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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偏心影响的夹层管压溃行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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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相比于传统单层管，
夹层管的结构更为复杂，在加工制造过程中，易出现夹层厚度充填不均匀、
内外管不同心的情况，影响夹层管的外压承载能力。利用有限元软件 ABAQUS 建立外压作用下偏
心夹层管压溃强度数值模型，并通过前人文献中的实验结果对其进行验证。运用 Python 脚本程序
实现了偏心夹层管参数化建模，研究了不同初始椭圆度、内管径厚比、材料强度、层间粘结属性下偏
心距对夹层管抗压强度的影响规律。结果表明：随着偏心距增加，夹层管压溃强度明显降低。随着
初始椭圆度增加，夹层管压溃强度显著降低。在研究工况范围内，当偏心距大于 4 mm 时，随着偏心
距增加，内管径厚比、材料强度、层间粘结属性的变化对夹层管压溃强度影响较为明显。研究成果可
为夹层管的工程应用提供参考。（图 12，表 2，
参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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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collapse behavior of sandwich pipelines considering the
eccentric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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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single-layer pipelines, the sandwich pipelines have a more complex structural
configuration, and the problem of non-uniform filling thickness in the sandwich layer may occur easily in the manufacturing
process, which could result in the decentraction of the inner and outer pipes, adversely affecting the external pressure
bearing capacity of the pipelines. Therefore, a numerical model for the collapse strength of the eccentric sandwich pipelines
under the external pressure was established with the finite element software ABAQUS, and the model was also verified with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of the existing literatures. In addition, the parametric modeling of the eccentric sandwich pipelines
was realized with the Python script program,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eccentricity with different initial ovality, inner pipe
diameter to thickness ratio, material strength and interlayer bonding conditions on the compressive strength of the sandwich
pipelines was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with the increase of eccentricity, the collapse strength of the sandwich pipes
decreases significantly. As the initial ovality increases, the collapse strength of the sandwich pipes decreases obviously. In
the research condition, when the eccentricity is greater than 4 mm, the change of the diameter to thickness ratio of the inner
pipe, the pipe material strength and the interlayer bonding conditions have more obvious effects on the collapse strength of
the sandwich pipelines with the increase of eccentricity. The research results could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engineering
application of sandwich pipelines. (12 Figures, 2 Tables, 20 References)
Key words: sandwich pipelines, eccentricity, finite element model, collapse load, experimental verification, ovality,
diameter to thickness r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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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底管道是海洋油气最为经济有效的运输方式，

不粘结两种条件下不同结构参数的夹层管非线性屈曲

被誉为“海洋油气工程的生命线”。随着全球范围内

特性。Wan 等[14]通过实验测试了聚乙烯醇强化水泥

海洋油气开发由浅海迈向深海，深水高压低温环境对

基复合材料 (PVA FRCC) 与钢制管材层间的实际抗

输油气管道提出严峻考验。随着水深增加，传统单层

剪强度，并用以模拟内外管与夹心层之间的粘结情况，

管需要增加壁厚以应对高压环境，加大安装难度的同

通过基于 Python 的参数化建模程序建立大量二维夹

时增加了经济成本，适用性较差。为突破技术限制，

层管模型，分析了完全粘结与完全不粘结条件下不同

[1]

Estefen 等 首先提出夹层管设计，在保持较小壁厚的

几何参数的抗压强度，建立了水泥基夹层管抗压能力

同时兼顾了抗压与保温性能，是深水油气运输的良好

预测公式。Fernández-Valdés 等[15]利用 ANSYS 建立

选择。

了充填聚丙烯或水泥基材料夹层管的非线性模型，基

Estefen 等

[1-2]

通过实验及有限元方法研究了填充

于此模型研究了几何条件、摩擦属性及初始缺陷对夹

水泥或聚丙烯泡沫的夹层管的屈曲压力，结果表明：
夹

层管局部屈曲的影响。万锋等[16-17]基于薄壁管凹陷变

层管抗压性能良好，且层间粘结条件对夹层管的承载

形理论模型，利用 ABAQUS 分析了侧向载荷作用下

[3]

能力有很大影响。Arjomandi 等 通过建立考虑材料

夹层管的结构凹陷行为，并讨论了内部介质压力、外部

及几何的非线性、不同层间粘附条件的有限元模型，

静水压力及环空率等因素对夹层管结构响应的影响。

研究了夹层管的屈曲压力及后屈曲行为，并探究了结

Li 等[18]重点研究了外压作用下椭圆度对夹层管压溃

构参数对屈曲压力的影响。Hashemian 等[4]通过有限

强度的影响，结合 600 组有限元数值模拟结果提出了

元方法研究了静压作用下夹层管的屈曲压力，并分析

夹层管压溃强度的预测公式，研究结果表明内管对夹

了流体静压、夹心层材料及厚度、内外管厚度等参数

层管整体抗压强度的贡献比外管更大。Cheng 等[19]通

对夹层管屈曲压力的影响。Fu 等[5]设计并实施了全

过推出实验与自应力实验研究了夹层管层间粘结行

尺寸深水夹层管屈曲传播实验，建立了基于准静态假

为，建立了考虑粘结滑动行为的夹层管数值模型，研究

定的夹层管屈曲传播数值模型，分析了 PVA 纤维加

了几何参数与层间粘结行为对夹层管极限抗弯强度的

强水泥基（SHCC）夹层管的压溃强度及屈曲传播行

影响。张磊等[20]使用 ABAQUS 研究了外压作用下夹

为，结果表明层间粘结属性对屈曲传播压力有较大影

层管准静态屈曲传播形态，并进行了夹层管屈曲传播

[6]

响。An 等 利用实验与数值模拟方法，研究了外压

性能参数敏感性分析。

[7]

下水泥基夹层管的极限抗压强度。龚顺风等 使用

目前，国内外研究主要集中在外压下不同几何参

ABAQUS 建立了夹层管在外压作用下的数值模型，并

数、初始缺陷、径厚比、管道材料、夹层材料、粘结条件

采用弧长法研究了外管初始几何缺陷、内外管径厚比、

等因素对夹层管抗压强度的影响，并已取得良好进展。

夹心层厚度及材料特性、钢管屈服强度与应变硬化特

然而，夹层管相比于单层管结构更为复杂，在加工制

性等因素对夹层管非线性屈曲失稳的影响机理。林积

造及铺管过程中易出现夹层材料充填不均匀的情况，

[8]

新等 使用 ABAQUS 研究了内外层为合金钢材、夹

导致内外层钢管偏心，产生偏心距。目前，尚无文献提

心层为聚氨酯泡沫的夹层管系统的屈曲传播及后屈

及偏心距对夹层管抗压强度的影响规律。为此，利用

[9-10]

对内外层为铝管、夹心层为聚丙烯

ABAQUS 建立外压作用下考虑偏心影响的二维夹层

的小尺寸夹层管进行了屈曲传播实验与数值模型分

管压溃数值模型，结合脚本语言 Python 建立参数化建

析，并研究了层间粘附行为、聚合物夹心层的几何与材

模程序，分析初始椭圆度、内管径厚比、管道材料强度、

曲行为。Xu 等

[11-12]

料特性对夹层管屈曲传播压力的影响。Yang 等

研

究了填充应变硬化水泥基复合材料的夹层管的屈曲压

层间粘结属性等因素下偏心距对夹层管抗压强度的影
响规律，
以期为夹层管的工程应用提供参考。

力及后屈曲行为，系统分析了外压及后屈曲状态下夹
层管的几何参数、材料性能对其极限强度的影响，并基

1

有限元模型

1.1

模型建立

于实验与数值模拟提出了夹层管压溃强度预测公式。
黎之奇等[13]基于 ABAQUS 建立了夹层管在外压作用
下的二维非线性有限元模型，分析了完全粘结与完全

假设夹层管所受载荷、边界条件在管道轴线方向
yqcy.paperop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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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验证

题，可在保持计算精度的同时提高计算效率。建立了

选 取 Yang 等[11]夹 层 管 材 料 参 数 和 SHCC 夹 层

外压作用下带有偏心距的夹层管非线性有限元数值

材料参数，建立与实验试件参数相同的数值模型，对

模型（图 1）。数值模型单元类型选用 8 节点双二次平

上述有限元模型进行验证。夹层管内外钢管材料为

面应变四边形二维单元 CPE8，内外管沿径向分别划分

SS304 与 SS316 不锈钢，其弹性模量为 200 GPa，泊松

为 2 个单元，夹心层沿径向划分为 4 个单元，内外管及

比为 0.3，屈服应力为 205 MPa，硬化系数为 13，且已

夹心层沿周向划分为 160 个单元。考虑初始椭圆度与

知钢管塑性阶段真实应力-应变曲线（图 2）。内外钢

层间粘结属性影响，采用弧长法（Riks）进行计算，选

管材料的应力-应变关系用 Ramberg-Osgood 模型来描

择自动增量控制，并考虑了非线性几何变形。其中，初

述，材料塑性特性采用各项同性强化 J2 塑性流动理论

始椭圆度分布满足以下公式：

计算。

Δ=

D max-D min
D max+D min

ω =Δ cos2 θ

（1）
（2）

式中：Δ 为初始椭圆度；D max、D min 分别为夹心层外管
最大、最小直径，mm；ω 为径向位移，mm；θ 为极坐标
下角度，rad。

图2

钢管材料塑性阶段真实应力-应变曲线

夹层材料为 PVA 应变加强的 SHCC 材料，通过
室内实验测得不同围压条件下的材料应力-应变曲线
（图 3），采用线性 Drucker-Prager 模型模拟 SHCC 夹层
材料的力学行为，SHCC 材料的弹性模量为 11.41 GPa、
摩擦角为 45°
、
泊松比为 0.2。夹层管层间属性通过定义
接触面的相互作用来实现，
接触面由法向接触压力模型
与切线方向的库伦摩擦模型确定。实验中层间属性属
于部分粘结，
定义硬接触，
接触面允许相对移动，
切向定
（a）无偏心

义罚函数，取摩擦因数为 0.1 时，模拟值与实验值较为
吻合。

图3

SHCC 材料应力-应变曲线

新有限元数值模型计算得到的夹层管压溃压力
与 Yang 等[11]的实验结果最小误差为 0.95％，最大误
（b）有偏心
图1
1252

有、无偏心距夹层管有限元模型载荷分布示意图

yqcy.paperopen.com

差为－4.31％（表 1），可见该有限元模型满足计算精度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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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半径/mm
外管
内管

工况

夹层管几何参数及实验结果与数值模拟结果对比表
壁厚/mm
外管
内管

椭圆度

SP-1A-0

0.29％

SP-2A-0

0.33％

SP-3A-0

101.60

76.20

2.00

2.00

管道材料

0.57％

SS304

压溃强度/MPa
模拟结果
实验结果
36.67
37.68

误差
－2.68％

36.30

35.96

0.95％

34.49

35.23

-2.10％

SP-4A-0

0.34％

35.79

37.18

-3.74％

SP-5A-0

0.46％

35.33

36.92

-4.31％

38.31

38.71

-1.03％

SP-1B-0

109.54

84.14

2.77

2.77

0.19％

SS316

2

参数化分析

2.1

偏心距对夹层管压溃强度的影响

数值模型。对两系列模型分别计算压溃强度及其降

为 了 提 高 计 算 效 率，基 于 脚 本 语 言 Python 搭

幅（表 2、图 4）
。对 于 工 况 SP-1A 系 列，夹 层 厚 度 为

建了参数化建模平台，并开展参数化分析。以工况

23.4 mm，当 偏 心 距 为 10 mm 时，夹 层 管 压 溃 强 度

SP-1A-0 为例，保持管道几何参数不变，将内管圆心

降 幅 为 25.20 ％。 对 于 工 况 SP-22A 系列，夹层厚度

向 y 轴方向偏移，分别建立偏心距为 0 mm、1 mm、

为 36.1 mm，当偏心距为 10 mm 时，压 溃 强 度 降 幅 为

2 mm、3 mm、4 mm、5 mm、10 mm 的偏心夹层管数

12.95％。可见，偏心距对压溃强度的影响显著：
随

值模型；
保持工况 SP-22A-0 几何参数不变，将内管

着偏心距增大，压溃强度明显降低。

圆心向 y 轴方向偏移，
分别建立偏心距为 0 mm、
1 mm、
2 mm、3 mm、4 mm、5 mm、10 mm 的 偏 心 夹 层 管

表2
工况

偏心距/mm

不同偏心距对夹层管压溃强度的影响情况表（部分模拟结果）

半径/mm
外管

壁厚/mm
内管

外管

内管

椭圆度 管道材料 压溃强度/MPa

降幅

SP-1A-0

0

36.67

SP-1A-1

1

36.56

0.30％

SP-1A-2

2

36.21

1.25％

SP-1A-3

3

35.68

2.70％

SP-1A-4

4

34.97

4.64％

SP-1A-5

5

34.02

7.23％
25.20％

101.6

76.2

2

2

0.29％

SS304

—

SP-1A-6

10

27.43

SP-22A-0

0

30.74

—

SP-22A-1

1

30.74

0.00％

SP-22A-2

2

30.57

0.55％

SP-22A-3

3

30.36

1.24％

SP-22A-4

4

30.04

2.28％

SP-22A-5

5

29.63

3.61％

SP-22A-6

10

26.76

12.95％

152.4

114.3

2

2

0.29％

SS304

2.2 不同初始椭圆度下压溃强度随偏心距的变化
改变内外管初始椭圆度，将初始椭圆度由 0.29％
增加为 2％、3％，并保持工况 SP-1A-0 其余几何条件
不变，建立偏心夹层管数值模型。由不同初始椭圆
度下夹层管压溃强度及其降幅随偏心距的变化曲线
（图 5、图 6）可见，随着初始椭圆度增加，夹层管压溃
强度降低。当偏心距为 10 mm，且初始椭圆度分别为
0.29％、2％、3％时，对应的夹层管压溃强度降幅分别
为 25.20％、32.80％、36.59％。初始椭圆度越大，偏心
图4

不同工况系列夹层管压溃强度随偏心距变化曲线

距变化对夹层管压溃强度影响越明显。
yqcy.paperop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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溃强度影响更为明显。随着内管厚度增加，内管径厚
比减小，夹层管压溃强度增大。当偏心距小于 4 mm
时，内管壁厚的改变对夹层管压溃强度的影响可以忽
略。当偏心距为 10 mm，且内管壁厚分别为 2 mm、
4.37 mm、6.35 mm 时，对应的夹层管压溃强度降幅分
别 为 25.20 ％、22.43 ％、20.06 ％；
当 偏 心 距 大 于 4 mm
时，增加内管壁厚可减小夹层管压溃强度的降幅。
2.4
图 5 不同初始椭圆度下夹层管压溃强度随偏心距变化曲线

不同管道材料强度下压溃强度随偏心距的变化
内外管材料分别为 SS304、SS316、X65 时，保持工

况 SP-1A-0 其余几何参数不变，建立偏心夹层管数值
模型。由不同管道材料下夹层管压溃强度及其降幅
随偏心距变化曲线（图 9、图 10）可见，随着管道材料
强度增大，夹层管压溃强度增大。当偏心距小于 4 mm
时，不同材料强度下，偏心距对夹层管抗压能力的影
响基本一致；
当偏心距为 10 mm，且管道材料分别为
SS304、SS316、X65 时，对应的夹层管压溃强度降幅分
别为 25.20％、23.57％、22.42％。管道材料屈服强度越
图6

不同初始椭圆度下夹层管压溃强度降幅随偏心距变化曲线

2.3

不同内管径厚比下压溃强度随偏心距的变化

高，偏心距对夹层管压溃强度的影响越小。

改 变 内 管 径 厚 比，将 内 管 壁 厚 由 2 mm 增 加 为
4.37 mm、6.35 mm，并保持工况 SP-1A-0 其余几何条件
不变，建立偏心夹层管数值模型。由不同内管径厚比
条件下夹层管压溃强度及其降幅随偏心距的变化曲
线（图 7、图 8）可见，当内管壁厚较小时，偏心距对压

图9

图7

不同材料夹层管压溃强度随偏心距变化曲线

不同内管壁厚下夹层管压溃强度随偏心距变化曲线

图 10

2.5

不同材料夹层管压溃强度降幅随偏心距变化曲线

不同层间粘结属性下压溃强度随偏心距的变化
将层间粘结系数 F r 分别设定为 0.1、0.15、完全不

粘结及完全粘结，并保持工况 SP-1B-0 其余几何条件
不变。对于完全不粘结条件，接触面法向设定“硬接
触”，并选择“允许接触后发生法向和切向相对移动”，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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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向定义罚函数选择“无摩擦”建模；
对于完全粘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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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接触面法向设定“硬接触”，禁止“接触后发生

时，内管壁厚的改变对夹层管压溃强度的影响可以忽

法向和切向相对移动”，切向定义罚函数，摩擦因数

略。当偏心距大于 4 mm 时，增大内管壁厚可降低偏

为 1。采用上述方法建立偏心夹层管数值模型。由

心距对夹层管压溃强度的影响。采用更高强度等级

不同层间粘结属性下夹层管压溃强度及其降幅随偏

的管道材料可降低偏心距对夹层管压溃强度的影响。

心距变化曲线（图 11、图 12）可见，随着层间粘结系

（4）随着层间粘结系数的增加，夹层管抗压强度

数增大，夹层管压溃强度增大。当偏心距小于 4 mm

增加。当偏心距小于 4 mm 时，层间摩擦系数的改变

时，层间粘结属性对夹层管抗压能力的影响基本一

对夹层管压溃强度的影响可以忽略。随着偏心距的增

致；
当偏心距为 10 mm，且层间粘结系数为 0.1、0.15、

大，完全不粘结条件下偏心距对夹层管压溃强度的影

完全不粘结、完全粘结时对应的夹层管压溃强度降幅

响最大，其余层间粘结条件下偏心距对夹层管抗压强

分 别 为 22.47 ％、21.64 ％、30.27 ％、21.41 ％。 随 着 偏

度影响程度相差不大。

心距增大，完全不粘结条件下偏心距对夹层管压溃强
度的影响最为明显，其他粘结条件对压溃强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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