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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模拟液烃管道泄漏的装置

及利用该装置测算泄漏量的方法，该装置包括通

过油管顺次连接并形成实验环道的油品罐、离心

泵、泄漏单元和缓冲罐，在离心泵出口和靠近泄

漏单元进出口的油管上顺次安装有流量计、压力

计和温度计；泄漏单元包括用于收集泄漏油品的

泄漏箱和设置在泄漏箱内部的主管道，泄漏箱的

底部出口通过油管与称重机构连接；主管道两端

分别通过法兰与油管可拆装地连接，在主管道上

并联有第一分管道和第二分管道，在第二分管道

上可拆装地设置有泄漏实验管，泄漏实验管上设

置有待探究几何形态泄漏孔；在主管道上设置有

用于调节主管道压力的针阀。本发明相较已有实

验装置不仅更符合实际泄漏工况也能够模拟停

泵过程等工况下泄漏量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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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模拟液烃管道泄漏的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通过油管顺次连接并形成实验环

道的油品罐、离心泵、泄漏单元和缓冲罐，在所述离心泵出口的油管上顺次安装有第一流量

计、第一压力计和第一温度计，在靠近所述泄漏单元进口的油管上顺次安装有第二温度计

和第二压力计，在靠近所述泄漏单元出口的油管上顺次安装有第三温度计、第三压力计和

第二流量计，所述离心泵、第一流量计、第一压力计和第一温度计、第二温度计、第二压力

计、第三温度计、第三压力计和第二流量计均与PLC控制柜电连接；

所述泄漏单元包括用于收集泄漏油品的泄漏箱和设置在所述泄漏箱内部的主管道，所

述泄漏箱的底部出口通过油管与称重机构连接，所述称重机构与所述PLC控制柜电连接；所

述主管道两端分别通过法兰与油管可拆装地连接，在所述主管道上并联有第一分管道和第

二分管道，在所述第二分管道上可拆装地设置有所述泄漏实验管，所述泄漏实验管上设置

有待探究几何形态泄漏孔；在所述主管道上设置有用于调节所述主管道压力的针阀，所述

针阀与所述PLC控制柜电连接。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在靠近所述油品罐出口和靠近所述缓冲罐进

口的油管上均设置有用于控制实验进程的控制阀，所述控制阀亦与所述PLC控制柜电连接。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分管道和第二分管道的两端均通过

控制管道通断的气动阀与所述主管道连接。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泄漏实验管两端通过法兰与所述第二分

管道可拆装地连接。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油品罐和缓冲罐中均设置有用于监测

成品油液位的液位计。

6.一种利用如权利要求1到5任一项所述装置测算泄漏量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

通过下式(1)对带压的泄漏实验管的泄漏量进行计算：

其中，qP为泄漏流量；HL为泄漏单元前后的水头差；zL为泄漏点高程；pL为泄漏箱内油品

蒸汽压；ρ为流体密度；C0为流量系数；K为局部阻力系数；β为列宾宗系数；LL为泄漏实验管长

度；dL为泄漏实验管直径。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利用模拟液烃管道泄漏的装置测算泄漏量的

方法包括：

步骤一：进行环道实验；

步骤二：完成环道实验并确认实验环道运行状况良好之后进行泄漏实验。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一包括：

1)采集典型成品油油样、实验用油样、成品油管道周围土壤、水、大气模拟物样品，测量

成油品油样的粘度与油温关系，测量实验用油样的物性参数和状态参数，测量成品油管道

周围土壤、水、大气的热系数、密度、膨胀系数及比热容与温度的关系；

2)利用实验环道进行简单水平等径管道泄漏实验：

①在整条实验环道内注入便于观察泄漏量的着色水作为工质对实验环道进行调试和

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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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打开控制阀后启动离心泵，油品开始输送；实验开始，泄漏单元中第一分管道开路，

主管道和第二分管道闭路，油品经第一分管道流过泄漏单元；

③流动稳定后调节气动阀使得第一分管道关闭，主管道开启，油品经主管道流过泄漏

单元；

④待压力达到针阀的临界值时，开启针阀，部分油品经针阀流出，主管道压力稳定于某

一值；

⑤之后调节气动阀使得主管道关闭，油品流入第二分管道；由于主管道和第二分管道

并联，第二分管道的压力也得以稳定于某一值；切换后开始泄漏，记录开始时间；同时，测量

泄漏实验管上泄漏孔的面积，记为A；

⑥记录第二和第三温度计、第二和第三压力计、第一流量计的数据变化情况，并将第二

压力计的值记为P1，第三压力计的值记为P2，HL＝(P1-P2)/ρg；

⑦采用高速摄像设备记录在特定温度和压力下着色水的泄漏过程，记录着色水在泄漏

口处的压力和流量变化；

⑧通过数据处理软件对视频进行分析，为实验结果的分析及数学模型的建立提供依

据；

⑨泄漏一段时间后，停泵关阀并记录时间，持续记录所有实验数据，并增加记录水击波

压力变化情况；

⑩实验持续至称重机构读数基本不再变化，表明泄漏过程基本完毕，称重机构读数记

为G；

根据记录的累计泄漏体积和泄漏时间，测算瞬时泄漏速率和泄漏流量。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二包括：

1)改变管内压力进行简单水平等径管道内的考虑管内相变影响的泄漏实验，即调节离

心泵扬程以及针阀开度改变管内压力后，重复环道实验中步骤2)的操作，记录数据；

2)改变管内温度进行简单水平等径管道的泄漏实验，即加热油品罐内油样以改变管内

输送样油温度，重复环道实验中步骤2)的操作，记录数据；

3)改变运输工况进行简单水平等径管道的泄漏实验，即模拟实验样油在复杂运行工况

下的泄漏处的油品密度、温度和压力分布，根据模拟结果设计不同的泄漏单元并将其接入

实验环道，重复环道实验中步骤2)的操作，记录数据；

4)更换具有不同泄漏孔的泄漏实验管进行泄漏实验，重复环道实验中步骤2)的操作，

记录数据；

5)处理实验数据。

10.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5)包括：

①管道泄漏特性参数测量方法：

其中，Δt为记录的泄漏过程时间；G为泄漏的称量结果；Q为泄漏体积；ρ为流体密度。

②切换气动阀让破损处的压力保持为压力计测得的压力值ΔH，即管内流动压力Pfluid

与大气压力Pair之差：

ΔH＝P1-P2＝Pfluid-Pai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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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根据小孔出流特性计算泄漏量：

其中，α为泄漏时出流特性参数；

④不改变A，测得不同ΔH及Q，计算不同α；

⑤改变A，同时测得不同ΔH及Q，计算不同α；

⑥水中管道的α测量：

其中，Pwater为管道外水压；

⑦土壤中管道的α测量：

其中，Pout(t)为管道外土壤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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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液烃管道泄漏的装置及利用该装置测算泄漏量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模拟液烃管道泄漏的装置及利用该装置测算泄漏量的方法，属于

石油、化工安全工程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对于成品油管道泄漏事故，泄漏量和泄漏扩散区域的有效预测是制定应急处理方

案的理论基础，也是实现其安全、环保、经济运行的可靠保证。目前已有文献提出能够实现

泄漏事故发生后测算成品油管道泄漏量的方法。但此类模型通常将不规则形状的泄漏小孔

简化为小圆孔处理，而实际泄漏过程中泄漏小孔形状多为矩形泄漏缝隙或不规则形状。经

过现场实验发现，泄漏小孔形状的不规则性会给成品油管道泄漏量测算带来一定的误差，

研究埋地液烃管道小孔泄漏特性可以为预测管道泄漏量、研究土壤中液烃扩散规律、后续

事故评估、污染区域划分以及制定合理的救援措施等提供可靠的依据。考虑到油品大量泄

漏会污染土壤，将对公众健康和生态环境带来长期的不良影响，因此研究泄漏介质在土壤

中的运移扩散特征，对于划分危险区域和评估环境影响将具有十分重要的工程实际意义。

[0003] 针对泄漏管道泄漏孔形态及外部环境对泄漏过程影响的相关理论和实验研究还

不够完善，国内外与管道泄漏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泄漏检测、定位及泄漏量测算领域，针

对管道小孔泄漏特性的相关研究较少，目前仅有的与液烃管道泄漏相关的工作主要集中于

液烃泄漏渗流扩散过程中的相态变化及稳定性的研究，研究主要通过实验和软件模拟仿真

的方式进行。

[0004] (1)管道小孔泄漏特性研究

[0005] 在早期泄漏量计算研究过程中，相关学者将管道泄漏过程简化为一维稳定管流小

孔出流模型。通过选取适当的孔口出流系数，利用伯努利方程和能量守恒方程，建立简单的

泄漏量计算公式，来估算水平和倾斜管道中油品在泄漏点的泄漏速率与泄漏量。这种方法

计算相对简单，能够对稳定泄漏状态下的泄漏量进行预测，但是在计算过程中只考虑了孔

口出流系数和孔内外压差对泄漏量的影响，未将孔口形状、泄漏孔口的大小、管道运行状态

以及成品油泄漏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传热传质现象等诸多因素考虑在内，因此，计算结果与

实际泄漏量的误差较大，难以直接用于管道泄漏事故中泄漏量的预估。

[0006] 目前有关管道泄漏特征与规律的研究主要是基于流体力学基本方程组的理论推

导，在泄漏孔方面，其往往只考虑到规则泄漏孔(比如圆孔)，没有考虑不规则裂口形状对泄

漏速率的影响，与现场实际脱节，预测准确率低。中国发明专利申请号201610374025.7设计

了一种液相管道泄漏不规则孔等效圆孔计算实验装置及实验方法，研究液相管道在多种不

同泄漏工况条件下规则孔与不规则孔稳态与动态泄漏的特征与规律，但其仍存在诸多局限

性。

[0007] 该专利实验平台的设备安装有一定不足：①其泄漏单元处位于管道盲段位置，其

边界条件与实际管道发生泄漏事故时相比相差较大，因此其实验结果迁移至实际管道中会

有一定偏差。②同时由于盲段位置的设定，该泄漏孔径的朝向特定向下、无法调整。不能探

说　明　书 1/8 页

5

CN 109442226 A

5



究泄漏孔朝向对泄漏过程的影响。③压力值的变化泄漏过程影响很大，但该实验平台缺乏

压力调节机制，其压力值变化很难控制。④由于缺乏回收装置，很难保持实验环境，也很难

验证评估管道泄漏量。

[0008] (2)液烃渗流扩散实验研究

[0009] ①数值实验

[0010] 在数值模拟方面，主要是建立二维稳态或非稳态泄漏渗流、扩散模型，利用流体力

学软件模拟扩散过程，分析压力、速度、密度场的分布以及油水相分布，研究泄漏口孔径、泄

漏口位置、泄漏口数量、土壤孔隙度、土壤饱和度、土壤温度、地表温度、水域温度等因素对

泄漏扩散过程的影响。如高雪利模拟了埋地输油管道泄漏渗流，马跃模拟了成品油管道泄

漏污染土壤范围，李朝阳模拟了穿越河流管道泄漏，刘瑞凯模拟了海底埋地热油管道泄漏

扩散，符泽第模拟了埋地柴油管道二维泄漏扩散过程，邢畅模拟了严寒地区的埋地输油管

道的多相流泄漏过程等。

[0011] 缺点：所建模型和相关变量受限于专业软件，对泄漏过程所做简化较多，无法实时

模拟真实泄漏过程，难以获取累计泄漏量等重要参数，因此数值实验多用于泄漏扩散过程

的定性研究。

[0012] ②物理实验

[0013] 在物理实验方面，宁丽等研究了柴油在不同类型的土壤中分别以连续和间歇方式

入渗的一维渗流特征。杨宾等开展了柴油入渗的二维砂箱实验。李永霞通过土柱模拟实验

研究了柴油及其饱和水溶液在不同含水率的砂土及壤土中的入渗迁移及残留特征。Wang等

通过土柱实验研究了柴油在原状黄土性土壤中的入渗特征。Abdul、郑西来开展了柴油入渗

的二维砂箱实验。郑德凤等用二维砂箱模拟轻非水相液体在湿润多孔介质中的渗漏、迁移

及分布规律。武晓峰选用煤油和溶剂汽油在有机玻璃砂槽中进行实验，用彩色摄影记录非

水相流体在地下水非饱和区和饱和区中相界面的运移。李永涛用二维有机玻璃砂槽，采用

溶于水而不溶于油的苏丹染料使油染成红色，观察油流的扩散锋面形状。李珊珊等将

Visual  Modflow中的三维模型应用于柴油在含水砂槽中迁移特征的实验研究中。Fine  P对

煤油、汽油等在多孔介质中的残留量与含水率的关系进行了定性和定量研究。Schroth  M等

在二维砂槽中进行液烃在非饱和区的泄漏实验，观察液烃羽流和锋面的运动，测量压强和

饱和度以研究介质的非均质性对液体运动的影响，通过在细砂间铺一层粗砂构成类似毛管

障碍栅的斜面，研究了液烃在非均质非饱和区环境中的扩散。吴国忠等进行了油气水多相

流埋地管道多点泄漏红外检测的实验研究，可在多泄漏点、不同油气水饱和度、不同土壤介

质孔隙率和泄漏时间条件下进行红外检测，但是未能得到直接泄漏的扩散图像，也未考虑

每一种组分的相变。

[0014] 缺点：上述学者仅研究了液烃在土壤中的渗流扩散过程，实验过程并未真实还原

埋地管道泄漏后液烃的“泄漏+渗流扩散”行为。埋地液烃在土壤中的运移受管道破损处液

烃流动状态影响，因此，必须了解不同的管道破损情况下的泄漏特性后，再考虑液烃在土壤

中的渗流扩散行为。

[0015] (3)测算泄漏量的实验

[0016] 学者们也对管道泄漏量的变化规律开展了实验研究。邵辉等在实验室建立管道泄

漏实验模型，确立了泄漏量与泄漏孔大小、流体密度、黏度、管内压力以及流体的平均流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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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因素的关系，但数学模型是基于伯努利方程的小孔稳态出流模型，实验测定的是出流系

数。Jasper等通过实验研究了上、下游阀门操作对泄漏量的影响，泄漏量靠重力仪测得，但

并未给出理论分析和计算模型。付建民等搭建了液相管道小孔泄漏实验系统，研究管道流

量及压力对管内液体压力及泄漏速率变化的影响规律，提出了小孔泄漏稳定压力计算经验

公式，但并未给出泄漏量计算公式，也不能用于预测泄漏过程瞬态压力变化。

发明内容

[0017] 针对背景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本发明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模拟液烃管道泄漏的装置

及利用该装置测算泄漏量的方法。

[0018]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一种模拟液烃管道泄漏的装置，包括

通过油管顺次连接并形成实验环道的油品罐、离心泵、泄漏单元和缓冲罐，在所述离心泵出

口的油管上顺次安装有第一流量计、第一压力计和第一温度计，在靠近所述泄漏单元进口

的油管上顺次安装有第二温度计和第二压力计，在靠近所述泄漏单元出口的油管上顺次安

装有第三温度计、第三压力计和第二流量计，所述离心泵、第一流量计、第一压力计和第一

温度计、第二温度计、第二压力计、第三温度计、第三压力计和第二流量计均与PLC控制柜电

连接；

[0019] 所述泄漏单元包括用于收集泄漏油品的泄漏箱和设置在所述泄漏箱内部的主管

道，所述泄漏箱的底部出口通过油管与称重机构连接，所述称重机构与所述PLC控制柜电连

接；所述主管道两端分别通过法兰与油管可拆装地连接，在所述主管道上并联有第一分管

道和第二分管道，在所述第二分管道上可拆装地设置有所述泄漏实验管，所述泄漏实验管

上设置有待探究几何形态泄漏孔；在所述主管道上设置有用于调节所述主管道压力的针

阀，所述针阀与所述PLC控制柜电连接。

[0020] 所述的装置，优选的，在靠近所述油品罐出口和靠近所述缓冲罐进口的油管上均

设置有用于控制实验进程的控制阀，所述控制阀亦与所述PLC控制柜电连接。

[0021] 所述的装置，优选的，所述第一分管道和第二分管道的两端均通过控制管道通断

的气动阀与所述主管道连接。

[0022] 所述的装置，优选的，所述泄漏实验管两端通过法兰与所述第二分管道可拆装地

连接。

[0023] 所述的装置，优选的，在所述油品罐和缓冲罐中均设置有用于监测成品油液位的

液位计。

[0024] 一种利用上述模拟液烃管道泄漏的装置测算泄漏量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

通过下式(1)对带压的泄漏实验管的泄漏量进行计算：

[0025]

[0026] 其中，qP为泄漏流量；HL为泄漏单元前后的水头差；zL为泄漏点高程；pL为泄漏箱内

油品蒸汽压；ρ为流体密度；C0为流量系数；K为局部阻力系数；β为列宾宗系数；LL为泄漏实验

管长度；dL为泄漏实验管直径。

[0027] 利用模拟液烃管道泄漏的装置测算泄漏量的方法包括：步骤一：进行环道实验；步

骤二：完成环道实验并确认实验环道运行状况良好之后进行泄漏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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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所述步骤一包括：

[0029] 1)采集典型成品油油样、实验用油样、成品油管道周围土壤、水、大气模拟物样品，

测量成油品油样的粘度与油温关系，测量实验用油样的物性参数和状态参数，测量成品油

管道周围土壤、水、大气的热系数、密度、膨胀系数及比热容与温度的关系；

[0030] 2)利用实验环道进行简单水平等径管道泄漏实验：

[0031] ①在整条实验环道内注入便于观察泄漏量的着色水作为工质对实验环道进行调

试和实验；

[0032] ②打开控制阀后启动离心泵，油品开始输送；实验开始，泄漏单元中第一分管道开

路，主管道和第二分管道闭路，油品经第一分管道流过泄漏单元；

[0033] ③流动稳定后调节气动阀使得第一分管道关闭，主管道开启，油品经主管道流过

泄漏单元；

[0034] ④待压力达到针阀的临界值时，开启针阀，部分油品经针阀流出，主管道压力稳定

于某一值；

[0035] ⑤之后调节气动阀使得主管道关闭，油品流入第二分管道；由于主管道和第二分

管道并联，第二分管道的压力也得以稳定于某一值；切换后开始泄漏，记录开始时间；同时，

测量泄漏实验管上泄漏孔的面积，记为A；

[0036] ⑥记录第二和第三温度计、第二和第三压力计、第一流量计的数据变化情况，并将

第二压力计的值记为P1，第三压力计的值记为P2，HL＝(P1-P2)/ρg；

[0037] ⑦采用高速摄像设备记录在特定温度和压力下着色水的泄漏过程，记录着色水在

泄漏口处的压力和流量变化；

[0038] ⑧通过数据处理软件对视频进行分析，为实验结果的分析及数学模型的建立提供

依据；

[0039] ⑨泄漏一段时间后，停泵关阀并记录时间，持续记录所有实验数据，并增加记录水

击波压力变化情况；

[0040] ⑩实验持续至称重机构读数基本不再变化，表明泄漏过程基本完毕，称重机构读

数记为G；

[0041] 根据记录的累计泄漏体积和泄漏时间，测算瞬时泄漏速率和泄漏流量。

[0042] 所述步骤二包括：

[0043] 1)改变管内压力进行简单水平等径管道内的考虑管内相变影响的泄漏实验，即调

节离心泵扬程以及针阀开度改变管内压力后，重复环道实验中步骤2)的操作，记录数据；

[0044] 2)改变管内温度进行简单水平等径管道的泄漏实验，即加热油品罐内油样以改变

管内输送样油温度，重复环道实验中步骤2)的操作，记录数据；

[0045] 3)改变运输工况进行简单水平等径管道的泄漏实验，即模拟实验样油在复杂运行

工况下的泄漏处的油品密度、温度和压力分布，根据模拟结果设计不同的泄漏单元并将其

接入实验环道，重复环道实验中步骤2)的操作，记录数据；

[0046] 4)更换具有不同泄漏孔的泄漏实验管进行泄漏实验，重复环道实验中步骤2)的操

作，记录数据；

[0047] 5)处理实验数据。

[0048] 所述步骤5)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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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9] ①管道泄漏特性参数测量方法：

[0050]

[0051] 其中，Δt为记录的泄漏过程时间；G为泄漏的称量结果；Q为泄漏体积；ρ为流体密

度。

[0052] ②切换气动阀让破损处的压力保持为压力计测得的压力值ΔH，即管内流动压力

Pfluid与大气压力Pair之差：

[0053] ΔH＝P1-P2＝Pfluid-Pair    (3)

[0054] ③根据小孔出流特性计算泄漏量：

[0055]

[0056] 其中，α为泄漏时出流特性参数；

[0057] ④不改变A，测得不同ΔH及Q，计算不同α；

[0058] ⑤改变A，同时测得不同ΔH及Q，计算不同α；

[0059] ⑥水中管道的α测量：

[0060]

[0061] 其中，Pwater为管道外水压；

[0062] ⑦土壤中管道的α测量：

[0063]

[0064] 其中，Pout(t)为管道外土壤压力。

[0065] 本发明由于采取以上技术方案，其具有以下优点：1、本发明中泄漏孔位于泄漏实

验管中部，并加入了管道系统中的油品罐、离心泵等设备，相较已有实验装置不仅更符合实

际泄漏工况也能够模拟停泵过程等工况下泄漏量的变化。2、本发明中的泄漏实验管两端采

用法兰连接，可自由拆卸，因此可以通过更换带有不同几何形状的泄漏孔的泄漏实验管研

究不同泄漏孔下的泄漏量。3、本发明综合考虑了“泄漏+渗流扩散”两种流动行为，利用泄漏

箱收集泄漏样油并模拟渗流扩散的过程，同时对泄漏量和土壤的扩散系数进行计算。4、本

发明通过PLC控制柜调节针阀开度，进而改变主管道压力，同时保持管内压力稳定，还可以

计算分析不同压力条件下管道的泄漏量变化。5、本发明中的实验用样油经泄漏后流入泄漏

箱，泄漏箱内样油经管道流入称重机构，称重机构与PLC控制柜点连接，计录其质量参数变

化并变化计算油品泄漏量，相较于已有的其他实验装置对于泄漏量的测算更加准确，同时

回收泄漏油品也更加清洁环保。

附图说明

[0066] 图1为本发明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67] 图2为本发明泄漏单元的结构示意图；

[0068] 图3是本发明环道实验的流程图；

[0069] 图4是本发明泄漏实验的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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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70]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的描述。

[0071] 如图1所示，本发明提出了一种模拟液烃管道泄漏的装置，其包括通过油管顺次连

接并形成实验环道的油品罐1、离心泵2、泄漏单元3和缓冲罐4，在离心泵2出口的油管上顺

次安装有流量计5、压力计6和温度计7，在靠近泄漏单元3进口的油管上顺次安装有温度计8

和压力计9，在靠近泄漏单元3出口的油管上顺次安装有温度计10、压力计11和流量计12，离

心泵2、流量计5、压力计6和温度计7、温度计8、压力计9、温度计10、压力计11和流量计12均

与PLC控制柜13电连接。

[0072] 上述实施例中，在靠近油品罐1的出口和靠近缓冲罐4的进口的油管上均设置有可

控制实验进程的控制阀14，控制阀14亦与PLC控制柜13电连接。

[0073] 上述实施例中，如图2所示，泄漏单元3包括用于收集泄漏油品的泄漏箱31和设置

在泄漏箱31内部的主管道32，泄漏箱31的底部出口通过油管与称重机构15连接，称重机构

15与PLC控制柜13电连接。主管道32两端分别通过法兰16与油管可拆装地连接，在主管道32

上并联有第一分管道33和第二分管道34，在第二分管道34上可拆装地设置有泄漏实验管

35，泄漏实验管35上设置有待探究几何形态泄漏孔，更换带有不同几何形态泄漏孔的泄漏

实验管35以探究不同几何形态泄漏孔对泄漏过程的影响；在主管道32上设置有用于调节主

管道32压力的针阀36，针阀36与PLC控制柜13电连接。进一步地，第一分管道33和第二分管

道34的两端均通过控制管道通断的气动阀37与主管道32连接。

[0074] 上述实施例中，泄漏实验管35两端通过法兰18与第二分管道34可拆装地连接。

[0075] 上述实施例中，在油品罐1和缓冲罐4中均设置有用于监测成品油液位的液位计

19。

[0076] 本发明的装置在使用时，其工作原理是：油品出油品罐1后，经油管、各仪器仪表及

泄漏单元3，最后进入缓冲罐4，而泄漏的油品则流入称重机构15。实验记录从泄漏开始前

后、离心泵2启停前后直至泄漏过程结束整个过程的温度、压力和流量的数据变化情况，记

录泄漏处称重机构15的读数变化过程，再利用测得的油管沿线的温度和压力分布以及泄漏

点前后的流量数据，通过数据分析和处理，得到整个泄漏过程的流量总量，泄漏体积与质量

的变化过程，泄漏过程中管内的压力、流量、温度的变化过程；并分析停泵时机、停泵方式、

停泵过程等对泄漏过程的影响，为泄漏量预测、泄漏孔大小或形状预测、泄漏后停泵方案优

化等提供依据。

[0077] 基于上述实施例提供的模拟液烃管道泄漏的装置，本发明还提出了利用该装置测

算泄漏量的方法，该方法通过下式(1)对带压的泄漏实验管35的泄漏量进行计算：

[0078]

[0079] 其中，qP为泄漏流量；HL为泄漏单元前后的水头差；zL为泄漏点高程；pL为泄漏箱内

油品蒸汽压；ρ为流体密度；C0为流量系数；K为局部阻力系数；β为列宾宗系数；LL为泄漏实验

管长度；dL为泄漏实验管直径。

[0080] 在一个优选的实施例中，利用模拟液烃管道泄漏的装置测算泄漏量的方法包括以

下步骤：

[0081] 步骤一：进行泄漏实验之前需，环道实验用于调试设备、检查各设备之间的设备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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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情况、研究简单水平管的泄漏过程的出流特性和外部的泄漏扩散特性，如图3所示，环道

实验包括以下步骤：

[0082] 1)采集典型成品油油样、实验用油样、成品油管道周围土壤、水、大气模拟物样品，

测量成油品油样的粘度与油温关系，测量实验用油样的物性参数和状态参数，测量成品油

管道周围土壤、水、大气的热系数、密度、膨胀系数及比热容等与温度的关系；

[0083] 2)利用实验环道进行简单水平等径管道泄漏实验：

[0084] ①在整条实验环道(包括泄漏实验管35)内注入便于观察泄漏量的着色水作为工

质对实验环道进行调试和实验；

[0085] ②打开控制阀14后启动离心泵2，油品开始输送；实验开始，泄漏单元3中第一分管

道33开路，主管道32和第二分管道34闭路，油品经第一分管道33流过泄漏单元3；

[0086] ③流动稳定后调节气动阀37使得第一分管道33关闭，主管道32开启，油品经主管

道32流过泄漏单元3；

[0087] ④待压力达到针阀36的临界值时，开启针阀36，部分油品经针阀36流出，主管道32

压力稳定于某一值；

[0088] ⑤之后调节气动阀37使得主管道32关闭，油品流入第二分管道34；由于主管道32

和第二分管道34并联，第二分管道34的压力也得以稳定于某一值；切换后开始泄漏，记录开

始时间；同时，测量泄漏实验管35上泄漏孔的面积，记为A；

[0089] ⑥记录温度计8和10、压力计9和11、流量计5的数据变化情况，并将压力计9的值记

为P1，压力计11的值记为P2，HL＝(P1-P2)/ρg；

[0090] ⑦采用高速摄像设备记录在特定温度和压力下着色水的泄漏过程，记录着色水在

泄漏口处的压力和流量变化；

[0091] ⑧通过数据处理软件对视频进行分析，为实验结果的分析及数学模型的建立提供

依据；

[0092] ⑨泄漏一段时间后，停泵关阀并记录时间，持续记录所有实验数据，并增加记录水

击波压力变化情况；

[0093] ⑩实验持续至称重机构15读数基本不再变化，表明泄漏过程基本完毕，称重机构

15读数记为G；

[0094] 根据记录的累计泄漏体积和泄漏时间，测算瞬时泄漏速率和泄漏流量。

[0095] 步骤二：完成环道实验并确认实验环道运行状况良好之后进行泄漏实验，如图4所

示，其步骤如下：

[0096] 1)改变管内压力进行简单水平等径管道内的考虑管内相变影响的泄漏实验，即调

节离心泵2扬程以及针阀36开度改变管内压力后，重复环道实验中步骤2)的操作，记录数

据；

[0097] 2)改变管内温度进行简单水平等径管道的泄漏实验，即加热油品罐1内油样以改

变管内输送样油温度，重复环道实验中步骤2)的操作，记录数据；

[0098] 3)改变运输工况进行简单水平等径管道的泄漏实验，即模拟实验样油在复杂运行

工况下的泄漏处的油品密度、温度和压力分布，根据模拟结果设计不同的泄漏单元3并将其

接入实验环道，重复环道实验中步骤2)的操作，记录数据；

[0099] 4)更换具有不同泄漏孔的泄漏实验管35进行泄漏实验，重复环道实验中步骤2)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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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记录数据。

[0100] 5)处理实验数据：

[0101] ①管道泄漏特性参数测量方法(以泄漏管外环境在空气中为例)：

[0102]

[0103] 其中，Δt为记录的泄漏过程时间；G为泄漏的称量结果；Q为泄漏体积；ρ为流体密

度。

[0104] ②由于实验环道压力保持不变，无破损管道上有压力计，破损管道上对应位置有

泄漏孔，因此切换四个气动阀18可以让破损处的压力保持为压力计测得的压力值ΔH，即管

内流动压力Pfluid与大气压力Pair之差：

[0105] ΔH＝P1-P2＝Pfluid-Pair    (3)

[0106] ③根据小孔出流特性计算泄漏量：

[0107]

[0108] 其中，α为泄漏时出流特性参数，根据上述公式即可反算得到α；

[0109] ④不改变A，测得不同ΔH及Q，计算不同α；

[0110] ⑤改变A，同时测得不同ΔH及Q，计算不同α；

[0111] ⑥水中管道的α测量与空气中类似，但：

[0112]

[0113] 其中，Pwater为管道外水压；

[0114] ⑦土壤中管道的α测量：原理：

[0115]

[0116] 其中，Pout(t)为管道外土壤压力。

[0117] 本发明仅以上述实施例进行说明，各部件的结构、设置位置及其连接都是可以有

所变化的，在本发明技术方案的基础上，凡根据本发明原理对个别部件进行的改进和等同

变换，均不应排除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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