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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深海管道用钢管的抗外压性能测试方
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海底管道用钢管的抗外
压性能测试方法，
该测试方法主要包括选择试验
设备、钢管试件的设计、钢管试件密封性能的测
试、
钢管试件抗外压性能测试以及对钢管试件抗
外压性能的评价。
该测试方法主要适用于海底管
道用钢管在处于周围环境水的外压载荷下的钢
管的抗外压性能测试，
尤其适用于水深在3500米
以内的深海管道用高强度厚壁钢管的抗外压性
能测试，
该方法可实现对深海管道用钢管的抗外
压能力的实物验证及试验分析，
是对海底管道用
钢管的力学性能及外观几何尺寸等指标的综合
性能考察评价，
测试结果对海底管道工程用钢管
在材质、壁厚、力学性能及外观尺寸等指标的设
计及控制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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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深海管道用钢管的抗外压性能测试方法 ,其特征在于：
包括以下步骤：
(1)选择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为深海高压模拟试验舱，
与试验舱连接的有数据采集系统、视频监控系统和
液压控制系统；
(2)钢管试件设计
采用盲板将钢管试件的两端焊接封堵，
在盲板上设计有用于内压试验的注水口和排气
口；
(3)钢管试件密封性能的测试
采用静水压试验装置进行钢管试件内部加压，
内压试验的最大压力不得大于钢管试件
材料的屈服强度，
否则导致材料塑性变形，
影响后续的试验与检测；
通过视频监控系统监控
钢管试件在内压试验期间管体和端部盲板是否出现渗漏现象，
如果没有出现渗漏，
则进行
抗外压性能测试；
(4)钢管试件抗外压性能测试
在钢管试件的管壁上粘贴横向应变片和纵向应变片；
在深海高压模拟试验舱中进行钢
管试件抗外压性能测试，
以水为介质，
试件在不承受内压的条件下，
按照分级加压逐步向试
验舱内加压，
最终使试验舱内钢管试件承受的外部压力载荷达到海底管道的设计压力或试
验舱可承受的最大外压；
通过视频监控系统监控钢管试件在外压试验期间管体是否出现渗
漏现象、
凹陷或压溃现象；
通过数据采集系统实时采集高压舱内钢管试件管壁的应力数据，
进行钢管抗外压性能评价。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深海管道用钢管的抗外压性能测试方法 ,其特征在于：
深
海高压模拟试验舱可用于3500米以内水深的深海管道用钢管的内压和外压试验，
最大外压
可达到35MPa，
压力控制精度在±2％，
试验舱内腔尺寸可满足最大直径为2500mm、长度为
5000mm的钢管试件。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深海管道用钢管的抗外压性能测试方法 ,其特征在于：
结
合试验舱的最大容量和钢管的尺寸规格，
钢管试件的长径比约为(4 .0～7 .5):1。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深海管道用钢管的抗外压性能测试方法 ,其特征在于：
盲
板采用的材料为30CrMoA合金结构钢。
5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深海管道用钢管的抗外压性能测试方法 ,其特征在于：
钢
管试件密封性能的测试的试验介质为水，
采用分级加压方式逐级向钢管试件内部打水压，
每级间的压力为等幅值增加，
分级压力至少分为3个等级，
每个压力等级保压时间约2～3分
钟。
6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深海管道用钢管的抗外压性能测试方法 ,其特征在于：
钢
管试件抗外压性能测试中分级加压至少分为6个等级，
每级间的压力为等幅值增加，
每级之
间保压时间为3～5分钟，
加压到最高压力值后，
保压15～30分钟，
在稳压期内，
压降不超过
3％。
7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深海管道用钢管的抗外压性能测试方法 ,其特征在于：
应
变片采用耐压防水带引线的应变片，
并使用硅橡胶对应变片进行防护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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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深海管道用钢管的抗外压性能测试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海底管道用钢管的安全可靠性能测试技术，
主要涉及一种深海管道用
钢管的抗外压性能测试方法，
该测试方法主要适用于海底管道用钢管在处于周围环境水的
外压载荷下的抗外压性能测试，
尤其适用于水深在3500米以内的深海管道用高强度厚壁钢
管的抗外压性能测试。
背景技术：
[0002] 全球海洋油气资源丰富。
海洋油气资源主要分布在大陆架，
约占全球海洋油气资
源的60％。在探明储量中，
目前浅海仍占主导地位，
但随着石油勘探技术的进步，
近年来世
界石油勘探重点已由陆地转向海洋，
由浅海转向深海，
深水和超深水的油气资源的勘探开
发已经成为世界油气开采的重点领域。
[0003] 在世界范围内，
海洋油田的产量正在增加，
并逐渐成为填补供需缺口的重要部分。
海底管线作为一种安全、
高效、经济的油气输运手段，
在海上油气工程中有着广泛的应用。
自从20世纪50年代美国在墨西哥弯铺设第一条海底管道以来，
当前全世界开发的深海油气
田普遍是在水深2000-3000米的水域，
海底管道铺设深度已经超过3052米，
而最深的钻井水
域及采油井水深已达6000米以上。
随着海洋油气资源勘探开发迈向深水和超深水海域，
深
海油气资源勘探开发技术在持续进步，
管线设计输送压力的不断提高，
深海管道用钢管向
着高钢级、大管径、厚壁厚方向发展，
并对钢管的性能及外观尺寸等提出了更高的技术要
求，
这将日益凸显出深海油气管道开发和建设的重要性。
[0004] 由于海洋环境的特殊性以及海上油气生产的复杂性，
服役在低温、
高压、
强腐蚀的
海洋环境中的海底管道，
不仅承受着内外压力、轴向力、
弯矩等静载荷和温度荷载的联合作
用，
而且还要承受交变的外压、腐蚀、
波浪、
海流等动载荷的作用，
使管道承受着多种载荷的
联合作用并引发多种形式的破坏。尤其是深海管道在处于周围环境水的高压下，
管道在受
外压作用下会产生压溃屈曲及屈曲传播现象，
同时在管道敷设时还会受到弯曲。研究表明，
管道在深海极端环境中的稳定性失效是其破坏的主要模式，
一旦发生局部压溃，
将诱发屈
曲传播，
导致管线整体失效，
后果十分严重。近年来，
深海管线发展迅速，
深度不断增加，
为
了避免深海管线的压溃，
采用较小的径厚比 (D/t) ，
要求钢管具有极高的可靠性、
良好的圆
度和均匀的力学性能。
[0005] 随着中国海洋石油工业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油气资源在深水区域被发现。深水管
道是深海油气开发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其所处的特殊海洋环境以及海上油气生产的
复杂性使管道受到腐蚀、波浪、海流等的联合作用，
甚至一些突发性事件等，
都有可能导致
管道发生压溃屈曲及屈曲扩展破坏而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因此，
针对深水管道的压溃屈
曲开展钢管的抗外压性能试验研究具有重要的工程意义。
[0006] 针对管线钢管的抗外压性能测试，
目前国内外多是基于从钢管的结构设计、管线
钢材料设计、钢管制造工艺技术及有限元模拟方面开展一些试验及研究工作。中国专利
201220368244 .1提及了一种抗压钢管，
主要是通过在管体上设置抗压环，
抗压环均匀套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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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体上的方法提高钢管对内部气压或液压的承受力，
进而提高了管体的整体强度。中国专
利201020585596 .3提及了一种油气井用高抗挤毁套管，
所述的管体材料为Mn-V钢，
管体的
壁厚为6 .20～7 .50mm，
通过利用Mn-V钢所具有的良好的热处理性能，
同时控制管体壁厚和
椭圆度 ，减低套管在矫直过程中产生的残余应力，提高了套管的抗挤毁性能。中国专利
201610465710 .0提及了一种抗深水压溃海洋钻井隔水管及其制造方法，
主要涉及到管材的
成分、组织设计及钢管的制造工艺。文献“海洋非粘结柔性管抗压溃设计和实验验证的研
究”为了研究非粘接柔性管的综合的抗压溃性能 ,对压溃模拟实验装置进行了初步设计 ,并
对管道的复杂受力形式进行了系统的分析。
以上相关专利均未涉及到针对海底管道用钢管
的抗外压性能测试，
并且未见对管线钢管外压试验的手段及方法上的相关陈述。
[0007] 本发明专利涉及到一种深海管道用钢管的抗外压性能测试方法，
该测试方法主要
从试验设备的选择、
试件模型的设计、
试件密封性能的测试、
试件外压试验压力的方式及管
壁应力数据的采集等方面进行了具体陈述，
实现对海底管道用钢管的抗外压性能测试，
保
障海底管道的安全运行。
发明内容：
[0008]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深海管道用钢管的抗外压性能测试方法，
通过该方法
实现对深海管道用钢管的抗外压能力进行验证及试验分析，
为深海管道用钢管的在材质、
壁厚、
性能指标等方面的优化设计提供指导性依据。
[0009] 本发明的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解决的：
一种深海管道用钢管的抗外压性能
测试方法 ,包括以下步骤：
[0010]
(1)选择试验设备
[0011] 试验设备为深海高压模拟试验舱，
与试验舱连接的有数据采集系统、视频监控系
统和液压控制系统；
[0012]
(2)钢管试件设计
[0013] 采用盲板将钢管试件的两端焊接封堵，
在盲板上设计有用于内压试验的注水口和
排气口；
[0014]
(3)钢管试件密封性能的测试
[0015] 采用静水压试验装置进行钢管试件内部加压，
内压试验的最大压力不得大于钢管
试件材料的屈服强度，
否则导致材料塑性变形，
影响后续的试验与检测；
通过视频监控系统
监控钢管试件在内压试验期间管体和端部盲板是否出现渗漏现象，
如果没有出现渗漏，
则
进行抗外压性能测试；
[0016]
(4)钢管试件抗外压性能测试
[0017] 在钢管试件的管壁上粘贴横向应变片和纵向应变片；
在深海高压模拟试验舱中进
行钢管试件抗外压性能测试，
以水为介质，
试件在不承受内压的条件下，
按照分级加压逐步
向试验舱内加压，
最终使试验舱内钢管试件承受的外部压力载荷达到海底管道的设计压力
或试验舱可承受的最大外压；
通过视频监控系统监控钢管试件在外压试验期间管体是否出
现渗漏现象、
凹陷或压溃现象；
通过数据采集系统实时采集高压舱内钢管试件管壁的应力
数据，
进行钢管抗外压性能的评价。
[0018] 进一步，
深海高压模拟试验舱可用于3500米以内水深的深海管道用钢管的内压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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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压试验，
最大外压可达到35MPa，
压力控制精度在±2％，
试验舱内腔尺寸可满足最大直径
为2500mm、
长度为5000mm的钢管试件；
[0019] 为了降低两端盲板对钢管试件抗外压能力的影响，
更真实的测试钢管试件的抗外
压性能，
并结合试验舱的最大容量和钢管的尺寸规格，
钢管试件的长径比约为(4 .0～7 .5):
1。
[0020] 进一步，
上述盲板采用的材料为具有高强度、
高塑性的30CrMoA合金结构钢。
[0021] 进一步，
钢管试件密封性能的测试的试验介质为水，
采用分级加压方式逐级向钢
管试件内部打水压，
每级间的压力为等幅值增加，
分级压力至少分为3个等级，
每个压力等
级保压时间约2～3分钟。
[0022] 进一步，
钢管试件抗外压性能测试中分级加压至少分为6个等级，
每级间的压力为
等幅值增加，
每级之间保压时间为3～5分钟，
加压到最高压力值后，
保压15～30分钟，
在稳
压期内，
压降不超过3％。
[0023] 为了保证应变测试数据的准确性，
上述步骤(4)中应变片采用耐压防水带引线的
应变片，
并使用硅橡胶对应变片进行防护处理；
数据采集系统的应变采集通道数可达到32
通道。
[002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0025]
(1)本发明通过采用深海高压模拟试验舱，
可通过实物模型模拟海底管道用钢管
在3500米以内水深的的抗外压性能测试试验，
可以有效评估海底管道设计用钢管的抗外压
性能，
优化海底管道用钢管的设计规范。
[0026]
(2)本发明通过采用盲板与管件两端焊接封堵的方式，
盲板所采用的材料为具有
高强度、
高塑性的30CrMoA合金结构钢，
有效保证了钢管试件的强度。并结合设备能力和测
试钢管的尺寸规格优化设计了钢管测试件的长径比 ，
提高了设备使用能力和测试试验的真
实性。
[0027]
(3)本发明通过对钢管试件的内压测测试，
验证了试件的密封性能，
通过测试钢管
试件在不承受内压的条件下的抗外压能力，
验证了钢管可承受的最大外在设计压力，
对钢
管在海底管道工程中的应用提供了保障基础。在对钢管试件的密封性和抗外压能力的测试
过程中采用了分级施压和保压的方式，
保证了试件在整个测试过程中受压的均匀性，
提高
了试验的准确性。
[0028]
(4)本发明通过采用耐压防水带引线应变片，
并利用硅橡胶对应变片进行了防护
处理，
实现了应变测试数据的有效采集。通过在钢管测试试件外壁特定位置粘贴应变片的
布置设计，
应变采集通道数最多可达到32通道，
可以实现对试件轴向应变和周向应变应力
数据的全面采集。
[0029]
(5)本发明既可以通过试验观测钢管试件在内压及外压试验期间试件管体及端部
封板均是否出现任何渗漏现象，
试件在规定的保压时间段内无失稳、
凹陷或压溃现象的宏
观观测角度判定测试钢管的抗压性能，
也可以通过钢管测试试件管壁粘贴的应变采集的的
试件管壁的应变数据的理性的判定测试钢管的抗压性能。
[0030]
(6)本发明所涉及的海底管道用钢管的抗外压性能测试方法是对海底管道用钢管
力学性能及外观几何尺寸等指标的一项综合性能考察评价，
该测试方法及测试结果对海底
管道用钢管的性能及外观尺寸指标的设计及控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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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31] 图1是深海高压模拟试验舱示意图。
[0032] 图2为钢管试件管壁应变片分布示意图。
[0033] 附图标记说明：
1深海高压模拟试验舱、2数据采集系统、3视频监控系统、4液压控
制系统、
5高压摄像头、
6高压照明灯、
7舱内滑轨、
8放水口、
9排气口安全阀、
10钢管试件、
L为
钢管试件长度、
S为钢管试件外圆周长，
a1～a12为12等分圆弧长；
A为焊缝，
B为横向应变片，
C为纵向应变片，
M为1/4钢管试件长度。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详细描述：
[0035] 本发明采用在深海管线用X70 φ914×36 .5mm直缝埋弧焊接钢管在35MPa的外部
压力下的抗压性能测试为例。
[0036]
(1)选择试验设备
[0037] 试验设备为深海高压模拟试验舱1，
与试验舱连接的有数据采集系统2、视频监控
系统3和液压控制系统4；
从图1可以看出，
深海高压模拟试验舱1放置在试验地坑中，
深海高
压模拟试验舱1的顶部安装有高压摄像头5和高压照明灯6，
底部设置有用于安装钢管试件
的舱内滑轨7和放水口8，
外侧安装有排气口安全阀9。
[0038] 本次试验的最大测试压力为35MPa，
达到了试验设备的最大能力，
压力控制精度为
±2％，
舱体内腔最大容量为Φ2500mm×5000mm。
[0039]
(2)钢管试件设计
[0040] 采用壁厚为220mm的30CrMoA合金结构钢盲板与钢管试件10两端进行焊接封堵，
在
盲板上设计有用于内压试验的1个注水口和1个排气口，
结合试验设备的最大容量和钢管的
尺寸规格，
钢管试件10的长度设计为4200mm，
钢管试件的长径比约为4 .6：
1。
[0041]
(3)钢管试件密封性能的测试
[0042] 采用400MPa静水压试验装置进行钢管试件内部加压，
通过计算分析，
内压试验的
最大压力为21MPa，
试验介质为水，
采用三级加压方式逐级向试件内部打水压，
每级间的压
力按照7MPa递增，
分别为7MPa、
14MPa、21MPa，
每级保压时间均为3分钟；
通过视频监控系统
监控钢管试件在内压试验期间管体和端部盲板无明显渗漏，
证明了钢管试件、两端封板和
焊缝的强度及密封性能满足要求，
可进行抗外压性能测试。
[0043]
(4)钢管试件抗外压性能测试
[0044] 在钢管试件的管壁上粘贴横向应变片B和纵向应变片C，
试验所采用的应变采集仪
型号为MX1615，
采用120欧姆耐压防水带引线应变片，
并采用703硅橡胶对应变片进行防护
处理；
在钢管试件的3个截面上的焊缝A、
管体的不同位置进行了设计，
布置了12组横向应变
片B和12组纵向应变片C(如图2所示 ,首先将钢管试件外圆周长S分成12等分圆弧长a1～
a12，
然后在钢管试件长度L的中心位置以及两侧距中心位置1/4钢管试件长度M处，
并与圆
弧长a1～a12相交处粘贴应变片)，
分别对试验过程中管壁的应变情况进行实时监测；
[0045] 在深海高压模拟试验舱中进行钢管试件抗外压性能测试，
以水为介质，
试件在不
承受内压的条件下，
按照6级加压逐步向高压舱内加压，
分别为5MPa、
10MPa、20MPa、25MPa、
30MPa、
35MPa，
每级之间保压时间为3分钟，
加压到最高压力35MPa后，
保压15分钟，
要求在稳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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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期内，
压降不超过3％；
通过视频监控系统监控钢管试件在外压试验期间管体是否出现渗
漏现象、
凹陷或压溃现象；
数据采集系统通过试件管壁上的应变片实时采集高压舱内钢管
试件管壁的应力数据。实验结果表明：
一、在保压期间，
最大压降为0 .05MPa，
仅有1％，
充分
证明了加压的准确性；
二、
试件在不承受内压的条件下，
最大外压加载至35MPa，
并保压15分
钟，
试件无失稳、
凹陷或压溃现象，
管体测点处的变形均属于弹性变形，
试件在承受外压期
间的应变在弹性应变范围内；
三、宏观观测结果和采集的应变数据结果均表明，
钢管试件能
够承受35MPa的静态外压载荷，
其强度满足3500米水深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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