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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底管道失效原因及基于 ROV 的海底管道巡检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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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统计分析了国内外海底管道的失效原因，包括设计不合理、管道材料质量问题、海管施工质量
问题、冲刷与悬跨、船舶起抛锚作业、船只搁浅、落物冲击、采沙作业引起海底管道悬空、拖网捕鱼、
内外腐蚀、设备故障、操作失误。探讨了基于遥控潜水器（ROV）的海底管道巡检技术，其在工作深
度、设备搭载能力和复杂海况的适应性方面优势明显，由 ROV 搭载检测设备进行管道巡检，基本方
式是 ROV 巡线航行，
进行常规检测，
并在可疑区域或故障点悬停，
进行精细检测，
甚至可完成水下干
预。
（表 1，
参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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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sons for subsea pipeline failure and ROV-based inspection
technology of subsea pipe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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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easons for subsea pipeline failure in China and abroad, including improper design,
inadequate quality of pipeline material, imperfect pipeline construction, erosion and suspension, anchoring operation of
ship, ship stranding, impact of dropped objects, sand production leading to suspension of subsea pipeline, fishing with trawl,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rrosion, equipment failure and operational mistakes.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ROV-based inspection
technology of subsea pipeline, which has evident advantages in terms of working depth, carrying capacity and adaptability
to complicated sea conditions. ROV carries the inspection equipment to conduct the pipeline inspection, in a way that ROV
navigates along the sailing line for regular inspection and stop at the questioning or failure point to conduct fine inspection,
or even underwater interference. (1 Table, 6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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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海底油气管道建设逐渐进入高峰期，中国石

气东输管道公司运营的第一条海底管道。深港支线由

油、中国海油、中国石化等公司仅在渤海湾的海底管

求大线和香港支线组成：
求大线穿越规划港区、大小铲

道就已达数百千米。海底管道是投资高、风险大的海

水道、礁石区；
香港支线穿越大铲水道、铜鼓航道、龙鼓

洋工程，与陆地管道相比，海底管道面临复杂多变的

航道、矾石浅滩区、临近锚地。深港支线海底管道工程

海洋环境，受到风浪、洋流、风暴潮等自然因素作用，

提出在不加维修的条件下正常运行 25 年，并在设计施

以及采砂、锚害等人为因素影响，易发生管道裸露、悬

工期间采取了以下措施：
壁厚选择考虑内腐蚀裕量；
管

跨等安全隐患，海底管道长期悬跨、裸露，在风浪、海

道外表面采用防腐涂层进行外防腐，并加混凝土配重

流的冲击下，极易产生疲劳断裂，一旦出现泄漏等事

层，保持管道稳定；
采取阴极保护措施；
采用全沟铺设

故，将导致停产，污染海洋环境，造成生态灾害，甚至

并回填碎石保护。但是，深港支线路由穿越水道多，地

引起爆炸或波及下游用户设施安全，造成人身伤亡和

质条件和海况条件等干扰因素复杂，海床冲刷，管道悬

经济损失

[1-4]

。

跨、移位及外力作用等潜在风险较大，主要包括：
管道

2012 年西气东输二线深港支线投产运行，成为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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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缺陷和施工质量问题；
海床运动和海水冲刷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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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如抛锚、拖网等），管道内外腐蚀和自然灾害（如管
管道悬跨；
第三方活动如采沙作业、船舶起抛锚作业、

道因冲刷引起的悬跨）是海底输气管道失效的主要

船只搁浅、落物冲击和拖网捕鱼；
管道内外腐蚀等。因

原因[4]。美国运输部（DOT）研究与特殊项目委员会

此，除在设计施工期间解决好金属管道的内外防护问

（RSPA）对其所属油气管道的失效原因进行统计分析，

题外，在管道运行期间，应重视海底管道路由的稳定

得出外力作用（如第三方活动）和腐蚀是管道失效的主

性，并建立有效的基于遥控潜水器（ROV）的海底管道

要原因[5]。英国健康与安全部（HSE）对英国北海海底

巡检技术能力，实现对海底管道外部状态及损伤腐蚀

管道失效原因的统计结果表明：
管道施工、拖网捕鱼、

的定期检测，以便及时发现海底管道的失效问题，并采

抛锚和悬跨是海底管道失效的主要原因[6]。表 1 给出

取相应的维护措施，保障海底管道长期安全运营。

了我国海底管道失效损失统计结果。
综上可见，引发海底管道失效的主要原因包括：
设

1

计不合理，管道材料质量问题，海管施工质量问题，冲

海底管道失效原因统计分析

刷与悬跨，船舶起抛锚作业，船只搁浅，落物冲击，采沙
欧洲输气管道事故数据组织（EGIG）统计了 1982
年以来海底输气管道失效原因，结果表明：
第三方活
表1
时间

地点

作业引起海底管道悬空，拖网捕鱼，内外腐蚀，设备故
障，操作失误。

我国海底管道失效损失统计表
损坏情况

停产、修复

费用

1995 年 6 月 南海西江 24-3 油田

XJ24-3-FPSO 海管大量漏油

抢修 9 天

修复费用 290×104 美元

1995 年 7 月 南海西江 24-3 油田

XJ24-3-FPSO 柔性立管漏油

停产 10 天

修复费用超过 270×104 美元

1996 年 3 月 南海惠州 26 油田

渔网拖断管道，管道移位 5 m，管道泄漏

停产 57 天

修复费用 450×104 美元

1998 年 7 月 东海平湖油田

输气管道悬跨，
2 处变形，2 处泄漏

推迟 3 个月供气 修复费用 3 000×104 美元

2000 年 5 月

注水管损坏

25 天

修复费用 700×104 元

2001 年 10 月 渤海渤西油田

天然气管道锚拖拉损伤泄漏

40 天

修复费用逾 1 000×104 元

2001 年 5 月―
东海平湖油田
2002 年 7 月

悬跨油管断裂紧急抢修，改线永久修复

抢 修 13 天，永 久
修复费用逾 2000×104 元
修复历时 1 年

2002 年 10 月 渤海 SZ36-1 油田

输油管道泄漏

20 天

修复费用 350×104 元

2002 年 10 月 南海西部

WZ12-1-WZ11-4A 输油管道泄漏

33 天

修复费用逾 1 000×104 元

临时性修复 10 天

事故停产每天损失 2.67×104 桶油
当量的天然气（1 桶 =159 L）

渤海 JZ9-3 油田

2011 年 12 月 珠海横琴天然气管道 挖沙作业导致天然气管道两处泄漏

2

基于 ROV 的海底管道巡检技术

容主要包括：
外部状态精细检测，如光学成像和声学测
量；
损伤腐蚀检测，如无损探伤和 CP 测试。

目前，海底管道巡检通常使用两类方法：①使用

常规检测一般采用 ROTV 或直接由水面母船作

多波束测深系统、旁扫声纳和浅地层剖面仪等调查设

为载体，搭载高频侧扫声纳执行，该技术不支持精细检

备为主的常规调查；②使用 ROV 及 ROV 上搭载的

测。传统的精细检测由潜水员携带特种检测设备执

管道检测仪器设备进行的巡检。以下主要探讨基于

行，但潜水员在工作深度、作业效率能力、设备搭载能

ROV 的海底管道巡检技术。

力和复杂海况的适应性等方面都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为了实现对海底管道定期检测，ROV 需具备以下

与潜水员相比，ROV 在工作深度、设备搭载能力和复

能力：①水下巡线能力和与海底环境相适应的水下精

杂海况的适应性方面体现出强大的优势，由 ROV 搭

细成像能力；②支持对海底管道埋设区海床及海底管

载检测设备进行管道巡检，其基本方式是 ROV 巡线

道裸露段精细成像检测；③具备搭载管道探测设备和

航行，进行常规检测，并在可疑区域或故障点悬停，进

CP 检测设备的能力。

行精细检测，因此，ROV 巡检可以同时执行精细检测

海底管道检测包括常规检测和精细检测两个阶

和常规检测，甚至可完成水下干预。

段。常规检测用于对管道外部状态快速评估。精细检

ROV 具有定向、定深和定高自动控制功能。ROV

测是在常规检测的基础上，对可疑区域或故障点进行

由工作母船控制，能在水下三维空间自由航行。ROV

近距离、高分辨率成像检测和特征参数测量，检测内

配置完善的运动和定位传感器系统，用于支持自动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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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功能和水下精细检测功能。传感器包括罗盘、光纤

（2）应该使用 ROV 对海底管道定期巡检，如英国

陀螺、深度计、高度计（可调型）、超短基线定位系统接

Stolt Offshore 公司建议每 7～14 天给出一个海底管道

口。ROV 控制系统采用 PC104 架构，实现自动定深、

状况报告，以便及时发现海底管道失效问题，并采取相

定高和定向功能。ROV 尾部配置磁耦合推进器，具有

应的维护措施，保障海底管道路由稳定。

较强的抗流能力。此外，ROV 预留搭载管道探测仪等
设备的接口。
水下成像检测系统包括光学成像系统、声学成像
系统、辅助传感器和信息综合处理系统。光学成像系

（3）依据海底管道运行状态和检测数据，针对易发
生事故的海底管道失效类型，制定相应的维抢修预案，
并预先准备好维修备件，以便缩短维抢修时间，降低事
故造成的损失。

统的基本配置包括照明系统、摄像机、云台系统。声学
成像系统的核心部件为多波束图像声纳，最高可精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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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可以回放显示，包括 ROV 位置、声纳扫描图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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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底管道事故具有突发性和不确定性，会造成巨

计与制造专业，现主要从事长输天然气管

大的经济损失及严重的社会影响，因此需要对海底管

道相关技术领域科技项目的管理工作。

道进行定期巡检，及时发现失效问题，并采取相应的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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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措施，使其长期安全运行。由此提出如下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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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ROV 已经成为国际通行的海底管道巡检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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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高端市场主要被国外公司控制，国内的相关研究尚

and manufacturing, in 1994, engaged in the management of scientiﬁc

处于起步阶段，应该加强 ROV 海底管道巡检系统的

projects for the related technologies of long-distance gas pipeline.

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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