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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的一种便于光缆敷设更换的管中管

结构和敷设方法，包括输送管道和光缆通道，光

缆通道分为若干区段，每个区段包括主体和两端

的引出段，主体固定在输送管道内壁，两端的引

出段分别穿过输送管道上对应的引出孔引出输

送管道外，引出孔处密封。敷设时将微管固定于

输送管道内壁形成光缆通道，密封微管和微管之

间，避免微管漏气漏水；每隔1500-2500m将微管

从引出孔引出输送管道外形成引出段，密封微管

和引出孔之间，避免漏气漏水；将光缆敷设到每

个区段的微管内，两端露出微管外；将相邻区段

的光缆熔接起来，用接头盒保护，密封光缆和微

管间隙。微管敷设好后，可以在输送管道不停止

输送介质的情况下，在引出段更换微管中发生故

障的光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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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便于光缆敷设更换的管中管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输送管道和由微管形成的光

缆通道，

所述光缆通道分为若干区段，每个区段包括主体和主体两端的引出段，所述主体固定

在所述输送管道的内壁，两端的引出段分别穿过所述输送管道上对应的引出孔引出所述输

送管道外，所述引出孔处密封。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管中管结构，其特征在于位于输送管道外的相邻引出段末端

之间具有接头盒，用于保护相邻区段的光缆的熔接部分。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管中管结构，其特征在于每个区段包括依次密封连接的多根

微管，所述微管为金属管或非金属管，外径为6.0～40.0mm，壁厚为1.0-2.5mm。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管中管结构，其特征在于相邻所述微管的连接处和所述引出

孔处为机械密封或电焊密封。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管中管结构，其特征在于每个所述区段的长度为1500-2500m。

6.权利要求1-5任一所述的一种便于光缆敷设更换的管中管结构的敷设方法，其特征

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将若干根微管固定于输送管道内壁形成光缆通道，密封微管和微管之间，避免微管漏

气漏水；

每隔1500-2500m将所述微管从所述输送管道上对应的引出孔引出所述输送管道外形

成引出段微管，密封微管和引出孔之间的间隙，避免漏气漏水；

将光缆敷设到每个区段的微管内，光缆的两端露出引出段微管外，并预留8-15m；

在所述输送管道外将相邻区段的两根光缆中的光纤熔接起来，用接头盒保护，密封光

缆和引出段微管的管口之间间隙。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如果遇到阀门，则将微管在阀门的一侧引出

输送管道，再从阀门的另一侧引入所述输送管道内，继续向远端敷设。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微管采用连续长度的金属或非金属盘管，外

径为6.0～40.0mm，壁厚为1.0-2.5mm，所述光缆采用机械和/或人工牵引方式敷设到所述微

管内。

9.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微管采用焊接、粘贴或者支架方式固定

于所述输送管道的内壁。

10.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微管在输送管道内壁改变方向后再经

所述引出孔引出，保持最大的弯曲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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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便于光缆敷设更换的管中管结构和敷设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便于光缆敷设更换的管中管结构和敷设方法，适用于管道、储罐、

锅炉等储运装置及油井内的光缆敷设和不停输、不停产更换故障光缆。

背景技术

[0002] 管道是非常重要的运输装置，为了实现管道的数字化、智能化，通常会沿管道等储

运设施安装通信光缆或者分布式光纤传感器。目前业内沿管道敷设光缆时，一般采取在管

道外同沟敷设光缆的方式把光缆沿管道轴向敷设，光缆在安装、敷设以及出现故障时，存在

诸多问题。

[0003] 实际施工过程中，管道与光缆施工分属不同的施工方，为了避免管道多个施工单

位同步施工、每个施工单位都可能跳跃式施工。管道是主体施工，由于受征地、道路交通、天

气、地形等各种因素的制约，管道敷设往往并不连续，因此根本无法协同管道施工进度同步

敷设光缆，导致光缆会被迫剪切为很多段，势必使光传输衰减增加，严重影响光纤通信的质

量；管道外敷设光缆不仅受环境和天气的影响，还需要与管道施工协调，导致工期延误，有

时会因协调、天气、环境等产生大量的误工费；管道外敷设光缆时，如果管道沟回填后试压

发现泄漏，需要再次大型机械开挖，将导致光缆多处被挖断，增加光缆接头将导致的全程光

纤损耗增高，严重影响光纤通信的质量，甚至导致光纤通信线路无法开通。为此，一般都采

取在管道外同沟敷设硅芯管，待管道全线试压合格回填结束后，再采用气吹方式敷设光缆，

但是这种敷设方式光缆不能监测管道泄漏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针对现有技术中管道外敷设光缆存在光纤通信的质量易受外界影响而降

低、施工易受天气、管道进度影响而施工周期长、产生大量误工费等问题，提供一种便于管

道不停输更换故障光缆的管中管结构和方法。

[0005] 本发明采用了以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便于光缆敷设更换的管中管结构，包括输送管道和由微管形成的光缆通道，

[0007] 所述光缆通道分为若干区段，每个区段包括主体和主体两端的引出段，所述主体

固定在所述输送管道的内壁，两端的引出段分别穿过所述输送管道上对应的引出孔引出所

述输送管道外，所述引出孔处密封。

[0008] 位于输送管道外的相邻引出段末端之间具有接头盒，用于保护相邻区段的光缆的

熔接部分。

[0009] 每个区段包括依次密封连接的多根微管，所述微管为金属管或非金属管，外径为

6.0～40.0mm，壁厚为1.0-2.5mm。

[0010] 相邻所述微管的连接处和所述引出孔处为机械密封或电焊密封。

[0011] 每个所述区段的长度为1500-2500m。

[0012] 所述的一种便于光缆敷设更换的管中管结构的敷设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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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将若干根微管固定于输送管道内壁形成光缆通道，密封微管和微管之间，避免微

管漏气漏水；

[0014] 每隔1500-2500m将所述微管从所述输送管道上对应的引出孔引出所述输送管道

外形成引出段微管，密封微管和引出孔之间的间隙，避免漏气漏水；

[0015] 将光缆敷设到每个区段的微管内，光缆的两端露出引出段微管外，并预留8-15m；

[0016] 在所述输送管道外将相邻区段的两根光缆中的光纤熔接起来，用接头盒保护，密

封光缆和引出段微管的管口之间间隙。

[0017] 如果遇到阀门，则将微管在阀门的一侧引出输送管道，再从阀门的另一侧引入所

述输送管道内，继续向远端敷设。

[0018] 微管采用连续长度的金属或非金属盘管，外径为6.0～40.0mm，壁厚为1.0-2.5mm，

所述光缆采用机械和/或人工牵引方式敷设到所述微管内。

[0019] 所述微管采用焊接、粘贴或者支架方式固定于所述输送管道的内壁。

[0020] 所述微管在输送管道内壁改变方向后再经所述引出孔引出，保持最大的弯曲半

径。

[0021] 本发明的技术效果：

[0022] 本发明的一种便于光缆敷设更换的管中管结构，将由多根微管连接形成的光缆通

道敷设到输送管道内壁，从而形成一个独立于输送管道的气密性连续管路，即管中管，从而

建立了一套独立于输送管道的光缆敷设通道，光缆可以是通信光缆，也可以是普通光缆，或

者是传感传输复合于一起的综合光缆。本发明把光缆敷设于管道内，输送管道为微管提供

很好的保护，微管又为光缆提供很好的保护，使得输送管道为光缆提供更好的保护，避免大

型机械开挖对光缆的破坏；同时在管中管结构中敷设的光缆通过检测泄漏发生时水流对管

道壁的反作用力导致的管道壁的振动信号，还能够检测管道泄漏问题，而管外敷设硅芯管

则无法监测；而且管中管结构让光缆敷设也变得更加快速方便、轻松简单，只需要在管道全

部竣工验收合格后，在管道内敷设光缆即可，由于在管道内施工，有管道的防护，可以避免

受刮风下雨、低温等环境天气因素的影响，还能避免了在管道外敷设光缆面临的施工协调

难、工期延迟等麻烦，并节约因为协调、天气、环境等导致的大量的误工费。

[0023] 本发明进一步改进，将光缆通道分为若干个区段，每个区段的两端引出到输送管

道外，即每隔一段距离将光缆通道引出输送管道外形成引出段微管，便于反复快速装拆光

缆。如果光缆故障时，只需在故障光缆对应的区段的引出段操作即可更换光缆，即微管敷设

好以后，可以在输送管道不停止输送介质的情况下，就能够快速更换微管中发生了故障的

光缆，解决了管道内敷设光缆必须停输、停产的情况下更换、维修光缆的难题。该装置同样

适用于储罐、锅炉等压力容器和油井内的通信和各种温度、振动、应变光缆的安装，从而实

现在不停输、不停产的情况下能够简单、便捷的更换维修故障光缆，极大的节约时间和成

本，为企业保安全、增效益。

[0024] 而且这种管中管具有足够的安全性，首先，根据管道的工作环境和运行压力选择

微管的材料和尺寸，微管直径本身非常微小，为毫米级，输送管道上的引出孔直径也很小、

数量有限，敷设时，引出孔处和微管连接处通过机械密封或电焊密封等方式，避免输送管道

和微管漏水漏气；其次，敷设时，光缆的两端露出所述引出段外，并预留8-15m，将相邻两根

光缆中的光纤熔接起来，用保护盒做好保护；敷设时，每隔1500-2500m将所述微管从所述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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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管道引出，确保每区段的微管足够长，避免光缆被剪切为多段，增加连续光缆长度，光传

输信号衰减小。

[0025] 本发明的管中管结构同样适用于储罐、油井、锅炉等压力容器和油井内的各种温

度、振动、应变监测光缆的简便快速安装，光缆安装在管道内，有输送管道的保护，比安装在

管道外更安全，并可在管道不停输、不停产的情况下快速更换故障光缆、速维修光缆，提高

管道输送效率、增加效益。

[0026] 优选的，所述微管在输送管道内壁先改变方向后再经所述引出孔引出，保持最大

的弯曲半径，避免拐弯半径太小导致光缆穿不过微管。

附图说明

[0027] 图1是本发明的一种便于不停输更换光缆的管中管结构的优选实施例的组成示意

图。

[0028] 附图标记：1-输送管道，11-引出孔，2-微管，21-引出段，3-光缆，4-接头盒。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详细介绍本发明的技术方案。

[0030] 如图1所示，本实施例的一种便于管道不停输更换故障光缆的管中管结构，包括输

送管道1和由微管2形成的光缆通道，所述光缆通道包括若干区段，每个区段包括主体和两

端的引出段21，主体位于所述输送管道1的内壁，两端的引出段穿过输送管道1上的引出孔

11引出于输送管道1外，光缆3敷设在每个区段的微管形成的光缆通道内，且两端伸出于引

出段21外，与相邻引出段21内伸出的光缆3中的光纤熔接起来，用接线盒4保护该熔接部分，

微管2与引出孔11的间隙、光缆3与引出段21之间的间隙采用机械密封或电焊密封的方式密

封。

[0031] 所述光缆通道为一条，也可以形成多条平行通道；光缆通道的每个区段由若干根

微管2依次密封连接，相邻所述微管的连接处通过机械或电焊密封；微管2为连续长度的盘

管，根据管道的工作环境和运行压力选择微管2的材料和尺寸，本实施例中所述微管2为金

属管，外径为6.0mm，壁厚为2.0mm。

[0032] 所述引出孔11的位置确保所述微管2原来的敷设方向改变后，保持微管的最大的

弯曲半径，避免拐弯半径太小导致光缆3穿不过微管2。

[0033] 上述一种便于管道不停输更换故障光缆的管中管结构的敷设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

[0034] 将若干根微管2固定于输送管道1内壁形成光缆通道，密封微管2和微管2之间，避

免微管2漏气漏水；

[0035] 每隔2000m将所述微管2从所述输送管道1上对应的引出孔11引出所述输送管道1

外形成引出段21，密封微管2和引出孔11之间的间隙，避免漏气漏水；

[0036] 如果遇到阀门，则将微管2在阀门的一侧引出输送管道1，再从阀门的另一侧引入

所述输送管道1内，继续向远端敷设；

[0037] 将光缆3采用机械和/或人工牵引方式穿入每个区段的微管2内，光缆3的两端露出

引出段微管2外，并预留10m左右的光缆，方便熔接光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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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在所述输送管道1外将相邻区段的两根光缆3中的光纤熔接起来，用接头盒4保护，

用胶水或者机械方式密封光缆3和引出段21微管的管口之间间隙。

[0039]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

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可轻易想到的都应涵盖在本

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因此，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应该以权利要求书的保护范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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