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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原位监测的高填方下穿管道有限元分析
王现中

谢成

邵其其

刘军

国家管网集团华南分公司

摘要：油气管道安全问题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影响因素。随着管道工程建设的大力发展，油气管
道不可避免地与各类交通工程形成交叉。在中国西部山区，常出现油气管道下穿高填方路堤的现
象，油气管道的埋深一般为 1~3 m，易受上部路堤覆土不均匀沉降的影响，存在受挤压而剪切破裂
的风险。研究管道与高填方路堤之间的相互作用，对管道进行准确安全评估已成为油气管道穿越复
杂山区高填方路堤时必须考虑的问题。在此，采用原位监测与有限元方法，分析贵阳双龙航空港经
济区物流外环道路高填方路堤下穿管道的应力、应变、挠度响应，并基于管道的临界失稳状态反算监
测预警阈值，结果表明：研究区管道累计沉降量最大为 17.3 mm，不均匀沉降差最大为 4 mm，内部
偏移量最大为 16.1 mm，管道的应力、应变、挠度远小于许用值，管道处于安全状态。研究结果可为
高填方下穿油气管道的监测预警和安全评估提供指导。（图 13，表 7，参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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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ite element analysis of pipeline underpassing high fill
based on in-situ monitoring
WANG Xianzhong, XIE Cheng, SHAO Qiqi, LIU Jun
PipeChina South China Company
Abstract: The safety of oil and gas pipeline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actor influencing the national economy. With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pipeline engineering, oil and gas pipelines often inevitably intersect with various traffic routes.
In the western mountainous area of China, it is very common for the oil and gas pipelines undercrossing the high fill
embankment, where the oil and gas pipelines generally have a buried depth of 1 m to 3 m, and they are prone to be affected
by the uneven settlement of the overlying soil of the upper embankment, resulting in the risk of extrusion shear fracture.
Therefore, study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pipelines and the high fill embankment and accurately evaluating their safety
have become the essential consideration for oil and gas pipelines crossing the high fill embankment in complex mountainous
area. Herein, the stress, strain and deflection response of the pipeline under the high fill embankment of the logistics outer ring
road in Guiyang Shuanglong Airport Economic Zone was analyzed with the in-situ monitoring and finite element method, and
the threshold of monitoring and early warning was inversely calculated based on the critical instability state of the pipeline.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the maximum cumulative settlement of pipeline in the study area is 17.3 mm, the maximum difference
of uneven settlement is 4 mm, and the maximum internal offset is 16.1 mm, which indicate that the stress, strain and deflection
of the pipeline is much smaller than the allowable value, so the pipeline is safe. In general, the research results could provide
guidance for the monitoring, early warning and safety assessment of oil and gas pipelines. (13 Figures, 7 Tables, 29 References)
Key words: oil pipeline, high fill embankment, underpassing, in-situ monitoring,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safety assessment

中国油气管道发展迅速，已基本形成连通海外、覆

气骨干管网布局。截至 2021 年底，中国已建成油气长

盖全国、横跨东西、纵贯南北、区域管网紧密跟进的油

输管道总里程达到 15×104 km，预计到 2025 年，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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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气管网总长将达到 24×104 km，且在未来较长的一

前在工程中，多采用提高压实度[23-27]及对差异沉降

段时间内仍将保持高速发展。油气管道直接关系到

区进行超填等方法应对高填方路堤的工后沉降。针

国家的经济稳定，一旦出现安全问题，将造成严重社

对高填方工后沉降预测，有学者采用有限元方法进行

会后果

[1-2]

反演分析[28-29]，综合考虑各种复杂因素对土体沉降

。

随着管道线路工程建设的快速发展，地下油气长

的影响，进一步提高沉降预测的精确性。在此，以贵

输管道不可避免地要穿越高填方路堤边坡等复杂的

阳双龙航空港经济区物流外环道路下穿管道的高填

地质地形，土体运动可能导致管道受损，油气管道建

方路堤为研究对象，基于对其沉降、内部倾斜、孔隙水

设与安全运行面临严峻的挑战

[3-5]

。浅层土壤的不均

压力等进行长期监测获得的大量原位监测数据，采用

匀沉降差引起管周土体错动，致使管道发生错位或变

ABAQUS 软件，模拟现场管周土对管道变形的影响

形，受管周土体大变形及高应力作用，可能导致管道

规律，分析高填方路堤在不同工况下发生的不均匀沉

[6]

失效 。近年来，国内外对管道的变形破坏规律进行
[7]

降对下穿管道的影响，并对管道进行应力、应变、挠度

研究。Honegger 等 认为油气管道的失效原因包括断

响应分析，评估高填方路堤下穿管道的安全稳定性，

裂、腐蚀、过度变形及机械损伤，并开发出一种可由地

基于管道临界失稳状态定量分析高填方路堤原位监

面位移推算管道轴向应变的算法，但该算法仅适用于

测的预警阈值。

荷载由地面位移引起，且以横向为主的情况。Cheuk
等[8]针对管土相互作用下的管道受力及管周土变形规

1

管道概况

律开展研究，但其研究土体主要为沿海沙土，与山地黏
土、填土物理性质差异较大。赵旭阳等[9]利用 ANSYS

作为研究对象的高填方路堤位于贵阳双龙航空

有限元软件建立管道横向通过滑坡的模型，给出了管

港经济区物流外环道路 K5+860~K6+280 处，中心

道应变分析方法，并分析了滑坡宽度、管道埋深及壁厚

参考地理坐标为东经 106°
49'14"、北纬 26°
30'55"，长约

[10-11]

运用非线性

420 m，路面宽约 50 m，厚度最深处约 38 m，边坡坡度

接触理论得出管道横穿滑坡时管道上的应力应变分布

1:1.75（为 5 级边坡），高填方压实度大于 93％，地面起

情况，并基于 3 个实际案例采用梁单元对管道进行离

伏较小。高填方路面铺设 40 m 宽双向六车道城市快

散的三维有限元模拟，总结了管道应力应变的响应规

速路，设计时速 60 km/h。

律。可见，目前学者在管道灾害的调查及防治方面已

1.1

对管道应变的影响规律。Cocchetti 等

取得一定成果

[12-14]

，但在高填方路堤不均匀沉降对管

工程与水文地质条件

1.1.1

道的变形破坏控制方面仍需进一步突破。

工程地质条件
研究区域主要出露地层有中生界的三迭系、第四

针对高填方路堤工程，工后沉降一直是此类工程

系，全部位于碳酸盐岩地层中，绝大部分基岩裸露，岩

关注的重点、难点。通常，高填方路堤工后沉降受多

溶以裸露型岩溶为主。从路面向下岩性主要为人工填

种因素影响，如施工工艺、原地基及填土本身工程性

土、黏土、红黏土等（表 1），下伏基岩以白云岩、灰岩、

质、填方区几何形态及水文地质条件等

[15-16]

。原位监

测是分析工后沉降最佳方法，若缺乏原位监测数据，

泥质白云岩、泥质灰岩等碳酸盐岩为主，局部位置夹有
少量砂泥岩。

可采用分层总和法或数值计算法等理论分析方法加以
[17-18]

弥补

。傅珍等

表1

[19]

通过建立沉降变形的有限元模

型，分析得到路堤变形沉降与土体压缩模量、填土路
堤高度的关系。李秀珍等[20-22]结合已有监测数据，运
用 FLAC3D、ANSYS 等软件对高填方路堤的总沉降
及工后沉降进行模拟分析。Zhu 等

[15]

采用 FLAC3D

软件，研究了不同影响因素下高填方路堤的工后沉

岩土名称
人工填土

研究区域土层物理力学参数表

容重/
内聚力/ 内摩擦角/ 弹性模量/
（kN · m-3） kPa
（°）
MPa
硬塑
18
28.0
31.0
22.00
状态

黏土

硬塑

16

60.6

11.8

11.40

红黏土

坚硬

17

65.2

12.1

16.00

红黏土

可塑

17

48.3

9.8

8.15

1.1.2

水文地质条件

降，所提出的 Mod-Burgers 模型与等效蠕变模量可较

研究区域内河流主要属长江流域乌江水系，地表

好地反映压实黄土与原状黄土的长期变形特征。目

水不发育，地下水主要为松散层孔隙水及碳酸盐溶
yqcy.paperop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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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裂隙水，随季节变化特征较明显，大气降水是地下
水补给的主要来源。在研究区域内共设置两个地下
水位观测孔用于监测填方水位，监测期间均未见填
方处出现地下水。研究区域主要不良地质与特殊岩
土为由切坡形成的高边坡及其诱发的边坡失稳与岩
溶路堤。
1.2

管道参数
高填方路堤下穿长输油管道为中国石化西南成

品油管道，埋深 1.5 m，距边坡坡顶水平约 5 m，管材
为 L415M 直缝电阻焊钢管，采用 3PE 加强级外防腐
图1

与强制电流阴极保护作为腐蚀防护手段。管道主要
规格参数（表 2）符合 GB/T 9711— 2011《石油天然气

2.1.1

地面沉降监测
地面沉降监测系统由静力水准仪（图 2、表 4）组

工业管道输送系统用钢管》的相关规定。
表2

成，其具有体型小巧、采样精度高、一体式结构等优

高填方路堤下穿长输成品油管道规格参数表

弹性 管道
管输 屈服
壁厚/
模量/ 外径/
压力/ 强度/
mm
GPa mm
MPa MPa
不低于
210 402 9.5 10
415

抗拉
强度/
MPa
不低于
520

许用 最大
最大
应力/ 剪应力/ 拉应力/
MPa MPa
MPa
249

高填方路堤现场仪器布置平面示意图

186

249

点，常用于隧道、高铁桥梁及路基等要求较严格的现
场监测。高精度静力水准仪利用连通器原理，通过
测量不同储液罐的液面高度，并与静力水准仪的基
点进行对比，计算得出各个静力水准仪的相对差异
沉降量。

2

原位监测与数值模拟

2.1

原位监测
根据高填方路堤的地质地貌特征条件、路面荷载

（a）沉降前

情况及可能存在的不均匀沉降条件，在高填方路堤
边坡坡顶石油管道外侧约 5 m 位置设置 4 个监测断
面（表 3）。高填方区域共布置有 9 个高精度静力水准
仪监测点，自西南向东北编号依次为 JL01~JL09，用
于监测地表沉降变化过程，其中 JL01~JL04 位于监

（b）沉降后
图2

测断面 1，JL05~JL09 位于监测断面 4；
布置 3 个深部

表4

位移及孔隙水压力监测点，监测土体内部水平方向位
移及水位变化过程，编号依次为 SW01~SW03，其中
SW01、SW02 分别位于监测断面 2 埋深 10 m、30 m 处，
SW03 位于监测断面 3 埋深 20 m 处（图 1）。
表3

高填方路堤原位监测仪器系统布设信息表

断面编号

位置

监测系统

仪器布设

1

106°49'11"E
26°30'50"N

地面沉降
监测系统

4 个高精度静力
水准仪，间隔 20 m

2

106°49'13"E
26°30'53"N

深部位移及孔隙
水压力监测系统

2 个测斜仪，
1 个水位监测仪

3

106°49'17"E
26°30'59"N

深部位移及孔隙
水压力监测系统

1 个测斜仪，
1 个水位监测仪

4

106°49'19"E
26°31'01"N

地面沉降
监测系统

5 个高精度静力
水准仪，间隔 2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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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沉降监测系统原理示意图

量程/mm 精度/mm
1 000

2.1.2

0.01

静力水准仪技术参数表
工作温度/℃

防护等级

信号输出

-40~80

IP67

R485

深部位移及孔隙水压监测
深部位移采用伺服加速度计式测斜仪测量（图 3、

表 5），其基于重力摆锤始终保持铅直方向的性质，测
量仪器中轴线与摆锤垂直线间的倾角，从而测得被测
结构的位移变化值。孔隙水压采用孔隙水压计测量
（表 6），其根据压力与水深成正比关系的静水压力原
理，当传感器固定在水下某一点时，该测点以上水柱压
力作用于水压敏感集成元器件，使元器件电阻发生变
化，进而导致电压变化，由此测得孔隙水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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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容重/
弹性模量/
内摩擦角/ 黏聚力/
泊松比
（kN · m-3） MPa
（°
）
kPa

材料
图3
表5

侧斜仪结构组成示意图

人工填土

18.0

22

0.25

管道

74.3

210 000

0.30

31

28

内部位移传感器技术参数表

量程/（°）

精度

±30

±0.5％
表6

工作温度/℃ 位移测量方向 输出/mA

x 、y 轴

0~50

0~5

孔隙水压传感器技术参数表

量程/MPa

精度

工作温度/℃

输出/mA

0.2

±0.2％

-40~85

4~20

2.2

有限元模型中填土及管道材料物理参数表

有限元模拟方法

2.2.1

图5

管土相互作用模型

将管道周围的土体离散为施加在管道表面的 3 个

2.2.3

高填方有限元模型网格划分图

模型荷载及边界条件

方向的土弹簧 Kx 、Ky 、Kz ，
分别用于描述 x 、y 、z 方向上

分别在所建立高填方模型顶面施加静荷载和动

的土体反应，土体变形时将土体位移在单元节点处沿

荷载：
静荷载工况下，高填方仅受自重、路面及其基础

3 个土弹簧方向分解后施加到土弹簧（图 4）上，由此实

设施的荷载，为避免模型自重应力使模型产生较大的

现管周土体对埋地管道的作用。

初期位移，对模型进行地应力平衡处理，根据填土性
质及路面设计规范，拟定静荷载为 700 kPa ；
动荷载工
况下，考虑路面行车荷载，车辆本身是一个复杂的振动
系统，同时由于路面分布有微小的凹凸起伏，车辆与
路面之间存在一定振幅与频率的振动，车辆对路面的
荷载呈高低起伏的波状形式。按照 JTG D50— 2006
《公路沥青路面设计规范》，采用 BZZ-100 标准，取标
准轴载为 100 kN，轮胎接地压强为 0.7 MPa。根据
高填方路面设计时速 60 km/h，可知车辆通过高填方
区域用时为 24 s，得到加载的半波正弦动荷载（图 6）。

图4

2.2.2

土弹簧单元模型图

模型建立

由于所建立模型为现场高填方的简化模型，重点考
虑管道周边土体，动力边界条件取底边为固定边界，

根据现场高填方地形、地貌条件，考虑现场高填方

对土体前后两侧（即高填方横断面）施加 y 方向的约

结构与荷载作用的对称性，为提高计算效率，建立高填

束，左侧施加 x 方向的约束，右侧无约束，可以自由

方结构的 1/2 模型。所建高填方有限元模型的几何参

移动。

数为：
长 40 m，顶面宽 10 m，深 10 m，
边坡坡度 1:1.75，
管 道 距 顶 面 1.5 m、距 边 坡 坡 顶 5 m。 现 场 管 道 为
L415M 钢管，参数根据 GB/T 9711— 2011《石油天然
气工业管道输送系统用钢管》设置；
土体为人工填土，
参数根据实测数据（表 7）设置。基于理想弹塑性模型，
遵循莫尔-库伦强度准则，采用壳单元六面体结构对模
型进行网格划分。通常，划分的网格尺寸越小得到的
计算结果越精确，为兼顾计算的准确性及效率，对重要
分析研究部位网格加以细化（图 5）。

图6

高填方半波正弦动荷载波形图
yqcy.paperop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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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与讨论

3.1

原位监测结果

1.9 mm，不均匀沉降差为 4 mm ；
在 340~400 m 区段

研究区监测仪器设备于 2020 年 6 月开始监测至

内，沉降起伏稍大，不均匀沉降较其他区段明显，且

今，其中 2021 年 1 月 1 日— 4 月 11 日阶段各监测数

该区段 3 个静力水准监测点监测的最大沉降量均在

据良好、完整，且具有典型代表性，因此重点分析该时

17 mm 左右，前期不均匀沉降速率较缓，后期不均匀

间段数据。在原位监测数据中，首先分析地面沉降数

沉降速率明显增大，为高填方路段较危险区段。

据，总结高填方地表沉降变形特征，判断沉降量是否合

3.1.2

区段路面有向上隆起的趋势，最大隆起量为 2.1 mm，
而 320~340 m 区段路面呈下沉趋势，最大下沉量为

深部土体变形特征
SW01~SW03 的监测数据表明，垂直于边坡方向

理；
然后分析内部位移数据，总结高填方深部土体变形
特征，判断偏移量是否正常。
3.1.1

（即 x 方向）的内部位移整体上偏向坡体外侧，坡脚处
的位移偏向坡体内侧，最大偏移量为 8.3 mm ；
平行于

沉降变形特征

JL01~JL09 的监测数据表明，高填方整体沉降

边坡方向（即 y 方向）的内部位移由西南偏向东北方

量自西南向东北方向呈现逐渐增大而后略微减小

向，最 大 偏 移 量 为 16.1 mm（图 8 ）。 在 监 测 断 面

的趋势，其中累计沉降量最大值出现在 JL07 处，达

2 处，内部位移在 x 方向偏向坡体外侧，最大偏移量

17.3 mm（图 7）。 在 沉 降 观 测 断 面 1 内，0~20 m 区

为 8.3 mm ；
在 y 方向由西南偏向东北方向，最大偏移

段累计沉降量控制在 4.3 mm 内，沉降变形幅值小且

量为 16.1 mm。在监测断面 3 处，内部位移在 x 方向

速率较均匀；
在 20~80 m 区段内，沉降变形特征及

偏向坡体外侧，最大偏移量为 8.2 mm ；
在 y 方向由东

趋势基本一致，未发生不均匀沉降，最大累计沉降量为

北偏向西南方向，最大偏移量为 12.5 mm。可见，断

9.12 mm；
在沉降观测断面 4 内，
300~340 m 区段沉降变

面 2、3 垂直于边坡方向的内部位移均偏向坡体外侧，

形量极小，累计沉降量不超过 2 mm，其中 300~320 m

且偏移差小于 2 mm ；
平行于边坡方向内部位移的偏
向方向相反，偏移差最大为 28.6 mm，管道处于轴向挤
压力稍大、横向剪切力极小的状态。

（a）断面 1

图8

3.2

研究区内部位移累计倾斜曲线

3.2.1

有限元模拟结果
模型可靠性验证
由原位监测数据结果可知，高填方累计沉降量最

大出现在 JL07 处，达 17.3 mm ；
深部位移最大出现在
SW01 处，x 方向、y 方向最大偏移量分别为 8.3 mm、
16.1 mm。提取所建立有限元模型在监测位置处的位
（b）断面 4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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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动荷

Inspection & Integrity | 检测与完整性

王现中，等：基于原位监测的高填方下穿管道有限元分析

（a）静荷载

（a）沉降量

（b）动荷载
图 10

不同荷载工况下管道等效应力云图

（b）内部偏移量
图9

不同荷载工况下高填方沉降及内部偏移量分布曲线

载作用下，监测位置处的沉降量最大为 18.2 mm、最大
偏移量为 15.0 mm，模拟结果与原位监测数据误差较

（a）静荷载

小，模型具有可靠性，可进一步分析管道应力应变响应
情况。现场原位监测数据表明，JL07~JL09 处较其他
监测点危险，在此重点分析该段管道的应力应变及挠
度响应。
3.2.2

管道应力应变响应

由静荷载及动荷载工况下的等效应力模拟结果
（图 10）可见，两种工况下管道的应力大小分布较为一

（b）动荷载
图 11

致，管道在静荷载、动荷载工况下受到的峰值应力分别

不同荷载工况下管道等效应变云图

为 21.65 MPa、
20.24 MPa，管道内输油压力 10 MPa，管

与竖向应变规律基本相同，表现为先增大后减小再

道所受压力差最大为 11.65 MPa，
因此受力处于安全范

增大趋势，最大值出现在 378 m 处，为 1.678×10-5；

围内。管道上出现两处应力峰值，分别位于 378 m、

平行于边坡方向的应变规律则完全相反，表现为先

388 m 处。在管道两处应力峰值之间存在应力极小值，

减小后增大再减小趋势，最大值出现在 388 m 处，为

管道等效应力云图自左到右总体上表现为增大-减小-

5.545×10-5。

增大-减小的应力特征，最小应力出现在 JL08 处，应力

3.2.3

较小值出现在 JL07、JL09 监测点处。
管道在静荷载、动荷载工况下的最大应变分别为
-5

-5

管道挠度位移响应
由管道变形挠度分布云图（图 12）可知，管道在静

荷载和动荷载作用下，
竖向挠度的大小分布及变化规律

9.284×10 、
8.385×10 ，两 种 工 况 下 应 变 分 布 规 律

相似。管道的竖向变形位移绝对值最大为 29.02 mm、

一致、大小趋近。结合不同荷载工况下的等效应变云

最小为 5.76 mm，最大位移挠度差为 23.26 mm。管道

图（图 11）可知，管道在垂直于边坡方向的应变规律

竖向挠度自西南向东北方向逐渐增大。由于模拟管段
yqcy.paperop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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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静荷载

（a）等效应力

（b）动荷载

（b）等效应变

不同荷载工况下管道竖向变形挠度分布云图

长 40 m，可见管道的挠度差相对于其长度而言极小。
管道虽处在高应力环境下，但不均匀沉降导致的管道
剪切力仍较小，管道发生剪切破坏的风险较小。结合
图 10 可知，在 378 m 处，管道下表面受拉，上表面受
压，且压应力大于拉应力；
在 388 m 处，管道上表面受
拉，下表面受压，且拉应力大于压应力。分析高填方的

（c）竖向变形挠度
图 13

竖向变形，在西南方向边坡呈现稍微隆起现象，隆起值

高填方路堤达到破坏条件时管道力学响应云图

最大达 13 mm ；
高填方的沉降量主要集中在西南方向，
东北方向沉降较少，而由管道的竖向变形挠度云图可
知，管道从西南向东北方向（图 12 中由左至右）变形逐
渐减小，管道与高填方的竖向变形趋势较一致。
3.3

4

结论与展望
通过对研究区域内高填方路堤下穿管道进行原位

管道临界失稳状态反算预警阈值

监测，并通过 ABAQUS 软件建立有限元模型，模拟计

由数值模拟分析得到的管道应力、应变、挠度等数

算下穿管道在不同荷载工况下的应力、应变、挠度，得

据，结合原位监测数据，可较准确地判定管道是否处于

出主要结论如下：

稳定状态。而后根据应力应变趋势，可得到当管道发

（1）高填方路堤沉降自西南向东北方向先增大后

生破坏时高填方所处状态的外部条件，如竖向沉降位

略微减小，
最大沉降量出现在 JL07 监测点处，
各区段不

移数值大小，从而为管道的安全评估提供指导。根据

均匀沉降不明显，
最大不均匀沉降差仅 4 mm ；
高填方内

现有条件，加大高填方所受的静荷载及动荷载，土体参

部位移整体上在垂直于边坡方向偏向坡体外侧；
在平行

数仍按照原参数设置，进行有限元模拟。随着路面荷

于边坡方向由西南偏向东北方向；
管周土体对管道的轴

载不断加大，管道的应力、应变、挠度不断增大。由外

向挤压力及上下表面的压应力稍大、
剪切力极小。

界条件达到阈值时高填方路堤达到破坏条件时管道的

（2）在静荷载与动荷载两种工况下，管道应力、应

应力、应变、挠度分布云图（图 13）可见，管道所受最大

变、挠度响应相似，有限元模拟所得地面沉降及内部位

-5

应力为 22.14 MPa，应变峰值为 9.576×10 ，最大挠度

移与实际原位监测数据一致性较好，可见模型具有可

变形值为 54.78 mm，根据 GB/T 9711— 2011《石油天

靠性。管道在管周土体的沉降及内部位移作用下产生

然气工业管道输送系统用钢管》规范所用管道参数条

的应力、应变、挠度远小于管道许用应力及强度，因此

件，可见管道处于安全状态，暂无发生破坏的风险。

管道处于安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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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通过管道临界失稳状态反算监测预警阈值，在

XI S, WEN B P. Mechanical response of polygonal-shape

高填方发生大变形临界破坏的条件下，管道的应力、应

transverse buried gas pipeline under the action of landslide[J].

变、挠度均在可承受范围内，管道仍处于安全状态。

Oil & Gas Storage and Transportation, 2019, 38(12): 1350-1358.

目前，管道原位监测技术已较为成熟，在实际工程

[7] HONEGGER D G, HART J D, PHILLIPS R, POPELAR C,

中已取得大量成果，但在管土间相互作用分析以及管

GAILING R W. Recent PRCI guidelines for pipelines exposed to

道响应分析方面尚有待提升。在后续研究中，可针对

landslide and ground subsidence hazards[C]. Calgary: 2010 8th

管土间相互作用加强工作，明确管周土对管道的作用

International Pipeline Conference, 2010: 71-80.

机理，在已有原位监测数据的基础上，准确高效分析管
道响应问题，判别管道安全与稳定性。

[8] CHEUK C Y, TAKE W A, BOLTON M D, OLIVEIRA J R M S.
Soil restraint on buckling oil and gas pipelines buried in lumpy
clay ﬁll[J]. Engineering Structures, 2007, 29(6): 973-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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