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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氢天然气管道截断阀压降速率阈值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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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混氢天然气管道更易发生泄漏、燃爆等事故，但现有天然气管道截断阀压降速率阈值无法
满足混氢天然气管道输送的安全要求。为此，利用 SPS 软件对泄漏与分输工况下混氢天然气管
道沿线截断阀压降速率进行仿真计算，确定截断阀阈值的取值方法，进而模拟分析 6 种影响因素
下截断阀压降速率的变化规律与阈值，并拟合得到纯天然气和混氢比 10％天然气管道截断阀压
降速率阈值的计算公式。结果表明：管道发生泄漏后，泄漏点上、下游压降速率均随混氢比的增
大而增大；混氢之后，管道压降速率阈值增大，且泄漏位置、压力及管长对压降速率阈值影响较
大，流量、管径及泄漏孔径对压降速率阈值影响相对较小；阈值拟合公式的计算结果与模拟结果
基本相符。研究成果可为提升混氢天然气管道本质安全提供理论指导。（图 7，表 1，参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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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sure drop rate threshold setting of block valves in hydrogenblended natural gas pipe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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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ixing of hydrogen will increase the leakage and explosion risk of natural gas pipelines. However, the
pressure drop rate threshold of existing block valve in natural gas pipeline cannot meet the safety requirements of hydrogenblended natural gas pipeline transportation. Thereby, the pressure drop rate of the pipeline block valves under the leakage and
distribution conditions was simulated and calculated by the SPS software, then a method for setting of the pipeline threshold
was developed so that the changing rules of the pressure drop rate of the block valves and its appropriate threshold were gained
by simulation under six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further the formulas for the pressure drop rate thresholds of the block valves
were formed by fitting for pure gas and 10% hydrogen bending ratio natural gas pipelines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show that:
after the pipeline leaks, the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pressure drop rates increase with the increasing of the hydrogen blending
ratio. The threshold of pressure drop rate increases with the hydrogen blended. The leakage position, pressure and length of
the pipelines have great effect on the pressure drop rate threshold, but the flow, the pipeline diameter and the diameter of the
leakage holes have little effect on the pressure drop rate threshold. Moreover, the calculated results of the threshold fitting
formula are in good agreement with the simulation results. So, the research results could provide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improving the intrinsic safety of the hydrogen-blend natural gas pipeline. (7 Figures, 1 Table, 24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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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能具有来源广泛、绿色环保、清洁高效等优点，

安全风险增加[3]。国内外学者研究表明，与甲烷相比，

已逐渐成为全球能源绿色转型的重要方向[1-2]。将氢

氢气具有更高的泄漏率，向天然气管道中添加氢气会

气掺入现役天然气管道中，可实现氢气大规模、长距

增加管道泄漏、爆炸等风险[4-10]。Lowesmith 等[5-7]研

离、低成本输送。但随着氢气的混入，天然气管道的

究发现在天然气中加入氢气会产生一种密度更小的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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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物，其具有更高的扩散系数、更大的泄漏量，当天然
气管道中混氢比超过 20％时，其泄漏量约为纯天然气
管道泄漏量的 2 倍。赵永志等[10]的研究表明，在天然
气管道中掺入氢气会造成管材韧性降低，从而增加管
道泄漏、氢渗透、燃烧爆炸等风险。
天然气管道在发生泄漏或断裂等紧急情况下，管
图1

道控制单元一旦识别到管道压降速率大于设定的阈
值，两端线路截断阀将自动关断，避免发生更大的泄
漏，从而保障管道安全

[11-12]

0.15 MPa/min

[13]

k=

。目前，中国输气干线截

断阀压降速率阈值一般采用经验值 0.14 MPa/min 或
。截断阀压降速率阈值的合理设定

截断阀安全关断技术原理示意图

p 2-p 1
Δt

（1）

式中：k 为压降速率，MPa/min；Δt 为采样时间，min；

p 1 为当前时刻压力，MPa；p 2 为下一时刻压力，MPa。

在输气管道截断阀安全关断技术中具有关键性作用，
若阈值偏小，如分输、压缩机启停等操作可能引起截

2

压降速率阈值设定方法

2.1

仿真模型

断阀误关断；
若阈值偏大，发生较小泄漏时，阀门不会
自动关断，将造成漏报[14]。众多学者对输气干线截断

利用 SPS 软件建立混氢天然气管道泄漏/分输仿

阀压降速率阈值的设定方法进行了大量研究，结果均
表明：
输气管道全线采用相同的经验值作为截断阀压

真模型（图 2），其中，S1 为管道起点，设为流量入口；

降速率阈值时，常发生漏报误报，导致截断阀误关断

S2 为管道终点，初始状态设为压力出口，运行稳定后

或关断不及时

[15-18]

。而掺入氢气后，若仍按照天然气

在 100 min 时 改 为 流 量 条 件；
P1 与 P2 为 干 线 管 段；

管道的经验值设定截断阀压降速率阈值，也可能导致

N2 为泄漏/分输点；
P3 为泄漏/分输管段，利用 P3 与

误报漏报，从而引发安全事故。关于混氢天然气管道

阀门 V1 实现泄漏与分输工况的模拟，阀门初始时刻

安全方面的已有研究成果中，定性研究较多，而关于

为关闭状态，在 200 min 时设为全开状态。模拟过程

混氢天然气管道截断阀压降速率阈值设定方面的定

中，采样时间（即 SPS 时间步长）设为 2 s，分别采集

量研究较少

[19-22]

。

泄漏/分输点两端 S1、S2 的压力作为上、下游压力。

为此，利用 SPS 仿真软件建立混氢天然气管道泄
漏/分输仿真模型，分别模拟不同影响因素下管道的泄
漏与分输工况，分析泄漏点两端截断阀压降速率的变

图2

化情况，并确定压降速率阈值，进而通过非线性拟合得

混氢天然气管道泄漏/分输仿真模型图

依 据 文 献 [23] 中 涩 宁 兰 输 气 管 道 的 基 本 参 数

到管道运行参数、混氢比与阈值的拟合关系式。

与运行参数设置不同工况开展模拟。初始工况设置

1

截断阀安全关断技术原理

管道总长为 30 km，管道内径为 644 mm，起点流量为

中国天然气管道沿线截断阀一般采用气液联动执

管道 1/2 处，泄漏/分输孔径为 644 mm，泄漏/分输管出

行机构，管道控制单元与执行机构是截断阀实现自动

口 S3 设为压力条件，为 0.1 MPa。泄漏工况下，泄漏

关断的关键，其工作原理（图 1）为：
当管道发生泄漏之

管长设为 0.02 km，考虑到泄漏的瞬时性，阀门行程时

后，泄漏点两端的截断阀室通过压力传感器采集压力

间设为 0.1 min。分输工况下，分输管长设为 20 km，

数据，压力信号传输到控制单元，控制单元计算上、下

由于实际工程中分输一般持续一定时间，阀门行程时

游压降速率值，并与截断阀设定的阈值进行比较，一旦

间设为 1 min。

压降速率大于阈值，即发出控制指令传输到执行机构，

2.2

使截断阀自动关断。
压降速率计算式为：
1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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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4 m3/h，终点压力为 4.93 MPa，泄漏/分输点位于

不同工况下压降速率变化规律
利用 SPS 软件对不同混氢比天然气管道在初始

工况下的泄漏与分输进行模拟，分析上、下游压降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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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规律，进而确定压降速率阈值设定方法。
由模拟得到的天然气管道泄漏工况压降速率变化
曲线（图 3）可知，相同泄漏工况下，在 200 min 时发生
泄漏，纯天然气与混氢天然气管道压降速率随时间的
变化趋势一致，压降速率先快速上升达到峰值，之后开
始降低达到谷值，又上升出现第 2 个峰值；
管道上、下
游截断阀的压降速率随混氢比的增大而增大，且下游
截断阀压降速率均比上游大。
图4

不同混氢比天然气管道在相同分输工况下的上游压降
速率变化曲线

（a）上游压降速率
（a）混氢比为 0％

（b）混氢比为 10％

（b）下游压降速率
图3

不同混氢比天然气管道在相同泄漏工况下压降速率
变化曲线

依据截断阀压降速率阈值的设定原则，截断阀的
阈值应取其压降速率的最小值，但考虑到泄漏点两端

图5

漏工况压降速率的第 2 个峰值均与分输工况的压降速
率极大值接近。
综合泄漏与分输工况模拟结果，选取泄漏工况压

截断阀操作的同一性，应取上、下游截断阀压降速率最
[24]

小值中较小值作为阈值

。为此，对分输工况上游截

断阀压降速率进行模拟分析，由模拟得到的天然气管

两种混氢比天然气管道泄漏与分输工况的上游压降速率
变化曲线

降速率的第 2 个峰值作为阈值，既可识别泄漏工况，又
可区分分输工况，从而降低漏报率与误报率。

道分输工况的上游压降速率曲线（图 4）可知，分输工
况与泄漏工况的压降速率随时间的变化趋势相同，但

3

压降速率阈值计算

3.1

影响因素与压降速率阈值关系

泄漏工况的最大值远大于分输工况的最大值，且相同
分输工况下，管道截断阀的压降速率随着混氢比的增
大而增大。

在国内外实际工程中，混氢天然气管道输送的最

以混氢比 0％、10％为例，对比不同混氢比天然气

大混氢比在 1％~24％之间，为此，选取纯天然气（混

管道泄漏与分输工况的上游压降速率（图 5）可知，泄

氢比 0％）与混氢比 10％天然气管道为例，基于初始
yqcy.paperop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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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况，分别改变泄漏位置、管道终点压力、流量、管道内

漏点位置占总管长比例；y 为阈值拟合值，MPa/min；

径、泄漏孔径、总管长 6 种影响因素的取值（表 1），设

p 为管道终点压力，MPa；Q 为管道流量，104 m3/h；d 1

计 58 种工况进行模拟，得到各工况下的阈值，并拟合

为管道内径，mm；d 2 为泄漏孔径，mm；L 为总管长，

得到各影响因素与阈值的变化关系曲线（图 6，x 为泄

km）。

表1
泄漏位置
1/6、1/3、1/2、2/3、5/6

混氢天然气管道压降速率阈值拟合 6 种影响因素取值表

管道终点压力/MPa 管道流量/（104 m3 · h-1）
3.93、4.93、5.93、
6.93、7.93

9、12、15、18、21、24

主干管内径/mm

泄漏孔径/mm

总管长/km

244、344、444、544、644

74、84、94、144、244、344、
444、544、644

10、
20、30、40

（a）泄漏位置

（b）管道终点压力

（c）管道流量

（d）主干管内径

（e）泄漏孔径

（f）总管长

图 6 天然气管道截断阀压降速率阈值随各影响因素的变化曲线

根据图 6 可得到泄漏位置、管道终点位置等影响
因素与压降速率阈值的关系为：
（1）泄漏位置影响。泄漏点距离管道起点越远，压

与中国目前输气管道干线截断阀普遍采用的压降速率
阈值经验值 0.14 MPa/min 接近，验证了模拟结果的可
靠性。

降速率阈值越小，当泄漏位置位于管道终点处即泄漏

（2）管道终点压力影响。纯天然气与混氢比 10％

位置占管道总长比近似为 1 时，管道压降速率最小，其

天然气管道压降速率阈值均随压力的增大而增大，且

中纯天然气管道压降速率最小值为 0.133 2 MPa/min，

拟合公式的三项式与二项式系数均很小，可近似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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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终点压力随压降速率阈值线性变化。无论天然气

化。总体来看，泄漏孔径在一定范围内对压降速率阈

中是否混入氢气，管道终点压力对管道压降速率阈值

值的影响较小。
（6）管道总长影响。随总管长的增大，纯天然气管

的影响均较大。
（3）管道流量影响。纯天然气与混氢比 10％天然
气管道压降速率阈值随流量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流

道与混氢比 10％天然气管道压降速率阈值均减小，
且由
变化幅度可知，
总管长对管道压降速率阈值的影响较大。
（7）混氢比影响。氢气的混入使管道压降速率阈

量对管道压降速率阈值的影响非常小。
（4）主干管内径影响。随着主干管内径的增大，

值增大，故混入氢气后，需要根据混氢比确定对应的阈

纯天然气与混氢比 10％天然气管道压降速率阈值均

值设定值，以免造成误报、漏报。

为先升后降，但由变化幅度可知，主干管内径对管道

3.2

压降速率阈值影响较小。

压降速率阈值多元非线性拟合
为研究上述 6 种影响因素对管道压降速率阈值

（5）泄漏孔径影响。纯天然气与混氢比 10％天然

设定的综合影响，利用 Matlab 软件多元非线性拟合

气管道压降速率阈值随泄漏孔径的变化趋势相似，当

方法，分别对纯天然气的 29 种工况和混氢比 10％天

泄漏孔径较小时，阈值随泄漏孔径的增大而增大，但当

然气的 29 种工况得到的阈值数据进行整体拟合，得

泄漏孔径增大到某一值时，阈值波动很小，几乎不再变

到各自的拟合方程为：

y =0.711 368-0.086 458 x 1+0.000 347 d 1+0.027 423 p -0.000 019 Q +0.000 835 d 2-0.000 825 x 12+
0.002 678 x 22-0.000 000 4 d 12+0.001 051 p 2-0.000 047 Q 2-0.000 000 9 d 22

（2）
2

y =0.676 731-0.093 429 x 1+0.000 941 d 1+0.030 634 p +0.002 991 Q +0.000 967 d 2-0.000 9 x 1 +
0.002 87 x 22-0.000 000 1 d 12+0.001 591 p 2-0.000 133 Q 2-0.000 000 1 d 22
式中：x 1、x 2 分别为泄漏点前、
后管道长度，
km。

（3）

断阀阈值进行多元非线性拟合，得到了纯天然气和混

利用拟合公式计算各工况对应阈值，并与模拟阈

氢比 10％天然气管道截断阀压降速率阈值的计算公

值对比进行误差分析（图 7）
：
在 58 种工况中，误差小于

式，可用于纯天然气和混氢比 10％天然气管道不同工

10％的有 45 个，占 77.59％；
误差小于 20％的有 50 个，

况下沿线截断阀压降速率阈值的设定。未来可以对其

占 86.21％。

他混氢比工况下的截断阀压降速率阈值进行计算，并
采用试验和现场应用数据对拟合公式进一步验证并修
正，以提高算法的准确性，解决混氢天然气管道截断阀
自动关断的误报漏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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