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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空间大尺度可燃气云爆炸测试技术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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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研究开放空间大尺度可燃气云爆炸过程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在新疆哈密的管道断裂控制试验场开展天然

气管道全尺寸爆破试验时，提出一种基于高空三维测点布置的多通道联动采集测试方法，基于该方法选择合适的测

试仪器并在现场搭建测试系统，得到在试验条件下开放空间一定范围内的冲击波超压，数据获取率平均为 84.8%。

根据获得的试验数据绘制出天然气管道爆炸后冲击波超压峰值随距离的变化曲线，3次试验的曲线变化规律一致，

证明该测试方法针对大尺度气云爆炸冲击波超压的高空、多测点、远距离测试是可行的。

关键词: 大尺度; 气云爆炸; 超压; 测试方法

中图分类号：X93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5124(2018)08–0001–07

Discussion on explosion test technology of large-scale flammable gas
explosion in open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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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influence  of  large  scale  open  space  gas  cloud  explosion  on  th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a  multi-channel  linkage  acquisition  test  method  based  on  high-altitude  three-dimensional  site

arrangement was developed in the gas pipeline blasting test field of HAMI-XJ pipeline full-scale burst test site.

The shock wave pressure in a certain range of open space under the experimental  conditions is  obtained, the

data acquisition rate is 84.8% on average. According to the experimental data obtained, the curve of the shock

wave change after gas pipeline explosion is drawn.The curves of the three experiments are consistent, and it is

proved that the method is feasible to measure the overpressure of large-scale gas cloud explosion shock wave at

high altitude, multi-point and long d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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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大量可燃气体有可能从气体储罐或者输气管道

中泄漏出来，在空气中扩散混合形成大规模气云爆

炸混合物，一旦气云被点燃就会发生爆炸，爆炸产

生的冲击波超压在开放空间依然具有很大的破坏作

用。目前关于气云的爆炸测试研究主要局限于实验

室阶段或者小尺度实验，其中涉及的实验气云规模

较小，气云通过肥皂泡、塑料薄膜或乳胶气球约束

生成[1-4]，且实验均在理想条件进行，实验装置及测

点相对较少，不能应用于大尺度气云燃爆实验。对

爆炸测试系统的设计研究，当前国内外测试冲击波

广泛采用有线式，即将传感器的输出信号通过信号

电缆传输给远端的信号调理和采集系统。文献[5]
设计了一种用于炸药爆炸的远距离多通道数据采集

系统，基于美国国家仪器（NI）公司的软件 LabVI-
EW8.2，实现了数据采集控制、波形显示和数据的分

析处理的功能，为电测方法提供了依据。文献[6]在
虚拟仪器的平台基础上设计了分布式网络通信的冲

击波场超压测试系统。文献[7]将压力传感器、适配

电路、A/D转换器、触发控制电路、通信接口及电池

紧凑封装在坚固的钢壳内，构成一种可相对独立工

作的便携式超压测试仪，解决传感器长引线带来的

安装不便、易受干扰的实际测试问题；但人员撤出

场地设备无法监控，不能可靠保证数据成功获取。

文献[8]为解决爆炸场中振动强度有线测量存在的

问题，提出一种具有负延迟功能的存储测试方案。

以上测试系统均未应用于大尺度气云爆炸测试中，

且以往测试具有测点少、测试范围有限、测试传输

方式单一等局限性。

我国已经建成首座全尺寸天然气管道爆破试验

场，需要配备相关测试装备，制定测试方法，进行大

尺度气云爆炸超压的测试。文献[9]进行了 150 mm
直径管道爆破后产生的气云爆燃冲击波的实验，但

其主要是近地面二维场压力测试，且测点较少，测

试系统并未详细提及。

目前尚无针对开放空间大尺度可燃气云爆炸高

空三维超压测试的技术解决方案。本文提出基于冲

击波超压三维测试、多点采集同步联动触发控制的

数据采集技术：采用高空三维测点布置、同步联动

触发控制、多点联动采集、传感器加装绝缘及防震

材料的防信号干扰的测试方法，克服野外恶劣环境

条件的影响，进行了全尺寸天然气管道爆破后大尺

度可燃气云（扩展后直径 300~400 m）爆炸冲击波超

压测试。

1    大尺度气云爆炸测试条件及爆炸特点

1.1    现场测试条件

外径 1 422 mm、壁厚 21.4 mm、长度 130 m的

天然气管道，管内压力 12 MPa，在管道的正中间处

安装线性聚能切割器，为管道人为引入一条长 500 mm、

宽 10 mm的裂纹。在裂纹开口处，高压的天然气冲

出管道后通过引燃弹将空中的天然气引燃（引燃高

度范围 50~200 m），测试该条件下天然气管道破裂

气云爆燃产生的冲击波和热辐射，以分析对周边环

境的影响。

测试需满足的要求：1)获取天然气管道爆燃后

在空间范围内衡量冲击波和热辐射量的数值；2)搭
建的测试系统需安全可靠，保证数据的获取率；

3)数据采集和天然气云引燃时间必须同步，方能测

得影响最大的数据；4)各类测试传感器的量程选择

需合适，避免采集无效数据；5)测点布置需在天然

气管道爆炸的有效范围内。

1.2    气云爆炸特点

2    测试原理

基于本次试验条件，测试设备主要包括传感器

导线系统、信号调理系统、数据采集系统、同步触发

系统及其他辅助设备，测试原理如图 1所示。爆炸

产生的波阵面扫过自由场压电式压力传感器的感应

面，压力传感器产生电荷信号，并通过信号导线将

信号传输到信号调理系统，信号调理系统将接收到

的电荷信号进行调理，通过通信电缆传递给数据采

集系统，数据采集系统将电荷信号通过与传感器的

灵敏度换算，最终得到各点超压值。同时，显示设

备以数据曲线的形式显示超压数据。

2.1    压力传感器

传感器是测试的核心部分，目前爆炸压力测试

主要有 3种压力传感器，即应变式压力传感器、压

阻式压力传感器和压电式压力传感器[9-10]。

针对测试需求，开发设计了以陶瓷和石英为压

电晶体的自由场压力传感器，如图 2和图 3所示。

压电式压力传感器将敏感材料封装在保护壳内，有

两个敏感面，为了避免传感器外壳结构变化引起的

信号失真[11]，外形设计为笔式，尖端正对爆炸中心，

冲击波扫过敏感面时产生压力效应，晶体两边产生

电荷并通过信号传输线传输到电荷适配器，上限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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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响应为 50~500 kHz，量程为 0.001~200 MPa。
由于可燃气云是由高压天然气管道发生泄漏后

射流扩散形成的高空气云，因此，管道爆破时会产

生强烈的震动效应，试验设计了传感器延长杆和绝

缘减震装置，基本结构如图 4所示。

2.2    信号调理

信号调理采用电荷式放大器，适用于长电缆布

置场合。电荷放大器需能够对电荷信号进行放大处

理，频带宽度不小于 100 kHz，线性误差 1.5%，要求

精度高、噪声低、稳定可靠。例如：具有 3位电荷式调

位，最大输入电荷量105 pC，增益可选1、10、100 mV/unit，
频带 0.1~100 kHz，线性误差 1.5%，噪声（最大增益

时）3 mV，可满足测试需求。电荷放大器结构见图

如图 5所示。

2.3    数据采集

对于 OD1422 X80天然气管道全尺寸爆破实验

的条件下，测试各参数需要满足的技术要求有：

采样频率≥200 kHz；存储容量≥100GB；瞬态

记录延时深度≥1 024 k点；触发方式为信号触发、

手动触发、外触发；触发条件为输入电压>2 V；工作

温度–10~50 ℃；相对湿度为 20%~90% ；供电方式

为交流电源 220 V±11 V，50 Hz；能够满足以上测试

要求的设备经筛选采用 NI数据采集仪和 VXI数据

采集仪。设备型号参数确定后将信号调理器、数据

采集仪和其他辅助设备放置于数据采集间内，通过

信号导线与传感器连接，系统连接示意图如图 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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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测试原理图

 

图 2    FPG 压力传感器

 
 

图 3    FPT 压力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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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传感器延长杆和绝缘减震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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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电荷放大器结构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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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现场测试系统结构设计

3.1    传感器布置方案设计

由于传统的近地面测试方法不适用于高空气云

爆炸测试，所以提出空间三维场测试方案，采用分

布式压电传感器测试系统构建天然气云爆炸冲击波

压力测试系统。

在三维的开放空间中，以气云中心为核心呈放

射状在多个方向设置多组压力传感器阵列，在每组

的压力传感器阵列中都设置有多根安装杆，在每根

安装杆上纵向分层设置有多个压力传感器，形成一

个三维、多点的压力传感器测试阵列。具体方案：

以管道爆心为圆点，分别在东北侧（NE）、东南侧

（SE）、西南侧（SW）和西侧（W）建立 4列传感器安

装塔杆，其中 NE和 SE侧分别间隔布置 6根安装

杆，SW和 W侧分别间隔布置 7根安装杆，共设立

传感器安装杆 26根，每根安装杆上有 5个传感器

（分别距离地面 10 m、15 m、20 m、25 m、30 m），共

130个传感器，安装杆高 35 m，在试验场的具体布

置方式如图 7所示。

传感器安装杆纵向结构简图如图 8所示。在安

装杆纵向（总高度 35 m）从 10 m高度处，每隔 5 m
布置一个测点，每个测点预先焊接一块可供直接安

装传感器的槽钢，每杆布置 5个。

通过周向和竖向布置传感器获取全方位数据，

采用一定的数据处理方法获取爆炸冲击波的压力

场，现场布置图如图 9所示。

3.2    线缆布设方法设计

测试系统中的通信线缆包括：电荷放大器与传

感器连接的信号导线、连接总触发器并经 1/2/3/4号

数采间中的同步触发器的触发线以及电荷放大器与

采集仪之间的数据传输线。试验现场线路布置如

图 10所示，通信线缆连接构成网，包括触发线路网

和信号传输线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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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数据采集测试系统连接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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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压力传感器安装杆平面布置图（水平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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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触发方法设计

由于试验场需要采集的数据较多，四列传感器

阵列的采集仪需要联动触发进行数据采集，因此需

要开发适用于爆破试验场测试仪器的同步触发技

术，以使所有采集系统同时进行数据采集。测试主

要采用手动联动触发方式触发，共 5台同步触发器

进行联动，如图 11所示。

触发器之间采用同轴电缆作为触发线进行连

接，触发线接于同步触发器的手动触发档位。总触

发器处于距离试验场 2 km处的操作间，其他触发

器分别位于 4个数据采集间之中，并与数据采集仪

进行连接，爆破时触发总触发器就可以实现采集仪

的联动触发。同步触发系统布置如图 11所示。

测试采用 5台同步触发器，实现了压力数据采

集仪，比色测温仪以及高速摄影的联动同步触发。

系统通过多次联动调试证明可靠性高，操作方便。

3.4    系统操作流程

1）将装有绝缘套和延长杆的压力传感器安装

到测试杆上的测点位置，并连接信号导线，最终接

于防爆测试间中电荷放大器的输入端。

2）将防爆测试间中的设备及各个防爆测试间

的设备按照图 11进行连接，连接完毕后进行系统

触发及采集调试。

3）爆破之前设置数据采集系统参数，设置 4台

数据采集仪和 5台同步触发器至待触发状态。

4）高压输气管道人为破坏后失效破裂，高压气

体向上喷出形成射流，快速与空气混合扩散在高

空，形成直径百米以上的可燃气云。

5）当可燃气云扩散一定时间后，在 1.8公里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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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传感器安装杆与地面垂直方向结构简图（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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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压力测试杆及传感器现场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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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测试线路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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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点火系统，当点火弹接收到信号后进行电点火

并升空，升高到预定高度后自动引爆，产生的爆炸

火球点燃附近的可燃气体。

6）当爆炸波阵面传播到三维布置阵列中的压

力传感器的测点位置后，压力传感器感应到超压作

用产生电荷信号，电荷放大器对电荷信号进行调理

分析，输出电信号到防爆测试间中的数据采集仪，

并通过显示器将记录的数据以压力-时间曲线的形

式呈现出来。

7）爆燃过程大约持续 10 s，爆炸过程完毕并做

安全处理后，人员进入试验现场进行后续现场整

理、测试数据收集、测试元器件完好情况确认等工作。

8）数据结果分析，编写测试报告。

4    测试结果

在哈密管道断裂控制试验场开展的天然气管道

全尺寸爆破试验时，共开展了 3次测试。每次测试

均在 4个不同方位设置 4组传感器阵列，共 130个

压力测点进行现场测试。采用了 4套压力测试仪采

集系统进行数据采集，3次试验分别获得 103、112、
116个有效压力数据，数据获取率分别为 79.2%、

86.1%、89.2%，数据获取率平均值为 84.8%。

3次试验条件下测试得到的天然气管道在开放

空间爆炸后产生的冲击波超压峰值变化范围为

0.002~0.432 MPa，试验得到的典型的实测压力曲线

如图 12所示。压力曲线共出现 3次峰值，包括管

道爆破物理爆炸冲击波超压，气云爆炸前驱冲击波

超压以及爆燃产生的超压效应。东北侧和东南侧测

试杆测得的冲击波超压峰值和距离起爆中心点的距

离之间的变化如图 13和图 14所示，由测试数据可

见：随着距离的增大，产生的冲击波超压峰值逐渐

降低，趋势接近幂指数衰减，相应拟合公式见图 13
和图 14。

5    结束语

结合爆破试验场实际条件和埋地天然气管道爆

破泄漏之后产生的可燃气云爆炸的特点，设计了开

放空间大尺度可燃气云爆炸三维测试方法，包括传

感器、信号调理器、采集仪的选择，传感器防干扰方

法，三维测点布置方法，数据采集系统连接方法，以

及同步触发系统方法等，为我国首座爆破试验场配

备了合理有效的试验系统，得到了清晰的时间-压力

曲线，数据获取率平均值为 84.8%，验证了测试系统

的有效性。

总触发器

数据采集仪 数据采集仪

数据采集仪 数据采集仪

高速摄影

高速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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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号触发器

4 号触发器

 

图 11    同步触发、采集测试系统连接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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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实测时间-压力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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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东北侧冲击波超压峰值随距离的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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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东南侧冲击波超压峰值随距离的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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