的应对措施，以防止间接化学品

作用和长期接触。为受影响的社区提供心理健康和社会心理

支持。

医疗 
评估和管理

风险与危机
沟通

D

C

1.  必要时，向公众、急救人员和决策者提供有关事件引起的

化学危害和其他危害的信息。确保公众了解： 

  • Natech 事件 

  • 谁负责 

  • 正在做什么 

  • 所涉化学品的性质和危害 

  • 个人应该做些什么来保护自己及其家人 

  • 何时寻求医疗救助 
  • 如何获得更多信息。 

2. 一些特定的卫生防护主题包括： 

  • 在污染的情况下，食品和水公告 

  • 一氧化碳中毒的预防措施

  •  清理过程中的防范措施，例如使用个人防护装备、安

全使用切割设备、石棉水泥的处理等 
  • 因洪水受损房屋内的潜在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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