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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分析总结天然气长输管道各种投产工艺的优缺点和适应性，结合川气东送管道投产经验，
确定了对于大口径、高压力长输天然气管道的投产，采用无清管器有氮气天然气推氮气推空气投产
工艺、
“先站场、后线路”的置换顺序具有经济可行安全可靠等优点。对投产前的检查、氮气置换、天
然气置换、管道升压、试供气等投产过程中的关键技术进行了分析，重点探讨了管道投产氮气置换的
注氮设施、注氮位置、注氮量、注氮温度、注氮速度及氮气封存范围等技术参数。该技术可为国内外
新建大口径、高压力天然气管道的投产提供参考。（参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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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missioning technologies of large-diameter, high-pressure,
ong-distance gas pipeline
Chen Chuansheng, Ao Rui, Yao Lin, Niu Huachang
SINOPEC NG Pipeline Project from Sichuan to the East Sub-company, Wuhan, Hubei, 430070
Abstract:It is confirmed that the commissioning technology with the “No pig but nitrogen, gas-to-nitrogen, and nitrogen-to-air”
process and the gas replacement sequence of the “Pipeline route behind compressor stations ” are economic, safe and reliable for
large-diameter, high-pressure long-distance gas pipeline based on analyzing and summarizing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as well as the adaptability of various commissioning technologies for long-distance gas pipeline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commissioning experiences in NG Pipeline Project from Sichuan to the East. The key technologies in the commissioning
process, such as inspection prior to commissioning, nitrogen replacement, natural gas replacement, pipeline boosting, test gas
supply, etc are analyzed, and the nitrogen injection facilities, nitrogen injection location, nitrogen injection quantity and nitrogen
injection temperature, nitrogen injection speed and nitrogen sealing range for nitrogen replacement of pipeline commissioning
are mainly discussed, which may provide a reference to the commissioning of newly-built large-diameter high-pressure natural
gas pipeline at home and abroad. (8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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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家对清洁能源的重视，天然气长输管道建

1 投产工艺

设不断增多，川气东送、西气东输二线等大口径、高压
力长输天然气管道已经建成投产，西气东输三线、新

根据已投产的大口径、高压力长输天然气管道投

疆- 广东-浙江、新疆-山东等国内大口径、高压力

产情况，在天然气长输管道投产过程中，主要采用无

天然气长输管道正在规划建设。通过分析总结多年来

清管器无氮气天然气推空气、有清管器无氮气天然气

大口径、高压力长输天然气管道投产工艺的优缺点和

推空气、有清管器有氮气天然气推氮气推空气、无清

适应性，结合川气东送输气管道多次分段投产的经验，

管器有氮气天然气推氮气推空气 4 种投产工艺[1]。其

确定了大口径、高压力长输天然气管道的投产工艺，并

中，无清管器无氮气天然气推空气投产工艺的优点是

对大口径、高压力长输天然气管道投产的关键技术进

经济、置换费用较低，缺点是天然气与空气混合，易使

行探讨。

天然气达到爆炸极限，危险系数高，且置换技术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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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非常高，一般适用于直径小于 200 mm 且长度较

道投产过程中采用无清管器有氮气天然气推氮气推空

短的管道；
有清管器无氮气天然气推空气投产工艺与

气投产工艺，与其他投产工艺相比，具有技术先进、经

无清管器无氮气置换工艺相比，能够一定程度上防止

济可行、安全可靠等特点。

天然气与空气混合，清管器能进一步清除管道内的污

目前国内已采用的投产置换工艺主要为站场、线

物，了解各段管道内部的实际情况，该工艺缺点是不易

路同时进行置换的投产模式，但选用“边线路、边站场”

操作，受地形及管道安装等因素影响较大，易导致天然

投产时，站场的操作较复杂，会增加混气量。例如在川

气与空气混合，危险系数较高且投产时间长，适用于地

气东送管道干线燕子窝-梁平及川维支线 236.17 km

势平坦、弯头较少、管径一致的管道，但易造成天然气

管道投产中，采用了无清管器有氮气天然气推氮气推

和空气的混气段；
有清管器有氮气天然气推氮气推空

空气“边线路、边站场”的投产工艺，发现梁平输气站

气投产工艺优点是空气、氮气、天然气分成 3 个彼此独

场操作复杂且泄漏点较多，给管道投产带来了风险，在

立的区域，增强了系统置换的安全性，降低了技术操作

后期梁平-武汉 766.27 km、武汉-上海 756.25 km 管

难度，缺点是费用高、操作复杂、氮气需求量大，受地形

道投产中，采用了“先站场、后干线”的无清管器有氮

及管道安装等因素影响较大，容易增加混气长度，不易

气天然气推氮气推空气投产工艺、管道分段投产、人员

控制，不可预见性高，适用于地势平坦、弯头较少、管径

进驻沿线各阀室、管段精细投产的模式，对先前在站场

一致的管道，但易造成天然气、氮气、空气窜气；
无清管

氮气置换过程中发现的 100 多个漏点，提前进行了处

器有氮气天然气推氮气推空气工艺是用氮气隔离，天

置，降低了置换过程中天然气泄漏的风险，具有提前掌

然气与空气使其不易直接混合，优点是操作简单、速度

握站场工艺情况、简化置换过程中的操作、降低管道

易控、效率高且阻力小，不受地形及管道安装等因素影

投产风险等优点，因此大口径、高压力长输天然气管道

响，费用低，置换有保持和提高管道干燥程度的效果，

投产时可采用“先站场、后线路”的“气推气”投产置换

可避免因隔离器卡滞或者磨损带来的窜气现象，缺点

工艺。

是氮气与天然气、氮气与空气扩散速度受环境、置换速
度和管内气体压力等因素影响，适用于地形复杂、地势

2 关键技术

交错、弯头较多、管径不一致的天然气长输管道和城市
2.1 投产前的检查

燃气管网。
1.1 置换顺序的选择

管道投产前，应对各项投产条件进行检查，主要包

天然气长输管道投产置换包括线路和站场置换两

括投产组织、人员准备、技术准备、物资准备、资金准

部分。目前在大口径、高压力长输天然气管道投产过

备、营销准备、外部条件准备等，同时要确认工程建设

程中主要有“边线路、边站场”，
“先站场、后线路”两种

质量符合投产要求，工程建设存在的遗留问题整改完

置换顺序。其中，
“边线路、边站场”优点是不需提前

毕并通过验收，相关安全手续办理完成，工程质量初评

对站场进行置换作业，节省了站场单独注氮的时间和

合格，管道和阀室强度、严密性试验合格，站间管道清

费用，缺点是不能够提前熟悉掌握站场运行情况，操作

管及干燥、站内管道吹扫及干燥完成，设备进行单体

流程复杂，对人员素质要求高。“先站场、后线路”优点

调试和系统联调，所有阀门至少进行一次全开全关动

是能提前熟悉掌握站场大部分漏点质量情况，并利于

作，不参与投产的工艺管道和设备等临时工程进行有

提前处理站场问题，简化置换过程中的操作，减少安全

效隔离等，经确认各项投产条件符合要求时，方可组织

隐患，提高了置换效率，增强了管道投产的安全性和可

进行氮气置换、天然气置换、管道升压、管道试供气等

靠性，利于统一指挥和协调，缺点是站场置换时需单独

投产作业。

注氮，会增加注氮点和注氮量。

2.2 氮气置换

1.2 投产工艺

2.2.1 注氮设施
[2]

根据对以上投产方法的分析及其在涩宁兰 、西

天然气管道投产通常采用液氮车[3]或氮气瓶进行

气东输、陕京线、川气东送等大口径、高压力长输天然

管道置换作业，氮气瓶置换一般适用于注氮量较小的

气管道投产应用情况，在大口径、高压力长输天然气管

工程。在川气东送管道投产作业中，由于氮气需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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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因此采用带加热、气化装置的液氮泵车进行注氮

道内，以防损坏管道或设备，因此注氮过程中要根据注

作业，满足了氮气注入压力、温度、速度等相关技术参

氮速度、环境温度等因素，选择具有合适供热能力的注

数要求，证明在大口径、高压力长输天然气管道投产

氮设备和车辆，对液氮进行汽化，确保注入氮气的温

中，利用液氮泵车进行注氮完全能满足投产需要，且安

度。在川气东送管道投产中一般控制进入管道的氮气

全可靠。

温度范围为 5~40 ℃。

2.2.2 注氮位置

2.2.5 注氮速度

置换过程中，宜首先按照设计要求，以注氮预留口

注氮速度过低会使氮气与空气混合过多，氮气损

作为注氮点，若站场设计的注氮点去置换管道的流程

耗增大，在满足温度的前提下，应尽可能提高氮气注入

已注有天然气不能使用，可根据站场的具体流程进行

速度，在川气东送管道氮气置换过程中要求氮气在管

选择，一般尽量选择不影响站内生产运行，容易拆卸和

道内推进速度不得低于 0.6 m/s，一般注氮速度控制在

安装，操作空间大，操作方便的地点。在川气东送管道

1～3 m/s。

8 次投产作业中主要选择注氮预留口、出站紧急截断

2.2.6 管道氮气封存范围

阀门旁通阀短接处、发球筒进气阀门旁通阀短接处进

管道投产中氮气封存长度至少为沿气流的方向从
上游向下游站场 ( 或阀室 ) 至下游某一个阀室的长度。

行注氮。
注氮过程中，在氮气车出口安装压力表和温度表，

根据川气东送管道投产经验，氮气封存长度一般不低

检测管道注入氮气参数。置换过程中，一般选择压力

于整个投产管段的 12％，即能满足投产需求。若投产

表取样口检测含氧量，确定氮气置换效果。在川气东

管段距离在 500 km 以上，可在管段中间选择增加一段

送管道线路置换中，通常选择进站压力表检测气头到

或几段站场与阀室 ( 或阀室与阀室 ) 的距离进行氮气

达情况；
站场置换中，通常在出站口管道、排污罐、自用

封存，以确保氮气能够满足投产需求。

气橇、收发球筒等地点检测气头到达情况。

2.3 天然气置换

[4-6]

2.3.1 天然气流量需求

2.2.3 注氮量

注氮量主要决定因素：
①管道沿线置换所需的氮

投产前，必须提前落实天然气资源，避免因天然气

气量，具体根据管道置换的管段、站场容积和置换的压

供应不足而导致置换中断，置换过程中所需天然气最

力决定；
②氮气置换过程的损耗量，主要包括液氮汽化

小流量将随着背压的升高而增大，置换所需天然气最

过程中的损耗量、氮气置换过程中的混气量、放空量。

小流量和累计流量[8]为：

在对投产管段进行天然气置换前，一般选择一段或几
段管道将氮气封存在某一个站场与阀室之间，封存压
力为 0.05～0.2 MPa。
对管道进行置换时，所需氮气量如下：
式中：q 0 为天然气推氮气推空气置换过程中所需最小
流量，m3/h；A 为管道截面积，m2；v min 为天然气推进最
式中：m 为液氮质量，kg；a 为标准状态下氮气的摩

小流速，一般不低于 3 m/s；p 为置换管段背压起点压

尔 质 量，取 0.028，kg/mol；b 为 标 准 状 态 下 氮 气 的 摩

力，MPa；Q 为天然气累积供气量，m3；L 为管道长度，

尔 体 积，取 0.022 4，m3/mol；V 为 所 需 氮 气 量（标 准

km； 为置换管段的平均压力，MPa，根据川气东送管

3

3

状态下），m ；V 0 为需置换的管道容积，m ；p 1 为管段

道投产经验，在对大口径高压力长输天然气管道累计

置换后氮气压力 ( 表压 )，MPa；p 0 为标准大气压，取

流量测算过程中， 按不小于 0.3 MPa 测算。

0.101 32，MPa；T 0 为标准温度，取 293，K；T 1 为氮气

2.3.2 天然气置换调流阀的选择

注入温度；q 为氮气损耗量，根据川气东送管道投产经

在置换过程中，由于气源压力较高，而被置换管段

验，取 0.06～0.2。

压力较低，天然气流量控制不当，容易造成管道混气段

2.2.4 注氮温度

大大增长，流速过快还易加大天然气与管道内壁杂质

在注氮过程中，严禁温度过低或过高氮气进入管

的摩擦，大大提高投产风险，同时节流作用容易造成管
www.yqc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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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置换作业

天然气流量至关重要。一般选择投产调流阀或旋塞阀

置换前，应对气头到达各检测点时间进行预测，指

进行流量调节，若压差过大，可优化流程选择两个或多

导投产人员提前做好检测准备工作，在置换过程中利

个旋塞阀进行两级或多级调压，降低调节压力，避免阀

用便携式含氧分析仪（0～25％）检测含氧量，确定氮

门冰堵和管道振动过大。在川气东送管道投产中，一

气头、纯氮气到达时间。利用 XP-3140 检测仪检测天

般优先选择容易拆卸安装和更换的越站或出站 ESDV

然气含量确定天然气头、纯天然气到达时间，在管道沿

阀的旁通旋塞阀进行流量调节。

线中间设有放空点的站场或阀室检测到氮气头后立即

2.3.3 天然气推进速度

关闭放空，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氮气浪费，在最后一个检

2.3.3.1 流速范围

测点对多余的氮气进行全部放空，检测到天然气头后，

为保证天然气置换过程中混气量较小，防止置换

关闭放空，整个天然气置换作业完成，进入升压阶段。

过程中气体层流化，采用无量纲理查德系数确定气体

置换过程中要根据气头检测情况不断核算天然气置换

是否分层。

速度和纯氮气量，调节阀门开度控制天然气流量，避免
置换速度过低或过高造成混气段增长。若置换过程中
发现在最后一个检测点前一个阀室仍有较长的纯氮气

式中：R 为理查德系数；D 为管道内径，m；g 为重力加
2

3

段，可提前在该阀室放空一部分氮气，避免所有氮气在

速度，取 9.81，m/s ；ρ a、ρ b 为气体的密度，kg/m ；v 为气

一个地点放空而污染环境。

体推进的平均速度，m/s。

2.4 管道升压

理查德系数 R 介于 1~5 时，混气量可以接受，R

天然气置换完成后，要采用分阶段的方式对管道

越小，气体发生层流的可能性就越小。为保证混气量

进行升压作业，升压速度一般不超过 1 MPa/h。对于

较小，一般情况下，R ≤1，但天然气推进速度过高，容

大口径、高压力长输天然气管道，第一阶段稳压压力不

易造成管道混气段长度增加，增大了投产风险。为保

大于管道设计压力的 1/3（建议最大不超过 1.2 MPa）；

证混气量较小和管道置换安全，根据文献 [7]，天然气

第二阶段稳压压力不大于管道设计压力的 2/3；
第三阶

的推进速度宜控制在 3~5 m/s 之间，结合川气东送管

段稳压压力可升至气源能提供的最大压力，但不得大

道投产经验，在对大口径、高压力长距离天然气管道天

于管道设计压力。在每阶段稳压过程中要进行检漏，

然气置换过程中，速度控制在 3~8 m/s 时，管道混气

确保管道出现异常及时发现和处理。

段长度较小，同时也能够保证投产安全。

2.5 试供气

2.3.3.2 天然气推氮气推空气置换速度控制方法
在投产过程中，天然气推氮气推空气置换速度受

升压完毕，对需要带气调试的相关设备进行调试，
设备调试完成后，各输气站场按照市场目标用气计划

到许多因素的制约，如置换过程中天然气注入流量、管

对下游进行试供气，管道试供气安全平稳运行 72 h 后，

段背压、沿线放空点的选择和工程施工质量。在川气

管道投产成功。

东送管道投产过程中，发现随着氮气段的推进，被置换
段的延长、置换速度的加快、放空火炬的堵塞等导致管

3 结论与建议

道不能进行有效放空的因素，都会导致管道背压增大，
置换速度变小。为了减小背压给管道置换带来的影

结合川气东送管道投产经验，大口径、高压力长输

响，保证置换速度，根据川气东送管道投产经验，可采

天然气管道投产采用“先站场、后线路”的无清管器有

取以下措施：
①每隔 20～40 km 选择一个阀室作为放

氮气天然气推氮气推空气投产工艺，是先进可行的。

空点进行放空；
②在置换前对沿线站场、阀室放空立管

采用理论分析和现场应用相结合的方式，合理确定大

前的阻火器进行检查和清洗，预防堵塞影响放空；
③根

口径、高压力长输天然气管道投产工艺注氮量、注氮温

据各实测点到达时间进行反推和修正，通过调节投产

度、注氮速度、注氮点、置换速度、放空口等关键投产技

调流阀开度，提高相应天然气的注入量，以达到所需的

术参数，提前落实置换升压所需天然气量，做好天然气

推进速度。

置换时间预测，合理控制天然气推进速度，分阶段对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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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进行升压，安全平稳地进行试供气作业，是大口径、
高压力长输天然气管道投产技术的关键，对保障大口
径、高压力长输天然气管道安全妥稳投产起到至关重
要作用。上述投产技术在保障管道运营安全、简化作
业流程、节省工时方面有一定优势，可为国内外新建大
口径、高压力天然气管道的投产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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