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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光纤测温技术领域，具体的说是

一种能够提高传感光纤中间段的校正精度，并保

留传感光纤两端的波动指标的温度波动度可控

的分布式光纤温度传感器及测温系统和方法，其

特征在于脉冲光纤激光器发出的光经波分复用

器com端进入1*2光开关，1*2光开关的两路输出

端分别与传感光纤的两端相连接，光电接收模块

与波分复用器的背向信号输出端相连接，数据采

集卡的一路控制信号输出端与脉冲光纤激光器

相连接，数据采集卡的另一路控制信号输出端与

1*2光开关相连接，光电接收模块的信号输出端

与数据采集卡的数据采集端相连接，与现有技术

相比，实现了光纤中间段的校正操作，同时保留

了光纤两端的波动度指标，使系统具有可控温度

波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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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温度波动度可控的分布式光纤测温系统的测温方法，设有工控机和与工控机相

连接的光纤拉曼温度传感器，所述光纤拉曼温度传感器包括脉冲光纤激光器、波分复用器、

1*2光开关、传感光纤、光电接收模块以及数据采集卡，其特征在于脉冲光纤激光器发出的

光经波分复用器com端进入1*2光开关，1*2光开关的两路输出端分别与传感光纤的两端相

连接，光电接收模块与波分复用器的背向信号输出端相连接，数据采集卡的一路控制信号

输出端与脉冲光纤激光器相连接，数据采集卡的另一路控制信号输出端与1*2光开关相连

接，光电接收模块的信号输出端与数据采集卡的数据采集端相连接；

数据采集卡内设有光开关通道控制电路、脉冲光纤激光器控制电路、背向拉曼散射信

号采集及累加电路以及累加数据上传电路，用于实现对脉冲光纤激光器的输出光信号进行

控制，同时对1*2光开关的工作状态进行控制，并根据1*2光开关的不同通道的选择实现对

正向或反向传输光的背向拉曼散射光信号的自主累加操作；

光纤拉曼温度传感器内的数据采集卡经USB总线与工控机相连接；

其特征在于包括：

步骤1：脉冲激光器输出的光信号经波分复用器com端进入1*2光开关，

步骤2：1*2光开关在数据采集卡的通道选择信号控制下，控制由波分复用器com端进入

的光信号先后从不同的通道进入传感光纤，由于传感光纤的两端分别与1*2光开关的两路

输出端相连接，先后经由不同通道进入传感光纤的光信号分别被记为正向传输光、反向传

输光，正向传输光和反向传输光分别在传感光纤内产生背向拉曼散射光，

步骤3：正向传输光、反向传输光分别在传感光纤内产生的背向拉曼散射光信号经波分

复用器分成斯托克斯光、反斯托克斯光，并经分别与波分复用器的两个信号输出端口相连

接的分别与用于接收背向拉曼反斯托克斯和斯托克斯散射信号的两个光电接收模块接收

并进行光电转换，

步骤4：数据采集卡内背向拉曼散射信号采集及累加电路根据光开关不同通道的选择，

分别对光电接收模块送入的正向传输光的后向拉曼散射数据、反向传输光的后向拉曼散射

数据进行累加处理，并将数据上传至工控机，

步骤5：经过正向及反向传输后，其对应的光纤中的背向散射斯托克斯和反斯托克斯光

信号强度分别为：

     （1）

     (2)

其中：IsF（z）和IASF（z）分别为正向传输时光纤的后向拉曼散射斯托克斯和反斯托克斯

光信号，IBS(z)和IBAS（z）分别为反向传输时光纤的后向拉曼散射斯托克斯和反斯托克斯光

信号，CAS_LOOP和CS_LOOP为与光功率抖动相关的因子系数，是与拉曼散射截面相关的系数、入

射光和布居数有关系数的常量，αs，αAS，αP分别为斯托克斯、反斯托克斯和泵浦光的损耗系

数，一般处于0.2~2dB/Km取值范围内,k为玻尔兹曼常数，k=1.380×10-23JK-1，h为普朗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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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数，h=6.626×10-34J.s，T为开尔文绝对温度， 是光纤分子的声子频率，为13.2THz；

以斯托克斯信号为参考信号，对反斯托克斯进行温度解调，其推导出的温度表达式如

下式（3）所示：

        （3）

其中：Tref为已知参考温度；

对于接近于光开关两端的光纤采用直接的反斯托克斯解调斯托克斯曲线的方案，具体

计算公式为：

 

其中：vs和vas为拉曼后向散射斯托克斯及反斯托克斯光的频率，采用该公式的光纤长

度为总长度的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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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波动度可控的分布式光纤传感器及测温系统和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光纤测温技术领域，具体的说是一种能够提高传感光纤中间段的校正

精度，并保留传感光纤两端的波动指标的温度波动度可控的分布式光纤传感器及测温系统

和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众所周知，分布式光纤温度传感器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一种用于实时测量空间温

度场的光纤传感系统，该系统利用拉曼散射效应和OTDR技术实现对敏感光纤所处温度场的

分布式测量，与传统的电温度传感器相比，光纤温度传感器具有灵敏度高、能够抗电磁干

扰、重量轻、寿命长等优点，因此可以广泛应用于电力电缆、地铁隧道、煤矿巷道、石油储罐

以及大型建筑的温度监控和火灾报警中。

[0003] 虽然拉曼型分布式光纤温度传感器的研究已相对成熟，但仍存在不完善的问题，

目前分布式光纤温度传感器的发展方向是长距离、高精度，而高精度就是高温度波动度、高

空间分辨率，空间分辨率由激光脉冲宽度决定，可以通过窄脉冲的激光来解决；实现长距离

和高温度波动度，最终追求高的信噪比，目前普通分布式光纤温度传感器的温度波动度随

着测量距离的增大而增大，也即系统标称测量距离处的温度波动度就是系统的标称温度波

动度。

[0004] 2011年意大利Soto团队公布了其最新研制成果《High-Performance  Raman-Based 

Distributed  Fiber-Optic  Sensing  Under  a  Loop  Scheme  Using  Anti-Stokes  Light 

Only》，具有双端校正方案的单路反斯托克斯拉曼光纤传感系统，该研究虽然对损耗等有较

好的校正效果，但温度波动度仍然存在着中间优于两端的特点。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缺点和不足，提出一种在光纤测温系统中，能有效

传感光纤中间段的校正精度，并保留传感光纤两端的波动指标的温度波动度可控的分布式

光纤传感器及测温系统和方法。

[0006] 本发明可以通过以下措施达到：

[0007] 一种温度波动度可控的分布式光纤温度传感器，包括脉冲光纤激光器、波分复用

器、1*2光开关、传感光纤、光电接收模块以及数据采集卡，其特征在于脉冲光纤激光器发出

的光经波分复用器com端进入1*2光开关，1*2光开关的两路输出端分别与传感光纤的两端

相连接，光电接收模块与波分复用器的背向信号输出端相连接，数据采集卡的一路控制信

号输出端与脉冲光纤激光器相连接，数据采集卡的另一路控制信号输出端与1*2光开关相

连接，光电接收模块的信号输出端与数据采集卡的数据采集端相连接。

[0008] 本发明中数据采集卡内设有光开关通道控制电路、脉冲光纤激光器控制电路、背

向拉曼散射信号采集及累加电路以及累加数据上传电路，用于实现对脉冲光纤激光器的输

出光信号进行控制，同时对1*2光开关的工作状态进行控制，并根据1*2光开关的不同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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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选择实现对正向或反向传输光的背向拉曼散射光信号的自主累加操作，本发明数据采集

卡的光开关通道控制电路利用其FPGA构成反相器或串并转换的数字电路实现光开关所需

的控制信号，实现由0及1构成的逻辑序列，并由其控制光开关的通道选择，脉冲光纤激光器

控制电路由FPGA的锁频器PLL分频实现固定频率及占空比的周期信号，背向拉曼散射信号

采集电路由一级运放、ADC调整差分电路及ADC构成，累加电路由方向判定电路、乒乓累加电

路等构成、累加上传电路由协议转换电路及USB2.0硬件环境实现。

[0009] 一种温度波动度可控的分布式光纤测温系统，设有工控机和与工控机相连接的光

纤拉曼温度传感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光纤拉曼温度传感器为上述光纤拉曼温度传感器，光

纤拉曼温度传感器内的数据采集卡经USB总线与工控机相连接。

[0010] 一种利用上述温度波动可控的分布式光纤测温系统进行测温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包括：

[0011] 步骤1：脉冲激光器输出的光信号经波分复用器com端进入1*2光开关，

[0012] 步骤2：1*2光开关在数据采集卡的光开关通道控制电路输出的通道选择信号即有

效高低电平序列的控制下，如：101为某一通道、110为另一通道，控制由波分复用器com端进

入的光信号从某一通道进入传感光纤，将该通道记作第一通道，本次进入传感光纤的光信

号记作正向传输光，正向传输光在传感光纤内产生背向拉曼散射光，背向拉曼散射光经波

分复用器分成斯托克斯光和反斯托克斯光后，分别经与波分复用器相连接的两组光电接收

模块分别接收斯托克斯光、反斯托克斯光信号，分别将其转换为相应的电信号后送入数据

采集卡内的背向拉曼散射信号采集及累加电路，

[0013] 步骤3：1*2光开关在数据采集卡的通道选择信号输出的有效高低电平序列的控制

下，如：101为某一通道、110为另一通道，控制由波分复用器com端进入的光信号从另一通道

进入传感光纤，该通道为第二通道，本次进入传感光纤的光信号记作反向传输光，反向传输

光在传感光纤内产生背向拉曼散射光，背向拉曼散射光经波分复用器分成斯托克斯光、反

斯托克斯光后，分别经与波分复用器相连接的两组光电接收模块分别接收斯托克斯光、反

斯托克斯光信号，分别将其转换为相应的电信号后送入数据采集卡内的背向拉曼散射信号

采集及累加电路，

[0014] 步骤4：对步骤2  和步骤3进行计数并与设定次数进行比较，若小于设定次数则重

复步骤2及步骤3直至达到设定的累加次数后，数据采集卡内的背向拉曼散射信号采集及累

加电路将所接受的正向传输光所产生的背向信号与反向传输光所产生的背向信号分别累

加，并将累加结果送至累加数据上传电路，

[0015] 步骤5：累加数据上传电路将接收的数据上传至工控机，

[0016] 步骤6：工控机对数据采集卡上传的数据进行处理，获得测温结果，其中经过正向

及反向传输后，其对应的光纤中的背向散射斯托克斯和反斯托克斯光信号强度分别为：

[0017]    （1）

[001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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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其中：IsF（z）和IASF（z）分别为正向传输时光纤的后向拉曼散射斯托克斯和反斯托

克斯光信号，IBS(z)和IBAS（z）分别为反向传输时光纤的后向拉曼散射斯托克斯和反斯托克

斯光信号，CAS_LOOP和CS_LOOP为与光功率抖动相关的因子系数，是与拉曼散射截面相关的系

数、入射光和布居数有关系数的常量，αs，αAS，αP分别为斯托克斯、反斯托克斯和泵浦光的损

耗系数，一般处于0.2~2dB/Km取值范围内,k为玻尔兹曼常数，k=1.380×10-23JK-1，h为普

朗克常数，h=6 .626×10-34J .s，T为开尔文绝对温度， 是光纤分子的声子频率，为

13.2THz。

[0020] 以斯托克斯信号为参考信号，对反斯托克斯进行温度解调，其推导出的温度表达

式如下式（3）所示：

[0021]           （3）

[0022] 其中：Tref为已知参考温度。

[0023] 根据公式（3）可知，上述方法虽然可以校正波长相关损耗等的影响，有效解决了绝

对温度测量误差问题，但仍具有温度波动度指标中间高于两端的特点，其校正降低了光纤

前端的温度波动度指标，二者仍存在取舍，因此本发明对中间光纤采用上述方案，对接近于

光开关两端的光纤采用反斯托克斯解调斯托克斯曲线的方案，如公式4所述，实现了温度波

动度可控的并具有一定校正功能的分布式光纤温度传感器，

[0024]                          （4）

[0025] 其中：vs和vas为拉曼后向散射斯托克斯及反斯托克斯光的频率。采用该公式的光

纤长度为总长度的1/4~1/2。

[002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0027]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具有一定校正功能的温度波动度可控的分布式光纤温度传感

器，采用双端测量及基于反斯托克斯解调斯托克斯曲线的拉曼散射原理，实现了光纤中间

段的校正操作，同时保留了光纤两端的波动度指标，通过软件调整中间段的操作范围，使系

统具有可控温度波动度。

[0028] 附图说明：

[0029] 附图1是本发明中分布式光纤传感器的结构框图。

[0030] 附图2是本发明中分布式光纤测温系统的结构框图。

[0031] 附图3是采用本发明的未处理的后向拉曼散射曲线的波形示意图。

[0032] 附图4是采用本发明的经过处理的后向拉曼散射曲线的波形示意图。

[0033] 附图5是系统解调后的温度波形示意图。

[0034] 附图标记：脉冲光纤激光器1、波分复用器2、1*2光开关3、传感光纤4、光电接收模

块5、数据采集卡6、光开关通道控制电路7、脉冲光纤激光器控制电路8、背向拉曼散射信号

采集及累加电路9、累加数据上传电路10、工控机11。

[0035] 具体实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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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

[0037] 如附图1所示，本发明提出了一种温度波动度可控的分布式光纤传感器及测温系

统和方法，包括脉冲光纤激光器1、波分复用器2、1*2光开关3、传感光纤4、光电接收模块5以

及数据采集卡6，其特征在于脉冲光纤激光器1发出的光经波分复用器2的com端进入1*2光

开关3，1*2光开关3的两路输出端分别与传感光纤4的两端相连接，光电接收模块5与波分复

用器2的背向信号输出端相连接，数据采集卡6的一路控制信号输出端与脉冲光纤激光器1

相连接，数据采集卡6的另一路控制信号输出端与1*2光开关3相连接，光电接收模块5的信

号输出端与数据采集卡6的数据采集端相连接，其中设有两个光电接收模块5，两个光电接

收模块5分别与波分复用器2的背向斯托克斯光输出端、背向反斯托克斯光输出端相连接。

[0038] 本发明中所述脉冲光纤激光器1输出的光信号的中心波长为1550nm，脉冲宽度为

5ns，重复频率为10KHz，峰值功率为20W，所述1*2光开关工作的中心波长为1550nm，插入损

耗＜0.6dB，所述的波分复用器由中心波长为1450nm的后向拉曼反斯托克斯散射光宽带滤

波片、中心波长为1660nm的后向拉曼斯托克斯散射光宽带滤波片和Rayleigh散射光滤波片

构成，所述数据采集卡的采样率为200MSPS，模拟输入通道数≥2，ADC精度为12bits。

[0039] 本发明所述数据采集卡6内设有光开关通道控制电路7、脉冲光纤激光器控制电路

8、背向拉曼散射信号采集及累加电路9以及累加数据上传电路10，用于实现对脉冲光纤激

光器1的输出光信号进行控制，同时对1*2光开关3的工作状态进行控制，并根据1*2光开关3

的不同通道的选择实现对正向或反向传输光的背向拉曼散射光信号的自主累加操作。

[0040] 其中，数据采集卡6内的光开关通道控制电路7、脉冲光纤激光器控制电路8、背向

拉曼散射信号采集及累加电路9以及累加数据上传电路10，分别由以下结构组成：本发明数

据采集卡的光开关通道控制电路利用其FPGA构成反相器或串并转换的数字电路实现光开

关所需的控制信号，实现由0及1构成的逻辑序列，并由其控制光开关的通道选择，脉冲光纤

激光器控制电路由FPGA的锁频器PLL分频实现固定频率及占空比的周期信号，背向拉曼散

射信号采集电路由一级运放、ADC调整差分电路及ADC构成，累加电路由方向判定电路、乒乓

累加电路等构成、累加上传电路由协议转换电路及USB2.0硬件环境实现。

[0041] 一种温度波动度可控的分布式光纤测温系统，设有工控机11和与工控机11相连接

的光纤拉曼温度传感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光纤拉曼温度传感器为上述光纤拉曼温度传感

器，光纤拉曼温度传感器内的数据采集卡6经USB总线与工控机11相连接。

[0042] 本发明中一种利用上述温度波动可控的分布式光纤测温系统进行测温的方法，其

特征在于包括：

[0043] :步骤1：脉冲光纤激光器1输出的光信号经波分复用器2的com端进入1*2光开关3，

其中脉冲激光器1输出的光信号的中心波长为1550nm，脉冲宽度为5ns，重复频率为10KHz，

峰值功率为20W，

[0044] 步骤2：1*2光开关3在数据采集卡6的通道选择信号控制下，控制由波分复用器2的

com端进入的光信号先后从不同的通道进入传感光纤4，由于传感光纤4的两端分别与1*2光

开关3的两路输出端相连接，先后经由不同通道进入传感光纤4的光信号分别被记为正向传

输光、反向传输光，正向传输光和反向传输光分别在传感光纤4内产生背向拉曼散射光，如

附图3所示，图中实线为正向传输光的背向拉曼散射信号波形，虚线为反向传输光的后向拉

曼散射信号波形，

说　明　书 4/6 页

7

CN 103575424 B

7



[0045] 步骤3：正向传输光、反向传输光分别在传感光纤4内产生的背向拉曼散射光信号

经波分复用器2分成斯托克斯光、反斯托克斯光，并经分别与波分复用器2的两个信号输出

端口相连接的分别与用于接收背向拉曼反斯托克斯和斯托克斯散射信号的两个光电接收

模块5接收并进行光电转换，

[0046] 步骤4：数据采集卡6内背向拉曼散射信号采集及累加电路9根据光开关不同通道

的选择，分别对光电接收模块5送入的正向传输光的后向拉曼散射数据、反向传输光的后向

拉曼散射数据进行累加处理，并将数据上传至工控机11，

[0047] 步骤5：经过正向及反向传输后，其对应的光纤中的背向散射斯托克斯和反斯托克

斯光信号强度分别为：

[0048]      （1）

[0049]    (2)

[0050] 其中：IsF（z）和IASF（z）分别为正向传输时光纤的后向拉曼散射斯托克斯和反斯托

克斯光信号，IBS(z)和IBAS（z）分别为反向传输时光纤的后向拉曼散射斯托克斯和反斯托克

斯光信号，  CAS_LOOP和CS_LOOP为与光功率抖动相关的因子系数，是与拉曼散射截面相关的系

数、入射光和布居数有关系数的常量，αs，αAS，αP分别为斯托克斯、反斯托克斯和泵浦光的损

耗系数，一般处于0.2~2dB/Km取值范围内,k为玻尔兹曼常数，k=1.380×10-23JK-1，h为普

朗克常数，h=6 .626×10-34J .s，T为开尔文绝对温度， 是光纤分子的声子频率，为

13.2THz。

[0051] 以斯托克斯信号为参考信号，对反斯托克斯进行温度解调，其推导出的温度表达

式如下式（3）所示：

[0052]    （3）

[0053] 其中：Tref为已知参考温度。

[0054] 根据公式（3）可知，上述方法虽然可以校正波长相关损耗等的影响，有效解决了绝

对温度测量误差问题，但仍具有温度波动度指标中间高于两端的特点，其校正降低了光纤

前端的温度波动度指标，二者仍存在取舍，因此本发明对中间光纤采用上述方案，对接近于

光开关两端的光纤采用反斯托克斯解调斯托克斯曲线的方案，如公式4所述，实现了温度波

动度可控的并具有一定校正功能的分布式光纤温度传感器。

[005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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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6] 其中：vs和vas为拉曼后向散射斯托克斯及反斯托克斯光的频率。采用该公式的光

纤长度为总长度的1/4~1/2。

[0057]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0058]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具有一定校正功能的温度波动度可控的分布式光纤温度传感

器，采用双端测量及基于反斯托克斯解调斯托克斯曲线的拉曼散射原理，实现了光纤中间

段的校正操作，同时保留了光纤两端的波动度指标，通过软件调整中间段的操作范围，使系

统具有可控温度波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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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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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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