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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光纤传感技术可用于安防工程中的各类扰动探测。然而，常规单模光纤安防系统无法同步实现感知入侵

模式、量化扰动强度、火灾预警等重要功能。本研究提出基于空分复用多芯光纤的一体化同步感知系统，将多种
光纤传感技术复用于一根7芯光纤，其中，光纤光栅纤芯监测结构点式应变与细部温度，相位敏感纤芯实现扰动
定位与强度定量，同时拉曼纤芯测量分布式温度场。面向安防实际需求，在后处理阶段通过高阶中心矩、信号极
差、空间平均峰度与特征频率等4种方法实现了多参量入侵定位；提出多指标扰动定量方法，其中，面向瑞利散射
信号的扰动量化算法利用瑞利散射模型与多参数优化方法，根据光强信号图样求解分布式应变场，搭配光栅纤
芯的应变时程，以此构建扰动强度指标，实现多指标扰动定量评估及模式区分；通过拉曼温度场实现火灾（过热）
预警，同时提供温度补偿。在防护围栏上通过7种模拟工况测试了系统的工作性能，结果表明：本系统的4种定位
方法得到了各工况事件的不同时空频特征，能准确定位各事件（定位误差<1 m），其中特征频率法还能有效识别
出微小地面振动；定量识别15种强度的冲击荷载，各量化指标与扰动强度的正相关性较好；可同步感知光纤沿线
温度场并定位过热点，光栅纤芯与拉曼测温纤芯的结果相符合。本系统解决了传统安防系统监测信息单一、容易
误漏报、可信度不足的问题，突破了温度应变交叉敏感、缺乏定量感知能力等技术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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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ptical fibre sensing techniques have been applied in security engineering to detect disturbances. However, most of the conventional
single-mode-fibre based distributed security monitoring systems fail to simultaneously implement important functions such as recognizing intrusion patterns, quantifying the intensities and warning early fire. In this study, a monolithic multi-parameter sensing system using a multicore fibre
based on spatial-division-multiplex sensing was developed to meet the expanding demands in security engineering. In the system, the local strains
and temperatures were monitored by the core with fibre Bragg gratings (FBG), the external disturbances were localized and quantified by the
phase-sensitive core, and the temperature field was measured and the overheated was identified by the Raman core. In the post-process, 4 intrusion localization methods were adopted for multi-level intrusion identification, namely the high-degree central moment, signal range, spatial average kurtosis and eigen-frequency method. The multi-index disturbance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method was proposed, the strain field was calcu收稿日期:2021 – 06 –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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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ed according to the signal patterns by the subsidiary disturbance quantification algorithm for Rayleigh backscattering signal, and the strain histories of FBG core were considered as well, such that the quantitative disturbance indices could be derived and utilized to quantify intrusion intensities as well as recognize the patterns; the fire alarms were released based on the real-time temperature field that also contributed to compensating strain measurement. The performance of the proposed system was evaluated by 7 practical tests on a steel fence structure. The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features of each intrusion event were acquired in time, space and frequency domain through 4 localization methods, intrusions
were localized accurately (errors <1 m), and the moderate ground vibration could be identified through the eigen-frequency method; in the weightimpact test, 15 disturbance intensities were correctly quantified and the quantitative indices presented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impact intensities;
the temperature field along the fibre was synchronously obtained with the heated region localized, and the result of FBG agreed well with that of
Raman core. The developed system serves as a novel method to overcome drawbacks of conventional systems, including monitoring parameter
deficiency and poor reliability, and solves typical problems in security monitoring such as temperature-strain cross-sensitivity and disturbance
quantification.
Key words: multicore fibre; security engineering; multi-parameter sensing; spatial division multiplexing; disturbance quantification

安防工程的主要监测内容之一是外部入侵扰动，
包括各类人为、车辆、施工及环境作用导致的结构振
动、变形、失稳及温度异常。扰动类型和强度的识别
对施工安全、建筑结构运维管养及灾害预警至关重
要。分布式光纤传感器感知传输一体化、耐久性强及
监测范围广的特点使其在安防监测领域具有得天独
厚的优势 [1]。现阶段的分布式光纤安防监测系统主要
采用相位敏感光时域反射仪（phase-sensitive optical
time domain reflectometry，φ-OTDR）技术。φ-OTDR主
要用于入侵定位和频率提取 [2–3]，现已应用于周界安
防、边坡防护和长距离管线的安全监测 [4]。
目前，φ-OTDR的扰动探测方法主要以时频特征
提取为核心，借助分类算法实现定位与模式识别。例
如：Xu等 [5]提出了扰动事件的多特征识别方法，利用
信号的时频信息构造了短时能量比、电平通过率、振
动持时和功率谱能量比等特征，通过支持向量机实
现了90%准确率的扰动入侵分类。Wang等 [6] 利用小
波能量谱分析从原始振动信号中提取特征向量，利
用相关向量机实现扰动定位与模式分类。Zhao等 [7]
针对提高信噪比与定位精度的问题，在小波高频分
量定位的基础上，提出了分段平均差分法，获得了
9.348 3 dB的信噪比，且减少了扰动定位的计算体量。
Sun等 [8]为提高计算时效性，设计散射矩阵从时空域
信号图样中提取特征向量进行扰动识别。该方法在
1 s以内的识别准确率达到97.8%。
上述分布式安防监测系统在扰动定位与模式识
别方面取得了较好成果，但大多基于普通单模光纤，
监测指标单一，可用于后处理的信息量不足，特征分
析局限在时频域，不能同步感知温度、应变等参量，
难以区分时频特征相似的事件，未能实现精细化火
灾（过热）预警等功能，更无法定量识别扰动，进而无
法评估入侵强度。
近年来，多芯光纤的传感研究为实现传统分布
式感知测量技术的突破提供了可靠途径 [9]。多芯光纤
在一根光纤中集成了多个纤芯，彼此相互独立，具有

低串扰、高通量的优势 [10]。通过在各纤芯中形成干涉
结构或配置不同感测模块，光纤布拉格光栅（fiber
Bragg grating，FBG）、布里渊光时域反射仪（Brillouin
optical time domain reflectometry，BOTDR），以及拉曼
光时域反射仪（Raman optical time domain reflectometry，ROTDR）等（准）分布式传感技术可以整合至
同一根光纤，实现3维曲率重构 [11]、多物理场同步测
量 [12–14]、温度应变解耦 [15]等功能。因此，多芯光纤空
分复用技术兼顾分布式传感系统在测点密度和覆盖
范围上优势的同时，能有机结合各传感子模块，实现
多参量同步感知。这使得多芯光纤在安防工程中能
提供更全面的监测数据，由此提取更丰富的扰动特
征以满足多样化功能需求，实现综合分析评估。
本研究以多芯光纤空分复用技术为支撑，面向
安防工程提出了一套多芯光纤一体化同步感知系统，
将φ-OTDR、ROTDR、FBG等光纤传感技术复用于7芯
光纤，可同步监测频率、分布式及点式的应变和温度、
扰动范围及持时等多个参量，基于此实现了多参量
入侵定位、多指标扰动定量评估及模式区分、精细化
火灾预警和温度补偿等功能。在防护围栏上布设该
系统，通过7种模拟工况测试了上述功能的实用效果。

1 系统与功能设计
1.1 多芯光纤传感机理
为同步采集多个环境和结构响应参量，本系统
采用的主要传感技术包括：
1）相位敏感光时域反射仪技术（φ-OTDR）。外界
扰动会导致光纤对应位置折射率发生变化，从而改
变散射点间的相位差 [16] ，φ-OTDR采用强相干光源，
所以相位波动会引起瑞利散射光干涉光强的变化，
由此可以捕捉扰动的位置及时频信息。
2）拉曼分布式测温技术（Raman distributed temperature sensing，RDTS）。拉曼散射最主要的应用是
长距离分布式温度测量 [17]。拉曼散射中的反斯托克
斯光只对温度敏感，其强度受温度调制，而斯托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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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没有这个特征，所以两者的强度比仅为温度的函
数

[18]

。通过分路器得到两种光，再经解调即可获得光

纤沿线的温度场。
3）光纤布拉格光栅（FBG）。当宽光谱光源入射
到光纤时，FBG将反射回一个中心波长为其布拉格
波长的窄带光波，反射波长漂移量与应变或温度增
量呈线性关系 [19]，经标定后可以精确反映被测对象
的点式应变。本系统定制的7芯光纤刻写有10个间隔
约2 m的准分布式FBG，以此满足重点监测部位的精
确应变测量需求，辅助φ-OTDR定量评估扰动。在拉
制成纤后，对7芯裸纤指定位置清除涂覆层，使用不
同周期相位掩膜板刻写光栅，依次完成后整体再以
Hytrel紧套管封装。此工艺会对所有纤芯引入光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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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量：
D1 (l, t) = max{|S Tl (t) − mean[S Tl (t), T ]|n }

（1）

式中：max为取最大值； S (t) 为t时刻光纤位置l处在时
T
l

间窗T内的瑞利散射信号（Rayleigh backscattering
signal，RBS）时间序列；mean(～,T )为在T内取均值；
次幂n为增强信噪比，本文取4。信号中心矩的计算过
程本质上利用了系统和环境噪声围绕信号真值小幅
波动的特点，在高阶放大作用下可直观区分出突变
点位。
2）极差法。该方法计算时间窗内各位置点的信
号极差D2作为第2类定位参量：
D2 (l, t) = max[S Tl (t)] − min[S Tl (t)]

（2）

此外，本系统设计了同步触发采集电路，统一发放触

式中，min为取最小值运算。信号极差为差分定位参
量的一种，尽管理论上以初始RBS作为基准即可得
到差分峰值，但由于相位噪声、光源频漂和温度波动
的影响，很多情况下效果并不理想。搜索动态时间窗
内的信号极差，能较好地捕捉短时间内信号的起伏，
不受基线漂移影响，且计算量较小。
3）空间平均峰度法。该方法计算空间平均峰度[22]
作为第3类定位参量D 3 ，t时刻位置l处的D 3 由式（3）
得到：

发信号至各光源模块、脉冲和频移调制模块、采集卡

D3 (l, t) = mean[S K (l, t), δl ]

但实测时仅使用中间纤芯作为FBG通道，φ-OTDR与
RDTS则使用了不同响应带宽的光电探测器，与FBG
反射信号互不干扰。
4）多芯光纤空分复用。多芯光纤的每个纤芯可
作为独立通道进行感知测量，借助扇入扇出耦合器
可与不同采集解调模块相适配 [20]，在时间和空间上
做到同步传感、传输。本系统将上述技术复用于7芯
光纤（空余纤芯为后续功能补充所用），其配置见图1[21]。

等，保证各传感通道时间坐标一致。
y
8.0 μm

RDTS

FBG
φ-OTDR
3

2
θ
7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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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μm

1

x

6

125 μm

图1
Fig. 1

7芯光纤通道配置

Channel configuration of the 7-core fibre

1.2 多参量扰动定位方法
在扰动定位阶段，对于光栅覆盖范围内的入侵
事件可同时根据FBG应变时程与φ-OTDR信号予以
定位，较单模光纤传感器更具可靠性。对于长距离大
范围的定位需求，则主要依靠φ-OTDR纤芯。为进一
步降低误报率、提高扰动定位精度，本系统采用4种
扰动定位方法。
1）高阶中心矩法。该方法对φ-OTDR信号按式（1）
计算各位置l处的信号高阶中心矩D1作为第1类定位

（3）

式中：δ l 为光脉冲宽度； S K (l, t)为位置l处的空间峰度
值，且：
{[
(
)]4 }
mean S Tl (t) − mean S Tl (t)
{[
S K (l, t) = −3 +
(
)]2 } （4）
mean2 S Tl (t) − mean S Tl (t)
空间平均峰度为4阶统计量，其优势在于对不同
信号类型的区分能力 [22] ：随机噪声的 S lT (t) 服从正态
分布，故D 3 在0值附近波动；谐波噪声的 S lT (t) 在短时
间内具有稳定频谱，故D3为负且幅值较低；扰动作用
的 S lT (t) 波动持时短、变化剧烈，故D3呈明显正向增量
峰。空间平均峰度还能有效避免衰落效应的影响。
4）特征频率法。对于管线泄漏、工程振动等具有
一定频谱但强度较弱的扰动，上述3类参量信噪比可
能过低，为此本系统使用特征频率法进行定位。首先，
对各位置点的RBS时间维信号进行带通滤波；然后，
移动时间窗逐步作短时傅里叶变换，取窗格内响应
最大的频率作为特征频率；最后，对其乘以此频率的
信号幅值形成最终的定位热点图像。
考虑到不同定位参量对外界作用类型的敏感程
度各异，因此多参量定位方法可有效提高识别精度。
故在决策时取上述参量中吻合度最高的两类定位图
像的热点展宽中心之均值作为定位结果。此外，结构
或环境局部异常温度变化也属于一类特殊的扰动形

第4期

冯

谦，等：多芯光纤安防工程一体化同步感知系统

211

式，本系统通过拉曼测温纤芯可实时测量沿纤温度

组求解 [24]，由此建立可供实际应用的实用散射模型。

场，通过OTDR原理能直接定位异常点位，且不受变

该阶段运算会对实测RBS集进行迭代学习，计算出

形、振动等因素的影响。

模型最优关键参数和等效初始应变，其中，关键参数

1.3 多指标扰动定量方法

指光纤的平均折射率、瑞利损耗系数、等效散射点间

由于直检型φ-OTDR的光强信号与光纤变形之

隔和功率因子4项，确定关键参数的原则为尽可能使

间具有随机的非线性、多值映射关系，无法定量监测

瑞利散射模型具备与真实系统一致的信号响应。如

扰动强度，因此不具备危险性的外部作用会导致误

果人为设定或计算不佳得到次优解，会导致模型偏

报。扰动量化分析可剔除干扰事件，进一步为模式识

离真实系统，致使后续应变计算失准，产生误差传递，

别、预警评估等提供更丰富的量化特征。

因此需采用多参数优化方法予以求解。第3阶段，扰

本系统采用多指标扰动定量方法，以FBG纤芯

动量化分析。读取扰动时的RBS图样，以第2阶段所

的应变时程为依据，计算扰动发生2 s内的应变时程

得数学模型为函数媒介，通过自然计算方法 [25]近似

包络线均值（average strain envelope，ASE），以此作为

求解每条RBS对应的1维应变场并沿时间轴、长度轴

第1类指标；但FBG所得为点式应变且刻写数量有限，

张成应变时空分布矩阵，随后导出该矩阵的最大应

难以反映整体结构响应，如果扰动处在光栅串组之

变能均方根（square root of the maximum strain energy，

外，则无法求得ASE。为此，本文提出RBS扰动量化算

RMSE）、时均应变（time-averaged strain，TAS）和应变

法，以φ-OTDR纤芯的RBS振动信号为依据进一步构

变异系数（strain deviation，SD）即矩阵标准差，此三

建扰动指标，其计算流程见图2。

者分别与结构的最大动力响应、宏观变形程度和荷

设置已知参数

预处理

1

载性质相关。将上述3种指标归一化构成3维基矢量，
取其模长为综合量化指标（disturbance index，DI），可

读取扰动 RBS

进一步减少光源频漂、温度波动及局部拟合欠佳导

扰动定位

致的求解误差。最后，综合评估FBG与φ-OTDR所得
定量指标，实现对扰动强度的多指标量化分析。
1.4 系统安防监测功能设计

读取传感区段 RBS

建立实用散射模型

计算本征与系统参数

2

基于上述多芯光纤传感机理与扰动定位定量方
法，本系统的功能组成如图3所示。

等效应变分布

多芯光纤安防工程一体化同步感知系统
平均折射率、瑞利损耗系数、
等效散射点间隔、功率因子

二次求解等效应变
7 芯光纤空分复用
等效应变多项式

RDTS

FBG
扰动量化分析
计算扰动变形

3
关键区域
点式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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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方法

Overall flowchart of the perturbation quantification based on RBS
预警发布和报告生成

该算法包含3个计算阶段。第1阶段，预处理。设
置系统已知参数，根据第1.2节的定位方法确定扰动
位置，提取该区段的RBS图样。第2阶段，建立实用散
射模型。读取RBS图样，以瑞利散射模型 [23]为内嵌物

图3
Fig. 3

多芯光纤安防工程一体化同步感知系统框架
Framework of the multicore fibre based monolithic
sensing system of security engineering

性方程，建立光纤变形与光强信号图样的数组映射

具体系统功能设计如下：

关系，设计了模拟RBS生成器和多参数优化求解器

1）多参量扰动定位与多指标扰动定量识别。通

以实现模型关键参数优化与应变–光强非线性方程

过φ-OTDR光强时序信息和FBG应变时程提取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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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构建多种定位、定量指标。φ-OTDR通道采用的
一时刻各FBG的应变值确定应变求解域，提高其可

1.6 m

RBS扰动量化算法在求解分布式应变场时，依靠同
FBG

解范围和计算精度；反之，φ-OTDR的结果更能反映
整体结构对扰动的响应，所得指标可以弥补FBG单
点测量对扰动评估的不足。该设计充分发挥了分布

3.2 m

式与点式测量各自的优势，实现相互补充、结果互佐

(a) 标准单元

的效果。
栅串组的区域由FBG传感纤芯监测局部结构响应，
配合其他纤芯定位并量化扰动；同时可根据拉曼温

1.8 m

2）关键区域点式应变与细部温度监测。覆盖光

度场的定位结果针对性地测量细部温度。
3）精细化火灾（过热）预警与温度补偿。拉曼分
布式测温纤芯RDTS实时测量环境和结构温度，实现

1.0 m
(b) 门禁单元

过热预警功能；与每个FBG空间位置、采集时间对应
的拉曼温度时程乘以相应热敏系数后得到FBG波长
漂移的温度增量并予以剔除（所有FBG均事先通过

图4
Fig. 4

补偿。
4）预警发布和报告生成。开发可视化交互界面
及监测程序，具备实时呈现各监测指标动态图像、自
主分析并发布预警信息、生成监测报告书等功能。

2 工程应用实例
本系统已布设于武汉地震工程研究院边界防护
围栏。该单位存放有大量贵重精密仪器，对人员干扰、
周边振动较为敏感，亟需布置一套入侵扰动监测系
统以防安全事故发生。本研究受业主委托，针对其办
公楼南侧周界铁制围栏布设多芯光纤安防工程一体
化同步感知系统。边界总长约122 m，高1.8 m。共由27
个单元组成，节间长度3.2 m，含常开门1处。
监测路径共包含3种类型。1）标准围栏：遵循U型
布设原则，增加单位跨度上的光纤感知区域以提高
识别率，如图4（a）所示。用502胶水分段张拉固定后，
每30 cm用扎带绑扎至围栏上，再涂覆环氧胶固定，
凝固后涂覆防锈漆。两个重点监测单元各覆盖有4组
FBG。2）东侧门禁：布设方法与前者类似，其路径见

Deployment path of the optical fibre
表1

水浴实验标定了其热敏系数），实现应变测量的温度

光纤布设路径

Tab. 1

模拟扰动工况
Disturbance tests

工况名称

测试方法

门禁开关

开门、步行通过、关门

非法逾越

晃动围栏

人为入侵1

摆锤冲击围栏

人为入侵2

铁棍敲击围栏

人为入侵3

质量块冲击围栏

工程振动

激振器振动地面

火灾（过热）预警

暖风源加热围栏光纤

3 测试结果及分析
3.1 多参量扰动定位结果
进行扰动定位测试，先后实施门禁开关、工程振
动、非法逾越、人为入侵1、人为入侵2等5个工况，实
施方式如表1所列。
以门禁开关工况为例，图5展示了光强信号图样
及定位结果的可视化监测界面。定位参量识别结果
见图6，其中，D1和D2直观反映了两次出入事件的位
置与持时（17～33 s、55～71 s）。

图4（b），光纤经过东侧门禁后向西绕回，并沿围栏下
方地面沟槽内部敷设80 m。3）机房围墙：沿顶端直线
布设。监测区域光纤总长约340 m。
为评估本系统的工作性能，布设完成后模拟真
实扰动事件进行工况测试，工况设计见表1，包括门
禁开关、非法逾越、人为入侵（3种形式，即摆锤冲击
围栏、铁棍敲击围栏、质量块冲击围栏）、工程振动、
火灾（过热）预警等工况。

图5
Fig. 5

门禁开关工况可视化监测界面
Visual UI of the access control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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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参量发挥各自优势，进一步扩展了本系统的扰
动感知域。

置出现明显突增；三者峰值定位结果为265.8 m（图6
中红色虚线），符合门禁所在的实际位置260～273 m。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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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信号中心矩 D1 定位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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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特征频率定位结果

0

图6

200
距离/m

Fig. 8

工程振动工况定位参量特征图像（40 Hz）

Feature maps of the engineering vibration at 40 Hz

人为入侵1（摆锤冲击围栏）、非法逾越、人为入

(c) 空间平均峰度 D3 定位结果

侵2（铁棍敲击围栏）工况的D1、D2、D3计算结果见图9。

门禁开关工况下定位参量特征图像

图9（a）～（c）中，为了验证多点定位能力同步施加了

Feature maps of the localization parameters in the
access control test

门禁开关工况。由图9可知，各工况定位误差<1 m，且定
位指标的时域图像展现出不同特征。例如：如图9（a）～

在工程振动工况（图7）中，通过定频马达激励地

（c）所示，对围栏102 m处施加摆锤冲击的同时开合

面，经沥青和混凝土基质后振动会急剧衰减，沟槽内

门禁，两处扰动均可被同时识别，门禁D1的热点展宽

光纤响应较弱，故采用特征频率法进行定位。以40 Hz

和持时恒定，摆锤冲击的热点则随时间呈明显指数

激振为例，工程振动工况的特征频率和信号中心矩

型塌缩。如图9（e）所示，150 m处非法逾越工况造成

的定位结果见图8。从图8（a）可知，其特征频率的热

带状片段式的D2热点，与人为晃动的作用形式吻合。

点 呈 现 明 显 的 连 续 窄 带 图 样 ， 集 中 在 327 m处 ， 实

如图9（g）～（i）所示，铁棍敲击185 m处时，D1和D2的

测 值 为 42.55 Hz， 定 位 和 频 率 结 果 与 实 际 工 况 相

热点展宽达到约55 m，而D3则呈现明显单点峰值，定

符。由于扰动过小，D1等3种定位参量的信噪比较低，

位效果更好。由此可见，本系统使用多种参量协同定

图8（b）以D1结果为例，可见振动信号几乎被噪声淹

位，不仅提高了定位精度，还可从热点图像中得到丰

没。因此，特征频率法可与前述方法相互补充，多种

富的特征信息以供模式识别使用。

摆锤冲击
102.2 m
SNR=21.60 dB

时间/s

门禁出入
265.8 m
SNR=17.88 dB

20
16
12
8
4
0

门禁出入
265.8 m
SNR=10.16 dB

摆锤冲击
102.2 m
SNR=10.40 dB

12
10
8
6
4
2
0

摆锤冲击
99.2 m
SNR=16.10 dB
门禁出入
263.8 m
SNR=15.69 dB

距离/m

距离/m

(a) 人为入侵 1 工况的信号中心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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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R=12.08 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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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人为入侵 2 工况的信号中心矩
D1 定位结果

(h) 人为入侵 2 工况的信号极差
D2 定位结果

(i) 人为入侵 2 工况的空间平均峰度
D3 定位结果

图9
Fig. 9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不同工况下各定位参量特征图像

Feature maps of the localization parameters in different tests

3.2 多指标扰动强度量化结果
实施人为入侵3工况（质量块冲击围栏）测试系
统的扰动定量评估能力。该工况通过自由下摆形式
对围栏施加5种质量块所致的冲击荷载，质量块分别
为0.05、0.50、1.00、1.50和2.00 kg，实验装置见图10，
冲击距离依次为10、15、20 cm，共产生15个冲击强度，
每个冲击强度重复3次并对结果取平均。先以高阶中
心矩法进行扰动定位，再计算FBG应变时程的ASE，

法可解范围，选择每次冲击后4.5 ～ 6.0 s之间的RBS
作为学习集，每个学习集包含625×3个信号图样。由
于冲击起始时刻的信号（包含计算RMSE所必需的信
号）未被选为学习集，故不使用RMSE，而是采用TAS、
SD与DI这3类指标进行扰动定量评估。完成定位计算
后，通过多参数优化模块确定瑞利散射模型中未知
关键参数的最优值（即RBS扰动量化算法的第2步），
所得最优关键参数见表2。

定位及定量结果见图11。定位参量首先锁定扰动中

绳子

心为111 m，定位结果见图11（a）。提取冲击位置临近

θ

2个FBG的应变时程，其中距离冲击点最近的FBG2应
质量块

变 时 程 见 图 11（ b） ， 其 振 幅 随 冲 击 质 量 同 步 增 大 。
FBG1和FBG2应变时程的ASE见图11（c）、（d）。对比
10~20 cm

图11（c）、（d）可以看出：FBG2整体动力响应更大，

FBG2

FBG1所得ASE则更小；随着冲击距离或冲击质量的
增加，ASE也逐步增大，反映了冲击荷载的递增趋势，
由此可直观区分不同扰动的强度。
采用RBS扰动量化算法，对φ-OTDR纤芯的监测
结果进行量化分析。为避免起始应变过大而超出算

图 10
Fig. 10

质量块冲击实验装置图

Experimental configuration of the weight-impact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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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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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入侵3工况中多指标扰动定量分析FBG纤芯监测结果

Disturbance quantification results through multi-index analysis via channel FBG in the manual intrusion test 3

质量块冲击实验中瑞利散射模型的最优关键参数

Tab. 2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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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表2

25

10 cm
15 cm
20 cm

15
ASE/10−6

ASE/10−6

20

5

Fig. 11

20

时间/s
(b) FBG2 应变时程

10 cm
15 cm
20 cm

15

15

Optimal core parameters of the Rayleigh scattering model in the weight-impact test
参数类型

最优值

平均折射率

1.463 12

瑞利损耗系数/m–1

1.578 95×10–5

等效散射点间隔/m

0.293 65

功率因子

0.539 10×10–3

量增大方向，TAS的正相关性更明显，在本例中的量
化效果较好；而SD在1.5 kg附近出现跌落，并导致模
量 指 标 DI也 在 此 处 减 小 。 将 SD与 两 组 FBG的 ASE
（图11（c）、（d））对比可知，该冲击质量造成的ASE也
存在低于趋势线的情况，因此可能是由于扰动工况
本身的施加强度未达到预期导致SD减小。沿冲击距
离增大方向，3类扰动指标在0.5 kg冲击质量以上的
工况中均与冲击距离呈良好正相关性，说明扰动强

以优化后的瑞利散射模型为函数关系，根据扰

度过低时会影响方法的识别效果。此外，质量块冲击

动RBS反解应变场，得出人为入侵3工况15种冲击强

本身存在一定不可控性，可能造成部分冲击强度的

度的扰动指标，结果见图12。由图12可知：沿冲击质

扰动指标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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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入侵3工况中多指标扰动定量分析φ-OTDR纤芯监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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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本文提出ASE、TAS、SD、DI等4类量
化指标协同评估的多指标扰动定量方法可有效避
免单一指标不稳定的弊端，使得本系统更具鲁棒
性。综上，4类定量指标彼此佐证，成功区分了不同
大小的冲击荷载，监测结果表明本系统提出的扰动
定 位 /定 量 方 法 在 实 际 结 构 上 具 有 较 高 的 可 靠 性 ，
解决了普通单模光纤安防系统无法量化入侵强度
的问题。
3.3 火灾（过热）预警工况结果
测试系统的温度监测与过热点定位能力。本系
统在两根不同纤芯中复用RDTS与FBG，前者用于整
体温度场测量和局部异常温度定位，后者可在其定
位基础上提取局部精确温度结果，从而实现长距离
分布式火灾（过热）预警。工况测试中使用暖风源均
匀加热围栏。
图13为光纤沿线温度场随时间的动态过程。由
图13可明显看到：从1 min开始，110 m附近出现热点
并持续升温。此外，由于光纤沿程敷设介质不同且部
分区段处于背阴面，因此所得温度场并非均匀分布。
提取热点位置临近FBG的波长时间序列得到其温度
时程，可见随着持续加热光栅附近温度逐步递增，在
达到峰值（约14.4 ℃）后有小幅回落，整个过程与拉
曼温度图像中110.8 m处的热点时程特征高度吻合，
验证了本系统对温度场的异常点定位能力与细部测
量能力。

时间/min

5
4

14.64 °C

布式应变、温度、频率、响应持时多参量同步传感。通
过在防护围栏上实施7种扰动工况验证了系统在感
知测量和扰动特征识别上的性能，可得如下结论：
1）本系统采用高阶中心矩、信号极差、空间平均
峰度及特征频率等多种参量实现扰动定位，准确识
别了各类工况作用位置，误差<1 m。
2）提出了多指标扰动定量方法，其中的RBS扰
动量化算法解决了直检型φ-OTDR无法定量识别扰
动的问题。结合FBG扰动量化结果，所提出的4类扰
动量化指标在质量块冲击测试中成功识别出15个强
度的冲击荷载。
3）RDTS测温纤芯能监测围栏动态温度场，成功
识别了局部加热点位，其结果与FBG纤芯高度吻合。
综上，本系统实现了多参量扰动定位、多指标强
度量化分析、温度补偿、分布式温度测量等功能。多
参量混合传感使得本系统可以基于多类型的同步信
息建立更复杂的模式特征。引入不同扰动定位/定量
指标有效提高了系统的识别成功率、信息利用率，具
有比传统安防监测系统更高的可靠性、鲁棒性。本系
统是多芯光纤在安防工程领域传感化应用的成功实
践，有效解决了传统安防系统监测信息单一、可信度
知能力等技术瓶颈，从而能服务于更复杂的工程应

13

用场景。同时也应注意到，本系统在功能集成和计算

11

2

10
9

/测量精度方面还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例如：可在
空余纤芯中复用马赫增德干涉仪等技术，弥补系统
在高频测量上的短板；优化光组模块和解调算法，提
高RDTS的测温速率及精度，满足时变温度场监测需

0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距离/m
(a) 拉曼温度场

求；此外，宜设计岩土扰动、管道泄漏监测等更多类
型的工程应用场景以检验系统的适用范围。本研究
将围绕上述内容开展后续工作。

15
FBG 温度/°C

分复用φ-OTDR、RDTS和FBG 3种传感技术实现了分

不足的问题，突破了温度应变交叉敏感、缺乏定量感

12

12.31 °C

多芯光纤安防工程一体化同步感知系统通过空

14

3

1

论

15

温度/°C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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