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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获取空间地理环境信息的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获取空间地理环境信息

的系统，包括传感器模块，红外摄像头，数据传输

模块，数据挖掘模块，专家评估模块，图形绘制模

块，回归计算模块，预测分析模块，中央处理器，

三维效果生成模块，显示屏，人机操作模块，环境

健康判断模块。本发明能精确对所检测的环境地

理情况进行预测和评估，且可以通过三维生成模

块，将空间环境情况展现在工作人员的面前，使

得工作人员可以身临其境的观察和感受空间环

境的变化情况，进一步提高了预测和评估的精确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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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获取空间地理环境信息的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

传感器模块，内设GPS定位模块，用于实时获取空间环境数据；

红外摄像头，内设GPS定位模块，用于实时采集空间环境的视频数据；

数据传输模块，用于将获取的空间环境数据和视频数据通过网络传输给数据储存模块

进行储存，并发送到数据挖掘模块；

数据挖掘模块，用于对视频数据进行去噪处理，并将其与空间环境数据进行融合后发

送到专家评估模块、回归计算模块、图形绘制模块和环境健康判断模块；

专家评估模块，用于储存各类典型的空间环境数据及其所可能带来的影响以及针对这

些空间环境数据应该采取的措施，用于将所接收到的数据与以往的专家案例进行对比，并

将对比结果按照相似度高低进行排序后发送到显示屏显示；

图形绘制模块，用于根据接收到的数据绘制各种曲线，并将绘制结果发送到显示屏和

预测分析模块；

回归计算模块，用于通过不同函数对接收到的数据进行回归计算，并将计算结果发送

到显示屏和预测分析模块；

预测分析模块，用于将回归计算模块的计算结果和图形绘制模块的绘制结果与原实测

结果、曲线进行对比分析和预测；

中央处理器，用于接收数据传输模块输出的空间环境数据和视频数据，并将视频数据

和空间环境数据转换成三维效果生成模块所能识别的格式发送到三维效果生成模块；

三维效果生成模块，用于接收监控中心的命令，将所接收到的视频数据和空间环境数

据融合处理后，生成各种模拟空间环境，包括180°立体柱状环幕、高性能图形集群服务器和

六组3D投影仪，面向六通道同步并行图像运算，涵盖各种模拟空间环境图像，并予以详细刻

画；

显示屏，用于显示传感器模块和红外摄像头采集到的数据，图形绘制模块绘制的曲线，

回归计算模块的计算结果，预测分析模块的预测分析结果、专家评估结果以及网络相关数

据查询结果，并基于空间环境数据输出表征空间环境的二维结果图、三维结果图；

人机操作模块，用于输入信息调用命令，所述中央处理器根据信息调用命令，从数据储

存模块中调用人们所需的数据信息；通过显示屏显示中央处理器所调用的数据信息；

环境健康判断模块，用于将接收到的数据与设定的环境等级划分进行对比，并输出当

前环境的健康级别情况。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获取空间地理环境信息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传感器

模块包括位移传感器、坡度传感器、降雨量传感器、土壤温湿度传感器、河面水位高度传感

器、岩石水含量探测器和气象传感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获取空间地理环境信息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专家评

估模块内设一网络爬虫进程，用于在网络中查找与所接收的空间环境数据相关的网页或文

档，并将查询结果发送到显示屏。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获取空间地理环境信息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专家评

估模块连接有一数据更新模块，用于通过3G网络、Wi-Fi网络方式更新专家评估模块内的数

据。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获取空间地理环境信息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图形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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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模块根据接收到的监测数据，生成随时间、空间变化的时空效应曲线即时态曲线和空间

效应曲线，所述时态曲线显示了各监测点的原始数据或转移数据随时间的变化情况，所述

空间效应曲线突出了同一时间不同测点的监测结果随地理位置变更的变化规律。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获取空间地理环境信息的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一供

电装置，供电装置为太阳能发电机或风力发电机。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获取空间地理环境信息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数据曲

线采用折线和平滑曲线绘制，所述平滑曲线选用拉格朗日和三次样条算法，并在绘制时添

加各种标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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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获取空间地理环境信息的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环境监测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获取空间地理环境信息的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当某区域发生疾病，如血吸虫病，一般先采用人工的方式确定发生疾病的区

域的地理位置信息，在根据所确定的地理位置信息，采用人工的方法确定空间地理环境信

息，如校正植被信息(NDVI)、地表温度(LST)、湿度等。之后，根据所获得的空间地理环境信

息再进一步对该区域疾病的发生进行分析或制定预防策略。

[0003] 由于人工方式确定的地理位置信息可能与实际的地理位置信息有较大的出入，由

此获取的空间地理环境信息就不能作为分析该区域是否发生某种疾病的根据，不利于对该

区域进行疾病分析或预防。

发明内容

[0004]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获取空间地理环境信息的系统，能精确对所

检测的环境地理情况进行预测和评估，且可以通过三维生成模块，将空间环境情况展现在

工作人员的面前，使得工作人员可以身临其境的观察和感受空间环境的变化情况，进一步

提高了预测和评估的精确度。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取的技术方案为：

[0006] 一种获取空间地理环境信息的系统，包括

[0007] 传感器模块，内设GPS定位模块，用于实时获取空间环境数据；

[0008] 红外摄像头，内设GPS定位模块，用于实时采集空间环境的视频数据；

[0009] 数据传输模块，用于将获取的空间环境数据和视频数据通过网络传输给数据储存

模块进行储存，并发送到数据挖掘模块；

[0010] 数据挖掘模块，用于对视频数据进行去噪处理，并将其与空间环境数据进行融合

后发送到专家评估模块、回归计算模块、图形绘制模块和环境健康判断模块；

[0011] 专家评估模块，用于储存各类典型的空间环境数据及其所可能带来的影响以及针

对这些空间环境数据应该采取的措施，用于将所接收到的数据与以往的专家案例进行对

比，并将对比结果按照相似度高低进行排序后发送到显示屏显示；

[0012] 图形绘制模块，用于根据接收到的数据绘制各种曲线，并将绘制结果发送到显示

屏和预测分析模块；

[0013] 回归计算模块，用于通过不同函数对接收到的数据进行回归计算，并将计算结果

发送到显示屏和预测分析模块；

[0014] 预测分析模块，用于将回归计算模块的计算结果和图形绘制模块的绘制结果与原

实测结果、曲线进行对比分析和预测；

[0015] 中央处理器，用于接收数据传输模块输出的空间环境数据和视频数据，并将将视

频数据和空间环境数据转换成三维效果生成模块所能识别的格式发送到三维效果生成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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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

[0016] 三维效果生成模块，用于接收监控中心的命令，将所接收到的视频数据和空间环

境结果数据融合处理后，生成各种模拟空间环境，包括180°立体柱状环幕、高性能图形集群

服务器和六组3D投影仪，面向六通道同步并行图像运算，涵盖各种空间情况图像，并予以详

细刻画；

[0017] 显示屏，用于显示传感器模块和红外摄像头采集到的数据，图形绘制模块绘制的

曲线，回归计算模块的计算结果，预测分析环境的预测分析结果、专家评估结果以及网络相

关数据查询结果，并基于空间环境结果输出表征空间环境的二维结果图、三维结果图；

[0018] 人机操作模块，用于输入信息调用命令，所述中央处理器根据信息调用命令，从数

据储存模块中调用人们所需的数据信息；通过显示屏显示中央处理器所调用的数据信息；

[0019] 环境健康判断模块，用于将接收到的数据与设定的环境等级划分进行对比，并输

出当前环境的健康级别情况。

[0020] 优选地，所述传感器模块包括位移传感器、坡度传感器、降雨量传感器、土壤温湿

度传感器、河面水位高度传感器、岩石水含量探测器和气象传感器。

[0021] 优选地，所述专家评估模块内设一网络爬虫进程，用于在网络中查找与所接收的

空间环境数据相关的网页或文档，并将查询结果发送到显示屏；

[0022] 优选地，所述专家评估模块连接有一数据更新模块，用于通过3G网络、Wi-Fi网络

方式更新专家评估模块内的数据。

[0023] 优选地，所述图形绘制模块根据接收到的监测数据，生成随时间、空间变化的时空

效应曲线即时态曲线和空间效应曲线，所述时态曲线显示了各监测点的原始数据或转移数

据随时间的变化情况，所述空间效应曲线突出了同一时间不同测点的监测结果随地理位置

变更的变化规律。

[0024] 优选地，还包括一供电装置，供电装置为太阳能发电机或风力发电机。

[0025] 优选地，所述数据曲线采用折线和平滑曲线绘制，所述平滑曲线选用拉格朗日和

三次样条算法，并在绘制时添加各种标注信息。

[0026] 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27] 能精确对所检测的环境地理情况进行预测和评估，且可以通过三维生成模块，将

空间环境情况展现在工作人员的面前，使得工作人员可以身临其境的观察和感受空间环境

的变化情况，进一步提高了预测和评估的精确度。

附图说明

[0028]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一种获取空间地理环境信息的系统的结构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进一步

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以解释本发明，并不用于限定本发

明。

[0030] 如图1所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了一种获取空间地理环境信息的系统，包括

[0031] 传感器模块，内设GPS定位模块，用于实时获取空间环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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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红外摄像头，内设GPS定位模块，用于实时采集空间环境的视频数据；

[0033] 数据传输模块，用于将获取的空间环境数据和视频数据通过网络传输给数据储存

模块进行储存，并发送到数据挖掘模块；

[0034] 数据挖掘模块，用于对视频数据进行去噪处理，并将其与空间环境数据进行融合

后发送到专家评估模块、回归计算模块、图形绘制模块和环境健康判断模块；

[0035] 专家评估模块，用于储存各类典型的空间环境数据及其所可能带来的影响以及针

对这些空间环境数据应该采取的措施，用于将所接收到的数据与以往的专家案例进行对

比，并将对比结果按照相似度高低进行排序后发送到显示屏显示；

[0036] 图形绘制模块，用于根据接收到的数据绘制各种曲线，并将绘制结果发送到显示

屏和预测分析模块；

[0037] 回归计算模块，用于通过不同函数对接收到的数据进行回归计算，并将计算结果

发送到显示屏和预测分析模块；

[0038] 预测分析模块，用于将回归计算模块的计算结果和图形绘制模块的绘制结果与原

实测结果、曲线进行对比分析和预测；

[0039] 中央处理器，用于接收数据传输模块输出的空间环境数据和视频数据，并将将视

频数据和空间环境数据转换成三维效果生成模块所能识别的格式发送到三维效果生成模

块；

[0040] 三维效果生成模块，用于接收监控中心的命令，将所接收到的视频数据和空间环

境结果数据融合处理后，生成各种模拟空间环境，包括180°立体柱状环幕、高性能图形集群

服务器和六组3D投影仪，面向六通道同步并行图像运算，涵盖各种空间情况图像，并予以详

细刻画；

[0041] 显示屏，用于显示传感器模块和红外摄像头采集到的数据，图形绘制模块绘制的

曲线，回归计算模块的计算结果，预测分析环境的预测分析结果、专家评估结果以及网络相

关数据查询结果，并基于空间环境结果输出表征空间环境的二维结果图、三维结果图；

[0042] 人机操作模块，用于输入信息调用命令，所述中央处理器根据信息调用命令，从数

据储存模块中调用人们所需的数据信息；通过显示屏显示中央处理器所调用的数据信息；

[0043] 环境健康判断模块，用于将接收到的数据与设定的环境等级划分进行对比，并输

出当前环境的健康级别情况。

[0044] 所述传感器模块包括位移传感器、坡度传感器、降雨量传感器、土壤温湿度传感

器、河面水位高度传感器、岩石水含量探测器和气象传感器。

[0045] 所述专家评估模块内设一网络爬虫进程，用于在网络中查找与所接收的空间环境

数据相关的网页或文档，并将查询结果发送到显示屏；

[0046] 所述专家评估模块连接有一数据更新模块，用于通过3G网络、Wi-Fi网络方式更新

专家评估模块内的数据。

[0047] 所述图形绘制模块根据接收到的监测数据，生成随时间、空间变化的时空效应曲

线即时态曲线和空间效应曲线，所述时态曲线显示了各监测点的原始数据或转移数据随时

间的变化情况，所述空间效应曲线突出了同一时间不同测点的监测结果随地理位置变更的

变化规律。

[0048] 还包括一供电装置，供电装置为太阳能发电机或风力发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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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9] 所述数据曲线采用折线和平滑曲线绘制，所述平滑曲线选用拉格朗日和三次样条

算法，并在绘制时添加各种标注信息。

[0050] 本具体实施通过内设GPS模块的传感器和红外摄像头进行数据的采集，从而实现

了数据来源的定位，使得预测结果更加精确，可以通过三维生成模块，将空间环境情况展现

在工作人员的面前，使得工作人员可以身临其境的观察和感受空间环境的变化情况，进一

步提高了预测和评估的精确度，通过图形绘制、回归计算等模块的协同作用，进一步的精确

了预测结果，同时可以通过专家评估模块给出专家的建议和评估结果。

[0051]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作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应

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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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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