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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伏管道初始扫水最佳清管方案与残余水分布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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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起伏管道低洼处存在积水会严重危害管道运行。通过试验研究了山区大起伏管道初始扫水
阶段最佳清管扫水方案，并明确了低洼处残余水量计算方法：在初始扫水阶段宜选用直板清管器进
行清管扫水作业，直板清管器最佳速度范围为 3.6~7.2 km/h，过盈量宜选取 4％~5％。通过改变管
道特征分析清管器漏水量的影响，获得不同坡长、坡度、焊缝及弯管工况对清管器漏水量的影响规
律，进而通过理论分析建立了应用于现场计算低洼处残余水量以及管壁平均水膜厚度的计算方法。
研究结果可为后续的深度扫水作业及干燥作业提供借鉴与支持。（图 14，参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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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itial pigging of undulate pipe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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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ater accumulation in the low-lying areas of undulate pipelines will seriously threaten the operation
of pipelines. Herein, the optimal pigging scheme for the initial pigging stage of the large undulate pipelines in
mountainous areas was studied by test, and the calculation method for the volume of residual water in the low-lying
area was proposed. The straight plate pig should be adopted in the initial pigging stage. Definitely, the optimum speed
range of the straight plate pig should be 3.6-7.2 km/h, and the interference should be 4%-5%. Specifically, the water
leakage of pigs was analyzed by chang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ipelines, and thus the influence rules of different slope
length, gradient, weld and elbows on water leakage were obtained. On this basis, the calculation method for the residual
water volume and the average water film thickness on the pipeline wall in the low-lying areas was put forward through
theoretical analysis. The research results could to provide reference and support for the subsequent deep pigging and
drying operations. (14 Figures, 22 References)
Key words: undulate pipelines, initial pigging stage, optimal pigging scheme, straight plate pig, residual water distribution,
water leakage

截至 2020 年底，中国已建成油气长输管道达到
4

[1]

其中天然气管道长度占总里程的 60％ 。
14.4×10 km，

件下安全运行；
另一方面是为今后管道输送能力的提
高及管道输量的增加提供可行的理论依据[2-4]。

新建天然气管道投产运营之前，需要对管道进行水压

起伏管道相比水平管道存在更多的低洼点，管道

试验，测试其强度和密封性。管道强度试压测试有两

低洼处容易产生积水。液态水和水蒸气的存在会在

个主要目的：
一方面是为了验证管道的整体强度是否

以下几个方面危害管道运行：
天然气中的酸性气体与

达到相关标准的规定，以检测其能否在正常的压力条

水反应生成酸性物质，腐蚀管道内部[5-6] ；
高压低温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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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下，天然气与管道中的液态水及水蒸气生成固态天
然气水合物造成管道堵塞[7-8]，严重时甚至造成管道

1

起伏管道清管扫水试验

冰堵[9] ；
此外，液态水和水蒸气的存在还会降低管道

采用起伏管道清管扫水试验系统开展清管器扫水

输送能力及天然气质量。目前的标准规范大多针对

作业（图 1），系统主要由气源生成段、清管器速度稳定

水平管道，对山区起伏管道清管扫水方式未加以特殊

发展段、可变管道区以及尾部稳压装置组成。气源生

规定，因此开展起伏管道最佳清管扫水方案与残余水

成段所能产生的最大气量是压力为 1.0 MPa、流量为

分布规律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在此，通过试验方法研

10 m3/min 的压缩空气；
发球筒与注水阀门之间设置

究了管道初始扫水阶段最佳清管方案，并分析计算了

20 m 的清管器速度稳定段[10] ；
可变管道区通过更换不

残余水量分布规律，以期指导后续的深度扫水及干燥

同角度的弯头来改变坡度；
尾部稳压装置为根据实验工

作业。

况特殊设计的背压阀，
可控制管道压力为 0~1 MPa。

图1

管道不同坡度下清管器扫水作业试验流程图

试验流程：
气体经压缩机增压后，进入储气罐储

器，
因此分别采用直板清管器与皮碗清管器（蝶形）进行

存，维持储气罐中压力 0.8 MPa。流出储气罐的气体

扫水清管，
试验所选用的两种清管器均由沈阳青峰环境

经过罗茨流量计计量，同时在流量计周围还布置了压

工程有限公司按照标准进行设计制造（图 2）。

力传感器与温度传感器

[11-13]

，用于发球时对清管器后

方气体压力与温度的测量。每次试验开始前，通过注
水阀向管道注入定量的水，随后进行发球操作。数据
采集系统自动记录清管过程中各参数的变化，每次试
验结束后，分别称量低洼处水量以及系统末端气液分
离罐中的水量。

2

最佳清管扫水方案

2.1

清管器类型
常用的管道清管器类型为直板清管器与皮碗清管

（a）直板清管器
图2

（b）皮碗清管器

试验所用两种类型清管器实物图
yqcy.paperop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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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区可拆换管道具有坡长 22 m、坡度 10°
、无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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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波动曲线（图 5）
。可见，
当清管器的运行速度增大时，

缝、出口常压的管道特征，两种清管器均选取 3％过盈

漏水量随之增大。试验研究推荐清管器的速度宜控制

量，且速度范围为 1.8~12.6 km/h，由此得到漏水量随

在 3.6~7.2 km/h。这是因为当清管器的运行速度较小

清管器速度的变化关系（图 3）。可见，当两种类型清

（1.8~3.6 km/h）时，
虽然漏水量较小，
但压力波动较其他

管器的运行速度增大时，漏水量均随之增大；
在相同

清管速度下的压力波动高 25％，
存在卡球风险，
且效率

的运行速度下，直板清管器对漏水量的影响小于皮碗

较低。当清管器的运行速度较大（7.2~12.6 km/h）时，
漏

清管器对漏水量的影响。这是由于两种类型清管器

水量明显增加，较大的清管速度使得现场的用气量明

所采用的皮碗形式有所差异，在相同过盈量（3％及以

显增大，提高了生产运行成本，且更易对管壁的内涂层

上）条件下，直板皮碗的接触应力大于蝶形皮碗的接

产 生 损 伤[17]。 通 过 对 比 CDP-G-OGP-OP-027-2012-1

触应力[14]，因此直板清管器的皮碗与管道的密封性能

《油气管道清管、试压及干燥技术规定》，推荐在初始

更好，漏水量也更小。此外，直板清管器可双向运行，

扫水阶段所采用的清管器运行速度宜控制在 3.6~

如果在运行中卡在管道里，可反向退回原处

[15]

，从而

7.2 km/h。

提高安全性能。因此，新建天然气管道试压结束后清
管扫水时，推荐选用直板清管器。

图5

2.3

不同清管速度下清管器后端压力的波动曲线

过盈量
试验选取可拆换管道，
其具有坡长 22 m、
坡度 10°
、

图3

2.2

两种类型清管器对漏水量的影响曲线

无焊缝、出口常压的管道特征，以清管速度为 5.4 km/h

清管速度

为例，分析漏水量随清管器过盈量（1％~6％）的变化

当清管器以接近恒定的速度运行时，清管效率

关系（图 6）。可见，当直板清管器的过盈量增大时，漏

较高；
当清管速度大于 7.2 km/h 时，清管效率明显下

水量逐渐减小。这是因为随着过盈量增大，直板清管

[16]

。试验选取可拆换管道，其具有坡长 22 m、坡度

器的接触应力增大，皮碗更不宜变形，皮碗与管道的密

10°
、
无焊缝、出口常压的管道特征，直板清管器过盈量

封性能好，漏水量更小。由于直板清管器的接触应力

为 4％，由此得到清管速度为 1.8~12.6 km/h 时漏水量

会随过盈量而线性增加，若一味地通过增大过盈量来

的变化曲线（图 4）、不同清管速度下清管器后端压力

减小漏水量，会导致接触应力过大，不仅会损伤管壁，

降

图4
1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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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皮碗的磨损，而且需要更大的驱动压力。因此，推

当管道坡度增大时，漏水量随之小幅度增加，影响不明

荐所用直板清管器的过盈量宜为 4％~5％，开展现场

显。这是由于清管器前端液柱较短，液柱随坡度变化

清管扫水作业。

的重力分力对漏水量的影响不明显，存在小幅度增加
的原因是坡度增大后，清管器运动速度波动稍大，导致

3
3.1

残余水分布规律

漏水量小幅度增加。
3.3

背压
试验区可拆换管道具有坡长为 22 m、坡度 10°、

坡长
试验选取清管器的运行速度为 5.4 km/h、过盈量

无焊缝的管道特征，选取清管器过盈量为 1％、清管

为 1％，可拆换管道具有坡度为 10°
、
无焊缝、出口常压

器速度为 5.4 km/h 时，分析漏水量随背压的变化关系

的管道特征。在 4~22 m 范围内改变试验区管道坡

（图 9）。可见，当管道出口压力逐渐增大时，漏水量也

长，分析漏水量的变化情况（图 7）。可见，随着可变区

随之增加。这是由于增设背压后，清管器的运动状态

管道坡长的增加，清管器漏水量逐渐增大。当管道坡

与出口常压时不同，在同一管道特征下，由于背压的影

长较短时，清管器前方的水被迅速排出管道，管壁上

响，清管器后方需要更多的气体补充压力来克服背压

附着的残余水较少且漏水量较小。而当管道坡长较长

使清管器运动，从而使清管时间变长，清管器前方液体

时，清管器前方的试压水滞留在管壁上，被排出的水量

在压力作用下流回清管器后方，导致漏水量增加。根

减小，导致漏水量增大。总体来看，当清管器前端推水

据 CDP-G-OGP-OP-027-2012-1 要求，在地势起伏较大

量较少（水柱长度小于 2 m）时，清管器漏水量随着坡

的地区，管道应设置足够大的背压，以防止清管器运行

长的增加而线性增大，可认为清管器运行过程中单位

速度过快[18]。实际现场操作中，管道最高点选取的背

时间或单位长度内的漏水量保持一致。

压值在满足速度控制的最低要求后不应选取过大。此
外，当地势起伏较为连续时，清管器在部分上坡段也会
受到设定背压的影响，导致漏水量增加。

图7

3.2

试验管道坡长对清管器漏水量的影响曲线

坡度
图9

试验选取清管器的运行速度为 5.4 km/h、过盈量
为 1％，可拆换管道具有坡长 6 m、无焊缝、出口常压

3.4

的管道特征，在 10°
~80°
范围内改变试验区管道坡度，

3.4.1

分析清管器漏水量随坡度的变化情况（图 8）。可见，

试验管道背压对清管器漏水量的影响曲线

弯管
不同速度过弯管工况
试验区管道由 4 个弯管沿 10°方向连接而成，弯

管曲率半径为 6 D（D 为管道内径）的 90°
弯头，总长为
3 m，出口常压，过盈量为 1％，在 1.8~9.0 km/h 范围
内改变清管器的运行速度，分析清管器在相同长度的
弯管与直管中漏水量随清管速度的变化关系（图 10）。
可见，随着清管器运行速度增大，清管器在过弯管与直
管时漏水量都随之增加，在相同的速度条件下，清管器
过弯管时漏水量远大于过直管时的漏水量。这是由于
图8

试验管道坡度对清管器漏水量的影响曲线

清管器在过弯管时存在挤压变形，相比相同长度直管
yqcy.paperop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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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出口压力对弯管与直管处漏水量的影响曲线

段中清管器与管道的窜漏缝隙大[19]，导致漏水量明显

的影响大于对直管段的影响。从以上弯管漏水试验

增加。

结果发现，弯管漏水也是导致低洼处残余水的重要原

3.4.2

因，尤其是现场的热弯管，应予以重视。

不同过盈量过弯管工况
试验区管道由 4 个弯管沿 10°
方向连接而成，弯管

3.5

曲率半径为 6 D 的 90°弯头，总长度为 3 m，出口常压，

焊缝
试验选取可拆换管道，其具有坡长为 18 m、坡度

清管器运行速度为 5.4 km/h，在 1％~6％范围内改变

10°
、
出口常压的管道特征，
可拆换管道由 9 根 2 m 标准

清管器的过盈量，分析相同长度弯管与直管中漏水量

管连接而成，每段标准管由精加工的焊缝管节连接，环

随清管器过盈量的变化关系（图 11）
。可见，随着清管

焊缝与螺旋焊缝的高度均为 0.5 mm，宽度均为 2 mm。

器过盈量增大，弯管漏水量与直管漏水量均减小，清管

选用过盈量 1％~6％的直板清管器进行焊缝对漏水

器过盈量对于弯管处漏水量的影响大于直管段处漏水

量影响试验（图 13）。可见，清管器过环焊缝时，其漏

量的影响。这是因为清管器过弯管时会产生变形，但

水量与无焊缝管道漏水量无差异；
清管器过螺旋焊缝

当过盈量较大后，窜漏缝隙减小。因此，清管器在较大

时，其漏水量明显增大，增加了 16％。这是因为环焊

过盈量通过弯管后其变形程度降低，漏水量相应减小，

缝仅为一圈微小突起，对漏水量的影响不明显，但螺旋

但仍远大于直管段的漏水量。

焊缝在管内是连续的，在一段距离内都会使清管器变
形产生微小的窜漏缝隙[20-21]，从而导致清管器过螺旋
焊缝时漏水量增加。

图 11

3.4.3

清管器过盈量对弯管与直管处漏水量的影响曲线

不同背压过弯管工况
试验区管道由 4 个弯管沿 10°
方向连接而成，弯管

图 13

曲率半径为 6 D 的 90°
弯头，总长度为 3 m，出口常压，
清管器的过盈量为 1％，出口常压，清管器运行速度为

3.6

不同过盈量清管器过焊缝时漏水量的变化曲线

水膜厚度变化规律

5.4 km/h，在 0~0.4 MPa 范围内改变管道出口压力，分

试 验 选 取 可 拆 换 管 道，其 具 有 坡 长 22 m、坡 度

析清管器漏水量随出口压力的变化曲线（图 12）。可

10°
、无焊缝、出口常压的管道特征，选用清管器的过盈

见，随着管道出口压力增大，清管器在过弯管与直管

量为 1％~6％、管壁粗糙度为 0.003 2 mm 时，分析不

时漏水量也随之增加，出口压力增大对于弯管漏水量

同过盈量对水膜厚度的影响（图 14）。可见，当过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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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未来相关研究需对提出的模型进行现场验证，并
从理论角度建立直板清管器扫水的漏水量计算模型，
且开展深度扫水阶段泡沫清管器对残余水量分布的影
响规律研究，从而获得深度扫水作业结束后管内积液
的分布状态，进而预估管道干燥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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