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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负温天然气分输管道周围土壤冻结可能引起冻胀效应，使管道在冻胀荷载作用下发生变形。
通过分析土壤冻胀对管道产生的力和位移分布规律，判断管道抬起时最大弯矩、应力的出现点以及
管道的安全性。分析了由于土壤冻胀作用而引起的管道上抬力的控制因素，利用管道冻胀上抬力
计算模型和管-梁方程建立了管道受土壤冻胀作用的管道内力、位移计算模型。利用 Nixon 的实验
数据对计算模型进行了验证，证明了该模型的合理性。利用该模型对西气东输郑州分输压气站分输
用户燃气管道的数据进行分析计算，结果表明：
当抬起量为 30 mm，即相邻土壤的不均匀冻胀量达到
60 mm 时，管道处于安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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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气东输一线管道工程投产以来，每年冬季，部分

图 1 中，A 部分的重力载荷 FA＝（ ρsHsHstanφ ）/2；

进站压力与分输压力相差较大的站场，由于焦耳-汤姆

B 部分的重力载荷 FB＝（ ρsHsHstanφ ）/2；外加静止载

逊效应使管输天然气温度降至冰点以下，导致管道周

荷 FC＝p；D 部分的重力载荷 FD＝2 Hsri ρs－πri2ρs/2；冻

围土壤冻结，发生“冻胀”现象，部分地面、墙体出现裂

土圆柱体的重力载荷 FE＝ρiπ（ ri2－r02 ）；管道和管内天

痕，阀体离开阀座，部分管道在冻胀荷载作用下发生变

然气重力载荷 FF＝w ；剪切面 G 的剪切力 FG＝τsHs；剪

形，因此影响分输站的安全运行。

Hs 为管道中轴的埋
切面 H 的剪切力 FH＝τsHs。式中：
深，m；ρs 为土壤密度，kg/m3；
φ 为土壤剪切角；p为外

1 管道横向举升力模型

力施加的载荷，N；ri 为冻土圆柱体的半径，m；r0 为管
道外径，m；ρi 为土-冰体的密度，kg/m3；τs 为土壤剪切

埋地管道横向冻胀力，或称土壤对管道的垂直法

强度，Pa。

向冻胀力，来自于管道周围土壤的冻胀作用。由于土

在冻胀力学模型中，冻土举升力的变化规律是一

壤冻胀而抬起的管道所受向下的力包括土壤载荷、管

个重要课题。为了确定冻土的举升力，Nixon 和 Liu

道质量、冻土质量、其他载荷、土壤剪切力等，将管道上

等 [1]进行了一系列中等尺寸管道的实验测试，结果表

方的这些载荷一一分解（图 1），逐个计算。与这些力

明：
举升力是管道垂直位移的函数，达到一个峰值后，

相平衡的向上的力，由施加于管道底部向上的土壤举

在大位移时减小到一个残余值。Foriero 和 Ladanyi[1]

升力来表示。基于此，提出了管道的力学模型，重点考

采用直径 270 mm 的管道在冻土中进行了举升力测试，

虑土壤举升力的作用。

试图解释法国 Caen 实验场（法国-加拿大联合项目）
的实尺测试结果，获得了形式类似的举升力函数，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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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Nixon 的测试结果相比，峰值以后的举升力相对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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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上方载荷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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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衰减。尽管在不同的测试环境和土壤类型下，冻胀
机理可能不同，但举升力函数的曲线形状基本类似，即
随着管道垂直位移的增大，举升力达到峰值，并在大位
移时达到残余值。
网络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13.1093.TE.20110721.1650.001.html

Mechanical analysis of frost heaving of pipeline in gas offtake station

在管道的垂直位移模型（图 2，wf 为管道自由端被
抬起的高度，可以视为因临近土壤冻胀敏感性差异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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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是管道水平位置 x 的函数。
2.1 小位移末端段

w0 为管道在砂-泥（粘土）界面和
发生的冻胀量之差；

在该位移（0＜w0 ≤we）情况下，土壤是弹性体，并

在非冻胀敏感砂土中的垂直位移之差）。由于 w0 略小

且只形成区域 A，在这种情况下 xo、x 都等于 0。假设

于 wf /2，故选取 w0＝wf /2 进行计算。

x ＝ 0 对应冻胀不均匀界面，则位移方程为：

C

B

A

A

（1）

A

求解该式得：
wA＝exp（－βx）
（C1 cos βx+C2 cos βx）

f
f

（2）

E 为弹性模量，Pa；I 为管道惯性矩，m；ks 为土壤
式中：
的弹性刚度，Pa；C1、C2 为常数；β 为特征长度的倒数，

图2

管道的垂直位移模型

m－1，可以通过下式计算：
（3）

在土壤的举升力模型中，冻土的举升阻力作为位
移的函数分为 3 个部分（图 3，we 为土壤举升力峰值

考虑到边界条件，当 x＝0（M＝0，w＝w0）时，可

Fe 为土壤举升力峰值；
Fp 为举升
对应的管道垂直位移；

以推出 c1＝w0，c2＝0 ；
斜率 ω、弯矩 M 以及剪力 S 可

阻力残余值），采用 3 个层次的管道横向位移（小、中、

以通过式（2）的连续微分求得：

大）来描述冻胀过程中管道的变形情况。

A

（4）

A
B

C

A

（5）

A

（6）

2.2 中位移末端段
在该位移（we ＜ w0 ≤wp）情况下，处于区域 A 和
区域 B 之内的 OA 和 AB 两段的举升力方程将决定管

图3

管道冻胀举升力变化曲线

管道横向发生小位移（0＜w0 ≤we），管道下方土
壤向上的变形基本是弹性的，管道受到的举升力和垂

道的受力和变形情况，此时，x ＝0。
以区域 A 和区域 B 的分界点处为起点，区域 B 内
的微分方程可以表示为：

直位移的关系在图 3 中用 OA 表示，对应区域 A；管道

B

横向发生中位移（we＜w0 ≤wp），在距离边界 x0 处管道

B

（7）

B

（8）

受到的举升力和垂直位移的关系在图 3 中用 AB 表示，
对应区域 B，举升力的值减小到残余值 Fp，对应的管道

ks 为土壤的弹性刚度，Pa；We 为冻胀力峰值对应
式中：

垂直位移为 wp ；
管道横向发生较大位移（wp＜w0），举

Wp
的管道垂直位移，m；Fp 为土壤残余举升力，N/m ；

升阻力为残余值 Fp，管道受到的举升力和垂直位移的

为土壤举升力衰减到残余值时的管道垂直位移，m；α

关系在图 3 中用 BC 表示，对应区域 C。

为系数，其值大于 1，表示举升力在峰值之后的下降速
率，α 值越大，举升力下降得越快，因此，α 取值为 0 和

2 管道变形－内力计算模型

1 分别对应弹性和弹性-理想塑性的极限情况。该微
分方程的解变形后为：

在模型中，根据冻胀管道末端位移的大小，3 种举

B

（9）

升力的值都有可能出现，位移、斜率、弯矩以及剪切力
www.yqc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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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C6 均为未知常数。同理，

其中：

－C3cos μx0＋C4 sin μx0＋C5 cosh μx0
－C6 sinh μx0＝0

斜率、弯矩以及剪切力可以通过对上述方程进行连续
微分求解：

（14）

考虑到 x ＝ 0 处位移、斜率、弯矩和剪切力的连续

ωB＝ μ（－C3 sin μx＋C4 cos μx＋C5 sinh μx
＋C6 cosh μx）

性，可得：
C3＋C5－C1＝αwe（1－α）

（10）

2

MA＝－2 EI μ（－C3 cos μx－C4 sin μx
＋C5 cosh μx＋C6 sinh μx）

（15）

C4＋C6＝ψ（－C1＋C2）
（11）

ψ＝β/μ

（16）

3

SA＝－2 EI μ（C3 sin μx－C4 cos μx
＋C5 sin h μx＋C6 cosh μx）

（12）

区域 A 中的微分方程及其解方程分别同式（1）和
式（2）。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式（2）也表示小位移的情
况，但是求解常数的边界条件却发生了改变，因此 C1、

－C3＋C5＝2 ψ2C2

（17）

－C4＋C6＝2 ψ3（C1＋C2）

（18）

另外，剪切力的变化率在 x＝0 处等于举升阻力的
峰值 Fe，这样：
C1＝Fe （4
/ β2EI）

C2 也需要重新进行求解。边界条件表达式可以用来
求解常数 C1～C6 和 x0。

（19）

解式（13）～式（19）即可求解常数 C1～C6 和 x0，进

2.2.1 边界条件

而计算出斜率、弯矩及剪切力。

在 x＝－x0 处，位移和弯矩分别等于 W0 和 0，由式

采用 Matlab 编制程序进行求解。在计算程序中，

（9）和式（11）可以分别得到：
C3cos μx0－C4 sin μx0＋C5 cosh μx0
－C6 sinh μx0＝w0＋αwe（1－α）

2.2.2 求解程序
先采用 C2 来表示 C3～C6，然后将得到的表达式代入式

（13） （14），得到：
（20）

其中：v0＝F4（4
/ β 4EI），v1＝v0＋αw（1－α）
。用余下的
e

求解该式得到：

一个边界条件式（13）进行试算，以确定未知参数值。
对于给定的 x0 值的范围，采取一定步长逐次变化 x0 值，

C

（22）

对于任一个 x0 值，采用式（20）计算 C2 值，然后代入

后面的求解过程同小位移和中位移情况基本相

C3～C6 用 C2 表示的式子中，从而得出 C3～C6 的值，将

同，依然采用边界条件，利用斜率、弯矩和剪切力等在

这些值代入式（13），当式（13）两边的差最小时，该 x0

边界点的连续性，求解未知常数 C1～C10，从而得到斜

值即为所求值，由该 x0 值即可解出其他参数值。

率、弯矩和剪切力的函数表达式。

2.3 较大位移末端段
当冻胀管道末端位移 wp＜w0 时，区域 C 内的管道

3 模型计算结果与 Nixon 数据对比

将受到恒定的土壤残余举升力。在之前的管段中，管
道垂直位移将大于 we 但小于 wp（图 3 中的线段 AB）；

Nixon 基于近 10 年的数据，采用有限元方法计算

而起始的一段管道仍然对应土壤的弹性变形（图 3 中

了冻胀量差值达 900 mm 的一段管道的上抬量、弯矩、

的区域 A）。为便于计算将区域 B/C 的分界点作为起

应变等随水平距离的变化情况，通过与实验测量数据

始点。

进行对比，证明利用有限元计算的精确度较高。

区域 C（－x ≤x≤0）这一段的微分方程可以表

1994 年的 Nixon 数据进行分析对比。Nixon 数据包

示为：
C

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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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模型使用效果，根据力学模型计算方法，采用

（21）

括：
峰值 Fe＝585 kN/m，峰值时的位移we ＝25 mm，残

Mechanical analysis of frost heaving of pipeline in gas offtake station

余值 Fp ＝ 292.5 kN/m，残余值时的位移 wp＝50 mm，
土壤刚度 ks＝23.4 MPa，管径 D0 ＝ 914 mm，管道壁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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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上抬量与水平距离的关系
从分界面开始，上抬量由 0.03 m 逐渐下降，在距

t＝17.8 mm，衰减指数 α＝1.5，弹性模量 E＝204 GPa，

离分界面约 5 m 处下降到原来的 0 抬起量位移处，并

管道位移取 450 mm。根据模型，计算上述管道的上抬

将继续下降至管道原位置以下，在距离分界面约 8 m

量、弯矩与水平距离的关系（图 4、图 5），程序运行结果

处上抬位移下降至最低值，随后逐渐缓慢回升，在距离

与 Nixon 的数据吻合较好。

分界面 18 m 左右恢复到原位置（图 6）。

图4

管道上抬量随水平距离的变化趋势

图6

管道上台量随水平距离的变化曲线

4.2 弯矩与水平距离的关系
从分界面处开始，弯矩的值从 0 逐渐升高，在距离
分界面 3 m 处，弯矩达到最大值 3×104 N • m，随后逐
渐减小，在距离分界面约 20 m 处基本衰减到 0（图 7）。

图5

弯矩随水平距离的变化趋势

4 实例计算
采用该模型计算西气东输郑州分输压气站分输用
户燃气管道的现场情况。
代入该站燃气现场数据：
峰值 Fe＝174.73 kN/m，

图7

管道所受弯矩随水平距离的变化曲线

4.3 剪力与水平距离的关系
在分界面处，剪力达到最大值，约 1.09×105 N，随

峰值时的位移 we＝25 mm，残余值 Fp＝87.37 kN/m，残

后逐渐减小，在距离分界面 6 m 处发生方向转变，但转

余值时的位移 wp＝50 mm，土壤刚度 ks＝23.4 MPa，管

变后的值较小，不到 2.5×104 N，
在距离分界面约 20 m

径 D0＝273 mm，壁厚 t＝10 mm，衰减指数 α＝1.5，弹

处基本为 0（图 8）。

性模量 E＝204 GPa，管道位移取 30 mm，可以得到管
道的抬起量和弯矩。设定郑州燃气管道的抬起量约为
3 cm，即土壤冻胀不均匀性引起的冻胀量差约 6 cm。
土壤对管道冻胀举升力的影响规律取自 1994 年
Nixon 采用的管道数据，这是由于两者均为粘土类型
的土壤，冻胀性质相似。根据文献[2]有关冻胀力与接
触成正比的理论，对于因管径的不同而造成的举升力
的差异，可利用管径比进行换算而得来。

图8

管道所受剪力随水平距离的变化曲线
www.yqc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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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y ＝ 22.9 MPa，τxy max＝26.4 MPa。弯矩引起的正应力

4.4 应变与水平距离的关系
管道的最大应变值为 2.8×10

－4

，即 0.028%，管道

的弹性极限应变为 0.2%，由此可知管道的力学状况是

是管道内各类应力最大的部分。
采用下式计算主应力 σ1、σ2：

安全的（图 9）。

（28）
σ1＝114 MPa，σ2＝15.3 MPa。
可得：
采用第四强度理论

进行判

断，由于 σy4=110 MPa＜0.9 σs（管材 σs＝290 MPa），因
此当抬起量为 30 mm 时，管道处于安全状态，换言之，
当相邻土壤的不均匀冻胀量为 60 mm 时，根据本计算
模型和基础参数取值，管道不会出现强度问题。
图9

管道所受弯曲应变随水平距离的变化曲线

5 结论

4.5 应力校核
根据正应力的分布规律，正应力最大点应在管道
最上方或最下方的位置，若上方是拉伸，则下方是压

利用管道冻胀上抬力计算模型和管-梁方程建立

缩，由于此时轴向温度应力为拉应力，故选取弯矩最大

了管道受土壤冻胀作用下管道内力和位移计算模型，

的截面上的最大弯曲应力进行分析，此处应力最大。

利用 Nixon 数据对计算模型的合理性进行验证。该模

轴向应力分为两部分：
正应力和温度应力。气体

型可用来计算管道因冻胀上抬时受到的弯矩、剪力等

内压对管道产生环向应力，可以在管道径向上计算径

力学参数的变化规律，对管道抬起时最大弯矩、应力的

向应力。切应力通过剪切力进行计算。

出现点进行初步判断，并用以判断管道的安全状况。

σx＝σmax＋σT
＝
σT＝αEΔT

（23）
＝

（24）

利用该模型对西气东输郑州分输压气站分输用户
燃气管道进行计算，结果表明：
对于降压分输的一般地
段低温埋地管道，即使土壤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冻胀，管

（25）

道仍是安全的。这是由于管道轴向应力主要由两部分

＝

（26）

组成：
埋地低温分输管道受均匀温度拉应力作用，当临

＝

（27）

近土壤发生不均匀冻胀时，管道同时受弯曲应力作用。
钢管具有较强受拉能力，故在大部分情况下分输站埋

σmax 为正应力极值，MPa；
式中：σx 为轴向应力，MPa ；

地管道是安全的。但地面和埋地管道结合部位需要谨

σT 为温度应力，MPa；Mmax 为管道弯矩最大值，N • m；

慎对待，阀门离开基座可能破坏法兰连接部位。

ymax 为 横 截 面 上 所 求 应 力 点 到 中 心 轴 的 距 离，m；D
E 为弹性模量，
为管道外径，m；I 为管道惯性矩，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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