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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下管道线路智能感知技术的思考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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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交通管制、设卡布控等防控措施相继实施，为管道线路的日常巡检带来挑战。针对疫情防
控下管道巡线人员无法到现场开展巡护的问题，分析现有管道线路感知技术的不足，提出了天空地一体化管道线路智能感知
技术。根据全面感知、无人感知、实时精准感知、全生命周期感知的感知原则，制定了人工智能技术与管道感知技术融合的
技术路线，设计了天上管道卫星遥感影像智能解译技术、空中基于自动机场的无人机智能巡检技术、地面管道重点区域智能
视频技术和地下光纤综合智能感知技术，并对基于自动机场的无人机智能巡检技术开展了现场应用探索。通过现场测试和应
用：基于自动机场的无人机智能巡检技术可在无人参与的情况下，实现自动起飞、降落、充电等操作，按照设定的巡检路径
和巡检时间进行作业，并可智能识别机械挖掘、人员聚集等威胁事件。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系统连续飞行 80 余架次，识别
威胁事件 20 余次，为管道巡检人员掌握管道安全状态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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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底，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湖北武汉爆发，并迅速席卷全国。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后，
党中央迅速作出部署，全面加强领导，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不搞集会、不搞聚
餐、交通管制、减少出门等等一系列强有力的隔离措施相继施行[1-2]。管道沿线村镇陆续“封村断路”、设
卡布控，为管道巡护工作带来挑战。
目前，管道线路的安全防护主要采用人力防护、物力防护和技术防护相结合的方式[3-5]，其中，人力防
护仍是最主要的防护方式。根据管道安全管理的相关标准规定，管道企业应配备巡线员，每日对所辖管道
徒步巡检，管道巡护应从管道下沟回填开始，直至管道报废。而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下，巡线员无法
正常巡检，如何实时掌握管道沿线安全状态，成为管道管理人员面临的难题。针对上述情况，结合智慧管
网建设[6-12]，提出天空地一体化管道线路智能感知技术，并在管道现场开展了应用探索。通过在新冠肺炎
疫情期间取得的效果，验证了技术的可行性和有效性，为疫情期间管道安全防护提供了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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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线路感知技术现状
中国长输管道点多线长，管道线路人文、地质环境复杂，第三方施工、地质灾害等管道威胁事件时有

发生[13-15]。管道运行企业针对这种情况，采取多种技术手段，监测与保护管道线路安全。目前，管道光纤
振动感知技术、管道无人机巡检技术、管道重点区域视频感知技术应用最为广泛。
1.1

管道光纤振动感知技术
管道光纤振动感知技术是指利用管道同沟敷设的光缆作为传感器，通过监测管道沿线振动信号的变化，

实现对第三方威胁事件的监测预警（图 1）。当管道附近发生威胁管道安全的事件时，与管道同沟敷设的
光缆中的光纤受到声压作用，局部产生微小应变，导致光在光纤中传输时相位改变，通过测量传感光纤中
光波相位变化即可获得管道附近的扰动信号[16-20]。进一步对检测到的振动信号进行分析和处理，即可定位
威胁事件并识别威胁事件类型。目前，该技术已在兰郑长、西气东输等管道实现工业应用[23]，有效解决了
管道沿线第三方施工的安全防护问题，但因为识别准确率、误报率等问题，还未在管道大规模推广应用。

图1

管道光纤振动感知系统示意图

管道无人机巡检技术

1.2

管道无人机巡检技术是指利用无人机作为载体，通过无人机上搭载的感知设备，对管道线路进行巡检
[21-23]

。无人机可搭载可见光相机、红外相机、激光可燃气探测器、机载激光雷达等多种感知设备，从而及

时发现管道沿线第三方施工、管道泄漏、可疑车辆和人员情况、地质灾害等威胁事件，尤其在地质灾害高
风险区、地势险要地段，无人机巡护可填补人员难以达到的“真空地带”，优势明显。中国多家管道运营
企业已经试点开展无人机巡检，取得了良好的应用效果。但根据目前无人机的巡检流程（图 2），无人机
巡检在飞行空域申请、飞行数据处理的实时性及智能化等方面，尚待提升。

图2

1.3

管道无人机巡检流程图

管道重点区域视频感知技术
管道重点区域视频感知技术是指在管道沿线阀室、高后果区等重点区域，固定安装摄像机，实时监测

管道安全[24-27]。初期安装的摄像机不具备识别功能，仅仅是对重点区域的监视。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
智能摄像机日趋成熟，目前重点区域视频监测多采用带有智能识别功能的摄像机，利用太阳能供电，可实
现对区域入侵、人员聚集、人员徘徊等事件的智能识别与报警，同时摄像机支持 4G 网络传输，可将识别
结果与报警信息传输至控制中心。目前该技术已经在油气管道推广应用，中国石油管道公司 2019 年在所
辖管道重点区域安装了 2 000 余套带有智能识别功能的摄像机，取得了良好的应用效果。但管道沿线人文
环境复杂，现有智能摄像机自带的识别功能尚不能准确识别现场的复杂环境，有待深入研究与提升。

2

天空地一体化管道智能感知技术
当前在管道安全防护方面，技术防护智能化程度不足，很大程度上仍需依靠人力的判断与决策。在新

冠肺炎疫情期间，保护员工生命安全是首要任务，人员无法正常开展徒步巡线，对报警信息无法进行现场

确认，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充分利用现有监测技术，深入融合人工智能技术，对管道线路进行天空地一体
化智能感知，才能实时掌控管道线路安全。
2.1

技术思路
天空地一体化智能感知技术的设计原则是全面感知、无人感知、实时精准感知、全生命周期感知。①

全面感知：利用大范围、分布式感知手段，对管道沿线地质环境、人文环境的变化进行全面感知。例如，
通过遥感卫星，可实现对管道沿线地形地貌、地质灾害、管道占压、土体移动等信息的感知，而且遥感卫
星具有范围广、全天候等特点，可以很好地解决管道点多线长、全线感知困难的问题。②无人感知：利用
自动化、无人化感知手段，对管道沿线风险事件进行自动感知。例如，利用基于自动机场的无人机，可全
程无需人工参与，实现无人机的起飞、巡检、降落、充电及数据分析，无人化感知管道沿线风险。③实时
精准感知：利用管道伴行光缆、固定式智能摄像机、固定式智能测试桩等感知手段，主动布设与防控，对
管道沿线高后果区、人口密集区等重点区域进行实时精准感知。④全生命周期感知：这里的全生命周期，
是指管道沿线风险事件的全生命周期，即对风险事件实现“事前－事中－事后”的整个过程感知，从而为
智能决策中心迅速做出决策提供依据。天空地一体化感知技术将管道线路作为一个空间整体进行感知（图
3），既满足对管道重点区域微观精细化管理需求，又可在宏观层面体现管道线路整体的变化。更为重要
的是，所采用的感知技术为无人化、自动化技术，全程无需人工参与，所有感知数据通过有线与无线相结
合的方式传输至智能决策中心，利用人工智能、综合决策等技术，智能感知管道线路安全状态。

图3

2.2

天空地一体化智能感知示意图

技术路线
依据设计原则，天空地一体化管道智能感知技术以管道线路需求为主线，围绕人工智能技术与管道感

知技术融合这一核心问题开展研究（图 4）。将光纤振动、温度、应力感知技术与智能芯片、机器学习等
技术相融合，开发专用于管道线路的光纤综合智能感知技术，区别于传统光纤振动感知技术，该技术融合
多种参数，并加入机器学习算法，从地下感知管道沿线环境变化。将线路视频技术与计算机视觉技术相融

合，开发管道重点区域智能视频技术，利用对重点区域的机械施工、人员聚集、人员徘徊等威胁事件的训
练与学习，从地面感知管道重点区域社会环境变化。将无人巡检与智能终端、计算机视觉等技术相融合，
开发基于自动机场的无人机智能巡检技术，实现无人机的自动起飞、降落、充电等操作，从空中感知管道
线路地质与人文环境的变化。将卫星遥感技术与语义分割、计算机视觉、机器学习等技术相融合，开发管
道卫星遥感影像智能解译技术，通过自动解译光学或雷达卫星的影像数据，从天上感知管道沿线的环境变
化。进而，建立管道线路天空地一体化的智能感知技术体系，实现对第三方施工、油气泄漏、地质灾害等
事件的智能感知。可见，管道天空地一体化智能感知技术的研发是一个长期过程，并且需要充足的人力与
物力支持。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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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地一体化智能感知技术路线图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应用探索
针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需求，根据当前技术现状，主要对基于自动机场的无人机智能巡检技术进行了

应用探索。
3.1

基于自动机场的无人机智能巡检系统
与传统的无人机巡检不同，无人机智能巡检系统创新地引入了自动机场。传统的无人机巡检需要具有

飞行资质的专业人员对无人机进行操作，这无法解决新冠肺炎疫情下道路封断、人员隔离等难题，为此，
创新设计了自动机场，采用自动机场代替专业人员，完成无人机的起飞、降落、充电等操作，进而真正实
现无人化的无人机自主巡检。基于自动机场的无人机智能巡检系统（图 5）主要由远程指挥控制中心、无
人机系统、自动机场系统、机场管理平台、辅助工程等组成。其中，自动机场系统主要由机场舱、小型气
象站、供电系统、防雷系统、定位系统、无线数据链、通讯系统、温控系统、监控系统等组成。机场舱负
责无人机的起飞、降落、自动充电的控制和执行。监控系统主要是在自动机场内部与外部安装 24 h 连续运
行的摄像头，保护机场的同时对周边可视范围进行监控。小型气象站主要是对风向、风力、雨水、温度等
进行数据采集，实时掌控无人机起降条件。定位系统用于无人机差分定位服务，实现无人机厘米级定位与
无人机高精度起降。无线数据链、通讯系统用于与无人机及远程控制中心的通讯与数据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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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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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空域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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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的巡检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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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路径、巡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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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巡检；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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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即能否
否
自动识别巡
巡检中发现的威胁事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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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测试结果，系统可以实
实现以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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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的气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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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
设计了 5 km
m 的巡检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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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间各巡检两
两次）。③可自动起飞、降
降落、充电，数据通过 4G
4 网络传输
输
至远程控制
制中心；支持手动控制功能
能，可远程手
手动操作无人
人机的起飞、降落、定点
点悬停、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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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④可通过携带的双光摄
摄像机与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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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动识别（现场分别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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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件）。新冠
冠肺炎疫情发生至今，系统
统连续飞行 80 余架次，识别威胁事件 20 余次，为管道巡检
检人员掌握管
管
道安全状态
态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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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展望
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为长输油气管道线路日常巡检管理带来严峻挑战，也引起管道运营企业对突发

事件、极端条件下管道线路安全防护问题的高度重视。依据全面感知、无人感知、实时精准感知、全生命
周期感知的原则，将人工智能技术与管道感知技术相融合，设计了天空地管道智能感知技术的研发思路与
技术路线。通过基于自动机场的无人机智能巡检技术的现场应用探索，验证了天空地一体化智能感知技术
的可行性与有效性。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成熟，5G 网络的建设与推广，天空地一体化智能感知技术的研
发将具备更加充足的技术资源，也将更快具备现场应用条件，为智慧管道建设以及管道安全运行提供技术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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