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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燃气管道的泄漏过程非常复杂，其发生、发展的一系列过程影响因素众多，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且事故表现形式多样，因此一直都是管道安全技术领域的重要课题。国内外的相关研究非常活跃，
针对泄漏过程的不同阶段、燃气种类和扩散介质的不同，相继提出了高斯模型、Sutton 模型、BM 模
型、FEM3 模型等经典气体扩散模型。给出了这些模型的适用范围，对比了其优缺点。在此基础上，
介绍了 AFTOX 模型、HEGADAS 模型、DEGADIS 模型、HGSYSTEM 模型、INPUFF 模型、SLAB
模型等近年比较流行的气体扩散模型，并介绍了概率密度函数（PDF）输运方程模型、条件矩封闭模
型、简化的 PDF 模型、关联矩模型等爆炸 / 火焰模型。根据工业生产需求，对燃气管道泄漏过程进行
了分析，阐述了研究的分类并指出了该技术领域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未来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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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环境与能源问题日益严峻，急需发展新能

壁厚等，泄漏属性包括泄漏方式（孔口 / 穿孔 / 断裂）、泄

源产业。在此背景下，燃气公用事业得到了高速发展。

漏点位置等，气源属性包括化学成分、密度、质量、温度

随着燃气管道里程的增加、燃气占能源消耗比例的上

等，介质属性包括介质成分（空气 / 土壤）、密度和温度

升，燃气事故风险也与日俱增。城市燃气虽然是优质

等，环境属性包括风速、风向、大气稳定度、地形地貌、

燃料，但是由于其具有易燃、易爆性，且部分气种含有

温度湿度等。

一氧化碳等有毒气体，同时输配管网建设在人口稠密
的城市，一旦因管理疏失或操作不当造成气体泄漏，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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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引起爆炸、火灾以及人员中毒等严重事故。经统计
分析，管道输送事故占燃气事故总数的 70%，而泄漏是
管道输送事故的主要表现形式。因此，研究燃气管道
泄漏扩散过程，对于明确燃气管道泄漏机理、分析事故
原因、制定应急抢险方案、建立管道安全评价体系具有
重要意义。

图1

燃气管道泄漏扩散的影响因素

其次，燃气属于易燃、易爆气体，根据泄漏发展的
不同时段，遇到明火会出现喷射火焰、燃烧、爆炸等不
同的事故形式。针对天然气管道的泄漏过程，根据泄

1 燃气管道的泄漏过程

漏点是否存在障碍物影响扩散，是否存在明火立刻点
燃，是否在本地延迟点燃，是否在远距离延迟点燃，将

燃气管道的泄漏过程非常复杂，主要体现在两个

形成不同的事件结果，可以绘制事件树（图 2）来表示。

方面。首先，燃气管道泄漏发生、发展的一系列过程影

由于影响因素众多，且不同的泄漏阶段存在不同

响因素众多，存在很多不确定性。这些影响因素按照

的事件，因此直接建立燃气管道泄漏过程模型非常困

其来源，可以分为管道属性、泄漏属性、介质属性、气源

难。目前国内外均是选取某几个影响因素，分阶段对

属性、环境属性 5 大类（图 1）。管道属性包括管道压力、

燃气管道泄漏过程建立不同的模型分别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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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管道泄漏事件树

2 研究内容的分类

价事故后果的基础。泄漏源模型也称为速率模型，其
研究对象是气体管道发生泄漏时气体的泄漏速率，是

目前，对于燃气管道的泄漏机理已经形成初步的

后续泄漏过程的研究基础。泄漏源模型的研究开展较

认识。基于燃气管道泄漏过程的复杂性，该领域的研

早，目前已经提出 3 种典型的模型。

究内容有 3 种典型的分类方法。

3.1.1 一般泄漏速率模型

首先，根据燃气管道泄漏过程的不同阶段，可以将

气体泄漏时的流动状态不同，泄漏速率的计算公

研究内容划分为：
泄漏源模型、
泄漏扩散模型、爆炸 / 火

式也不同。一般是根据气体泄漏速率与其流动状态有

焰模型。根据近年的研究发展趋势，越来越多的泄漏

关这一特性，通过判断泄漏时气体流动属于亚声速流

扩散模型中包含了初始泄漏速率的计算模拟，因此在

动（次临界流）还是属于声速流动（临界流）来确定泄

未来的研究中，泄漏源模型和泄漏扩散模型将得到有

漏速率模型[1]。

效整合。

气体流动属于声速流动：

其次，由于气源类型不同，其摩尔质量不同，泄漏
扩散的形式也不同。根据燃气的种类，可以将研究
内容划分为两类：
一是以研究天然气泄漏过程为代表

气体流动属于亚音速流动：

的轻质 / 中性气体扩散模型，二是以研究液化天然气
（LNG）泄漏过程为代表的重气扩散模型。
最后，根据泄漏扩散的环境介质不同，亦可以将研
究内容分为两类：
一是在空气中的泄漏扩散过程，即管
道暴露于大气中或埋地管道开挖后暴露于大气中的泄

式 中：pa 为 环 境 压 力，MPa；p 为 管 道 内 气 体 压 力，
MPa；K 为气体的等熵指数。
该模型适用于泄漏时管内气体压力恒定的工况，

漏过程，泄漏扩散的环境介质为大气；
二是在土壤中的

若因管内压力降低而影响泄漏速率时，它不再适用。

泄漏扩散过程，即管道埋设于地下的泄漏过程，泄漏扩

3.1.2 孔口泄漏模型和管道泄漏模型

散的环境介质为土壤和大气。

天然气管道泄漏一般为孔口泄漏，通常以圆孔口
泄漏为基础建立孔口泄漏模型，当孔口不规则时，可采

3 泄漏过程模型
3.1 泄漏源模型
确定泄漏速率是分析管道泄漏扩散规律和预测评

用当量直径[2]作为计算参数。根据孔径的大小，孔口
泄漏可分为小孔和大孔两种泄漏。孔径小于 20 mm
属于小孔泄漏，孔径为 20～80 mm 属于大孔泄漏。管
道横截面完全断裂的泄漏模型称作管道泄漏模型。
www.yqc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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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学者[2]将孔口泄漏视为绝热过程，采用伯努

故危害的评估，以及抢险方案的制定。泄漏扩散模型

利方程和绝热方程描述气体泄漏过程。在实际泄漏过

用于研究泄漏气体向环境介质扩散的过程，确定扩散

程中，气体存在局部摩阻损失，泄漏速度小于理论计算

范围和气体质量分数的分布情况，为评估事故影响、制

值，需要利用孔口流速系数进行修正。另一些学者

[3]

定抢险方案提供理论依据。

则将孔口泄漏气体视为可压缩气体，应用流体力学的

泄漏扩散模型，按照其授权方式可以分为开源免

动量守恒方程、能量守恒方程、连续性方程描述气体的

费模型和商业收费模型两大类；
按照其本质特征可以

流动过程，并在理想气体状态方程中引入气体压缩因

分为经验模型、一维积分模型、箱及相似模型、三维流

子来缩小与实际气体的差别。对于小孔泄漏模型，由

体力学模型以及浅层模型。

于孔径较小，假设管内的气体压力不受泄漏影响，忽略

3.2.1 经典气体扩散模型

摩擦的影响，气体膨胀过程为等熵过程，因此气体泄漏

关于燃气管道泄漏扩散过程的模拟和实验研究，
国外从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业已开始，直至今天该领域

速率恒定，等于起始最大泄漏速率。
当管道发生完全断裂时，采用管道泄漏模型，利用

的研究依然很活跃。国外学者提出了很多气体扩散模

机械能守恒方程和总能量守恒方程来描述管道内气体

型，并开展了大量的风洞试验和全尺寸试验。其中，高

的绝热流动过程 。

斯模型（Gaussian Plume/Puff Model）、Sutton 模型、BM

3.2 泄漏扩散模型

模型（Britter and McQuaid Model）、FEM3 模型（3-D

[2]

泄漏气体向环境介质扩散的过程是研究燃气管道
泄漏的关键内容，该过程直接关系到危险域的确定，事
表1

Finite Element Model）是相对经典的 5 种气体扩散模
型（表 1）。

国外5种典型气体扩散模型的比较

模型名称

适用对象

适用规模

适用时间

难易程度 计算量 精度

烟团模型

轻气 / 中性

大规模

短时间泄漏

较易

小

较差

计算简便；广泛应用于
未考虑重力影响
污染物扩散领域

烟羽模型

轻气 / 中性

大规模

长时间泄漏

较易

小

较差

计算简便；广泛应用于
未考虑重力影响
污染物扩散领域

Sutton 模型

中性

大规模

长时间泄漏

较易

小

一般

对模拟湍流扩散效果
较好

模拟可燃气体泄漏扩
散时误差较大

BM 模型

中性 / 重气

大规模

长时间泄漏

较易

小

较差

对重气扩散模拟效果
较好

经验模型，外延性较差

FEM3 模型

重气

不限

不限

较难

大

较好

三维有限元模型，精度
只适用于重气，计算量大
高

高斯模型是最早开发的管道泄漏扩散过程的数学
模型，基于统计方法，考察扩散质的质量分数分布

[4-5]

，

优点

缺点

体连续泄放和瞬时泄放的实验数据绘制成的计算图表
组成，属于经验模型，外延性较差。Hanna 等[6]对其进

适用于点源的扩散。高斯模型分为高斯烟团模型（Puff

行了无因次处理并拟合成解析公式，发现该模型与实

Model）和高斯烟羽模型（Plume Model），前者适用于

验曲线吻合较好。该模型主要适用于中性或重气体的

短时间泄漏的扩散，即泄放时间相对于扩散时间比较

扩散研究，且更侧重于大规模泄漏扩散的情况，其计算

短，如突发性泄放，后者适用于连续源的泄放扩散。由

简便，结果表现直观。

于两种模型均未考虑重力影响，因此只适用于轻气体

Sutton 模型与高斯模型一样，适用于两种气体压

或与空气密度相差不大的气体的扩散。虽然高斯模型

力相同且相对速度较低条件下的扩散过程[7]，它采用

存在诸多弊端，但因其开发时间早，技术较成熟，模型

湍流扩散统计理论处理湍流扩散问题，但用于可燃气

计算简便，仍被广泛应用于污染物扩散领域。

体泄放扩散过程时误差较大。

BM 模型也称为唯象模型，该模型由一系列重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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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元计算模型。该模型采用的有限元解法由伽辽金

空气混合物被意外点燃，通过气云传播使燃烧速度加

（Galerkin）法改进而来，可解不定常的连续性方程、热

快，引发气云爆炸，产生爆炸冲击波，造成人员伤亡和

量方程、扩散方程及理想气体状态方程、动量方程，并

财产损失。因此，研究天然气泄漏后可燃气团的爆炸

使用 K 理论（梯度输运理论）来处理湍流问题 。该

极限，分析爆炸影响因素，建立爆炸火焰模型，进行数

模型适用于处理连续源的泄放和有限时间内的泄放，

值模拟，对预测发生天然气爆炸的可能性、爆炸可能导

其计算量大，且只适用于重气体的扩散。

致的结果及有效防止天然气爆炸，都具有实际意义。

[8]

3.2.2 气体扩散模型的完善

天然气在空气中的扩散可以认为是湍流过程，目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国外学者对于气体扩散

前湍流燃烧的模拟方法有：
随机涡模拟、直接数值模

模型的研究更加深入，在经典气体扩散模型的基础上

拟（DNS）
、关联矩模型、雷诺平均模型、概率密度函数

进行改良和创新，发展了一系列新的模型体系，并经过

输运方程模型、条件矩封闭模型（Conditional Moment

若干次改进，已经逐步走向成熟。

Closure）、大涡模拟（LES）、简化概率密度函数模型、基

AFTOX 模型是美国空军开发的危险气体扩散模

于简单物理概念的唯象模型（如 ESCIMO 模型、EBU

型，目前可以获取的版本是 4.0。它是一种多烟团叠加

模型及拉切滑模型）等。

模型，适用于模拟点源与区域的气体扩散过程，不适用

3.3.1 概率密度函数（PDF）输运方程模型

[9]

该模型用于模拟有限反应速率的燃烧过程和考察

于模拟重气的扩散 。
HEGADAS 模型利用 SPILLS 模型计算扩散速率，

详细反应动力学的问题具有较大优势，它的关键步骤

适用于模拟重气连续源泄漏，特别适用于模拟液化天

是根据统计理论和概率建立湍流燃烧系统中变量的

然气管道的泄漏扩散。该模型本质上属于箱及相似模

联合概率密度函数及其输运方程，并通过 Monte-Carlo

[10]

型

。

方法进行求解。该方法的缺点主要表现在联合概率密

DEGADIS 模型是基于 HEGADAS 模型开发的，

度函数求解的复杂性和巨大的计算量，因而难以广泛

适用于模拟中性和重气点源与区域的气体扩散过程，

应用于工程实际[17-18]。

气体泄漏速率需要另行计算。该模型目前可获取的

3.3.2 条件矩封闭模型

版 本 是 2.1，另 外 还 有 DEGADIS-Ooms 烟 雨 模 型 和
DEGADIS 区域泄漏源算法两种改进版本。该模型本
[11-12]

质上亦属于箱及相似模型

。

该模型的关键在于引入一个守恒标量作为条件变
量，使平均值和脉动矩成为了该守恒标量的条件矩。
它的最大优点在于可以有效地将反应动力学和流动的

HGSYSTEM 是 一 个 模 型 体 系，它 本 质 上 是 对

非均匀性解耦，同时保持了标量耗散即微尺度混合的

HEGADAS 模型的改进和扩展，考虑了初始射流过程，

影响，能够模拟相当复杂的反应动力学，在扩散燃烧中

并且可模拟 HF 烟羽中的化学反应和热传递过程

一般取混合分数为条件变量，在预混燃烧中取反应速

[13-14]

。

INPUFF 模型是由美国环保局开发的高斯烟羽模

度为条件变量。该方法的缺点是数值积分过程的计算

型的改进版本，目前可以获取的版本是 2.3。该模型只

量大，误差亦较大[19-22]。

适用于中性气体扩散，且不能进行泄漏源计算[15]。

3.3.3 简化的 PDF 模型

SLAB 模型是 Ermak 等由 Zerman 的潜层模型发

该模型是利用一两个标量来描述燃烧系统的热力

展而来的。该模型是以下风距离为独立变量的一维积

学参数，建立其输运方程以及假定它们脉动的概率密

分模型

[16]

。

3.3 爆炸 / 火焰模型
发生天然气泄漏后，在适宜的气象条件下，泄漏区
周围将产生大面积由可燃蒸气与空气混合形成的云

度函数，通过概率积分确定湍流燃烧过程中所有标量
的时间平均特性，其典型代表是层流小火焰模型和湍
流预混燃烧的 BML 模型[23-24]。
3.3.4 关联矩模型

团。若环境空间未达到爆炸极限，遇到点火源，将造成

该模型类似于湍流流动的封闭模型，特点是对反

局部爆燃着火引起火灾。若达到爆炸极限，天然气和

应速率表达式中的非线性指数项进行级数展开，可以
www.yqc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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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化计算，但是会引入误差，同时计算量仍很大。它一

管道，侧重建立不同土壤属性对于泄漏影响的机理，并

般需要引入 6 个二阶标量的关联矩微分方程，因此也

建立燃气在土壤中的扩散模型。

被称为关联矩的输运方程模型。基于此，有学者提出

（2）侧重研究液化天然气和液化石油气的泄漏扩

忽略二阶标量脉动关联矩输运方程的对流项和扩散

散过程，二者的泄漏扩散过程中会产生相变，较气体泄

项，以简化计算，但是仅适用于等温和近似等温的湍流

漏更加复杂，也更具有研究价值。

燃烧问题。近年来又有学者提出将二阶矩处理和概率
密度封闭相结合的新模型

[25-27]

。

（3）逐步使泄漏模型系列化，进一步考虑引入泄
漏扩散过程中的其他影响因素，同时逐步整合爆炸燃
烧模型，最终形成模型体系，从而完整地模拟燃气管道

4 问题与发展趋势
国内外关于燃气管道泄漏模型的研究取得了一定
成果，但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集中在 5 个方面：
（1）各种模型通常都是基于大量的理论假设建立
的，并且只考虑众多影响因素中的某一些因素，无法完
整描述所有影响因素和区分各影响因素的优先级。
（2）目前尚无模型能够描述燃气泄漏的全部过程，

泄漏事故的 3 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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