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IL & GAS STORAGE AND TRANSPORTATION 油气储运

完 整 性

2011 年 8 月 第 30 卷第 8 期 总第 272 期

文章编号：1000-8241(2011)08-0621-03

漠大管道及其多年冻土区域地质灾害风险
陈朋超1

杨宝玲2 王民3

（1.中国石油管道公司，河北廊坊 065000 ；2.中国石油管道公司北京输油气分公司，北京 102500 ；
3.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局国内事业部 ，河北廊坊 065000）

陈朋超等.漠大管道及其多年冻土区域地质灾害风险.油气储运，2011，30（8）：621 - 623.
摘要：
漠大管道途经我国纬度最高、极端温度达－52.3 ℃的高寒地带，是我国第 1 条完全意义上穿越
永冻土区域的大口径长输原油管道，所经过的漠河－加格达奇大杨树段共计 440 km 的管道穿越大
兴安岭多年冻土区域，包括连续冻土、不连续冻土和岛状冻土。管道沿线地势北高南低，北部地形起
伏较大，沿线为大兴安岭低山、丘陵及河谷地貌，南部为松嫩平原，地形平坦开阔，地理环境复杂，极
易发生冻胀融沉、崩塌、热融滑坡、水毁冲蚀（坍岸）等地质灾害。分析了漠大管道穿越冻土区域所
面临的热融滑坡、冻胀、融沉以及弯曲、翘曲等特有的地质灾害风险，提出了灾害管理和风险应对措
施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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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多年冻土区管道的建设和运行已有几十年

缝埋弧焊钢管，3PE 加强级防腐层，穿越管道外层涂刷

的历史，20 世纪 70 年代，苏联开始在多年冻土区铺设

光固化材料对防腐层进行保护。主干线清管阀室设在

管道；
1977 年近 1 280 km 的阿拉斯加管道开始运行；

漠河首站，设江岸阀室 1 座（RTU 阀室），主干线和备

1985 年 加 拿 大 Norman Wells 管 道 成 功 建 成 投运 。

用线在江岸阀室碰头后 3 次穿越公路进入漠河首站。

[1]

国外在管道的设计、施工、监测、运行管理等方面积累

漠大管道漠河首站－大庆末站管段长 925.78 km，

了丰富经验，特别是针对冻土冻胀融沉等地质灾害对

设漠河首站 1 座，塔河、加格达奇、讷河中间站 3 座（塔

管道的影响进行了大量理论和试验研究，取得了丰硕

河、讷河为清管站，加格达奇为泵站），大庆末站 1 座，

的成果。我国对冻土区域管道相关技术的研究非常薄

线路阀室 36 座（其中 RTU 阀室 17 座）。采用常温密

弱，自漠大（漠河－大庆）管道开工建设近两年的时间

闭输送工艺输送俄罗斯低凝原油，管径 813 mm，设计

里，虽然积累了一些永冻土区域的建设管理经验，但尚

压力 8.0 MPa（局部 8.5～10 MPa），管材为 L450 级钢，

需实践验证。以下着重介绍漠大输油管道概况，并对

全线采用 3PE 外防腐层，热煨弯管防腐采用双层环氧

其穿越多年冻土区特有的地质灾害风险进行分析，如

粉末涂层，局部管段采用硬质聚氨酯泡沫塑料保温，防

斜坡稳定性（热融滑坡）、冻胀融沉、热应力释放所致管

护层采用聚乙烯塑料。阴极保护采用以强制电流保护

道弯曲、翘曲等，以期为该管道的运行管理提供参考。

为主、牺牲阳极保护为辅的联合保护方案。
1.2 沿线环境与敷设方式

1 管道概况

管道沿线的地势北高南低，北部地形起伏较大，为
大兴安岭低山、丘陵以及河谷地貌，南部为松嫩平原，

1.1 工艺参数与站场设置

地形平坦开阔。漠大管道途经我国纬度最高、极端温

漠大管道黑龙江穿越终点－漠河首站管段长约

度－52.3 ℃的高寒地带，是我国第 1 条完全意义上穿

7.33 km，备用管道约 1.45 km，按照俄方标准设计，中

越永冻土区域的大口径长输管道，所经过的漠河－加

方建设，双方共享运营实时数据。该管段的设计压力

格达奇大杨树共计 440 km 的管道穿越大兴安岭多年

6.4 MPa、管径 820 mm、壁厚 15.9 mm，采用 K60 级直

冻土区域，包括连续冻土、不连续冻土和岛状冻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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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大兴安岭丘陵地带坡多、陡、长，冬季积雪厚度超

的形式从相对温暖区域向相对寒冷区域迁移，而迁移

过 0.5 m，并穿插冻土沼泽、山间洼地、河床及漫滩等地

水冻结所产生的体积增大显著，导致土体的体积膨胀

貌，地理环境复杂。管道埋地敷设，局部高含冰多年冻

推动管道偏离原来的铺设路径并向上运动，因而产生

土、冻土沼泽及河漫滩地管段的施工集中在冬季进行，

弯曲变形[2-3]。冰锥和冻胀丘是典型的不良冻胀现象，

并采用增大壁厚、保温、换填等组合方式敷设，转弯采

可能造成两种危害：
一是冰锥、冻胀丘侵入管道地基使

用弹性敷设、现场冷弯、热煨弯管 3 种方式满足管道的

管道隆起，导致管道翘曲变形，当变形超过设计允许值

变向安装要求。

时，将使管道破坏甚至折断；
二是夏季气候变暖，冰锥、
冻胀丘融化，将使管道发生下沉移位甚至破坏。

2 热融滑坡

在寒季，漠大管道输送油温为负温。当埋地管道
通过融土地段时，负温油品不断从管道周围土体吸收

[2]

热融滑坡 是冻土区管道运行面临的严重地质问

热量，使融土冻结，形成冻结圈，地基土发生不均匀冻

题，管沟开挖和植被破坏严重影响了冻土的热平衡状

胀变形，在强冻胀地段可能破坏管道结构，影响输油安

态，对于一些含冰（特别是富冰区域）的斜坡，建设一

全。加漠公路 276 km 处原为沟谷湿地，夏天地表水丰

般在冬季，管道回填后管沟中的冻土易于因管道的运

富，周围山势较高，泉水来源充足，形成的冰锥正处于

行温度变化、管道路由植被和树木破坏、气候变暖等因

管道的上方，体积较大并且发展较快，3 d 内管道上方

素而造成热融性坡体滑塌，导致斜坡底部相关区域发

的冰面升高约 50 cm，最高处相对于自然地面隆起约

生管道应力集中而产生屈服弯曲。

2.9 m，表面冰层厚度约 150 cm，可见较大裂纹。加漠

漠大管道北部地区沿线超过 10°的斜坡有 40 多

公路 69 km 处原为低洼河道，处于公路东侧，公路过水

处，最大坡度大于 60°，
最长斜坡长度超过 3 km。对于

涵洞完全冻结堵塞，地下水下方排放通道受阻，与冬季

这类风险，在设计上要求在斜坡上按照一定距离设置

前的自然地面相比，地表抬升约 2.3 m，局部冰面隆起

浆砌石挡土墙、增加壁厚、外壁增加保温层并进行局部

约 1.8 m，地面裂纹延伸 160 m，宽度达 30 cm，冰面冻

换土，对于局部坡度较大的斜坡，为了避免管沟直接遭

结深度超过 1.5 m，夏季约 2.0 m 河谷通道基本与加漠

受阳光照射引发热交换，要求采取一定厚度的木屑护

公路平齐。管道从这一区域穿过，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坡和栽种植被等措施。但在实际建设期间，由于工期
紧且冬季施工，大多数斜坡的木屑保护未能满足设计

4 融沉[4-5]

要求，夏季发生热融滑坡的风险较高。
对于此类风险，需严格按照设计要求对斜坡进行

冻土退化的加剧，势必增加漠大管道的结构性融

植被恢复和木屑保护，并在管理过程中建立每一个斜

沉风险。全球变暖是宏观上造成多年冻土退化的主要

坡的基础信息库，包括斜坡的土壤类型、含冰量、角度、

原因，也因此成为冻土区管道在长期运行过程中因融

长度，以及管道路由的宽度和土壤强度等特征。重点

沉而发生褶皱弯曲的首要风险因素。

关注长度较长、角度较大的粉质粘土和富冰区的斜坡。

4.1 水分对冻土稳定性的影响

另外，加强检测和监测，利用管道智能监测器检测管体

水分对冻土的稳定性影响较大，主要表现为 3 个

变形，并实时跟踪管体的上下移动、斜坡的滑移情况及

方面：
首先，管道沿线的沼泽湿地具有隔热和蓄水功

管道的外加载荷，一旦发生较大变化，及时开挖验证，

能，减弱冷储耗散和增加冷储，在多年冻土退化的过程

必要时实施换管抢修，以避免泄漏事故发生。

中，可以抑制活动层的能量交换过程，使之处于低平衡
活动状态，减弱或消除多年冻土退化的速度和强度，使

3 冻胀

下伏多年冻土受到不同程度的保护，起到稳定冻土的
作用；
其次，在管道开挖和埋设过程中，开挖的沟槽如

管道埋设在冻土区域，冻土中的水分子以薄膜水
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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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积水，使砂砾石层变成含水层，在一定坡度下沟槽内

道建设和运行的温度差异导致的热应力释放（ΔT）则

的地下水流动，必然加快管道以下冻土的融化速度，形

是另一个极其重要的影响因素。由于冻土区域管道的

成宽而深的融化槽，造成管道的不均匀沉降，此时，外

建设施工一般在冬季，环境温度可达－40 ℃，而管道

源水分对冻土环境的稳定起破坏作用；
最后，管道在运

在运行期间可能为正温，极大的温度差异造成管体本

行过程中，如果管道表面和附近出现积水，水分下渗形

身的巨大应力，使管道产生热膨胀，加之冻胀升高，管

成热源，亦将使冻土融化，造成融沉风险。

道极易发生翘曲。Norman Wells 管道在建设时曾要求

4.2 地表破坏对冻土稳定性的影响

管子加热下沟，但翘曲现象仍然发生多起；
我国格拉管

管道沿线地表破坏最显著的形式是植被破坏和地

道投运 30 年来，发生泄漏穿孔等事故 30 余起，其中多

表取土。植被保持土中水分，降低地表不同季节的温

次是由于低温冻胀和热应力释放引发管道翘曲所致。

度差，因而减小暖季的融化深度，尤其是地表草茂密、

漠大管道是我国能源战略四大通道之一，有着十

表层为苔藓及泥炭层地段保温较好，季节融化深度相

分重要的经济和政治意义，针对其面临的热溶斜坡、冻

对较浅。植被遭受破坏后使冻土层失去天然隔热层，

胀融沉以及翘曲风险，在运行管理过程中，应加强地质

太阳直射地表，使冻土融化。在斜坡地区，人为取土、

勘查，完善线路风险识别和评价体系；
建立冻土监测体

挖坑等破坏了其天然地表，使地下冰层暴露，在夏天发

系，科学掌握管道风险；
合理利用内检测技术，注重超

生融化，使上覆皮和土层失去支撑而沿斜坡下滑或塌

前管理和计划管理；
合理开展维护修复工作，消除风险

落，冰层融水稀释塌落物质呈流塑状态，在重力作用下

和遗留隐患；
充分运用科技手段，弥补极端环境压力；

缓慢下滑，形成泥流堆积物。若管道位于斜坡上方，可

提升环境保护意识，确保管道与自然和谐共存[6]。

能因为滑塌而露出地表；
若管道位于斜坡下方，泥流堆
积物将使其深埋地下。
漠大管道所穿越的冻土称为兴安岭－贝加尔型冻
土，处于欧亚大陆冻土区东南边缘，冻土总体厚度较
薄，温度较高，易受外界因素干扰，稳定性较差。一旦
地表覆盖条件遭到破坏，将导致不可逆的冻土退化。
在暖季，漠大管道输送油温为正温。当埋地管道
通过多年冻土地段时，正温油品不断向管道周围土体
释放热量，使冻土中的冰升温融化，管道周围出现融
圈，致使管道发生不均匀沉降，严重时甚至破坏管道。
另外，漠大管道所穿越的多年冻土区域多为丘陵地貌，
地下水丰富，而且多为不连续冻土，差异性地质构造普
遍存在，在管道穿越阴坡和阳坡区域及其交界点，特别
是粉质粘土构造的多冰和富冰区域，由于管道的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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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表层水位的泄放通道阻塞，使得管沟积水，极易发
生冻胀和融沉灾害，特别在冻胀融沉的稳定区和不稳
定区过渡带，埋设于其中的管道将会受到较大的剪切
应力，极易发生屈服破坏。

作者简介：陈朋超，高级工程师，1975 年生，2010 年博士毕业于天

5 管道翘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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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翘曲受土壤本身的冻胀影响，而高寒地区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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