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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中对管道完整性管理的背景、理念和原则、管理的标准体系、管理方法，以及新建管道完整

性和站场完整性管理等进行了阐述，介绍了国内长输管道完整性的主要成果和做法，总结了长输管道
完整性管理具备的一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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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引言

测和管理；老管道建设期焊接和检测技术落后，管道

管道是石油天然气经济、高效运输的方式，在国

质量较差，需要加大安全管理力度；各种事故频繁发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管道运

生，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资源优化的需求。外部因素

输具有许多优点，但由于石油天然气的易燃、易爆和

主要是：社会和公众对于油气行业日益关注；第三方

具有毒性等的特征，管道运输安全日益受到关注。从

破坏，对管道的安全性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管道

保证管道安全的角度，管道管理可分为３个层次，分别

完整性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标准相继出台，要求

是可靠性评价（检测与安全评价）、风险评价和完整性

管道运营者开展完整性管理工作；管道完整性检测与

管理，其中完整性管理是在可靠性评价和风险评价基

评价技术的快速发展，新材料的应用。

础上的全面概括和提升…。

１管道完整性管理概念解析

管道安全评价与完整性管理始于２０世纪７０年

管道完整性（Ｐｉｐｅｌｉｎｅ 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有４层含义：在物

代，美国首先开始采用风险分析技术来评价油气管道

理上是完整的，在功能上是健全的；管道完整性应该

的危险性，以期最大限度减少油气管道事故的发生和

是指管道受控，始终处于安全可靠的状态；管道管理

尽可能延长管道使用寿命，合理分配管道维护费

者不断采取措施和改进方法来防止管道事故的发生，

用旧。Ｊ。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一些欧美管道工业发达国

确保管道的完整；在时间上是全寿命周期，即覆盖了

家开始建立风险评价模型和信息数据库，研发评价软

设计、施工、运行、废弃全过程。

件，制定和完善风险评价规范和标准。２０世纪９０年

管道完整性管理是一种以预防为主的管理模式，

代，许多油气管道都已采用安全评价与完整性管理技

是为确保管道完整性而进行的一系列管理活动，具体

术来指导管道的维护工作。进入２ｌ世纪，管道完整性
管理在油气管道行业更加系统、全面。美国于２００２年

１１月１５日通过了第Ｈ．Ｒ．３６０９号《管道安全改进法
案》，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１７日该法案生效，Ｈ．Ｒ．３６０９
（Ｔｈｅ

Ｐｉｐｅｈｎｅ Ｓａｆｅｔ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ｃｔ ｏｆ

ＰＳＩＡ

２００２）第１４章

中明确要求管道运营商在管道高后果区实施管道完
整性管理，ＰＳＩＡ也写入了ＡＮＳＩ相关标准中。２００６
年，ＯＰＳ修改了《管道安全改进法案２００２）），更名为《管

道安全与可靠性改进法案２００６），增加相关规定。
管道完整性管理在油气管道行业的快速发展主
要是来源于内外两方面的推动力，内部因素主要是：
大量服役多年的老管道存在着安全隐患，需要及时检

指管道管理者针对管道不断变化的因素，对管道面临

的风险因素进行识别和评价，不断改善识别到的不利
影响因素，采取各种风险减缓措施，将风险控制在合
理、可接受的范围内，最终达到持续改进、减少管道事

故、经济合理地保证管道安全运行的目的。［４－６］
管道完整性管理的范围非常广，包括了直接影响
管道安全输送的所有因素，具体如图１所示。
２管道完整性管理原则和要点【４Ｊ

（１）完整性管理应从管道的规划和设计时期开
始，并贯穿管道的整个生命期。
（２）完整性管理是一个持续改进的过程，应确定
管道不同时期的管理重点；完整性管理程序本身的效

收稿１３期：２０１１—１０一１９

万方数据

能评价是管道完整性管理程序的一部分，应定期对管

Ｐｉｐｅｌｉｎｅ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ａｎｄ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２

Ｎｏｖ．２０１１

国内管道完整性管理开展初期主要是参照欧美

道完整性和完整性管理程序进行评价。
（３）完整性管理平台应采用统一的数据库结构、

国家的标准和规范，ＡＳＭＥ Ｂ３１．８Ｓ（输气管道系统完

１６０（危险液体管道的完整性管理》

数据库平台，并保证完整性管理所采用的信息的准确

整性管理》和ＡＨ

性和完整性。

被采标为石油行业标准ＳＹ／Ｔ ６６２１《输气管道系统完

ｌ

（４）风险评价作为完整性管理的重要环节之一应

整性管理》和ＳＹ／Ｔ ６６４８《危险液体管道的完整性管

定期开展，应对发现的重要危害，立即采取风险削减

理》。另外，石油企业也根据国内行业的实际情况制

措施。

定了符合自身需求的标准和规范，如中石油管道公司
制定的《完整性管理系列规范》。
４管道完整性管理程序

管道完整性管理程序主要包括法规遵守、整体计
划构架、风险评价和缓解措施、持续评价和变更管理

等基本要素，这些要素需要通过实施的流程来体现，
并成为管道完整性管理的主要内容，根据ＳＹ／Ｔ ６６４８

《危险液体管道的完整性管理》，管道完整性管理的主
要流程见图２。
识别管道对高后果区
的潜在影响

收集、分析和综合

二［

图１完整性管理的范围

初步风险评估

３管道完整性管理标准规范体系

建立基线计划

管道完整性管理主要是依据欧美国家管道完整

进行检测和／或采取减缓措施

性管理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展开，这些规范主要包

括：（４９ Ｕ．Ｓ．Ｃ．６０１．管道安全法》、《Ｈ．Ｒ．３６０９管道

修正检测及减缓措施

安全改进法》、《美国联邦规章第４９篇——运输》、
ＡＳＭＥ

ｌ变更管理

Ｂ３１．８Ｓ输气管道系统完整性管理、ＡＰＩ １１６０危

险液体管道完整性管理、ＡＰＩ １１２９危险性液体管道系
统完整性的保证措施、Ｚ６６２—０７加拿大油气管道标准
“附录Ｎ”、ＡＳＭＥ Ｂ３１．Ｇ确定腐蚀管线剩余强度手册、
ＮＡＣＥ ＲＰ

０５０２管道外腐蚀检测与直接评价标准、

ＮＡＣＥ Ｔ ０３４０

ＩＣＤＡ内腐蚀直接评估技术、ＡＰＩ ５７９适

用性评价推荐作法、ＮＡＣＥ

ＲＰ

０１０２管道内检测的推

荐实践标准、ＡＰＩ １１６３管道内检测系统标准、ＮＡＣＥ
ｐｕｂ

再次进行风险评估卜．＿Ｊ

３５１００管道内检测（报告）、ＡＰＩ

的检测、ＡＰＩ

ＲＰ

ＲＰ

５８０基于风险

５８１基于风险的检测技术、ＮＡＣＥ

图２

ＳＹ／Ｔ

６６４８中的完整性管理流程图

根据ＳＹ／Ｔ ６６２１《输气管道系统完整性管理》，管
道完整性管理的主要流程见图３。ＳＹ／Ｔ ６６４８（危险液

体管道的完整性管理》和ＳＹ／Ｔ ６６２１《输气管道系统完
整性管理》中所描述的管道完整性管理流程是国际油
气行业管道完整性管理普遍采用的流程，其核心是风
险评价和检测。
识别危害因素对管道
可能造成的影响（第３章）

数据收集．检查和整合（第４章）

ＲＰ
风险评估（第５章）

０５０２管道外腐蚀直接评价方法、ＮＡＣＥ
内腐蚀直接评价方法、ＮＡＣＥ
直接评价方法、ＮＡＣＥ

ＴＭ

ＲＰ

ＲＰ

０１０５管道

０２０４应力腐蚀开裂

各种危害评价

０１０２管道防腐层导电性检
完整性评价（第６章）

测方法、ＡＰＩ ５７０管道检验规范在用管道系统检验／修
理／改造和再定级、ＡＰＩ

ＲＰ

２２００原油／液化石油气及

对完整性评价的影响和减缓措施（第７章）

成品油管道维修推荐作法、ＡＳＭＥ Ｂ３１．Ｑ输气管道操
作人员的资质标准、ＡＮＳＩ／ＡＳＮＴ无损检测人员资格评
定导则、ＡＰＩ

证、ＡＰＩ

ＲＰ

万方数据

ＳＹ／Ｔ

６６２１中的完整性管理流程图

１１２０液体管道维修人员的培训与认

根据国际通用标准，结合国内管道运营的实际情

Ｉｕ—ＰＱ管道内检测员工的资

况，中国石油管道公司制定了《完整性管理系列规

ＲＰ １１６２、ＡＳＮＴ

格。

图３

范》，并提出了开展管道完整性管理的５个层次，包括

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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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体系文件、标准规范、系统平台、支持技术和实施应

带、建筑物、公路、铁路、河流、气候等数据，空间信息、

用，以及６步循环，包括数据收集、高后果区识别、风险

地理位置通过对高精度遥感影像进行矢量化提取。

评价、完整性评价、维修与维护和效能评价。具体架

基础专题数据包括各种比例尺的专题数据。

构如图４所示。

遥感影像数据是指管道两侧一定范围内的高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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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后果区是指管道如果发生泄漏会严重危及公

众安全和（或）造成环境较大破坏的区域，高后果区管
段是实施风险评价和完整性评价的重点管段，管道运

台一

柬一

：

：

二

营公司应在高后果区管段上实施完整性管理计划。

一

＿

一

高后果区并不是不变的，随着管道周边人口和环境的

Ｉ效能评价

图４完整性管理系统的架构

体系文件是一组将完整性管理各个环节涉及的

变化，高后果区的位置和范围也会有所改变。
４．３风险评价

活动文件化的文档，一般分为三级（管理手册、程序文

风险评价是开展完整性管理的核心环节，识别和

件和作业文件）。管理手册总体阐述了完整性管理系

分析工程、系统、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危险因素，预测发

统，概述了工作目标和各项活动，程序文件规定了工

生事故造成危害的可能性及严重程度，提出科学、合

作内容和职责，作业文件规定了具体的工作方法。

理、可行的安全对策，给出评价结论。通过风险评价

标准规范规定了完整性管理各个环节的工作要
求，对实际活动有指导意义。
系统平台是计算机技术在完整性管理中的应用，

可以了解管道的各种危害因素，明确管道的管理重
点，有利于实现风险的预控，保障管道的安全运行。
管道风险评价的方法主要包括半定量风险评价、定量

通过系统平台，可以用数据库很好地管理管道的各种

风险评价。

数据，并可基于数据库开发各种分析评价软件和决策

４．４完整性评价

系统，能显著提高完整性管理的效率和水平。

管道完整性评价目的是明确管道的状况，制定相

完整性管理的各个环节涉及很多配套的支持技

应计划，降低管道风险，确定管道再检测时间间隔等。

术，这些技术的发展水平直接影响到完整性管理的顺

开展完整性评价，首先应确认对所评管道适用的评价

利实施。

方法，如内检测评价法、压力试验、直接评价法。

管道完整性管理的每个环节的信息都来源于实
际，并通过系统分析等技术，来科学指导实际应用，反

４．５维修与维护
维修维护是根据评价的结果，采取风险减缓措

馈改进，持续提高，优化资源配置。

施。对于管道本体缺陷，主要的减缓措施包括缺陷的

４．１数据采集

修复、补强等，严重时需进行换管；对于自然与地质灾

目前，随着计算机、电子、测绘、遥感、地理信息等

害，主要的预防和减缓措施包括地质灾害预警、地质

多项技术快速发展，国内外一些管道运营公司建立了

灾害点监测与治理、修建水工保护设施，必要时还会

针对自己管道特点的数据采集方法和标准。数据采

换管；针对第三方损坏，主要是采取预防性措施，包括

集内容一般包括：

管道保护和巡线、第三方施工监护等。

管道中心线及管道设施数据是指包括管道中心

线在内的从设计、施工到运行的干线、支线上所有管
道设施等数据，如钢管信息、防腐层、弯头、阀。
管道缺陷数据是指金属损失、裂纹、管体变形、焊
缝缺陷、防腐层缺陷等数据。
管道事故数据包括地质灾害、第三方破坏等数

４．６效能评价
效能评价（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是指对完整性

管理系统进行综合分析，把系统的各项性能与任务要
求综合比较，最终得到表示系统优劣程度的结果。效
能评价得出来的一般是一个相对意义上的结果，对于

运营公司整体管理系统来说，效能评价和审核结果需
要跟运营公司的长远规划和年度计划结合起来考虑，

据。

管道沿线环境数据是指管道周边包括断层、地震
万方数据

对于具体设备单体来说，效能评价就是性能的评价。

４

Ｐｉｐｅｌｉｎｅ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ａｎｄ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ＮＯＶ．２０１１

效能评价关注的是管道完整性管理的结果，找出不符

建设期管道完整性管理应贯穿于预可行性研究、

合实际期望值的元素，提出效能改进建议，进行效能

可行性研究、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施工、投产试运、

跟踪，确定效能评价的周期，并通过系统的效能评价

竣工验收的全过程。其中，风险评价应是建设期管道

和审核来不断说明效能评价对象的改进程度。

完整性管理的重要环节。运营期管道完整性管理的

５建设期管道完整性管理程序

水平有赖于建设期管道数据采集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建设期管道完整性管理主要以保证管道运行安

完整性。

全、经济为核心，通过在建设期各阶段实施风险识别

建设期不同阶段，完整性管理的侧重点也有所不

和评价等技术手段，识别出管道可能发生的风险，并

同，依据建设期各阶段特点，给出了各阶段管道风险

在建设期各个阶段采取合适的风险控制措施，保证管

控制应做的主要工作。具体如表１所示。

道结构和功能完整，实现管道本质安全。
表１

建设期各阶段完整性管理要素分析表

６站场完整性管理框架
目前，国际上并没有通用的站场完整性管理的概
念与实施技术。站场完整性是管道完整性管理概念

机等与强电接触的设备）；与泄漏后果相关的设备（监
控系统、防火堤、围堰、消防设施等防止泄漏后果扩大
的设备实施）。

的延伸，以及机械完整性管理、资产完整性管理等概

从工艺中断风险的角度出发，管理的对象应该包

念的具体化。因此，站场完整性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

含一切为了满足站内工艺需求而存在的设备设施，以

研究对象、目标等问题的确定，其次才是采用何种技

及为了确保这些功能而存在的辅助设备设施。具体

术和方法的问题。

包括的对象应该由站场的具体功能而定，建议通过

６．１管理对象

ＨＡＺＯＰ和失效模式及影响分析（ＦＭＥＡ）来确定。一

从安全、环境风险角度出发，管理对象应包含一

般下列设备会包含在内：动力设备（电机、燃气轮机

些含有高能量物质的实物资产（能量形式包括热能、

等，与之相关的供电设备也会考虑在内）；压力控制设

电能、化学能、压能等）以及为预防、控制和减缓这些

备（泵、压缩机、调压设备、阀门、泄压设备等，以及与

能量释放和转化而存在的实物资产。具体包括：与油

压力控制相关的自动化仪表设备）；存储类（储罐、管

气泄漏可能性相关设备（储罐、站内管线、阀门、泵、加

道等）；加热类设备（加热炉、换热器、锅炉等设备，以

热炉、换热器等与油气接触的设备实施）；与高温高压

及为改善油品物性而设置的各类加剂设备）。

水泄漏可能性相关设备（加热炉、换热器、热水锅炉、

６．２管理方法

蒸汽锅炉）；与电泄漏可能性相关的设备（变压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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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将风险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站场的风险可以

有限的投入和庞大的投资需求之间的矛盾，要保证把

分为安全风险、环境风险和工艺中断风险。站场完整

有限资源应用到高后果和高风险段的管理中，要确保

性管理的目标就是将这三类风险进行有效控制。

高风险管段的风险能得到优先控制。

风险由失效可能性和失效后果组成。对于安全

（３）完整性管理程序必须遵守所有相关的法律法

风险和环境风险，失效可能性具有相似的考虑，那就

规、标准体系、作业指导等，要关注这些文件的更新，

是容器或媒介物的结构失效。这类失效的机理一般

确保程序的合规性。
（４）完整性管理程序要始终把保护公众和环境做

与时间相关，采用检测、评价、修复的持续管理方式。
通常采用基于风险的检验（ＲＢＩ）的管理方法。
针对安全风险的失效后果，主要是考虑一旦失
效，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将失效的影响控制在一定的范
围内。通常采用量化风险评价（ＱＲＡ）的评价方法。

为了减小或者避免安全风险的后果，国际惯例是对安

为实施的首要目标和终极目标，程序中所有工作要围绕
降低和减缓管道运营带来的公众和环境风险而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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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完整性管理程序应该是管理系统的一部分。
完整性管理程序应该与日常和长期的经营策略和活
动联系在一起。
（２）开发、维护和管理一个完整性计划需要平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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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界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学术诚信已经引起了相ｉ

状，得出管道系统完整性管理框架（图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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