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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相对于空气试压法，在高寒低温地区对油气管道进行水试压具有更高的安全性，但需要解决水
冻结问题，防冻措施主要包括：采取电伴热系统对试压水进行自动加热，在试压头两端搭建临时御寒
帐篷，配备取暖设备等。在试压过程中，采用高压泵对管道升压，通过内置式成套电热系统确保管道
温度，利用两台注水量为 100 m3/h，扬程为 101 m 的注水泵向管道注水，并多次发射泡沫清管器清除
残水，确保管道内无明水。在不同环境温度下的模拟试验表明：高寒低温地区管道水试压采用电伴热
技术可以满足 SY 0401－98 《输油输气管道线路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中规定的试压验收标准，适
用于高寒地区管道分段水试压，完善了高寒地区管道施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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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寒低温地区油气管道水试压技术是油气管道
施工的关键技术之一。相对于空气试验方法,在高压

1.3 采用内置式成套电热系统的管体保温
在注水清管器上系一根比试压管段长 20 m 的钢

状态下,水的膨胀系数较小,即使管道破裂对周围环

丝绳,钢丝绳的另一端与首端试压头上的法兰相连。

境的损害也较小,因此使管道水试压技术的安全问题

法兰与泵出水管相连接,而钢丝绳固定在泵的出水口

得到了保证。但是,水试压适宜的环境温度高于 5 ℃,

和法兰中间,均在封闭的系统内,可确保钢丝绳与法

否则应采取严格的防冻措施。冬季在高寒地区对管

兰相连处不会漏水。随着水的不断注入,带着钢丝绳

道进行水压试验,应采取电伴热,试压头两端搭建临

的注水清管器被推入末端试压头内。

时御寒帐篷并配备取暖设备等诸多防冻措施,以避免
试压管道结冰。

打开末端试压头上的法兰,将预先系在注水清管
器上的钢丝绳解下来,连接到卷扬机上；同时打开首
端试压头上的法兰,解下系在法兰盖上的钢丝绳,将

1 冬季管道水试压试验技术措施

钢丝绳与内置式成套电热系统的发热电缆相连接；通
过卷扬机的动力,使用钢丝绳将发热电缆送入整个试

1.1 试压帐篷

压管段内；最后,将首末两端试压头的法兰密封好（图

在试压管段两端的试压头处分别设置 1 座试压

1、图 2）。

帐篷,试压所用的压力天平、自动压力记录仪及自动

在试压过程中,内置式成套电热系统通过温度控

温度记录仪均安装在试压帐篷内。帐篷内设有取暖设

制系统,根据试压水的温度对其进行自动加热,避免

备,确保其内温度高于 5 ℃,以避免试压设备冻胀致使

结冰,确保水试压试验顺利进行。

水试压试验无法继续进行。

内置式成套电热系统的发热电缆与两端法兰连

1.2 管道升压

接处的密封绝缘装置为专用密封件,具有单向压力密
3

采用工作压力为 20 MPa、排量为 6 m /h 的高压
泵对管道进行升压,为了确保其正常运转,应采取电
热毯和临时防护篷等防冻措施。

封功能,试验证明可以满足管道试压的需要。
采用 1 台额定功率为 80 kW、频率为 50 Hz、额定
转速为 2 000 r/min、输出电压为 220～380 V、额定电
www.yqc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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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为 115 A 的 DZ100 管道人给电热带或内置式成套
电热系统提供电能,可满足管径为 325～1 200 mm、长
度小于 500 m 管段的水试压试验。

2 冬季管道水试压的模拟试验
管道试压通常在地面进行,合格后再埋入地下。
将模拟试压管道置于空气中,在不同的环境温度下,
当试压水温变化范围为 0～4 ℃ 时,试压水维持不冻
结的时间不同（表 1）。
表1

不同环境温度下管道试压水保持不冻结的时间
不冻结时间/h

环境温度
/℃
图 1 注水前试压管段示意图

裸管

5 cm 保温层管道

8 cm 保温层管道

－5

19.00

185.2

277.3

－10

11.08

108.0

161.7

－15

7.80

76.2

114.2

－20

6.05

58.9

88.2

－25

4.90

48.0

71.9

－30

4.20

40.5

60.6

环境温度为－5 ℃,裸管试压水仅能维持 19 h 不
冻结。因此,在冬季采用环境水试压,对于没有保温层
图 2 采用钢丝绳将电热系统的发热电缆送进试压管段的示意图

1.4 管道注水

的裸管必须采取有效的保温措施。对于有保温层的管
道,当环境温度不低于－25 ℃ 时,试压水维持不冻结

注水管道采用 DN150 泡沫黄夹克管焊接连接,焊

的时间高于 48 h。

口连接处采用保温被包裹,用细铁丝固定。注水管道

试压水单位时间损失的热量,采用电缆加热补

沿线每隔 12 m 设置 1 个管墩,以保证注水管道按水

充。电缆功率的配置,依不同试压环境温度条件下试

流方向从低到高的坡向敷设。

压水的热损失率计算确定。由于管道试压时间不长

水源采用所穿越河流的河水或打深井取水（在无
3

（一般为 60 h 左右）,因此,没有必要对管道试压水的

明水的情况下）,采用两台注水量为 100 m /h、扬程为

热损失进行完全补偿,可采用部分补偿的办法,满足

101 m 的注水泵进行管道注水。为了确保注水泵正常

管道试压需要。假设采用 15 W/m 的加热电缆,对管

运转,采取电热毯和临时防护篷等防冻措施。

道试压水进行加热,再计算试压水开始出现冻结的时

管道注水前采用电热带或内置式成套电热系统

间。根据焦耳－楞次定律,15 W/m 加热电缆放出的热

预热管体,在注水过程中持续对管体加热；在注水完

量约为 54 kJ。管道试压水的热损失率降低了 54 kJ。据

成后,继续对管体加热,以确保进入试压管段内的少

此,可计算管道试压水在不同环境温度条件下维持不

量冰凌全部融化。管段内试压用水的温度须在 0 ℃

冻结的时间（表 2）。

以上,以避免冰凌在试压过程中融化对试验压力造成
影响。
1.5 管道排水

表2

采用 15 W/m 电缆加热管道试压水保持不冻结的时间
试压水开始结冰所需时间/h

环境温度
裸管

5 cm 保温层管道

8 cm 保温层管道

－5

21.1

5 135.0

不冻结

水作业。在 DN150 注水管道注水泵的出口端安装

－10

14.3

246.8

1 023.1

DN100 排水阀,以便在注水完成后尽快排净注水管道

－15

9.2

126.4

281.4

－20

6.2

85.0

163.1

－25

5.1

64.0

114.9

－30

4.2

51.3

89.6

在拆除试压管段内的发热电缆后,立即进行排

内的存水。多次发射泡沫清管器清除残水,确保管道
内无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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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15 W/m 电缆加热,可使试压水开始出现冻

伴热带）技术在国外已有成功的先例,俄罗斯,哈萨克

结的时间延后许多,尤其是当环境温度较低时。例如

斯坦、加拿大等均有采用。2010 年我国在土库曼斯坦

当环境温度为－20 ℃时,具有 5 cm 保温层的管道试

巴格德雷区域 A 区块和莫大管道的部分管段采用内

压水开始出现冻结的时间延后 26.1 h；具有 8 cm 保温

置式成套电热系统进行低温条件下的管道水试压,有

层的管道,则延后 74.9 h；但是,裸管试压水开始出现

效地防止了水的冻结,满足 SY 0401－98《输油输气

冻结的时间延后不多,采用 15 W/m 电缆加热仍无法

管道线路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中规定的试压验收标

满足裸管试压的需要。试压期间高寒地区夜间的环境

准,取得了良好效果。与采用空气试压技术相比,冬季

温度可能降至－30 ℃ 以下,建议为试压管道配置的

采用该技术虽然成本高、经济性差,但对 10 MPa 以上

电加热带功率不小于 30 W。

长输高压管道,其安全性远远高于空气试压技术。因
此,在高寒低温地区,管道水试压技术具有很好的推

3 管道水试压试验的验收

广价值。
（收稿日期：2010-08-05）

在 SY 0401-98《输油输气管道线路工程施工及
验收规范》中,对于管道水试压试验的验收标准做出
了明确规定。管道水压试验分为强度试验和严密性试
验,试验压力分别是设计压力的 1.25 倍和 1.1 倍,稳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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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为 4 h,压降不大于设计压力的 1%（其中水压试

业大学工程机械专业，现主要从事油气管道施工技术的研究工作。

验压降不大于 0.1 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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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北干线 A 段，当管道输量为 200×10 m /d，输
气效率为 90% 时，对应的管道起点和管道终点间的压
差为 0.05 MPa。于是，可以根据一定输量条件下，考察
对象管段在生产过程中的压差是否大于 0.05 MPa 来
判断是否需要清管，在该输量下，如果管段压差大于
0.05 MPa，则说明管段内已经聚集一定量的积液，需要
实施清管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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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收稿日期：2010-04-07）

通过建立输气管道压差和输气效率的计算模型，
并绘制不同工况下的图版，以输气效率小于 90% 作为
清管的依据，可以方便地判断出是否需要进行清管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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