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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天然气输送管线全方位

监测分析、应急处理系统及其运行方法，包括信

息分析处理控制中心、集中端和采集、应急处理

一体装置，所述的采集、应急处理一体装置安装

在两两天然气输送管道之间，所述的集中端设置

在每条天然气输送管线的每个区段上，所述的信

息分析处理控制中心用于分析处理整条天然气

输送管线或某个范围内各个区段的天然气输送

管线。本发明不仅可全方位实时监测输送管线的

压力、流量和是否有泄漏等情况，而且可快速精

确分析出故障原因和故障段并自动进行相应的

应急处理，为故障的进一步抢修争取宝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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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天然气输送管线全方位监测分析、应急处理系统，包括信息分析处理控制中心

(1)、集中端(2)和采集、应急处理一体装置(3)，所述的采集、应急处理一体装置(3)安装在

两两天然气输送管道之间，所述的集中端(2)设置在每条天然气输送管线的每个区段上，所

述的信息分析处理控制中心(1)用于分析处理整条天然气输送管线或某个范围内各个区段

的天然气输送管线；

所述的信息分析处理控制中心(1)包括信息分析处理服务器(101)、人工操作模块

(102)、第一信息传输模块(103)和第一信息显示模块(104)，所述的信息分析处理服务器

(101)用于针对上述集中端(2)发来的信息进行综合分析并发出处理指令，所述的人工操作

模块(102)用于指挥现场进行故障的进一步处理，所述的第一信息传输模块(103)用于该信

息分析处理控制中心(1)与上述集中端(2)之间的信息交互，所述的第一信息显示模块

(104)用于显示具体故障段的地理位置、故障原因及监控图像信息，便于工作人员远程指

挥；

所述的集中端(2)包括第一存储模块(201)、第一微控制器(202)、第一声光报警模块

(203)、第二信息传输模块(204)、第二信息显示模块(205)和第一电源模块(206)，所述的第

一存储模块(201)用于存储上述采集、应急处理一体装置(3)上传上来的数据信息，所述的

第一微控制器(202)用于对该集中端(2)模块的控制，所述的第一声光报警模块(203)用于

所管辖区段中的上述采集、应急处理一体装置(3)检测到天然气输送管线出现异常情况时

发出报警声音并闪烁发光进行报警，便于现场工作人员快速识别，所述的第二信息传输模

块(204)用于该集中端(2)与上述述采集、应急处理一体装置(3)之间的信息交互，所述的第

二信息显示模块(205)用于显示具体故障段的地理位置及故障原因，便于现场工作人员快

速识别，所述的第一电源模块(206)用于为该集中端(2)各模块提供电压大小合适且稳定的

电源；

所述的采集、应急处理一体装置(3)包括第二存储模块(301)、第二微控制器(302)、第

二声光报警模块(303)、第三信息显示模块(304)、压力传感器(305)、温度传感器(306)、流

量传感器(307)、燃气泄漏传感器(308)、自动阀门装置(309)和第二电源模块(3010)，所述

的第二存储模块(301)用于存储该采集、应急处理一体装置(3)采集的数据信息，所述的第

二微控制器(302)用于对该采集、应急处理一体装置(3)模块的控制，所述的第二声光报警

模块(303)用于该采集、应急处理一体装置(3)检测到天然气输送管线出现异常情况时发出

报警声音并闪烁发光进行报警，所述的第三信息显示模块(304)用于显示故障原因，所述的

压力传感器(305)、温度传感器(306)、流量传感器(307)分别用于实时监测天然气输送管道

内部的压力、温度和流量，所述的燃气泄漏传感器(308)用于实时监测该采集、应急处理一

体装置(3)与天然气输送管道连接处是否有天然气泄漏情况，所述的自动阀门装置(309)用

于该采集、应急处理一体装置(3)检测到天然气输送管线出现异常情况时自动关闭阀门，保

证周围事物及天然气输送管线本身的安全，所述的第二电源模块(3010)用于为该采集、应

急处理一体装置(3)各模块提供电压大小合适且稳定的电源。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天然气输送管线全方位监测分析、应急处理系统，其特征

在于：所述的采集、应急处理一体装置(3)还包括框架(3011)和防护罩(3012)，所述的框架

(3011)为圆筒形，直径与天然气输送管道的钢管直径相同，且上述压力传感器(305)、温度

传感器(306)、流量传感器(307)设置于该框架(3011)的内部，上述燃气泄漏传感器(308)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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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于该框架(3011)的外部，所述的防护罩(3012)设置在上述框架(3011)的最外层，起到保

护作用。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天然气输送管线全方位监测分析、应急处理系统，其特征

在于：所述的框架(3011)与天然气输送管道的连接方式为满焊焊接或法兰连接。

4.一种天然气输送管线全方位监测分析、应急处理系统的运行方法，其特征在于：

(一)当天然气输送管线上某一区段的相邻两个采集、应急处理一体装置(3)检测到天

然气输送管道内部压力或流量不同但并没有检测到天然气泄漏时，该相邻两个采集、应急

处理一体装置(3)的第二微控制器(302)将各自采集的数据通过第二信息传输模块(204)发

送至集中端(2)的第一微控制器(202)，第一微控制器(202)启动第一声光报警模块(203)进

行声光报警，同时将接收的数据通过第一信息传输模块(103)发送至信息分析处理控制中

心(1)的信息分析处理服务器(101)，信息分析处理服务器(101)通过比较分析后在第一信

息显示模块(104)上显示“xx管线xx区段xx相邻两个采集、应急处理一体装置之间的天然气

输送管道有天然气泄漏情况”，并将处理指令再次通过第一信息传输模块(103)发送至集中

端(2)的第一微控制器(202)，此时第二信息显示模块(205)显示“xx区段xx相邻两个采集、

应急处理一体装置之间的天然气输送管道有天然气泄漏情况”，同时，第一微控制器(202)

将接收到的指令再次通过第二信息传输模块(204)发送至上述两个相邻采集、应急处理一

体装置(3)的各第二微控制器(302)，此时两个相邻采集、应急处理一体装置(3)的第二声光

报警模块(303)均发出声光报警，与此同时，各自动阀门装置(309)自动关闭并在各自的第

三信息显示模块(304)上显示“xx相邻两个采集、应急处理一体装置之间的天然气输送管道

有天然气泄漏情况”；

(二)当天然气输送管线上某一区段的某一个或多个采集、应急处理一体装置检测到该

采集、应急处理一体装置(3)与天然气输送管道连接处有天然气泄漏时，该采集、应急处理

一体装置3的第二微控制器(302)将采集的数据通过第二信息传输模块(204)发送至集中端

(2)的第一微控制器(202)，第一微控制器(202)启动第一声光报警模块(203)进行声光报

警，同时将接收的数据通过第一信息传输模块(103)发送至信息分析处理控制中心(1)的信

息分析处理服务器(101)，信息分析处理服务器(101)通过比较分析后在第一信息显示模块

(104)上逐条显示“xx管线xx区段xx采集、应急处理一体装置与天然气输送管道连接处有天

然气泄漏情况”，并将处理指令再次通过第一信息传输模块(103)发送至集中端(2)的第一

微控制器(202)，此时第二信息显示模块(205)显示“xx区段xx采集、应急处理一体装置与天

然气输送管道连接处有天然气泄漏情况”，同时，第一微控制器(202)将接收到的指令再次

通过第二信息传输模块(204)发送至上述采集、应急处理一体装置(3)的第二微控制器

(202)，此时采集、应急处理一体装置(3)的第二声光报警模块(303)发出声光报警，与此同

时，自动阀门装置(309)自动关闭并在第三信息显示模块(304)上显示“xx采集、应急处理一

体装置与天然气输送管道连接处有天然气泄漏情况”；

(三)当天然气输送管线上某一区段的相邻两个采集、应急处理一体装置(3)检测到天

然气输送管道内部温度不同时，该相邻两个采集、应急处理一体装置(3)的第二微控制器

(302)将各自采集的数据通过第二信息传输模块(204)发送至集中端(2)的第一微控制器

(202)，第一微控制器(202)将接收到的温度数据和事先设定的温度阈值上限进行比较，如

果大于所述阈值上限启动启动第一声光报警模块(203)进行声光报警，同时将接收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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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第一信息传输模块(103)发送至信息分析处理控制中心(1)的信息分析处理服务器

(101)，信息分析处理服务器(101)通过比较分析后在第一信息显示模块(104)上显示“xx管

线xx区段xx相邻两个采集、应急处理一体装置之间的天然气输送管道遭到外界高温影响”，

并将处理指令再次通过第一信息传输模块(103)发送至集中端(2)的第一微控制器(202)，

此时第二信息显示模块(205)显示“xx区段xx相邻两个采集、应急处理一体装置之间的天然

气输送管道遭到外界高温影响”，同时，第一微控制器(202)将接收到的指令再次通过第二

信息传输模块(204)发送至上述两个相邻采集、应急处理一体装置(3)的各第二微控制器

(302)，此时两个相邻采集、应急处理一体装置(3)的第二声光报警模块均发出声光报警，与

此同时，各自动阀门装置(309)自动关闭并在各自的第三信息显示模块(304)上显示“xx相

邻两个采集、应急处理一体装置之间的天然气输送管道遭到外界高温影响”；

(四)当上述三种情况中有两种及两种以上情况出现时，本系统可同时处理，并在第一

信息显示模块(104)、第二信息显示模块(205)、第三信息显示模块(304)上同时显示故障位

置和故障原因；

以上四种情况完成该天然气输送管线全方位监测分析、应急处理系统的运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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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天然气输送管线全方位监测分析、应急处理系统及其运

行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天燃气监测、应急处理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天然气输送管线全方位

监测分析、应急处理系统及其运行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能源工业发展迅速，但结构很不合理，煤炭在一次能源生产和

消费中的比重均高达72％。大量燃煤使大气环境不断恶化，发展清洁能源、调整能源结构已

迫在眉睫。西气东输工程是中国天然气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新疆塔里木盆地、鄂

尔多斯盆地和中亚天然气为主气源，先后以我国长江三角洲地区和华南沿海地区为目标消

费市场，以干线管道、重要支线和储气库为主体，连接沿线用户，形成横贯中国西东的天然

气供气系统。

[0003] 保证天然气输送管道进行正常输送的因素有：1.正常的输送压力，天然气在长距

离管道输送过程中，能量不断消耗，压力不断降低。为了保证输送压力，通常在管线的起点

和中途一定距离上设置压缩机站，给经过一定距离输送后压力降低的天然气增压，保证其

继续输送至下一管线；2.正常的输送温度；3.无故障泄漏点；4、全方位监测分析管理系统。

[0004] 然而，要实现天然气管线的全方位监测、自动应急处理实属不易，不仅要实时监测

输送管线的压力、流量和是否有泄漏等情况，而且还要系统快速精确分析出故障原因和故

障段并进行自动应急处理，无疑增加了系统的难度，而这些问题的解决迫在眉睫。

[0005] 现针对天然气管线监测方面的创新技术，检索如下：

[0006] 专利文献1：《一种天然气管道泄漏定位方法和装置》，CN107228282A，2017.10.03，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天然气管道泄漏定位方法和装置，其中所述方法包括：利用传感器在天

然气管道的两个采样点上采集数据信号，获得第一数据信号和第二数据信号；利用ELMD算

法分解所述第一数据信号和第二数据信号，并获得所述第一数据信号的有效PF分量和第二

数据信号的有效PF分量；分别利用第一数据信号和第二数据信号的有效PF分量确定第一数

据信号和第二数据信号之间的时延值，并依据该时延确定管道泄漏位置。本发明利用总体

局部均值分解算法对传感器采集的数据进行分解处理，并获得数据信号的有效PF分量，从

而大大的提升了管道泄漏的定位精度。但该专利文献不仅需要进行实地采样，而且在检查

过程中需不断分段缩小范围来进行排查，无疑增加了操作难度。

[0007] 专利文献2：《地下燃气管道检漏系统及地下燃气管道检漏方法》，CN107131429A，

2017.09.05，本发明包括：泄露燃气输送件，用于接收燃气管道泄漏的燃气，并将燃气管道

泄漏的燃气输送至地下燃气管道的阀门井内；检测仪，设于阀门井内，用于检测燃气管泄露

的燃气以及阀门井内的阀门泄露的燃气；信号传输装置，与检测仪通信连接，用于接收来自

检测仪的信号，并将该信号外传；监控中心，用于接收来自信号传输装置的信号，并将接收

到的信号进行分析，从而对燃气管道的运行进行监控。该地下燃气管道检漏系统能够及时

有效发现燃气地下管网的泄露情况，准确快速的锁定燃气泄露井段，甚至泄露的具体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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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为作业人员的进行应急处理预留了时间，防止了安全事故的发生。但该专利文献仅仅

针对燃气管道的阀门井进行了监测，并没有起到全方位监测的作用，除此之外，并不能在第

一时间自动进行应急处理。

[0008] 综上所述，尽管上述技术创新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天然气输送管道泄漏检测的问

题，但依然不能解决全方位监测输送管线的压力、流量和是否有泄漏等情况及快速精确分

析出故障原因和故障段的实质性问题。

发明内容

[0009] 针对上述问题，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天然气输送管线全方位监测分析、应

急处理系统及其运行方法，不仅可全方位实时监测输送管线的压力、流量和是否有泄漏等

情况，而且可快速精确分析出故障原因和故障段并自动进行相应的应急处理，为故障的进

一步抢修争取宝贵时间。

[0010]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11] 一种天然气输送管线全方位监测分析、应急处理系统，包括信息分析处理控制中

心、集中端和采集、应急处理一体装置，所述的采集、应急处理一体装置安装在两两天然气

输送管道之间，所述的集中端设置在每条天然气输送管线的每个区段上，所述的信息分析

处理控制中心用于分析处理整条天然气输送管线或某个范围内各个区段的天然气输送管

线；

[0012] 所述的信息分析处理控制中心包括信息分析处理服务器、人工操作模块、第一信

息传输模块和第一信息显示模块，所述的信息分析处理服务器用于针对上述集中端发来的

信息进行综合分析并发出处理指令，所述的人工操作模块用于指挥现场进行故障的进一步

处理，所述的第一信息传输模块用于该信息分析处理控制中心与上述集中端之间的信息交

互，所述的第一信息显示模块用于显示具体故障段的地理位置、故障原因及监控图像信息，

便于工作人员远程指挥；

[0013] 所述的集中端包括第一存储模块、第一微控制器、第一声光报警模块、第二信息传

输模块、第二信息显示模块和第一电源模块，所述的第一存储模块用于存储上述采集、应急

处理一体装置上传上来的数据信息，所述的第一微控制器用于对该集中端模块的控制，所

述的第一声光报警模块用于所管辖区段中的上述采集、应急处理一体装置检测到天然气输

送管线出现异常情况时发出报警声音并闪烁发光进行报警，便于现场工作人员快速识别，

所述的第二信息传输模块用于该集中端与上述述采集、应急处理一体装置之间的信息交

互，所述的第二信息显示模块用于显示具体故障段的地理位置及故障原因，便于现场工作

人员快速识别，所述的第一电源模块用于为该集中端各模块提供电压大小合适且稳定的电

源；

[0014] 所述的采集、应急处理一体装置包括第二存储模块、第二微控制器、第二声光报警

模块、第三信息显示模块、压力传感器、温度传感器、流量传感器、燃气泄漏传感器、自动阀

门装置和第二电源模块，所述的第二存储模块用于存储该采集、应急处理一体装置采集的

数据信息，所述的第二微控制器用于对该采集、应急处理一体装置模块的控制，所述的第二

声光报警模块用于该采集、应急处理一体装置检测到天然气输送管线出现异常情况时发出

报警声音并闪烁发光进行报警，所述的第三信息显示模块用于显示故障原因，所述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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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温度传感器、流量传感器分别用于实时监测天然气输送管道内部的压力、温度和流

量，所述的燃气泄漏传感器用于实时监测该采集、应急处理一体装置与天然气输送管道连

接处是否有天然气泄漏情况，所述的自动阀门装置用于该采集、应急处理一体装置检测到

天然气输送管线出现异常情况时自动关闭阀门，保证周围事物及天然气输送管线本身的安

全，所述的第二电源模块用于为该采集、应急处理一体装置各模块提供电压大小合适且稳

定的电源。

[0015] 进一步地，所述的采集、应急处理一体装置还包括框架和防护罩，所述的框架为圆

筒形，直径与天然气输送管道的钢管直径相同，且上述压力传感器、温度传感器、流量传感

器设置于该框架的内部，上述燃气泄漏传感器设置于该框架的外部，所述的防护罩设置在

上述框架的最外层，起到保护作用。

[0016] 进一步地，所述的框架与天然气输送管道的连接方式为满焊焊接或法兰连接。

[0017] 一种天然气输送管线全方位监测分析、应急处理系统的运行方法，其特征在于：

[0018] (一)当天然气输送管线上某一区段的相邻两个采集、应急处理一体装置检测到天

然气输送管道内部压力或流量不同但并没有检测到天然气泄漏时，该相邻两个采集、应急

处理一体装置的第二微控制器将各自采集的数据通过第二信息传输模块发送至集中端的

第一微控制器，第一位控制器启动第一声光报警模块进行声光报警，同时将接收的数据通

过第一信息传输模块发送至信息分析处理控制中心的信息分析处理服务器，信息分析处理

服务器通过比较分析后在第一信息显示模块上显示“xx管线xx区段xx相邻两个采集、应急

处理一体装置之间的天然气输送管道有天然气泄漏情况”，并将处理指令再次通过第一信

息传输模块发送至集中端的第一微控制器，此时第二信息显示模块显示“xx区段xx相邻两

个采集、应急处理一体装置之间的天然气输送管道有天然气泄漏情况”，同时，第一微控制

器将接收到的指令再次通过第二信息传输模块发送至上述两个相邻采集、应急处理一体装

置的各第二微控制器，此时两个相邻采集、应急处理一体装置的第二声光报警模块均发出

声光报警，与此同时，各自动阀门装置自动关闭并在各自的第三信息显示模块上显示“xx相

邻两个采集、应急处理一体装置之间的天然气输送管道有天然气泄漏情况”；

[0019] (二)当天然气输送管线上某一区段的某一个或多个采集、应急处理一体装置检测

到该采集、应急处理一体装置与天然气输送管道连接处有天然气泄漏时，该采集、应急处理

一体装置的第二微控制器将采集的数据通过第二信息传输模块发送至集中端的第一微控

制器，第一位控制器启动第一声光报警模块进行声光报警，同时将接收的数据通过第一信

息传输模块发送至信息分析处理控制中心的信息分析处理服务器，信息分析处理服务器通

过比较分析后在第一信息显示模块上逐条显示“xx管线xx区段xx采集、应急处理一体装置

与天然气输送管道连接处有天然气泄漏情况”，并将处理指令再次通过第一信息传输模块

发送至集中端的第一微控制器，此时第二信息显示模块显示“xx区段xx采集、应急处理一体

装置与天然气输送管道连接处有天然气泄漏情况”，同时，第一微控制器将接收到的指令再

次通过第二信息传输模块发送至上述采集、应急处理一体装置的第二微控制器，此时采集、

应急处理一体装置的第二声光报警模块发出声光报警，与此同时，自动阀门装置自动关闭

并在第三信息显示模块上显示“xx采集、应急处理一体装置与天然气输送管道连接处有天

然气泄漏情况”；

[0020] (三)当天然气输送管线上某一区段的相邻两个采集、应急处理一体装置检测到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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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气输送管道内部温度不同时，该相邻两个采集、应急处理一体装置的第二微控制器将各

自采集的数据通过第二信息传输模块发送至集中端的第一微控制器，第一位控制器将接收

到的温度数据和事先设定的温度阈值上限进行比较，如果大于所述阈值上限启动启动第一

声光报警模块进行声光报警，同时将接收的数据通过第一信息传输模块发送至信息分析处

理控制中心的信息分析处理服务器，信息分析处理服务器通过比较分析后在第一信息显示

模块上显示“xx管线xx区段xx相邻两个采集、应急处理一体装置之间的天然气输送管道遭

到外界高温影响”，并将处理指令再次通过第一信息传输模块发送至集中端的第一微控制

器，此时第二信息显示模块显示“xx区段xx相邻两个采集、应急处理一体装置之间的天然气

输送管道遭到外界高温影响”，同时，第一微控制器将接收到的指令再次通过第二信息传输

模块发送至上述两个相邻采集、应急处理一体装置的各第二微控制器，此时两个相邻采集、

应急处理一体装置的第二声光报警模块均发出声光报警，与此同时，各自动阀门装置自动

关闭并在各自的第三信息显示模块上显示“xx相邻两个采集、应急处理一体装置之间的天

然气输送管道遭到外界高温影响”；

[0021] (四)当上述三种情况中有两种及两种以上情况出现时，本系统可同时处理，并在

第一信息显示模块、第二信息显示模块、第三信息显示模块上同时显示故障位置和故障原

因。

[0022] 以上四种情况完成该天然气输送管线全方位监测分析、应急处理系统的运行方

法。

[002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不仅装置结构简单、安装方便，而

且能够根据多个区段检测装置提供的数据进行综合分析，进而快速精确分析出故障原因和

故障点并自动进行相应的应急处理，为故障的抢修争取宝贵时间。

附图说明

[0024] 图1为本发明的整体示意图；

[0025] 图2为本发明的信息分析处理控制中心结构组成示意图；

[0026] 图3为本发明的集中端结构组成示意图；

[0027] 图4为本发明的采集、应急处理一体装置结构组成示意图；

[0028] 图中：1-信息分析处理控制中心(101-信息分析处理服务器、102-人工操作模块、

103-第一信息传输模块、104-第一信息显示模块)；2-集中端(201-第一存储模块、202-第一

微控制器、203-第一声光报警模块、204-第二信息传输模块、205-第二信息显示模块、206-

第一电源模块)；3-采集、应急处理一体装置(301-第二存储模块、302-第二微控制器、303-

第二声光报警模块、304-第三信息显示模块、305-压力传感器、306-温度传感器、307-流量

传感器、308-燃气泄漏传感器、309-自动阀门装置、3010-第二电源模块、3011-框架、3012-

防护罩)。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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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30] 实施例：

[0031] 如图1-4所示，一种天然气输送管线全方位监测分析、应急处理系统，包括信息分

析处理控制中心1、集中端2、和采集、应急处理一体装置3，所述的采集、应急处理一体装置3

安装在两两天然气输送管道之间，所述的集中端2设置在每条天然气输送管线的每个区段

上，所述的信息分析处理控制中心1用于分析处理整条天然气输送管线或某个范围内各个

区段的天然气输送管线；

[0032] 所述的信息分析处理控制中心1包括信息分析处理服务器101、人工操作模块102、

第一信息传输模块103和第一信息显示模块104，所述的信息分析处理服务器101用于针对

上述集中端2发来的信息进行综合分析并发出处理指令，所述的人工操作模块102用于指挥

现场进行故障的进一步处理，所述的第一信息传输模块103用于该信息分析处理控制中心1

与上述集中端2之间的信息交互，所述的第一信息显示模块104用于显示具体故障段的地理

位置、故障原因及监控图像信息，便于工作人员远程指挥；

[0033] 所述的集中端2包括第一存储模块201、第一微控制器202、第一声光报警模块203、

第二信息传输模块204、第二信息显示模块205和第一电源模块206，所述的第一存储模块

201用于存储上述采集、应急处理一体装置3上传上来的数据信息，所述的第一微控制器202

用于对该集中端2模块的控制，所述的第一声光报警模块203用于所管辖区段中的上述采

集、应急处理一体装置3检测到天然气输送管线出现异常情况时发出报警声音并闪烁发光

进行报警，便于现场工作人员快速识别，所述的第二信息传输模块204用于该集中端2与上

述述采集、应急处理一体装置3之间的信息交互，所述的第二信息显示模块205用于显示具

体故障段的地理位置及故障原因，便于现场工作人员快速识别，所述的第一电源模块206用

于为该集中端2各模块提供电压大小合适且稳定的电源；

[0034] 所述的采集、应急处理一体装置3包括第二存储模块301、第二微控制器302、第二

声光报警模块303、第三信息显示模块304、压力传感器305、温度传感器306、流量传感器

307、燃气泄漏传感器308、自动阀门装置309和第二电源模块3010，所述的第二存储模块301

用于存储该采集、应急处理一体装置3采集的数据信息，所述的第二微控制器302用于对该

采集、应急处理一体装置3模块的控制，所述的第二声光报警模块303用于该采集、应急处理

一体装置3检测到天然气输送管线出现异常情况时发出报警声音并闪烁发光进行报警，所

述的第三信息显示模块304用于显示故障原因，所述的压力传感器305、温度传感器306、流

量传感器307分别用于实时监测天然气输送管道内部的压力、温度和流量，所述的燃气泄漏

传感器308用于实时监测该采集、应急处理一体装置3与天然气输送管道连接处是否有天然

气泄漏情况，所述的自动阀门装置309用于该采集、应急处理一体装置3检测到天然气输送

管线出现异常情况时自动关闭阀门，保证周围事物及天然气输送管线本身的安全，所述的

第二电源模块3010用于为该采集、应急处理一体装置3各模块提供电压大小合适且稳定的

电源。

[0035] 所述的采集、应急处理一体装置3还包括框架3011和防护罩3012，所述的框架3011

为圆筒形，直径与天然气输送管道的钢管直径相同，且上述压力传感器305、温度传感器

306、流量传感器307设置于该框架3011的内部，上述燃气泄漏传感器308设置于该框架3011

的外部，所述的防护罩3012设置在上述框架3011的最外层，起到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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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所述的框架3011与天然气输送管道的连接方式为满焊焊接或法兰连接。

[0037] 一种天然气输送管线全方位监测分析、应急处理系统的运行方法，其特征在于：

[0038] (一)当天然气输送管线上某一区段的相邻两个采集、应急处理一体装置3检测到

天然气输送管道内部压力或流量不同但并没有检测到天然气泄漏时，该相邻两个采集、应

急处理一体装置3的第二微控制器302将各自采集的数据通过第二信息传输模块204发送至

集中端2的第一微控制器202，第一微控制器202启动第一声光报警模块203进行声光报警，

同时将接收的数据通过第一信息传输模块103发送至信息分析处理控制中心1的信息分析

处理服务器101，信息分析处理服务器101通过比较分析后在第一信息显示模块104上显示

“xx管线xx区段xx相邻两个采集、应急处理一体装置之间的天然气输送管道有天然气泄漏

情况”，并将处理指令再次通过第一信息传输模块103发送至集中端2的第一微控制器202，

此时第二信息显示模块205显示“xx区段xx相邻两个采集、应急处理一体装置之间的天然气

输送管道有天然气泄漏情况”，同时，第一微控制器202将接收到的指令再次通过第二信息

传输模块204发送至上述两个相邻采集、应急处理一体装置3的各第二微控制器302，此时两

个相邻采集、应急处理一体装置3的第二声光报警模块303均发出声光报警，与此同时，各自

动阀门装置309自动关闭并在各自的第三信息显示模块304上显示“xx相邻两个采集、应急

处理一体装置之间的天然气输送管道有天然气泄漏情况”；

[0039] (二)当天然气输送管线上某一区段的某一个或多个采集、应急处理一体装置检测

到该采集、应急处理一体装置3与天然气输送管道连接处有天然气泄漏时，该采集、应急处

理一体装置3的第二微控制器302将采集的数据通过第二信息传输模块204发送至集中端2

的第一微控制器202，第一微控制器202启动第一声光报警模块203进行声光报警，同时将接

收的数据通过第一信息传输模块103发送至信息分析处理控制中心1的信息分析处理服务

器101，信息分析处理服务器101通过比较分析后在第一信息显示模块104上逐条显示“xx管

线xx区段xx采集、应急处理一体装置与天然气输送管道连接处有天然气泄漏情况”，并将处

理指令再次通过第一信息传输模块103发送至集中端2的第一微控制器202，此时第二信息

显示模块205显示“xx区段xx采集、应急处理一体装置与天然气输送管道连接处有天然气泄

漏情况”，同时，第一微控制器202将接收到的指令再次通过第二信息传输模块204发送至上

述采集、应急处理一体装置3的第二微控制器202，此时采集、应急处理一体装置3的第二声

光报警模块303发出声光报警，与此同时，自动阀门装置309自动关闭并在第三信息显示模

块304上显示“xx采集、应急处理一体装置与天然气输送管道连接处有天然气泄漏情况”；

[0040] (三)当天然气输送管线上某一区段的相邻两个采集、应急处理一体装置3检测到

天然气输送管道内部温度不同时，该相邻两个采集、应急处理一体装置3的第二微控制器

302将各自采集的数据通过第二信息传输模块204发送至集中端2的第一微控制器202，第一

微控制器202将接收到的温度数据和事先设定的温度阈值上限进行比较，如果大于所述阈

值上限启动启动第一声光报警模块203进行声光报警，同时将接收的数据通过第一信息传

输模块103发送至信息分析处理控制中心1的信息分析处理服务器101，信息分析处理服务

器101通过比较分析后在第一信息显示模块104上显示“xx管线xx区段xx相邻两个采集、应

急处理一体装置之间的天然气输送管道遭到外界高温影响”，并将处理指令再次通过第一

信息传输模块103发送至集中端2的第一微控制器202，此时第二信息显示模块205显示“xx

区段xx相邻两个采集、应急处理一体装置之间的天然气输送管道遭到外界高温影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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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第一微控制器202将接收到的指令再次通过第二信息传输模块204发送至上述两个相邻

采集、应急处理一体装置3的各第二微控制器302，此时两个相邻采集、应急处理一体装置3

的第二声光报警模块均发出声光报警，与此同时，各自动阀门装置309自动关闭并在各自的

第三信息显示模块304上显示“xx相邻两个采集、应急处理一体装置之间的天然气输送管道

遭到外界高温影响”；

[0041] (四)当上述三种情况中有两种及两种以上情况出现时，本系统可同时处理，并在

第一信息显示模块104、第二信息显示模块205、第三信息显示模块304上同时显示故障位置

和故障原因。

[0042] 以上四种情况完成该天然气输送管线全方位监测分析、应急处理系统的运行方

法。

[0043]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

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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