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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砂射流冲蚀作用下临近燃气管道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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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研究水砂射流冲蚀作用导致临近燃气管道的失效概率，分析了管材的临界应变与砂粒在管
壁表面形成塑变脊的影响，推导出冲蚀磨损率预测方程。利用 Fluent 软件模拟计算水管泄漏射流
速度、冲蚀面积分布，并结合冲蚀磨损率预测方程构建冲蚀磨损速率方程。最后基于最小壁厚准则，
建立了燃气管道失效概率的计算方法。研究结果表明：①通过临界间距判定分析，可获得不同水管
内压、冲蚀时间下的临界间距；②增大水管内压、冲蚀时间、砂粒粒径，减少管道间距、管道壁厚均会
导致燃气管道的失效概率增大，其中，管道间距对失效概率影响最为显著。研究结果可为失效场景
定量风险评估以及水管与燃气管道并行敷设的间距设计提供参考。（图 10，
表 1，参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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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iability of adjacent gas pipelines under the erosion action of
water-sand j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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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failure probability of adjacent gas pipelines under the erosion action of water-sand jet, the
influence of critical strain of pipe and plastic ridge formed by sand particles on the surface of pipe was analyzed, and the
prediction equation of erosion wear rate was deduced. Then, the distribution of leakage jet rate and erosion area of water
pipe was simulated and calculated by means of Fluent software, and the erosion wear rate equation was constructed based
on the prediction equation of erosion wear rate. Finally, a method for calculating the failure probability of gas pipeline was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criterion of minimum wall thickness. It is indicated that the critical spacing under different internal
pressure and erosion time can be obtained by judging and analyzing the critical spacing. In addition, the increase of internal
pressure, erosion time and sand particle size, and the reduction of pipe spacing and pipe wall thickness can increase the
failure probability of gas pipeline. And among them, the effect of pipe spacing on failure probability is the most significant.
The research results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quantitative risk assessment of failure scenario and the spacing design of
water and gas pipelines laid in parallel. (10 Figures, 1 Table, 34 References)
Key words: water-sand jet, erosion action, gas pipeline, Fluent, reliability

随着城市建设的不断发展和地下公共空间的密集

漏损情况严峻，
2013 年给水管网漏损率为 15.35％，远

化利用，新旧地下并行交叉管道铺设情况越来越普遍，

高于发达国家[2]。埋地水管发生泄漏，经泥土环境形

导致安全距离不足、
交叉穿越等安全隐患日益突出。根

成水砂射流，冲刷到临近敷设的燃气管道，极易在管道

据 2014 年中国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应急管理办公室

外壁形成侵蚀坑，造成管壁减薄而导致泄漏发生，进而

公布的数据，全国并行交叉管道安全距离不足的隐患

引发次生灾害事故。2010 年，美国伊利诺斯州发生一

9 171 处、不满足安全要求交叉穿越的隐患 8 293 处，占

起因水管泄漏形成射流冲蚀作用导致临近输油管道泄

[1]

全国排查出全部油气管道隐患的 59.33％ 。中国水管
网络出版时间：2019-08-05T14:59:35

漏的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高达 4.6×107 美元[3]。

网络出版地址：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3.1093.TE.20190805.1416.0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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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和 2012 年，马来西亚先后发生了两起燃气管道

用中占主导作用的砂粒冲蚀磨损机理进行了研究，分

因受临近水管泄漏形成射流冲蚀作用导致泄漏的事

别对垂直冲击变形作用和水平切削作用两个方面进行

故

[4-5]

[6]

。Majid 团队 对并行管道场景下水砂射流作用

计算，充分考虑了管材的临界应变和砂粒在管壁表面

引发多米诺效应事故的发生概率进行了数学建模，研

形成塑变脊的影响，推导出砂粒对管材的冲蚀磨损率

究发现在较小管道间距时该场景事故发生的概率高达

预测方程；
其次，利用 Fluent 软件模拟获得泄漏水管射

0.3。综上，
泄漏水管的射流冲蚀作用，
造成临近燃气管

流的速度分布、冲蚀面积分布，并结合冲蚀磨损率预测

道磨损失效的事故场景往往具有隐蔽性强、
危险性高的

方程构建冲蚀磨损速率方程；
最后基于最小壁厚准则，

特点，
因此，
开展此类失效场景的可靠性研究与分析，
进

建立了射流冲蚀作用下临近燃气管道失效概率的计算

而有针对性的提出相应防控措施，
对预防此类事故的发

方法并对相关影响参数进行了敏感性分析。

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泄漏水管射流冲蚀作用下临近燃气管道的失效概

1

砂粒冲蚀磨损率预测方程

1.1

方程构建

率计算是定量风险评估的关键步骤，虽然国内外对于
水砂射流冲蚀磨损机理的研究国内外均有涉猎，但基
于冲蚀磨损机理的失效概率计算却鲜有研究报道。早
[4]

管道受水砂冲蚀作用过程中，砂粒对管壁的磨损

在 2010 年，Majid 团队 通过事故现场调研提出了临

程度远大于水相对管壁的磨损程度[5]，为简化运算过

近燃气管道失效过程：
水管泄漏产生的射流与泥土混

程，大部分国内外学者将水砂射流对管壁的冲蚀磨损

合成具有高侵蚀性的水砂射流，冲刷到燃气管道壁面

假设为砂粒对管壁的冲蚀磨损[13-18]，此研究也基于以

上，造成管壁快速变薄而失效。2012 年，该团队[7]搭建

上假设。提取单颗砂粒作为研究对象（图 1），该砂粒

了水砂射流冲蚀临近燃气管道实验平台，研究结果表

以速度 v 冲击靶材，攻角为 θ 。砂粒对管壁的冲蚀作

明：
在冲蚀过程中，射流中的砂粒起主要的磨损作用，

用可正交分解为两个方向：
垂直方向上，砂粒以垂直速

而水相只起到冲击变形的作用。2013—2015 年，该团

度 v y 冲击管壁表面，表现为凿坑和塑性挤出；
水平方

[5-7]

进一步对管道冲蚀失效事故进行实验和 Fluent

队

数值模拟研究，发现砂粒磨损主要表现为剪切作用，与

向上，砂粒以水平速度 v x 在管壁表面做水平运动，表
现为犁削作用[11]。

实验中失效试样表面的侵蚀形貌一样，位于射流中心
的管壁面没有四周的管壁面磨损程度大。国外学者提
出了清晰的水管泄漏射流冲蚀作用临近燃气管道的失
效过程与失效机理，然而没有将其定量化，无法定量计
算失效的概率。Ramírez-Camacho 等[8]基于条件概率
理论对该场景建立了多米诺效应发生概率计算模型，
该模型只考虑了水管泄漏口的喷射方向和并行敷设
管道的相对几何位置关系，忽略了管道受水砂射流冲
蚀的磨损作用，导致其失效概率计算结果与实际情况
[9-10]

图1

单颗砂粒对管壁的冲蚀作用示意图

（1）管道垂直方向体积变形量。砂粒垂直方向冲

通过

蚀管壁（图 2），其中 r p 为砂粒半径，y max 为砂粒垂直方

水砂射流冲蚀不同型号钢材的实验，发现了冲蚀过程

向冲蚀的最大深度，假设某一时刻砂粒垂直方向冲击

中存在临界攻角使得冲蚀磨损率最大；
2018 年，吕东

深度为 y ，则通过计算可以得到垂直方向冲蚀面积为

存在一定偏差。而国内，在 2017 年，林楠等

莉等

[11-12]

通过 Fluent 数值模拟研究，发现 20 号钢材的

临界攻角为 39°。虽然学者已经发现水砂射流对钢材
的冲蚀磨损规律，可是没有进行统一的模型化，无法进
一步计算射流冲蚀作用下临近燃气管道的失效概率。
基于此，为定量计算泄漏水管射流冲蚀作用下临
近燃气管道的失效概率，首先，对水砂射流冲蚀磨损作
1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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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y≈2πyr p。垂直方向的受力平衡方程为：
m pd2y /dt 2+2 πyr pF 1=0
m p=

4ρ p
3

πr 3p

（1）
（2）

式中：m p 为单颗砂粒质量，kg；t 为冲蚀时间，s；F l 为
流变应力，MPa；ρ p 为砂粒密度，k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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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壁（图 3）
，其中 L max 为砂粒切削最大长度，D max 为砂
粒切削最大宽度。假设某一时刻切削长度为 L x，
切削宽
度为 D x，根据相似定理，冲击深度和切削宽度分别为：

y x ≈ L xy max /L max

（7）

D x ≈ L xD max /L max

（8）

可知水平方向冲蚀面积为：

A x≈y xD x /2=y maxD maxL 2x（2
/ L 2max）

（9）

水平方向作用力表达式为：
图2

砂粒垂直方向冲蚀管壁示意图

F x=-A xF 1
根据能量守恒定律可以得到：

通过对式（1）求解可得：

y =v ysin（kt ）=（v sinθ /k ）sin（kt ）

（3）

k = πd pF 1 /m p
式中：d p 为砂粒粒径，mm。

（4）

L max

1
1
2
c 0 F xdL x= m（
v 2 -v 2 ）= m（
（v cosθ ）（11）
p β h-1）
2 p xu x
2
0
式中：c 0 为有效切削能量损失系数[19]，0.25；v xu 为水平

通过式（3）、式（4）可计算得到砂粒垂直方向冲蚀

方向末速度，m/s；β h 为颗粒在壁面反射中水平方向的
反弹系数[20]，表达式为：

的最大深度为：

y max=v sinθ /k

（5）

β h=0.998-0.78 θ +0.19 θ 2-0.024 θ 3+0.027 θ 4（12）
由式（9）、式（10）及式（11）可以计算得到切削最

因此，砂粒垂直方向冲蚀管壁造成的体积磨损为：
y max

2

Δε y ≈ A ydy=

（10）

πd（
p v sinθ ）
2k

0

2

2

=

m（
p v sinθ ）
2F1

（6）

大长度为：

L max=3 m（1（v cosθ ）2/4 c 0 y maxD maxF 1 （13）
β h）
p
因此，砂粒水平方向冲蚀管壁造成的体积磨损为：

（2）管道水平方向体积变形量。砂粒水平方向冲蚀
L max

L max

0

0

Δε x= A xdx =

（a）正视图

D max y max
2 L 2max

L x2dL x=

m（1（v cosθ ）2
β h）
p
2 c 1F 1

（b）侧视图
图3

（14）

（c）俯视图

砂粒水平方向冲蚀管壁示意图

（3）砂粒冲蚀塑性磨损体积。考虑钢制管材为弹

式中：
Δε 为管材体积变形，m3；
Δε z 为管材塑性变形，m3；

性材料，其体积应变与塑性应变不是相等的，只有当

Δε e 为 管 材 弹 性 变 形，m3；b 1、b 2 为 塑 性 指 数；N f 为

应变大于临近应变时，管材才会开始产生塑性变形，

颗粒冲击次数；c 1、c 2 为回归常数。对于 20 号钢[21]，

形 成 不 可 逆 变 形。 根 据 科 芬-曼 森（Cofﬁn-Manson）

b 1=0.950 2，
b 2=0.601 9，
c 1=13.48，
c 2=1.102 5。

方程：

砂粒磨损管壁过程中，砂粒两边分别形成体积
b1
f

（15）

为 A 1、A 2 塑变脊，管壁表面会产生体积为 A v 的犁沟

b2
f

ΔεN =c 2

（16）

（图 4），Gahr[22]认为此体积并不是真正的磨损体积，

Δε =Δε e+Δε z=Δε y+Δε x

（17）

Δε zN =c 1

须乘上一个 f ab 因子才行，其表达式为：
yqcy.paperopen.com

1097

完整性与可靠性

2019 年 10 月

第 38 卷 第 10 期

Integrity & Reliability

计算数值偏小，图 5 计算结果验证了这一结论；
在低
攻角条件下，推导冲蚀磨损率预测方程计算结果与
Finnie 方程基本一致；
由于推导冲蚀磨损率预测 方
程 考 虑 了 颗 粒 在 垂 直 方 向 上 的 变 形 冲 击 作 用，在
高 攻 角 条 件 下，其 磨 损 速 率 比 Finnie 方 程 明 显 要
大，这与实际情况较为一致，而 Finnie 方程的计算
图4

结果不符合实际情况 [23]。

单砂粒磨损管壁表面犁沟形貌图

fab=［A v-（A 1+A 2）
］/A v=
（2/π）σ（cos
η sinα +tanη /sinθ ）/τ limtanθ （18）
b
式中：σ b 为管材屈服强度，MPa；η 为砂粒与管壁之
间的摩擦角，
°；α 为颗粒的攻角，
°；θ 为砂粒的半契
角，
°；τ lim 为管材最大应变下的剪切强度，kN/mm2。
砂粒冲蚀塑性磨损体积为：

c1
c2

ΔQ =

Δε y+Δε x

b1
b2

f ab

（19）
图5

冲蚀磨损率预测方程计算结果对比图

（4）砂粒冲蚀磨损率。冲蚀磨损率 ER 为管壁材

文献[9]中进行的一组冲蚀磨损实验，测得 20 号

料的冲蚀塑性磨损质量与砂粒质量的比值，单位为

钢在攻角 30°和 90°的情况下，其冲蚀磨损率分别为

kg/kg

[12]

1.566×10-5 kg/kg 及 8.540×10-6 kg/kg，与 推 导 方 程

，其表达式为：
ER=ΔQρ b /m p

（20）

3

计算结果的相对误差分别为 -3.565％和 4.945％。另

式中：ρ b 为管壁材料密度，kg/m 。

外，文献[11]中提出 SiC 颗粒冲蚀 20 号钢的临界攻角

1.2

方程验证

为 40°，而推导冲蚀磨损率预测方程计算得到的临界

为验证推导冲蚀磨损率预测方程的可靠性，选取

攻角为 39°，两者基本一致。综上，计算结果验证了推

土壤颗粒中的主要成分 SiC 颗粒为冲蚀颗粒（d p 为

导冲蚀磨损率预测方程是可靠的。

3

0.15 mm，ρ b 为 2 650 kg/m ），管 材 为 20 号 钢（σ b 为
245 MPa，ρ b 为 7 850 kg/m3，F l 为 408.95 MPa，τ lim 为
348 MPa），进行冲蚀磨损率计算。假设冲击速度为
24 m/s，摩擦因数为 0.3，因此可以计算得到冲蚀磨损

2

砂粒冲蚀磨损速率方程

2.1

方程推导

率随着攻角的变化曲线（图 5）。

根据文献[15]，冲蚀磨损速率 PR 为管壁材料受

结果表明：
由于 Finnie 方程只考虑了颗粒的切
削作用，忽略了磨损作用，因此，Finnie 方程的整体

冲蚀作用下的减薄速率，单位为 m/s，结合式（6）
、(14)、
（19）、
（20）可得冲蚀磨损速率的表达式为：

f abQ m

c1

PR=ERQ m/A c ρ b=ΔQQ m/m pA c=

c2
2
m（
/ 2 F 1）+m（1（v sinθ ）2（
/ 2 c 0F 1）
β h）
p v sinθ ）（
p

式中：Q m 为砂粒质量流量，kg/s；A c 为冲蚀面积，m2。

2.2

b1
b2

m pA c

（21）

数值模型

由 式（21）可 知，在 已 知 砂 粒 物 性 和 管 材 物 性

（1）模型建立。由于水为不可压缩流体，泄漏射流

情况下，计算水管泄漏射流对燃气管道管壁的冲蚀

初始速度只受水管内压及泄漏孔径影响，不受水管管

磨损速率 PR，未知变量为射流的速度 v 、冲蚀面积

径影响，为方便计算，假设水管管径为 250 mm。为模

A c 。而要计算射流的速度分布及冲蚀面积分布，涉

拟水管泄漏射流的流场形态，建立三维模型，外流场初

及到流体流动问题，因此，选用 Fluent 软件进行数

始只有泥土，水从泄漏孔口处以一定速度射出，形成射

值模拟。

流（图 6）。利用 ICEMCFD 软件进行网格划分，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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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qcy.paperopen.com

完整性与可靠性

陈国华，等：水砂射流冲蚀作用下临近燃气管道可靠性

Integrity & Reliability

Q v=A 0v 0=πD 20 v 0 /4

（22）

p 0=ρ v /2

（23）

2
w 0

3

式中：Q v 为水管泄漏体积流量，m /s；A 0 为泄漏孔面
积，m2；v 0 为初始泄漏速度，m/s；D 0 为泄漏孔径，m；p 0
为水管内压，MPa；ρ w 为水的密度，kg/m3。
为研究水管泄漏孔径为临界孔径 15.51 mm 时，
泄漏射流的速度分布及冲蚀面积分布，利用 Fluent 软
图6

件分别计算水管内压为 0.1~0.35 MPa，管道间距为

水管泄漏射流三维模型

0.1~1.0 m 多种组合工况下的泄漏射流速度分布及冲

适用性强的四面体网格，并在泄漏口处局部加密，网格

蚀面积分布。经拟合，得到射流速度、冲蚀面积与水管

质量参数 quality 为 0.86，属于理想情况。

内压、管道间距的关系式：

v=7.628 09 e-2.604 5 L g+1.432 46 ln（7.607 13 p 0）

（2）边界条件和求解器设定。为模拟管道埋土实

（拟合度：R 2=0.960 63）

际情况，选用欧拉模型对水和泥土两相流场进行模拟

A c=2 841.152 39 L

[24]

仿真，其中泥土密度和粘度为水的两倍

。将泄漏口

境，6 个面均设为 outﬂow ；
水管壁面边界采用壁面函数

-7.487 39 lnp 0

2

（拟合度：R =0.998 44）

设为入口，初始压力为 0.1 MPa ；
由于外流场为土壤环

（24）

12.711 17
g

（25）

式中：L g 为管道间距，m。
式（24）
、
式（25）拟合度 R 2 分别为 0.960 63、
0.998 44，

法计算。求解方法采用不可压缩雷诺平均 NS 方程，

均大于 0.95，证明射流速度分布及冲蚀面积分布拟合

选取 RNGk-ε 湍流模型。
（3）模型验证。对内压为 0.1 MPa，泄漏孔径分别
为 7 mm、5 mm、3 mm 的多种射流情况进行模拟，模拟
结果与 Majid 团队的实验结果

良好。将式（24）、式（25）代入式（21）中，即可计算出
冲蚀磨损速率 PR。

[24]

进行对比（图 7），两

种结果的平均相对误差为 18.49％，处于 20％以内，证

3

临近燃气管道失效概率计算

明该模型具有一定的可靠性。
基于冲蚀磨损速率方程推导临近燃气管道的极限
状态方程，利用蒙特卡洛抽样方法通过多次重复模拟，
以预测值频率估算临近燃气管道的失效概率[26-28]。
3.1

极限状态方程
当输气管道受到射流冲蚀，剩余壁厚达到一定极

限状态时，管壁承压能力降低，以至于无法承受管道工
作压力时，管道会发生破裂泄漏，此时的管道壁厚就是
管道的最小允许壁厚。针对埋地并行交叉管道泥水冲
图7

2.3

水管泄漏模型模拟结果与实验数据对比图

蚀作用场景，基于最小允许壁厚准则，目标管道失效极
限状态方程可以表示为：

数值计算

R =（δ -PRt ）-δ s

GB 50015-2003 (2009 年版 《
)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

（26）

规范》规定水管内压上限为 0.35 MPa，对于 250 mm 管

式中：δ 为目标管道壁厚，mm；t 为冲蚀时间，s；δ s 为

径的水管，基于 SCADA 系统的水管网能够检测出来

最小允许壁厚，mm。其中，根据 GB 50251-2015《输

[25]

的最小泄漏流量为 5 L/s

，由式（22）和式（23）可以

气管道工程设计规范》规定，外径为 214.4 mm 的管道

计算得到水管泄漏的临界孔径为 15.51 mm，该临界孔

的最小允许壁厚为 3.5 mm。

径定义为水管发生泄漏而不被系统检测到的最大孔

3.2

径。若水管泄漏孔径小于临界孔径，泄漏射流将长时
间冲蚀作用于临近燃气管道，危险性极高。

失效概率计算
以 20 号钢为管材的燃气管道为例，参考工程实际

及相关文献资料，合理选取各随机参数的均值及其变
yqcy.paperop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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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系数[29-33]（表 1）。假设管道间距和水管内压分布类
型为均匀分布，而 Mohsin 等

[24]

的研究结果表明，当管

据 GB 50028—2006《城镇燃气设计规范》规定，给水管
与燃气管道安全间距为 0.5 m，而从图 8 可知，当水管

道间距达到 1.2 m 时，射流冲蚀磨损现象基本不存在，

内压达到 0.2 MPa、临界冲蚀时间为 60 天时，临界间

因此，管道间距 L g 取值范围为 0~1.2 m ；
再根据 GB

距将大于 0.5 m。因此，在并行敷设管道工程设计时应

50015—2003 规定的水管内压上限，则水管内压 p 0 取

根据实际工况下计算得到的临界间距进行调整。
（2）失效概率曲线分析。基于表 1 数据，通过计

值范围为 0.1~0.35 MPa。
表1
随机变量
砂粒粒径 d p
砂粒密度 ρ p
钢材屈服强度 σ b
钢材剪切强度 τ lim
摩擦系数 η
钢材流变应力 F l
管道壁厚 δ
管材密度 ρ b

随机变量分布规律

分布类型
均值
变异系数
对数正态分布
350.00 μm
0.010
正态分布
2 650.00 kg/m3
0.050
正态分布
245.00 MPa
0.050
正态分布
348.00 MPa
0.010
正态分布
0.30
0.010
正态分布
408.95 MPa
0.018
正态分布
10.00 mm
0.050
正态分布
7 850.00 kg/m3
0.050

利 用 式（26）
，通 过 MATLAB 编 程，按 照 各 参 数
分布规律生成随机数组，以蒙特卡洛抽样方法抽样
6

1.0×10 次，统计临近燃气管道管壁失效的次数，进而
得到失效概率。
（1）临界间距判定分析。临界间距是指水管泄漏

算可得到多种条件下临近燃气管道的失效概率曲线
（图 9）。其中，由图 9（a）可知：
随着射流冲蚀时间的
增大，临近燃气管道失效概率逐渐增大；
当射流冲蚀时
间小于 90 天时，失效概率增速迅猛；
当射流冲蚀时间
大于 90 天时，失效概率增速变缓。由图 9 可知：
临近
燃气管道失效概率随着砂粒粒径、水管内压的增大而
增大，随着管道壁厚与间距的增大而减小；
其中，管道
间距从 0.58 m 减小到 0.4 m 时，失效概率徒然增大到
61.06％，而且通过对比其他参数也可以发现，管道间
距对燃气管道失效概率的影响最为显著。
3.3

参数敏感性分析
随机参数敏感性可由量纲为 1 的敏感性指标 α i

表征[34]，计算方法如式（27）。敏感性指标为正数时，

对临近燃气管道不造成冲蚀磨损失效的最小距离，即

表明该随机参数的增大会使临近燃气管道磨损失效概

在该间距下临近燃气管道的失效概率为 0。临界冲蚀

率增大，反之则会使燃气管道失效概率降低。

时间是指在已知水管内压和管道间距条件下临近燃气

/ ΔC i / C i ）
α i =（ΔP /P ）（

（27）

管道不发生冲蚀磨损失效的最小时间，即在该时间内

式中：C i 为第 i 个随机参数的取值；
ΔC i 为第 i 个随机

临近燃气管道失效概率为 0。基于此，计算不同水管

参数变动值；P 为燃气管道失效概率；
ΔP 为 ΔC i 引起

内压和冲蚀时间下的临界间距（图 8），结果表明：
当临

的燃气管道失效概率变化值。

界冲蚀时间为 60 天时，随着水管内压从 0.1 MPa 增至

选取射流冲蚀时间、砂粒粒径、管道壁厚、水管内

0.35 MPa 时，临界间距从 0.34 m 增至 0.64 m ；
当水管

压、管道间距 5 个参数进行敏感性分析，使其中某一随

内压为 0.2 MPa 时，
随着临界间距从 0.42 m 增至 0.66 m，

机参数取值分别在 5％、10％、15％、20％及 25％的范

临界冲蚀时间从 30 天提升到 365 天。

围内波动，其余随机参数仍然服从表 1 所示的分布，计
算该随机参数相应敏感性指标 α i 的最大值（图 10）。
由图 10 可知：
冲蚀时间、砂粒粒径、水管内压与
临近燃气管道磨损失效概率正相关，而管道壁厚、管
道间距与之负相关。按照敏感性指标绝对值从大到
小排序为：
管道间距、水管内压、管道壁厚、颗粒粒径
及冲蚀时间。因此，在实际工程中，为了降低临近燃
气管道磨损失效概率，应综合考虑水管内压，同时增
大管道间距可以显著降低临近燃气管道磨损失效概

图8

不同水管内压和冲蚀时间下临界间距曲线

率；
增大燃气管道壁厚和减小埋土的砂粒粒径也能够

分析结果表明：
为避免燃气管道受冲蚀磨损破坏

降低临近燃气管道磨损失效概率，但效果有限；
减少

发生失效，应参考水管内压和临界间距计算得到的临

射流冲蚀时间，即及时检测发现水管泄漏情况，也可

界冲蚀时间，制定相应的燃气管道泄漏检测周期。根

以降低临近燃气管道磨损失效概率，但影响较小。

1100

yqcy.paperopen.com

完整性与可靠性

陈国华，等：水砂射流冲蚀作用下临近燃气管道可靠性

Integrity & Reliability

（b）砂粒粒径（冲蚀时间 60 天）

（a）冲蚀时间

（c）管道壁厚（冲蚀时间 60 天）

（d）水管内压（冲蚀时间 60 天）
图9

图 10

4

（e）管道间距（冲蚀时间 60 天）

不同条件下临近燃气管道的失效概率曲线

不同波动范围下随机参数敏感性分析图

结论

变量下的燃气管道失效概率曲线。
（3）在不同波动范围下对随机参数进行了敏感性

（1）在水管泄漏射流冲蚀作过程中，砂粒的磨损占

分析，得到对燃气管道失效概率影响程度的指标从大

据主导作用。因此，对砂粒在管壁垂直冲击变形作用

到小依次为管道间距、水管内压、管道壁厚、颗粒粒径

和水平切削作用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计算，推导了冲

及冲蚀时间的结论。

蚀磨损率预测方程；
与 Finne 方程相比，预测结果更符
合实际情况。利用 Fluent 数值模拟计算，拟合得到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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