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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距离输气海底管道清管分析
秦怀祥

（中海石油 ( 中国 )有限公司 天津分公司，天津 300459）

摘　要　随着我国相关科技的进步，国内石油事业也开始朝着深海方向发展，而水下集输和水下采油采气也成为我国石油

事业未来发展主流趋势。海底管网变得更加复杂，管网覆盖规模进一步扩大，通过对长距离输气海底管道进行清管研究，

能够帮助积累清管经验，为后期管网清管活动提供有效参考。文章以某个长距离输气海底管道工程为例，介绍了清管段塞

控制方案和长距离海底输气管道清管方案，包括扩大输气量、区域引气清管吹扫、提升清管频率，希望能给相关人士提供

有效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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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管网工程逐渐深海化发展，管道工程的距离

不断增长、管网结构更加复杂，同时管网内部设置多种节点，

在正式投产后出现了各种冻堵和积液问题。为了优化管网

运行质量，提升管网传输顺畅性，需要进一步联系管网工

程特征，选择有效的清管手段，准确把握管网内部积液规

律特征，优化设计清管方案，针对海底管网情况合理清网。

1 长距离输气海底管道工程

我国的某个海上气田长距离海底输气管道的总长度是

350 千米，管道具体尺寸是 28in，设计输气量是每年 40 亿

立方米，对应输送区域中经过处理的干气和稳定系统原有

凝液，标况下是气相。生产年限后期对应输气量相对较少，

同时整个地形存在巨大起伏，在正常运行状态下，管道内

的携带液体含量远远超出终端设备所拥有的接收实力，即

超出 740 立方米。管道中庞大的带液量同时还会对有效管

输效率产生一定影响，容易阻碍管道稳定运行，同时还会

威胁清管操作稳定性和安全性。但因为清管周期较为频繁，

容易产生多余作业风险和资金浪费现象。为此需要对清管

方案进行科学选择，保证管道的稳定、安全通行 [1]。

2 清管段塞控制分析

因为海上油田对于天然气的处理水平十分有限，而海

底输气管道普遍是以传输湿气为主，无法避免管道积液问

题。通过实施合理的清管作业能够帮助缩减管道积液，减

少管道堵塞风险，提升管道传输安全性。

针对海底输气管道内对应清管段堵塞问题，主要涵盖

段塞泄放时间以及段塞体积两种参数。为此，在针对清管

段塞实施综合控制时也需要代入上述两种参数实施合理分

析控制。

清管段塞综合体积和管道中的滞液量两种元素呈现出

一种正比关系，开始清管处理前，因为管道内部存在较大

带液量，导致清管段塞所占空间体积相继扩大。为此在开

始管道清理工作前，通过控制内部带液量能够帮助控制清

管段塞问题。同时还可以利用降低输液量以及扩大输气量

来提升综合气液比，优化气相携液水平，有效控制管道内

的滞液量。清管段塞问题的泄放时间和清管球速存在一定

联系，为此在清管处理中，可以适当提升海底管道的出口

压力，减少管道输量控制清管球运行速度，增加段塞部位

的泄放时间，扩大管道下游装置对于段塞处理量，缩减下

游设备所接收段塞量。

通过上述内容分析可以发现，对清管段塞量产生影响

的几种因素包含清管频率、下游装置接收能力、管道出口

运行压力、管道输液量以及管道输气量。结合现实工况，

可以发现在长距离海底输气管道内，管道内部输气量是对

清管段塞量产生影响的核心因素，同时可以对清管频率进

行合理调整，适当控制清管段塞量 [2]。

3 长距离输气海底管道清管方案分析

3.1 坚持输送高气量

对于此项工程中海底输气管道内存在较大滞液量以及

管道距离长等特征，通过分析具体影响因素，形成有效的

清管方案。此项工程中，管道输气量方面设计输气量为每

年 40 亿立方米，而从 2032 到 2039 年之间，管道内部输气

量从最开始的每年 10.07 亿立方米减少到每年 2.23 亿立方

米。管道输液量方面，因为管道的主要传输介质便是区域

内的稳定系统原油凝液和区域内干气，没有输液量。管道

的出口压力方面，管道在登录中的终端压力是 5100KPaA，

不能调节。管道工程的下游装置接收能力方面，下游段的

塞流捕捉器所具备的段塞接收流量是 740 立方米，增加设

备会对平台工艺流程产生直接影响，扩大投资规模。清管

频率方面需要参考海管核心环节的保护要求措施，输气管

道的最佳标准清管频率是每隔十二个月实施一次清管。

结合上述管道工况分析，可以进一步参考清管段塞计

算模拟结果，从 2032 到 2039 年间，管道中的滞液量远远

超出下游终端装置的实际接收实力，所以建议在签署海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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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气管道终端销售协议中，考虑需要维持较高输气量，预

防管道内部产生大规模滞液问题。通过综合模拟计算，外

售气量大概保持在每年 13 亿立方米之上，管道内的滞液量

能够顺利被下游装置所接收，并有序开展清管活动。

3.2 区域引气清管吹扫

在清管活动中第二种方法便是进一步扩大输气量，针

对局部区域管道实施引气吹扫清管。通过针对管道提升整

体输气量，能够进一步扩大管道中的气体流速，优化管道

中的气体对于液体携带能力，并在管道中顺利排出相应的

液体。为此，根据该管道所处区域内现实状况进行合理引气，

提升输量吹扫，确保下游各种装置能够顺利接收清管段塞。

经过系统调查发现实施引气处理后，对应最高气量几乎可

以达到每年 20 亿立方米。

3.3 提升清管频率

坚持管道中的液体携带含量低于下游段塞量收集器标

准处理实例的基础原则，把管道中的液体携带总量控制在

740 立方米以下，合理设计清管频率。同时在每次清管工作

结束后，需要在管道内部液体携带含量达到 740 立方米之

前实施有效的清管处理，保证段塞捕捉器能够对清管段塞

量实施有效处理。通过逐年进行模拟计算，通过逐年模拟

计算后，最终总结出在 2032 年到 2034 年之间，平均每年

需要进行 7 次清管活动。

通过对上述三种清管方案实施可行性分析，从中选择

最佳的清管方案，提升清管质量，保障海底管道的顺畅流通。

第一项方案便是扩大输气量，该种方案在实际操作中所面

临的风险隐患包括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容易受到终端销

售方不良影响；第二项方案是区域引气吹扫清管，该区域

中的最高引气量几乎可以达到每年 20 亿立方米，有助于实

施吹扫工作，无需对清管球实施频繁收发，在结束吹扫工

作后继续实施清管活动，降低施工作业风险，提升整体操

作灵活性；第三项方案中，提升清管频率，能够对管道中

的液体携带量实施合理控制，拥有较高的清管频率，为此

需要对清管球实施定期补充。该海底输气管道较长，大概

在 346 千米左右，假如清管活动过于频繁，容易造成更大

的资金浪费问题，并且形成较大的作业风险。

通过对比分析上述三种方案的可行性和风险因素，可

以发现第二种清管方案拥有更加突出的清理优势，所以可

以选择第二项方案充当此次项目的清管方法，在对应堵塞

区域内实施引气吹扫清管工作。初步确定适合的清管设计

方案后，还可以对长距离海底输气管道相关工程资料实施

全面搜集和查阅，根据所得数据信息分析：此海底输气管

道对应起输平台整体水深是 95 米，管道综合长度是 350 千

米，管道对应尺寸是 28in，最高输气量是每年 40 亿立方米，

从 2032 到 2039 年间，相关输气量从最开始的每年 10.07 亿

立方米进一步降低到每年 2.23 亿立方米，终端压力数值是

5100KPA。区域范围中的引气量几乎达到每年 20 亿立方米。

明确海底输气管道相关引气吹扫基础条件后，可以借

助 OLGA 动态工艺创建软件模型，模拟动态吹扫工况。该

管道从目标区域中进行引气，提升输量吹扫，确保下游装

置能够顺利接收段塞，引气后最高气量大概会达到每年 20

亿立方米。比如 2032 年，对应管道参数模拟结果，按照每

年 20 亿立方米的容量实施引气后，直接通过最高引气量实

施吹扫工作，随着输气量的扩大，会形成较高段塞量，远

远超出下游接收水平。为了确保下游装置能够顺利接收段

塞，需要通过阶梯引气方法对整个管道实施吹扫工作。比

如以 2032 年为例，在管道吹扫过程中，每当输气量扩大，

则出口区域的液相流量会产生土壤扩大的现象，导致水力

段塞现象。对比分析发现，阶梯吹扫会帮助减少水力段塞。

结合管道内部液体携带含量和累计液量变化，可以发现最

高段塞时，管道中的出口流出液体总量是 889 立方米，相

关段塞泄放时间是 1467 分钟，处于泄放过程中，段塞流捕

捉器下游装置相关处理容量是 509 立方米，剩余容量是 380

立方米液体能够在段塞流捕捉器中进行有效存储，没有超

出原段塞流捕捉器内存储能力，在区域气源开始接入后，

第 276 小时即 11.5 天中的管道内部滞液量低于 740 立方米，

该种条件下实施清管能够满足具体要求。所以在 2032 到

2039 年，可以借助阶梯引气方式进行吹扫清管，等到管道

中的滞液量低于 740 立方米条件下实施综合清管。选择区域

引气方式提升输气量开展清管工作后，在 2032 年，管道中

的滞液量在 11.5 天中可以降低到 740 立方米，由此便能指

导后续开展常规清管工作。通过合理优化，帮助改善终端改

造段塞流捕捉器施工量过大问题，积极参考类似改造工程，

能够有效节约投资 1.3 亿元，合理支持气田开发工作顺利实

施。此外，吹扫清管方案还能够打破传统设计理念，为长距

离海底输气管道有序开展清管段塞分析提供合理参考。

4 结语

海底管道中的清管技术属于海底管道安全运行的基础

技术保障，管网中的清管技术同时也为各种现代化城市管

网建设奠定了良好的技术基础，能够更好服务于城市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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