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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基于自适应阈值的分布

式光纤管道安全监测算法，所述算法包括：从光

纤振动传感器采集原始信号并进行预处理；对原

始信号在时域方向上进行多层小波包分解，选取

某一细节分量对信号进行重构；根据重构信号计

算空间特征向量；根据空间特征向量计算自适应

阈值并判断报警位置；最后进行报警类型库比

对，输出相应的报警类型。基于自适应阈值的分

布式光纤管道安全监测算法可以准确的识别人

为挖掘和机械挖掘事件，并且可以有效的屏敝过

车的影响，具有环境适应能力强、系统灵敏度高

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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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自适应阈值的分布式光纤管道安全监测算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读取光纤振动传感器采集的数据并进行数据预处理；

步骤2：对预处理后的数据在时域方向上进行小波包分解，并重构某一细节分量；

步骤3：对各个位置点的重构信号进行分帧处理，并根据帧能量求取信号的振动突变

量，各个位置点的振动突变量组成空间特征向量；

步骤4：计算空间特征向量的自适应阈值，通过阈值判断求得破坏事件发生的位置，并

设置位置状态；

步骤5：将存在破坏事件的位置的状态进行缓存，在一定的时间片段内将缓存的位置状

态组与报警类型库进行比较，确定报警类型并输出。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自适应阈值的分布式光纤管道安全监测算法，其特

征在于上述步骤1中，光纤传感器采集的数据为二维矩阵Dm×n＝(dij)m×n,(i＝1,2…,m；j＝

1,2…,n)，其中，m表示时间维度，即一秒内采集的数据点数，一秒的时间内在光纤第j个位

置处采集的数据可以表示为(d1j,d2j,…,dmj)T；n表示空间维度，即某一时刻采集的整条光

纤的数据，某一时刻i光纤在所有位置处采集的数据表示为(di1,di2,…,din)。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自适应阈值的分布式光纤管道安全监测算法，其特

征在于数据预处理是将采集到的原始数据进行纵向滑动平均滤波，用于滤除突变信号的影

响，具体的实现步骤为：

步骤1：选取矩形窗Wl×n并确定矩形窗的长度l及移动的步长s；

步骤2：在时间维度上计算矩形窗内的信号均值 计算公式为：

其中，i表示窗函数位于原始数据的纵向起始位置，初值为1；

步骤3：将窗函数沿原始数据的纵向方向移动s，重复步骤2，此时的i＝i+s，直到窗函数

滑动到原始数据纵向方向的 末端时 停止计算 ，此时 将得到预处理 后的 数据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自适应阈值的分布式光纤管道安全监测算法，其特

征在于上述步骤2中，所述垂直小波包分解及重构是指将预处理后的信号进行三层二维小

波包分解，提取第三层的垂直分量进行信号重构。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自适应阈值的分布式光纤管道安全监测算法，其特

征在于上述步骤3中，所述振动突变量是用来表示光纤发生振动时信号突然变化的剧烈程

度，获取振动突变量的实现步骤为：

步骤1；对小波重构后的信号在垂直方向上分帧处理，并计算各个帧的能量；

步骤2：计算相邻帧之间的能量差值，并进行归一化处理：

E‘i＝(Ei+1-Ei)/Ei,i＝1,2,…,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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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E为帧能量，p为帧的个数，E‘i为第i个归一化的帧能量差值；

步骤3：步骤2计算的所有帧能量差值求最大值即为所求的振动突变量；通过上述步骤，

每一个空间位置点都会求得一个振动突变量，所有的振动突变量在水平方向上形成一组空

间特征向量。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自适应阈值的分布式光纤管道安全监测算法，其特

征在于上述步骤4中，所述自适应阈值的计算过程如下：

步骤1：计算空间特征向量的峰值点，首先计算特征向量中每个值的二阶差分量，计算

公式为：

Δ2Fi＝Fi+2-2Fi+1+Fi,i＝1,2,…,n-2

其中，F为空间特征向量组，n为向量的维度。其次，判断出Δ2Fi<0的值即为峰值点，所有

的峰值点构成峰值点集合S＝{s1,s2,……,sq}；

步骤2：遍历峰值点集合S，计算每个峰值点的自适应阈值，具体的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thi为峰值点Si的自适应阈值，σ为松弛因子，用于控制自适应阈值的灵敏度，σ越

大，自适应阈值判断报警越灵敏，μi为峰值点Si在空间特征向量组F中相关位置的均值，设Si

在F中的位置为j，则μi的计算公式如下：

自适应阈值计算出来后将与其对应的峰值点进行比较，如果峰值点大于自适应阈值，

则峰值点对应的位置被认为是报警点，否则不认为是报警点。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自适应阈值的分布式光纤管道安全监测算法，其特

征在于上述步骤5中，所述输出报警类型的实现过程包括：

步骤1：建立报警类型库。分别采集人为挖掘、机械挖掘、车辆经过和安静环境下的数

据，计算每种类型的数据在一定时间片段内的位置状态组，并对每个位置状态组进行类型

标识，所有的位置状态组构成报警类型库；

步骤2：针对本发明步骤4中的报警点，计算报警点的位置状态组，并将其与报警类型库

进行比对，输出对应的报警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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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自适应阈值的分布式光纤管道安全监测算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分布式光纤对输油输气管道振动监测的安防领域，具体的说是一种基

于自适应阈值的分布式光纤管道安全监测算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石油化工行业中，输油输气管道经常会发生管道周围施工、偷油盗油等人为破

坏事件，油气一旦泄露将会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严重的威胁，因此管道安全监

测技术越来越受到重视并得到快速发展。相比传统的人工巡线和管道流体压力检测等监测

手段相比，分布式光纤振动监测技术具有响应时间快、监测距离长、定位准确、工作稳定、抗

电磁干扰能力强等优势，尤其是在破坏事件发生前系统能够给出预警，这在很大程度上可

以避免事件的发生。目前，分布式光纤振动传感技术已经越来越多的应用于输油输气管道

的安全监测上，并正逐渐发展为主流监测方式。

[0003] 分布式光纤管道安全监测系统的性能受到一个重要因素的影响——振动监测算

法，振动监测算法是实现实时高效准确识别管道破坏事件的关键。目前大多数算法中都会

采用静态阈值的方式进行振动报警的判断，这种方式需要根据实际环境不断调整静态阈值

使其在实际使用中达到最优，整个调参过程复杂，算法的环境适应性差。通过尖峰点确定光

纤振动位置的方式可以克服静态阈值带来的调参困难等问题，但是这种方式容易受到噪声

干扰而产生误判，并且随着管道监测距离的增加，光的能量会产生衰减，导致尖峰点被弱化

从而无法及时准确的检测出光纤振动的位置，继而无法监测到管道破坏事件。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上述存在的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基于自适应阈值的分布式光纤管道

安全监测算法，该算法在确定阈值时融入空间位置信息，结合松弛因子使得算法在判定报

警时可以不受光纤自身以及光纤所处环境的影响，使系统的环境适应性大大提高，同时该

算法对长距离管道监测的光衰减会起到补偿作用，有效的提高了系统的灵敏度。详细技术

方案如下文描述：

[0005] 一种基于自适应阈值的分布式光纤管道安全监测算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

骤：

[0006] 步骤1：读取光纤振动传感器采集的数据并进行数据预处理；

[0007] 步骤2：对预处理后的数据在时域方向上进行小波包分解，并重构某一细节分量；

[0008] 步骤3：对各个位置点的重构信号进行分帧处理，并根据帧能量求取信号的振动突

变量，各个位置点的振动突变量组成空间特征向量；

[0009] 步骤4：计算空间特征向量的自适应阈值，通过阈值判断求得破坏事件发生的位

置，并设置位置状态。

[0010] 步骤5：将存在破坏事件的位置的状态进行缓存，在一定的时间片段内将缓存的位

置状态组与报警类型库进行比较，确定报警类型并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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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本发明上述步骤1中，光纤传感器采集的数据为二维矩阵Dm×n＝  (dij)m×n,(i＝1,

2...,m；j＝1,2...,n)，其中，m表示时间维度，即一秒内采集的数据点数，一秒的时间内在

光纤第j个位置处采集的数据可以表示为  (d1j,d2j,...,dmj)T；n表示空间维度，即某一时刻

采集的整条光纤的数据，某一时刻i光纤在所有位置处采集的数据可以表示为(d i1 ,

di2,...,din)。

[0012] 数据预处理是将采集到的原始数据进行纵向滑动平均滤波，用于滤除突变信号的

影响，具体的实现步骤为：

[0013] 步骤1：选取矩形窗Wl×n并确定矩形窗的长度l及移动的步长s；

[0014] 步骤2：在时间维度上计算矩形窗内的信号均值 计算公式为：

[0015]

[0016]

[0017] 其中，i表示窗函数位于原始数据的纵向起始位置，初值为1。

[0018] 步骤3：将窗函数沿原始数据的纵向方向移动s，重复步骤2，此时的i＝i+s。直到窗

函数滑动到原始数据纵向方向的末端时停止计算，此时将得到预处理后的数据

[0019] 本发明上述步骤2中，所述垂直小波包分解及重构是指将预处理后的信号进行三

层二维小波包分解，提取第三层的垂直分量进行信号重构。

[0020] 本发明上述步骤3中，所述振动突变量是用来表示光纤发生振动时信号突然变化

的剧烈程度，获取振动突变量的实现步骤为：

[0021] 步骤1；对小波重构后的信号在垂直方向上分帧处理，并计算各个帧的能量；

[0022] 步骤2：计算相邻帧之间的能量差值，并进行归一化处理：

[0023] E‘i＝(Ei+1-Ei)/Ei,i＝1,2,...,p-1

[0024] 其中，E为帧能量，p为帧的个数，E‘i为第i个归一化的帧能量差值。

[0025] 步骤3：步骤2计算的所有帧能量差值求最大值即为所求的振动突变量。

[0026] 通过上述步骤，每一个空间位置点都会求得一个振动突变量，所有的振动突变量

在水平方向上形成一组空间特征向量。

[0027] 本发明上述步骤4中，所述自适应阈值的计算过程如下：

[0028] 步骤1：计算空间特征向量的峰值点。首先计算特征向量中每个值的二阶差分量，

计算公式为：

[0029] Δ2Fi＝Fi+2-2Fi+1+Fi,i＝1,2,...,n-2

[0030] 其中，F为空间特征向量组，n为向量的维度。其次，判断出Δ2Fi<0的值即为峰值点，

所有的峰值点构成峰值点集合S＝{s1,s2,……,sq}。

[0031] 步骤2：遍历峰值点集合S，计算每个峰值点的自适应阈值，具体的计算公式如下：

[0032]

[0033] 其中，thi为峰值点Si的自适应阈值，σ为松弛因子，用于控制自适应阈值的灵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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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越大，自适应阈值判断报警越灵敏，μi为峰值点Si在空间特征向量组F 中相关位置的均值，

设Si在F中的位置为j，则μi的计算公式如下：

[0034]

[0035] 自适应阈值计算出来后将与其对应的峰值点进行比较，如果峰值点大于自适应阈

值，则峰值点对应的位置被认为是报警点，否则不认为是报警点。

[0036] 本发明上述步骤5中，所述输出报警类型的实现过程包括：

[0037] 步骤1：建立报警类型库。分别采集人为挖掘、机械挖掘、车辆经过和安静环境下的

数据，计算每种类型的数据在一定时间片段内的位置状态组，并对每个位置状态组进行类

型标识，所有的位置状态组构成报警类型库；

[0038] 步骤2：针对本发明步骤4中的报警点，计算报警点的位置状态组，并将其与报警类

型库进行比对，输出对应的报警类型。

附图说明：

[0039] 附图1为本算法总体流程图

[0040] 附图2为第1毫秒的空间位置波形图

[0041] 附图3为无干扰、人为挖掘、机械挖掘、车辆经过四种情况下2000米位置处的时域

波形图。

[0042] 附图4为无干扰、人为挖掘、机械挖掘、车辆经过四种情况下2000米位置处小波重

构后的波形图。

[0043] 附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中特征曲线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4] 为了使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和算法优点更加清楚，以下我们参照附图进一步进行详

细的描述，但本方面的保护范围并不只局限于以下实施方式，以权利要求限定。

[0045] 实施例一：

[0046] 图1为本发明算法的总体设计流程图，结合流程图，具体的实施步骤为：

[0047] 步骤一：采集数据：采样频率为1KHZ，光纤监测管道的距离为20公里，每秒钟采集

的数据大小为1000*20000，第1毫秒采集的光纤数据如图2所示，因为采样频率是1KHZ，所以

1秒内会采集1000条光纤数据。图3表示在2000米的位置处采集1秒的数据，图(a)代表无干

扰的数据，图(b)代表人为挖掘的数据，图(c)代表机械挖掘的数据，图(d)代表车辆经过的

数据；

[0048] 步骤二：垂直小波包分解和重构：对当前帧信号进行3级小波包分解，取第三层的

垂直分量进行重构，重构后于2000米的时域信号如图4所示；

[0049] 步骤三：计算空间特征向量：首先，对小波分解重构后的信号在时域方向上分  10

帧，帧长为100；其次，计算每帧的能量及相邻帧之间的能量差，并用前一帧的能量进行归一

化处理，通过上述计算会在每个位置上得到9组帧能量差；最后在每个位置上选取9组帧能

量差的最大值作为该位置上的特征，所有位置的特征构成空间特征向量，特征曲线如图5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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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0050] 步骤四：计算自适应阈值、判断报警位置：首先，计算空间特征向量的峰值点，并计

算每个峰值点的自适应阈值，如图5中的红色线所示；其次，判断峰值点与自适应阈值的大

小，如图5中绿色框中标示的，在该位置处的峰值点超过红色阈值线，则该位置属于报警点，

其他位置处的峰值点未超过红色阈值线则判定为其他位置不属于报警点；最后，对所有的

空间位置点进行位置状态标识，即存在报警的位置点在当前时刻的状态标为1，不存在报警

的位置点在当前时刻的状态标为0。

[0051] 步骤五：比对报警类型库，输出报警：首先，建立报警类型库，类型库是由700  条不

同类型的位置状态组组成，每一个状态组是通过缓存6秒的位置状态得到的，其中属于人为

挖掘类型的状态组共300个，机械挖掘类型的状态组共200个，车辆通过类型的状态组共200

条；然后，在实时计算中对报警点缓存6秒的状态组与报警类型库进行比对，最后将与其匹

配的状态组的类型作为该报警点的报警类型输出。

[0052] 本发明提出的分布式光纤管道安全监测算法是通过自适应阈值的方式确定报警

位置，这种识别方式不再局限于点的判断，而是将一定范围的光纤信号考虑在内，使得局部

振动更加突出，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算法在不同环境中的适应性问题和远距离监测灵敏

度降低的问题，能够使系统更加准确高效的定位管道破坏事件发生的位置和输出相应的报

警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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