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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减轻风暴潮、海浪、海啸、赤潮灾害和溢油事故等

造成的损失，提升公众防灾意识和防范能力，特编写《海

洋灾害公众防御指南》（以下简称《指南》）。《指南》

主要面向社会公众，参照灾害预警信号，针对不同灾害、

不同人群、不同预警等级，分别提出相应的自我防范措施，

供广大群众参考。

灾害来袭前，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将通过电视、报纸、

网络和广播等媒体发布预警信号，公众参考《指南》主动

进行自我防范，应是最直接、最及时、最有效的防灾减灾

措施。在自我防范的基础上，尽可能多地关注身边的未成

年人、孤寡老人和残障人士，给予他们力所能及的帮助。

特别要注意：《指南》中高等级防范措施是在低等级

措施的基础上提出的，具有更大的优先级。例如，当发布

风暴潮红色警报时，大家既要优先采取“红色”措施，还

要兼顾“橙色”、“黄色”和“蓝色”的措施。此外，如

果同时发布了两种或两种以上警报，请分别参阅《指南》

相关内容进行防范。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

福建省渔业减灾中心

         二○二○年四月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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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风暴潮灾害公众防御指南

一、风暴潮及其危害

四级                                三级

二级                                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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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热带气旋、温带气旋、海上飑线等灾害性天气过境

所伴随的强风和气压骤变而引起局部海面振荡或非周期性

异常升高（降低）现象，称为风暴潮。

福建省的风暴潮多为台风风暴潮，发生在夏秋季节。

当台风从外海向近岸移来时，沿海地区风暴增水缓慢上升，

随着台风的逼近，风暴增水急剧升高，风暴增水与天文潮、

近岸海浪三者叠加影响会引起沿岸海域潮水暴涨导致灾害

发生，造成海堤、海塘损毁，沿海码头、工厂、城镇、低

洼地带和村庄受淹。

二、风暴潮警报级别

风暴潮警报分为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四个级别，

由海洋预报机构通过电视、广播、网络、短信等向社会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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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风暴潮蓝色警报发布时

风暴潮蓝色警报表示：受热带气旋或温带天气系统影

响，预计未来受影响区域内有一个或一个以上有代表性的

验潮站的高潮位将达到蓝色警戒潮位。受影响区域须进入

戒备状态，预防潮灾的发生。

专家建议受影响区域的公众采取以下防范措施：

1. 沿海渔民

养殖渔排上的作业人员要注意收看电视、收听广播、

查询网络、查看短信，关注风暴潮警报，抓紧做好沿海水

产种苗场、养殖场、养殖池塘等渔业生产设施加固，渔排

上的老、弱、妇、幼人员做好转移准备。

在港的渔船要进行安全检查，保持通讯畅通，加强锚固，

防止走锚丢锚，船上人员要做好转移准备。

2. 沿海工程施工、码头作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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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风暴潮警报，检查施工驻地安全状况，做好海上

工程设施的加固和保护。

3. 游客

关注风暴潮警报和海上客轮运营等信息，取消或调整

旅行计划，不要到海边游玩；已经在海边的游客要尽快上

岸到安全区域。

4. 沿海城镇居（村）民

关注风暴潮警报，适当准备一些方便食品、饮用水和

手电筒等，减少滨海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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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未成年人

不要前往海上游泳或海边游玩，家长要做好监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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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风暴潮黄色警报发布时

风暴潮黄色警报表示：受热带气旋或温带天气系统影

响，预计未来受影响区域内有一个或一个以上有代表性的

验潮站的高潮位将达到黄色警戒潮位。受影响区域可能出

现轻微的海洋灾害。

专家建议在蓝色警报防御基础上，采取以下防范

措施：

1. 沿海渔民

养殖渔排上的老、弱、妇、幼人员及时撤离上岸，在

风暴潮警报解除前，不要擅自返回渔排。

船长 12 米以下的渔船人员应服从当地政府部门的安排，

及时撤离上岸，在风暴潮警报解除前，不要擅自返回渔船；

船长 12 米以上的渔船人员应服从当地政府的安排，抓紧锚

固渔船、卸放渔货，做好转移准备。

2. 沿海工程施工、码头作业人员

立即停止海上高空、临海堤外、低洼、临水、风口等

危险区域的施工和作业；抓紧加固和保护设施设备，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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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和工程设备做好转移的准备。

3. 游客

关注风暴潮警报和海上客轮运营等信息，取消或调整



8

旅行计划，不要到海边游玩；已经在海边的游客要尽快上

岸到安全区域。

4. 沿海城镇居 ( 村 ) 民

在家的应关注自家房屋安全状况，房前屋后的围墙、

边坡出现异常时要及时向村（居）委会反映情况；尽快将

家里地势低处的家用电器等妥善安放到高处，尽量减少外

出活动。

在户外的要远离海边低洼地带，取消户外活动安排，

尽快返回高处安全建筑物内避险；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

对可能受淹区域农作物进行抢收，减少损失。

处于低洼地带的人员要做好转移准备；地势低的沿街

商户要尽快将商铺内贵重物品或怕受淹物品转移至高处，

危险区域商户做好人员转移准备。

5. 未成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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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前往海上游泳或海边游玩 , 家长要做好监管工作。

五、风暴潮橙色警报发布时

风暴潮橙色警报表示：受热带气旋或温带天气系统影

响，预计未来受影响区域内有一个或一个以上有代表性的

验潮站的高潮位将达到橙色警戒潮位。受影响区域可能出

现较大的海洋灾害。

专家建议在黄色警报防御基础上，采取以下防范

措施：

1. 沿海渔民

养殖渔排上的作业人员听从当地政府部门的安排，及

时转移上岸，在风暴潮警报解除前，不要擅自返回渔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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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长 12 米以上、船长 24 米以下渔船人员服从当地政

府部门的安排，及时转移上岸，在风暴潮警报解除前，不

要擅自返回渔船。

船长 24 米以上渔船人员：除留守 3 ～ 4 名职务船员值

班外，其余人员转移上岸；留守人员关注风暴潮警报和有

关部门通知，做好转移准备。

2. 沿海工程施工、码头作业人员

停止受风暴潮影响区域的所有海上或沿海施工作业，

海上设备提前转移至安全地带，人员撤离到安全区域。

3. 游客

滨海旅游景区、海水浴场等要适时关闭，游客要关注

交通路况、海上客轮运营等信息，调整旅行计划，不要到

海边游玩；已经在海边的游客应及时离开海边。

4. 沿海城镇居（村）民

在家的要妥善照顾好老人小孩；若发现房屋存在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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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及时向社区、村委会等有关部门求助，或投亲靠友

暂避；留意海洋部门发布的风暴潮警报，当需要转移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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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家之前，要关闭所有设施的开关，如果时间允许，可

以将家用电器放置在较高的位置上。

在户外的要远离沿海危房、海堤、海岸、低洼地带等

危险区域，取消户外活动安排；安全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

停止一切农作物抢收。

处于低洼地带的人员要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区；沿街商

户要尽快将室外物品搬回，迅速转移商铺内贵重物品到地

势高处，减少灾害损失；危险区域商户人员要及时转移到

安全地区。

六、风暴潮红色警报发布时

风暴潮红色警报表示：受热带气旋或温带天气系统影

响，预计未来受影响区域内有一个或一个以上有代表性的

验潮站的高潮位将达到红色警戒潮位。受影响区域可能出

现重大的海洋灾害。

专家建议在橙色警报防御基础上，采取以下防范

措施：

1. 沿海渔民

船长 24 米以上渔船的留守人员全部转移上岸，在风暴

潮警报解除前，不要擅自返回渔船。

2. 沿海工程施工、码头作业人员

立即停止所有海上或沿海施工作业，所有人员撤离到

安全区域。

3. 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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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旅游景区、海水浴场等要全部关闭，游客要关注

交通路况、海上客轮运营等信息，取消或调整旅行计划，

不要到海边游玩；已经在海边的游客应尽快上岸到安全区

域，以免发生意外。

4. 沿海城镇居（村）民



14

在家的要留意有关部门停业、停市、停止上班、停止

上学的通知；妥善照顾好老人小孩；接受公务人员的救助，

积极配合做好转移避险工作。

在户外的要远离海边，并服从有关部门疏导，就近到

安全区域避险；停止一切农作物抢收。

处于低洼地带的人员要立即转移到安全地区；商户要

服从工商、市场部门的管理，按要求停市、停业；处在沿

海低洼地带、危险房屋、地下商场等区域的人员应立即转

移到安全区域避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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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海浪灾害公众防御指南

一、海浪及其危害

四级                                三级

二级                                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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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浪是海洋中由风产生的波浪，包括风浪及其演变而

成的涌浪。海浪灾害会引起海上船只损坏和沉没、航道淤积、

海洋石油生产设施和海岸工程损毁、海水养殖业受损和人

员伤亡等。

二、海浪警报级别

海浪警报分为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四个级别，由

海洋预报机构通过电视、广播、网络、短信等向社会发布。

三、海浪蓝色警报发布时

海浪蓝色警报表示：受热带气旋或温带天气系统影响，

预计未来 24 小时受影响近岸海域将出现 2.5 米至 3.5（不含）

米有效波高。

专家建议受影响区域的公众采取以下防范措施：

1. 海上渔民

沿海养殖渔排上的老、弱、妇、幼人员及时撤离上岸，

在海浪警报解除前，不要擅自返回渔排。

沿海养殖渔排上的作业人员要注意收看电视、收听广

播、查询网络、查看短信，关注海浪警报，抓紧做好沿海

水产种苗场、养殖场、养殖池塘等渔业生产设施加固，做

好转移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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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港的渔船要进行安全检查，保持通讯畅通，加强锚固，

防止走锚丢锚，船上人员要做好转移准备。

海上作业渔船要注意收听海峡之声广播电台播发的渔

业海况气象预报，密切关注海上风浪情况，随时做好撤离

受影响海域的准备。

2. 沿海工程施工、码头作业人员

关注海浪警报；适时停止海上高空危险施工作业；检

查施工驻地安全状况，做好海上工程设施的加固和保护；

海上作业人员和工程设备做好转移的准备。

3. 游客

关注海浪警报和海上客轮运营等信息，取消或调整旅

行计划，不要到海边游玩；已经在海边的游客要尽快上岸

到安全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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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沿海城镇居（村）民

关注海浪警报，减少滨海活动，远离海堤、海岸、海

滩等危险区域，避免被海浪打落海中，关注堤防安全对沿

海房屋、道路的影响。

5. 未成年人

不要前往海上游泳或海边游玩，家长要做好监管工作。

四、海浪黄色警报发布时

海浪黄色警报表示：受热带气旋或温带天气系统影响，

预计未来 24 小时受影响近岸海域将出现 3.5 米至 4.5（不含）

米有效波高，或者近海预报海域将出现 6.0 米至 9.0（不含）

米有效波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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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建议在蓝色警报防御基础上，采取以下防范

措施：

1. 海上渔民

沿海养殖渔排上的作业人员应听从当地政府部门的安

排，及时转移上岸，在海浪警报解除前，不要擅自返回渔排。

海上作业渔船要服从当地政府部门的安排，立即撤离

受影响海域，或就近进港避风，返航或撤离途中要特别注

意防风、防浪，保持通讯畅通，确保安全。

船长 12 米以下的进港渔船人员应服从当地政府部门的

安排，及时撤离上岸，在海浪警报解除前，不要擅自返回

渔船；船长 12 米以上的进港渔船人员应服从当地政府部门

的安排，抓紧锚固渔船、卸放渔获，随时做好人员转移准备。

2. 沿海工程施工、码头作业人员

立即停止海上高空、临海堤外、低洼、临水、风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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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区域的施工和作业；抓紧加固、转移和保护设施设备，

作业人员转移到安全区域。

3. 游客

滨海旅游景区、海水浴场等要适时关闭，游客要关注

交通路况、海上客轮运营等信息，调整出行和旅行计划，

已经在滨海旅游的游客应马上离开海边，不要在海边观潮

观浪，以免发生意外。

4. 沿海城镇居（村）民

取消滨海户外活动，返回到安全区域；加强对沿海危

险海堤的巡查和加固防范，堤后人员和生产物资做好转移

的准备；在保障安全的情况下，对堤后海水养殖和农作物

进行抢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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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未成年人

不要前往海上游泳或海边游玩，家长要做好监管工作。

五、海浪橙色警报发布时

海浪橙色警报表示：受热带气旋或温带天气系统影响，

预计未来 24 小时受影响近岸海域将出现 4.5 米至 6.0（不含）

米有效波高，或者近海预报海域将出现 9.0 米至 14.0（不含）

米有效波高。

专家建议在黄色警报防御基础上，采取以下防范

措施：

1. 海上渔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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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长 12 米以上、船长 24 米以下进港渔船人员应服从

当地政府部门的安排，及时转移上岸，在海浪警报解除前，

不要擅自返回渔船。

船长 24 米以上进港渔船人员除留守 3 ～ 4 人值班外，

其余人员转移上岸；留守人员应关注海浪警报和有关部门

通知，做好随时转移准备。

2. 沿海工程施工、码头作业人员

停止所有施工作业，海上设备转移至安全地带，人员

撤离到安全区域。

3. 游客

服从旅游部门的安排，及时撤离到安全区域。

4. 沿海城镇居（村）民

若海堤发生溃堤、决堤等危险情况，人员要立即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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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安全区域，撤离时要照顾好老人和小孩；若时间允许时，

离开家之前，要关闭所有设备的开关，将家用电器放置在

高处；立即停止决堤后方海水养殖和农作物的抢收。

若海堤发生溃堤、决堤等危险情况，人员要立即转移

到安全区域，撤离时要照顾好老人和小孩；若时间允许时，

离开家之前，要关闭所有设备的开关，将家用电器放置在

高处；立即停止决堤后方海水养殖和农作物的抢收。

六、海浪红色警报发布时

海浪红色警报表示：受热带气旋或温带天气系统影响，

预计未来 24 小时受影响近岸海域将出现达到或超过 6.0 米

有效波高，或者近海预报海域将出现达到或超过 14.0 米有

效波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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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建议在橙色警报防御基础上，采取以下防范

措施：

1. 海上渔民

船长 24 米以上进港渔船的留守人员立即全部撤离上岸，

在海浪警报解除前，不要擅自返回渔船。

2. 沿海工程施工、码头作业人员

立即停止所有海上或沿海施工作业，所有人员撤离到

安全区域。

3. 游客

服从旅游部门的安排，立即撤离到安全区域。

4. 沿海城镇居（村）民

留意有关部门停业、停市、停止上班、停止上学的通知；

服从有关部门的安排，人员立即撤离到避灾点等安全区域，

接受公务人员的救助，妥善照顾好老人和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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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海啸灾害公众防御指南

一、海啸及其危害

三级

二级                                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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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啸是由海底地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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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洋中具有超大波长，但在岸边浅水区时，波高陡涨，

骤然形成水墙，来势凶猛，严重时高达 20 ～ 30 米以上。

海啸具有强大破坏力，能迅猛袭击海岸，对沿海港口码头、

村庄、城市造成巨大的破坏。地震是海啸最明显的前兆，

海啸临近时，海面会有明显升高或降低，海水后退速度异

常快，或者有火车行走般的咆哮声。

二、海啸警报级别

海啸警报分为黄色、橙色和红色三个级别，由海洋预

报机构通过电视、广播、网络、短信等向社会发布。

三、海啸黄色警报发布时

海啸黄色警报表示：受地震或其他因素影响，预计海

啸波将会在我国沿岸产生 0.3（含）米至 1.0 米的海啸波幅。

专家建议受影响区域的公众采取以下防范措施：

1. 滨海地区人员

停止一切水上和岸边活动，迅速离开。

2. 沿海养殖渔排人员

抓紧做好生产设施加固，人员做好安全防范工作。

3. 进港船只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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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船只安全检查，保持通讯畅通，加强锚固，防止

走锚丢锚，船上人员做好安全防范工作。

4. 海上或沿海施工作业人员

适时停止施工作业，人员做好安全防范工作。

四、海啸橙色及以上级别警报发布时

海啸橙色警报表示：受地震或其他因素影响，预计海

啸波将会在我国沿岸产生 1.0（含）米至 3.0 米的海啸波幅。

海啸红色警报表示：受地震或其他因素影响，预计海

啸波将会在我国沿岸产生 3.0（含）米以上的海啸波幅。

专家建议在黄色警报防御基础上，采取以下防范

措施：

1. 滨海地区人员



28

立即撤离到内陆地势较高的地方，或就近撤离到附近

钢筋混凝土高层建筑物中。如果海啸已经临近，时间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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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迫，应迅速就近爬上地势较高的山坡或可承受海啸冲击

的大树上进行避险。如果海啸已经到达，没有机会逃往高

地时，应紧紧抓住或抱住身边的树木、建筑等，及时发送

求救信号等待救援。2. 沿海低洼地带、村庄群众

立即撤离到高处安全建筑内或可靠的避灾点，在海啸

警报解除前，不要擅自返回，若时间允许，撤出结构不牢

固的沿海房屋，跑往高处或稳固建筑物的高层。

3. 沿海养殖渔排人员

撤离至岸上高处，在海啸警报解除前，不要擅自返回

渔排。

4. 进港船只人员

立即撤离至岸上高处。

5. 海上航行船只人员

不要将船只驶回港湾，海啸在海港中造成的落差和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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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非常危险，切勿驶向沿岸或浅水区。若时间允许，马上

驶向水深 100 米以上的深海区，深海区相对于海岸更为安全；

若没有时间驶出港湾海港，所有人员立即撤离至岸上高处。

6. 海上或沿海施工作业人员

立即停止一切施工作业，人员迅速撤离至岸上高处。

7. 沿海相关地区所有学校

立即停课，人员迅速撤离到高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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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赤潮灾害公众防御指南

一、赤潮及其危害

赤潮是指海洋中一些微藻、原生动物或细菌在一定环

境条件下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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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形成赤潮的生物种类的不同，它可以呈现出不同的颜色，

除了最常见的红赤色之外，还有粉红色、土黄色、灰褐色、

绿色、白色等。赤潮发生后会导致海水缺氧，有些赤潮藻

类会产生黏性物质，影响鱼、贝类呼吸，有些赤潮藻类会

产生有毒物质，毒死鱼、虾、贝类，并通过生物链对人类

健康和生命构成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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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上赤潮发生时

专家建议受影响区域的公众采取以下防范措施：

1. 海水养殖场

位于赤潮区海水取水源的育苗场、养殖场应关闭取水，

控制换水量和投饵量，增加增氧设备。由于赤潮生物主要

漂浮于海水表层，若急需使用海水，要抽取深层海区未被

污染的海水，避免因水源污染造成损失。

2. 海水网箱养殖户

（1）迁移或下沉养殖网箱

对于方便移动的小范围养殖网箱，可以通过提前转移

到不受赤潮影响的海区来规避赤潮，转移前进行机械增氧，

改善溶解氧含量，防止鱼类或鲍等养殖生物窒息死亡；赤

潮通常都位于海水表层，若养殖区域已受赤潮影响，网箱

无法转移，可采用网箱加盖下沉方式来规避赤潮；若鱼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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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鲍等养殖生物因赤潮出现死亡，要及时清理死亡个体，

集中处理，减少二次污染；赤潮期间不投饵料，赤潮过后，

投喂漂洗干净的新鲜藻类；有条件的地方将鱼类或鲍等养

殖生物临时移到岸上养殖；赤潮过后要及时清理养殖设施，

进行消毒除菌、除垢（甲藻孢子）等工作。

（2）收成养殖产品

未受赤潮污染的邻近海区，可以提前收捕达到上市要

求的养殖产品，避免造成经济损失。

3. 滨海游客

受赤潮污染的海水可能对人体造成伤害或带来不适，

海水浴场、滨海旅游区要适时关闭，游客不要下水游泳，

更不要去捡受赤潮污染的死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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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海洋溢油公众防御指南

一、溢油及危害害

海洋溢油是指在石油勘探、开发、炼制及运储过程中，

由于意外事故或操作失误，造成原油或油品从作业现场或

储器里外泄，溢油流向海滩或海面，同时由于油质成分的

不同，形成薄厚不等的一片油膜的现象。海洋溢油会导致

海上和岸边的环境和生态灾难；溢油中的苯及其衍生物质

被人吸入后会对人体造成危害，出现如味觉反应迟钝、昏迷、

头痛、流泪等急性症状；皮肤接触到溢油，油会快速通过

皮肤表层、毛囊和汗腺直接对人体造成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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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洋溢油事件发生时

当海上发生溢油事故时，专家建议采取以下防范措施：

1. 海上作业渔民

尽可能将海上养殖的水产品迁移至未受溢油污染的干

净海区；要及时更换养殖区受油污染严重的浮球桶、绳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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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去油剂清洗被轻度油污染的框、绳、浮球、木板和竹子，

用吸油毡吸去残油；及时销毁受污染已死亡的养殖水产品，

避免二次污染。

2. 海水浴场、滨海旅游区

及时关闭受溢油扩散影响的海水浴场、滨海旅游区。

3. 游客

不要到溢油所在的周边海域游泳、戏水，避免受到伤害；

不要到受溢油污染的海域垂钓，也不要在海边捡拾受污染

的死鱼虾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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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一、防灾信息咨询服务

1. 网络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网站（hyyyj.fujian.gov.cn）和“福

建省海洋预报台”网站（www.fjhyyb.cn）。

2. 广播

海峡之声广播电台《渔民之友》广播节目的“台湾海

峡渔业海况气象预报”，普通话频道：中波 666 千赫，短

波 11590 千赫；闽南话频道：中波 783 频道，短波 6115 千

赫。播放时间：每天 7:00 至 24:00 整点前 5 分钟各播一次，

台风期间每天 24 小时整点前 5 分钟各播一次。

3. 电视

《福建海洋预报》播出时间分别为：福建电视台综合

频道 19:31 分，福建电视台新闻频道 21:38 分，福州电视台

20:03 分，平潭电视台 20:35 分，莆田电视台 18:52 分，泉州

电视台 20:02 分，宁德电视台 18:50 分。

4. 电话

（1）风暴潮、海浪、海啸动态信息咨询福建省海洋预

报台，电话：0591-87878609

（2）赤潮动态信息咨询福建省渔业资源监测中心，电

话：0591-87871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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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海上搜救报警求助电话：12395

（4）福建渔业搜救热线电话：968195

二、风暴潮常识

1. 什么是验潮站？

验潮站是指记录潮位升降变化的观测站；有代表性的

验潮站是指站址设置科学合理、观测仪器符合国家标准、

观测规程符合国家规范、观测数据具有连续性和长期性的

验潮站。

2. 警戒潮位及其分级

警戒潮位是指防护区沿岸可能出现险情或潮灾，需进

入戒备或救灾状态的潮位既定值。警戒潮位分为蓝色、黄色、

橙色和红色四个级别。

三、海浪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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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海洋防灾减灾顺口溜

1. 风暴潮

台风天气海浪高，沿岸易发风暴潮；

船只进港是良策，人员撤离最可靠。

2. 海浪

大海茫茫鱼虾多，安全生产记心头；

防风避浪别麻痹，风浪大小听广播。

3. 海啸

海啸是恶魔，一定要知晓。

平时多观察，地震是前兆。

海水极速降，海啸紧跟到。

赶紧听新闻，逃命最重要。

船往外海开，人往高处跑。

心中有根弦，自救才是宝。

4 ﹑赤潮

天变色，防风雨；海变色，防赤潮。

铁锈水，颜色多；红黄绿，茶褐白。

耗氧气，或有毒；养鱼虾，要当心。

养殖场，慎取水；少投饵，多增氧。

大网箱，或迁移，或下沉，或围隔。

养成品，早收捕，保成本，少损失。

死鱼虾，莫上市，害人己，受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