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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环保要求逐年提高，清洁能源的使用越来越受到青睐，因此航运界对双燃料 船的需求越来越大。 这几年

来，新产生的燃气供应系统在实船上运用越来越多。 为保证燃气供应的可靠性和安全 性，双层管 作 为 燃 气 传 输 的 特 殊 管
路，被广泛使用。根据真空型低温双层管的设计由来及工作原理、内部结构特点，结合 ANSYS 和 AUTOPIPE PLUS 等工具，
对其进行温度场分析和应力计算，为同类型船设计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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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
航运业也随之高速发展，
进一步推动了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
但与此同时也带来
了污染物排放急剧增加的负面影响。目前，
船用燃料油含硫量在 0.2%~3.5%（2 000~35 000 ppm），远超国Ⅵ柴
油标准（10 ppm），
燃烧后产生的硫氧化物（SOX）成为酸雨的元凶[1]。据统计，
2018 年全球航运业排放 CO2 超过
10 亿吨，
超过全球温室气体总排放量的 3%。而双燃料船可使用液化天然气作为燃料，能极大地降低 CO2 和
硫化物的排放，因此，新型的节能减排的双燃料船越来越受到众多船东的关注，并在此背景下逐步开发建
造。
选择成熟可靠的燃气供应系统（Fuel Gas Supply System，简称“FGSS”
），
是保证船舶节能减排的必要前提。
低温双层管作为 FGSS 系统的重要组成，对系统的正常、稳定运行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根据国际海事组织 IMO（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出台的燃料船规范要求，燃气管路（透气管
除外）经过安全区划时，需要使用低温双层管。根据其夹层的不同处理方式，目前常用的双层管分为机械通
风型和真空型两种。机械通风型双层管在夹层内设置了内管保温层，并预留必要的通风空间。其特点是功能
易于实现，但外管尺寸比较大，要求有较大空间来布置；同时如果保温层破损，出现冷点，空气中的水汽会不
断地在破损处聚集结冰，进而影响到保温效果。真空型双层管利用夹层中的保温层和真空度来隔绝热辐射，
起到保温的效果。这种双层管解决了机械通风型双层管存在的问题，因此在市面上使用率更高。下文将对真
空型低温双层管在双燃料船上的应用进行探讨。
1 真空型低温双层管介绍
1.1

结构型式
真空型低温双层管由外管、真空层、保温层、内管及固定内管用的支架构成，其结构如图 1 所示。低温管
真空层
外管
保温层
内管支架
内管

图1

真空型低温双层管结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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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温度为-196~80 ℃，设计压力为 1 MPa，这就要求低温管的材料具有良好的低温韧性、可焊接性和抗腐
蚀性[2]，
因此内管、
外管通常采用奥氏体低温不锈钢材料。保温层由多层聚氨酯缠绕组成，
密度为 40~80 kg/m3，
具有良好的保温效果。[3]为了加强保温效果，每层之间包裹紧密，缠绕完毕后用不锈钢带捆绑固定，
同时为避
免外管焊接对保温层的破坏，保温层外面用玻璃纤维布包裹，如图 2 所示。
外管

保温层

半圆形
外管

外管

保温层

保温层

保温层

对接焊

内管

内管

图2

真空型低温双层管保温层组装方式

1.2

工作原理
真空型低温双层管利用夹层中的保温层和真空层来隔绝热辐射以达到保温效果，并通过真空泵来实现
真空度低于 100 Pa 的要求。为了保证系统正常、稳定、安全运行，真空层的真空状态由压力传感器进行监控，
若内管有轻微泄露，真空层压力会缓慢上升，当压力升至 10 kPa 时，传感器发送信号至 FGSS 系统，系统接
收到信息后发出警报，提醒船员对双层管重新建立真空状态。若压力快速上升，可能是内管发生泄露，这时
系统应急关闭装置将被触发，相关阀门也将被关闭，同时，安装在外管上的爆破片会破裂，使管内与外界连
通释放压力，
保证系统安全。
1.3 真空型低温双层管特殊管件——
—穿舱件
低温管路贯穿舱壁时，因管路内部是低温的液化天然气 LNG（Lipqufied Natural Gas），不可以与船体结
构直接接触，两者必须通过一段套管或者膨胀节进行过渡连接，且连接的套管或膨胀节最小长度不少于
450 mm。对于低温用双层管，
内管需要在穿舱件处考虑热传递的影响；同时考虑到在内管破损状态下，外管
需承受低温 LNG，其在贯穿舱壁位置同样需要考虑热传递的影响。根据穿舱件使用位置的不同，通常在设计
时，可采用图 3 所示的三种型式。
图 3（a）所示穿舱件用于双层管贯穿不锈钢舱壁，因舱壁本身可以承受低温，所以外管不需要考虑热传
递的影响。与普通的双层管结构相比，在内外管中间增加了一段隔离管。
图 3（b）所示穿舱件用于双层管的末端结构，内管与外管均要考虑热传递的影响，因此，内外管中间增加
了一段隔离管，
外管在舱壁连接处也增加了一段套管。同时，
外管上留支管，
用于连接真空泵，
监测真空度等。
图 3（c）所示穿舱件用于贯穿船体舱壁且对应力有较大影响处。为便于管路布置、
降低管路上应力，在外
管在舱壁连接处增加了一段柔性波纹管。比较典型的位置在低温双层管接入 LNG 罐体结构处，因为 LNG 罐

间隔管

柔性波纹管

间隔管

现场焊

现场焊

（b）

（a）
图3

2

舱壁

支管

舱壁

舱壁

体在加注 LNG 前后，三个方向的尺寸都会发生变化，此处的波纹管可以起到很好的补偿作用，不会产生过大
的变形应力。

现场焊

（c）

穿舱件型式

真空型低温双层管实船应用概况

以南通中远海运川崎船舶工程有限公司建造的汽车滚装船为例，该船全长 181 m，型宽 30 m，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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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2 m，
设有 10 层汽车甲板，
能装载约 4 000 辆汽车。此船是世界上第一艘安装燃气供气系统的滚装船，
整
套系统全部安装在机舱前侧，如图 4 所示。其中 LNG 液罐布置机舱前侧居中的位置，相关联的设备布置在液
罐右侧相邻的舱室内，布置紧凑、合理。低温双层管主要使用在从两舷加气站到 LNG 液罐之间的加注管路，
包含液相管和气相管，
长度约 45 m；充分考虑加注船的输液能力后，液相管选择内管 4 in、外管 10 in 的双层
气相管选择内管 3 in、
外管 8 in 的双层管，如图 5 所示。
管，

图4

实船总体布置图

透气桅

低温双层管
燃气
加注站

图5

3

实船燃气加注系统图

实船真空型低温双层管温度场及应力场仿真分析

真空低温双层管在使用过程中，由于自身保温材料中残留的气体释放及真空泄漏等多种因素，都可能
导致其绝热性能降低，
漏热率增加，从而引发管内液态燃气能源消耗并带来安全隐患。判断低温双层管是否
失效主要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进行确认。
（1）真空度。双层管内管和外管之间的真空状态由传感器进行监控，当压力达到设定值时，会发出警报
提示双层管真空度需要重新建立。
（2）漏热率。通过肉眼观察到管道表面有结露、结霜现象，
说明低温真空管道已经失效，
必须进行处理或
者更换。
为避免低温双层管在使用过程中失效，在上述实船设计之初，
从温度场和应力两个方面进行仿真分析。
3.1 温度场分析
考虑液相双层管的工作状态更恶劣，通过 ANSYS 软件对液相双层管进行温度场分析，以确认外管表面
温度是否高于环境露点温度-25 ℃。选择的工况是 LNG 燃料加注的过程，
这是本船的正常工况，且持续时间
较长，
约 15~16 h，接近实际情况。为了使计算结果更精确，我们采用细网格建模。液相双层管管长 500 mm，
管路材料为 ASTM A312 TP316/316L，内管口径为 4 in，外管口径为 10 in，热传导率为 16.2 W/m℃；中间聚氨
酯保温层厚度为 30 mm，热传导率为 0.022 W/m℃；内管内介质为液态 LNG，设计温度为-163 ℃，计算结果如
图 6 所示。从温度场分布范围可知，贯通件外表面温度为-19.21 ℃，高于环境温度露点温度，外表面不会结
露或结霜，
即双层管在使用过程中不会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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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场分布

应力分析

低温管受温度影响较大，产生的形变应力也大。根据英国劳氏船级社燃料船规范要求，燃料管应能吸收
温度变化产生的应力，因此实船中都必须对应力进行计算，同时在应力分析时，需采用最极端的工况来验证
选型的结果。本船在最极端的工况出现下对管路实施液氮冷却过程，因为液氮的温度是-196 ℃，低于 LNG
的-163 ℃。
本船通过 AUTOPIPE PLUS 软件对双层管进行建模。主要参数如下：管长为 45 m，管路材料为 ASTM
内管口径为 4 in，
外管口径为 10 in，
抗拉强度为 515 MPa，
屈服强度为 205 MPa，
膨胀系数为
A312 TP316/316L，
3.0 mm/m；
内管接触液态氮气，设计温度为-196 ℃，工作压力为 2.0 MPa；外管设计温度为-163 ℃，工作压力
为 2.0 MPa；环境温度为 20 ℃。计算结果需满足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动力管道标准（ASME B31.1-2014）的要
求，
管路应力应满足如下条件：
SL≦128.75 N/mm2；
SE+SL≤ 321 N/mm2；
其中：
SL 为一次应力，由重力，压力，加速度等引起；SE 为二次应力，由温度载荷和端点热位移引起。
如图 7 所示，内管和外管的一次应力的最大值分别为 21 N/mm2、25 N/mm2，出现在管路中段固定支撑
处；
合成应力最大值分别为 191 N/mm2、132 N/mm2，出现在管路拐弯的位置，数值均在标准允许的范围内，选
用的双层管在布置上是合适的。在设计时，要特别注意的是固定支撑位置、数量和弯管的位置、数量，不同的
组合应力分布情况会差别很大，在实船设计中，需结合实际布置并经过多次调整、计算，得到最终最优的设
计方案。
应力最大处

应力最大处

应力最大处

应力最大处

（a）内管一次应力

（b）外管一次应力
图7

4

（c）内管合成应力

（d）外管合成应力

内、外管计算应力云图

结束语

真空型低温双层管结构简单，施工方便，可以在工厂预制好各个管段，在船舶上完成各管段的连接以及
最后的封结，具有合适的绝热效果，没有易损件，可靠性高，除了需要定期检查真空度外，没有其他检查事
项。当真空度低于设定值时，只需启动真空泵，重新建立真空，处理起来简便。通过温度场分析及应力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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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对管路进行仿真分析，可以对双层管的设计进行验证，确保实船使用安全可靠，是目前最佳的选择。双
燃料船越来越普及，低温双层管的使用也越来越多，设计时必须特别重视，合理的选型和设计对船舶的安全
性和可靠性起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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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Design of Vacuum-type Cryogenic
Double-layer Pipes for Dual-fuel Sh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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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requirements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the use of clean energy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popular, thus the shipping industry has increasingly demanded for dual-fuel ships. In
recent years, the newly emerged gas supply systems have been used more on real ships. To ensure the reliability
and safety of gas supply, double-layer pipes are widely used as special pipelines for gas transmission. Based on－
the origin of design, working principle and internal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vacuum-type cryogenic dou－
ble-layer pipes, and in combination with tools such as ANSYS and AUTOPIPE PLUS, the temperature field anal－
ysis and stress calculation are carried out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design of similar type of ships.
Key words: vacuum-type cryogenic double-layer pipe; design; temperature field; stress analys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