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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管道工业的发展，管道安全性也越来越受到重视，落石冲击等第三方破坏已逐渐成为埋地管道失效破坏

的主要因素。关于落石冲击作用下埋地管道的动态响应的数值模拟研究较多，而试验方面的研究特别是现场试验并
不多见。首先搭建可用于落石冲击下埋地管道动态响应试验研究的试验平台，进而基于此试验平台针对埋地输气管
道在不同高度下的落石冲击响应进行现场试验研究。研究表明，随着落石高度的增加，落石冲击时间稍有增加，管道
应变及沉降量逐渐增加，在落石能量约为 56.84 kJ 时，管道顶面落石冲击点区域附近出现塑性变形。相关结果可以
为输气管道的安全铺设及安全评估提供参考。
关键词: 落石冲击; 输气管道; 结构安全性; 试验研究
中图分类号：TP21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5124(2018)09–0023–06

Experimental study on rockfall impact response of buried gas pipe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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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pipeline industry, pipeline safety receives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and
third-party damage such as rockfall impact gradually becomes the main factor of buried pipeline failure and
damage. Many researches have been conducted on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about the dynamic response of the
buried pipeline under rockfall impact, while rarely seen experimental study on this subject, especially field
tests. A test platform for research of dynamic response of buried pipeline under rockfall impact is firstly
established in present paper, based on this platform, field experimental study on rockfall impact responses of
buried pipeline at different heights is carried out. Results show that, with the increment of the rock height, the
rockfall impact time is slightly increased, as well as the pipeline strain and settlement of the pipeline. When
rockfall impact energy is 56.84 kJ, plastic strain is appeared in at the top of the pipeline around impact location.
Relevant results in the present paper can be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safety laying and evaluation of the
buried gas pipe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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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时间短、相互作用复杂等特点，室内试验等方

言

自 1959 年我国建成第一条长距离输油管线

法难以准确模拟实际冲击过程。因而，为研究管道-

（新疆克拉玛依至独山子段输油管道）以来，经过

土体相互作用关系，获得准确可靠的落石冲击相关

50 余年的发展建设，我国管道事业已逐步达到当代

数据，室外现场模拟试验必不可少。

。但是随着管道工业的蓬勃发展，

基于上述原因，本文参照浅埋输气管道实际服

我国埋地管道的故障率也是略高于经济发达国家 。

役环境搭建了室外现场模拟试验平台。通过该试验

影响管道安全的因素主要有：设计、施工缺陷、第三

平台，进行了不同落石高度条件下的落石冲击试

方破坏、腐蚀、自然灾害以及误操作等方面 。其

验，得到了不同状态下管道垂直位移量及管道不同

中，落石冲击等第三方破坏已逐渐成为埋地管道失

位置应变量的动态变化规律。研究结果可为进一步

效破坏的主要因素

研究崩塌落石对埋地管道的影响提供技术储备和数

国际先进水平

[1- 2]

[3]

[4]

。特别是在地质灾害发育地

[5- 6]

区，埋地管道易受到崩塌落石的冲击作用，从而发

据支持

生破坏失效。因而，近年来，落石冲击下埋地管道

1

破坏机理以及防护愈加受到关注。

1.1

崩塌落石对埋地管道的危害主要是由于崩塌落
石对管道产生冲击载荷，管道因落石对其上方土体
产生的瞬间冲击力和落石重力而产生相应应力，当
应力超过管道许用安全极限应力时，管道发生变形
失稳破坏 [7]。对于崩塌落石对埋地管道的危害性，
国内外已有多方面研究，特别是最近二十年来崩塌
落石危害性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数值模拟分析
方面，王磊等[8]通过结合运动学和概率统计分析，并
采用 Rockfall 软件对危岩运动情况进行了模拟，并

试验方法

试验原理
崩塌落石是陡峭斜坡上个别危岩因某种原因脱
离岩体，以倾倒、滚动或跳跃等方式向坡下运动的
一种动力地质现象。崩塌落石坠落地面时，具有较
大冲击速度，并与水平面成一定角度，即崩塌落石
具有较大冲击力。
试验通过模拟埋地管道实际服役环境，在不同
落石高度下对管道进行冲击试验。试验中通过测量
埋地管道的位移量和应变量，对冲击作用下管道的
响应规律进行研究。试验原理示意图如图 1 所示。

比较计算了两种落石冲击力计算方法。邓学晶等[9]

V0

采用离散元软件 3DEC 对落石冲击埋地管道进行了

落石
冲击点

数值模拟，考察了影响管道表面最大土压力和管道
变形的主要因素——落体质量和冲击速度的影响。
应变片

邢义锋等 [10]利用有限元软件 ANSYS/LS-DYNA，考

管
道

虑多方面影响因素对落石冲击过程进行了数值模拟
分析，得到了管道响应规律。而与之相比，落石冲

水泥平台和位移传感器

土
层

击试验方面研究内容则较少。杨其新等[11]采用小比
图1

尺的模拟棚式明洞，通过重锤自由下落到土槽的试

冲击试验原理示意图

验方法，找出了落石对具有不同厚度填土缓冲层的

落石对地面土体具有较大冲击作用，冲击力经

明洞产生冲击力的变化规律，提出了计算落石冲击

土体缓冲，通过管道-土体之间的相互耦合作用，对

力的试验式。张瑜等[12]对隧道逃生管道进行了横向

管道产生不均匀分布力，致使管道发生损伤变形。

冲击荷载的室外现场实验，研究了落石-管道-砂垫

随着冲击作用的结束，在管道自身弹塑性及土体弹

层系统中冲击能量与变形模态、凹陷变形之间的关

塑性的相互作用下，管道变形会发生部分不完全复

系，但是该试验只是针对管道在冲击载荷下的变

位，即当冲击能量足够大时，管道的最终变形量不

形，未考虑土体与管道的相互作用影响。Prisco 等[13]

仅包括塑性变形，还包括部分弹性变形。管道在冲

为研究土体-管道的纵向相互作用关系而进行了小

击作用下的变形主要分为两部分：1）管道整体的弯

规模室内平面应变试验，获得了不同方向激励下不

曲变形；2）管道在冲击热点区域的局部变形。相对

同相对深度的管道侧向相应响应曲线。但是对于实

来说，管道局部弯曲变形有可能会成为管道破坏的

际崩塌落石冲击来说，冲击过程具有冲击能量大、

主要因素。

第 44 卷 第 9 期

马文江，等：埋地输气管道落石冲击响应的试验研究

试验装置及试验描述
此次落石冲击现场模拟试验为室外试验。试验
管道为大直径薄壁圆管——Q235 螺旋缝埋弧焊钢
管。管道长度为 6.5 m，外径为 630 mm，壁厚为 5.5 mm。
经拉伸试验测定，试验管道用钢弹性模量为 205 GPa，
屈服应力为 267 MPa。试验时管道埋深 0.5 m。
由于石块不宜起吊等原因，试验中采用落锤作
为冲击物，由吊车起吊和释放。落锤为自行设计，
底部有较小弧度突起，模拟落石突起表面。落锤高
度 1.0 m，直径 0.7 m，总质量为 1.45 t。试验中落锤
自由落体坠落，从 1 m 到 7 m 高度落锤每提高 1 m，
进行一次自由落体冲击试验，共进行 7 次试验。
为了研究埋地管道不同部位在落石冲击作用下
的响应规律，试验时对管道多处位置的垂直位移量
和应变量进行了数据采集。管道应变量的测量采
用 13 组电阻式应变片，在管道顶面和底面不同位
置对管道轴向应变进行数据采集，测量点如图 2 和
图 3 所示。管道底面编号 7 对应管道顶面冲击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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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位移测量点编号
6

图4

管道底面垂直位移测量点

3
(b) 应变测量点相对位置

图2

管道顶面应变测量点

管道垂直位移的测量采用了 3 组 CW-YB-30
型号位移传感器，其量程为 30 mm，准确度为 0.1 mm。
对管道底面不同位置的垂直位移量进行了数据采
集，垂直位移测量点如图 4 所示。管道底面编号 14
对应管道顶面冲击区域。

面均有较好特性。用于管道应变测量的应变片为电
阻式应变片，型号为 BX120-10 AA，标称电阻（119.5±
0.1）Ω，灵敏系数 2.08±1%。应变振动测试系统和电
阻式应变片的测量精度直接影响着试验结果的准确
性，因而试验前需对该测试系统进行调试并对测量
应变片进行温度补偿。

2

试验结果及分析
基于此落石冲击现场模拟试验平台，对浅埋输

管道的数据采集采用 JM5930 型号动态应变振

气管道在不同落锤高度下的动态响应规律进行了试

动测试系统，试验时信号采集频率 8 kHz，其应变测

验研究。试验测得管道相关数据均是在管道无内

量范围为 0~50 000 με，准确度为 1%。该系统在精

压，埋深 0.5 m 的条件下进行采集。落锤高度从 1 m

度、可靠性、兼容性、工程适应性以及可扩充性等方

开始逐渐增加，每进行一次试验之后对冲击点的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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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应变测量时 4 通道数据失真不予采用，在落锤
高度分别为 2 m 和 4 m 时，管道不同测点的轴向应变
量和垂直位移量的时间历程分别如图 5 和图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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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管道底面应变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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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进行平整，接着进行下一个高度的冲击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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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管道底面垂直位移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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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锤起落高度 4 m 时试验结果

迅速增加并达到峰值，峰值应变为 718 με，即峰值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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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管道底面垂直位移测点

图5

落锤起落高度 2 m 时试验结果

应力为 147 MPa。随着冲击过程的发展，各点应变
迅速减小，并逐渐缓慢振荡至平衡位置。整个冲击
过程历时约 0.13 s，由于冲击能量较小，管道变形基
本上为弹性变形，因此各测点残余应变较小，残余

图 5(a) 给出了管道顶面各测点的应变时间历

应变最大值出现在测点 1，即冲击点位置附近，约

程，可以看出，在 2 m 高落锤冲击的瞬间，各点应变

为 80 με，该残余应变可能是由于落锤静载作用及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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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塑性变形引起的。与此同时，从试验结果可以

间历程与 2 m 高度时结果完全不同。随着冲击过

看出，各个测点均处于压应变状态，这是因为落锤

程的开始，各点应变迅速增加到极值，之后各点应

冲击后管道向下凸起，因此管道上表面各点受压。

变响应各不相同。测点 1 和 3 也即落锤冲击点附近

图 5(b) 给出了管道底面各测点的应变时间历程，与

应变稍有减小即趋于稳定，其应变稳定值分别为

顶面各测点相反，底面各测点均处于拉伸状态。其

24 836 με 和 4 314 με，换算成应力都已经远远超出

最大值出现在正对冲击点的 7 测点为 155 με，应力

管道材料的屈服应力，这表明，在 4 m 高度落锤冲

约为 32 MPa。图 5(c) 给出了 3 个位移传感器的管

击下在冲击点附近管道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塑性变

道竖直位移试验结果，可以看出，在落锤冲击作用

形，此时的冲击能量为 56.84 kJ。而远离冲击点的

下，管道同样在垂直方向产生一定位移，其最大值

其它测点无论是应变峰值还是稳定值都比较小，基

为 2.5 mm。并随着冲击作用的结束，垂直位移量产

本 在 836 με 左 右 ， 也 即 171 MPa， 还 处 于 弹 性 状

生振荡，并很快衰减达到一个稳定值。由管道垂直

态。图 6(b) 给出了落锤高度为 4 m 时管道底面各

位移响应曲线可看出，管道 3 处测量点垂直位移并

测点的应变时间历程，可以看出，其变化规律同 2 m

不相同，这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1）此时测得管道

高度时基本一致，都是先增加后减小到接近于 0 的

垂直位移量不仅包括管道在冲击作用下的整体沉降

稳定值，其应变峰值为 440 με 左右，也即 90 MPa，

量，还包括管道的弯曲变形量，即测得管道垂直位

这表明管道底面还处于弹性状态。图 6(c) 给出了

移量为管道沉降和弯曲变形共同作用的结果；2）落

4 m 落锤高度时管道竖直位移量的试验结果，比较

锤冲击点误差，即冲击作用点有所偏移，并不在预

不同落锤高度下管道垂直位移量时间历程可以看

计管道顶面正中心位置。值得注意的是，在实际试

出，随着落锤起落高度的增加，管道在不同落锤高

验过程中，编号 4 的传感器没有有效数据输出，因

度下的垂直位移量最值也有所增大且持续时间也有

此在图 5(a) 中并未给出编号 4 的测试数据。

所增长，这是由于落锤冲击能量增加的原因；另外，

图 6(a) 给出了落锤高度为 4 m 时管道顶面各
测点的应变时间历程，可以看出，各测点的应变时
表1

管道 3 处测点垂直位移量相对大小关系也有所不
同，这是由于落锤冲击点偏差引起的。

不同落锤高度下各测量点管道沉降量

mm

测点通道

1m

2m

3m

4m

5m

6m

7m

14

4.201

6.208

8.234

9.459

14.065

18.342

–6.131

15

4.997

5.989

8.448

12.231

17.245

20.293

27.948

16

2.329

4.881

7.192

9.63

13.845

14.14

12.211

表 1 进一步分别给出了在不同落锤高度冲击下
各个位移测点的最终竖直位移量。

并通过此试验平台，获得了不同落石高度下管道的
响应规律。

落石冲击试验过程为累积试验，即每一落锤高

2）落石冲击作用下，管道的损伤变形主要是由

度冲击过程均是在前一落锤高度冲击过程结果的基

管道的局部变形引起的，管道整体的弯曲变形影响

础上进行冲击试验。这也就造成了试验中土体和管

较小；管道垂直位移则主要是由管道沉降引起的，

道变形的累加性。因而，在落锤高度较大时，个别

管道变形对其影响较小。

测量点应变量和管道沉降量与冲击过程逻辑结果不

3）随着落石冲击能量的增加，管道变形量及沉

相符。在数值模拟分析时，应当选取适当落锤高度

降量也会有所增加，且冲击作用持续时间也会增

下的试验结果进行参照。落石冲击试验数值模拟以

加，会在埋地管道中产生塑性变形。在冲击能量超

落锤高度 2 m 的试验数据为参照。

过 56.84 kJ 之后，管道会出现较大面积的塑性变形，

3

结束语

结构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

1）结合浅埋输气管道实际服役环境，自主搭建

4）所得试验结果可为进一步研究浅埋输气管

了用于研究管道落石冲击下响应规律的试验平台，

道落石冲击下的动态响应规律提供数据支持，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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