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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实验室模拟自然环境的可燃物含水率

动态变化监测实验装置与方法，属于森林防火技

术领域。本发明为了解决森林可燃物含水率动态

监测的问题。本发明包括步骤一、在不破坏可燃

物结构的前提下，将可燃物送入可燃物含水率动

态变化监测实验装置中，进行烘干处理，并取得

烘干后可燃物的干质量；步骤二、通过控制可燃

物含水率动态变化监测实验装置内的多种气象

因子，并作用于烘干后的可燃物上，随后连续称

取可燃物重量，获得含水可燃物的湿质量序列；

步骤三、利用可燃物含水率通用公式，计算出动

态变化的可燃物含水率。本发明用于森林火险预

报中的可燃物含水率，有效提高了森林火险预报

的准确度，可用于森林火险预报和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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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实验室模拟自然环境的可燃物含水率动态变化监测实验方法，其特征在于：包

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在不破坏可燃物结构的前提下，将可燃物送入可燃物含水率动态变化监测实

验装置中，进行烘干处理，并取得烘干后可燃物的干质量；

步骤二、通过控制可燃物含水率动态变化监测实验装置内的多种气象因子，并作用于

烘干后的可燃物上，随后连续称取可燃物重量，获得含水可燃物的湿质量序列；

步骤三、利用可燃物含水率通用公式，计算出动态变化的可燃物含水率。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实验室模拟自然环境的可燃物含水率动态变化监测实验

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一将可燃物在可燃物含水率动态变化监测实验装置中加热到105℃

持续24小时烘干处理，确保可燃物达到绝干程度。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实验室模拟自然环境的可燃物含水率动态变化监测实验

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二中，控制可燃物含水率动态变化监测实验装置内的气象因子主要

包括温度、湿度、风速、光照和降雨。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实验室模拟自然环境的可燃物含水率动态变化监测实验

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三中，可燃物含水率通用公式为：

式中，M为待称可燃物实时含水率(％)；Wh为可燃物湿质量(g)；Wd为可燃物干质量(g)。

5.一种实验室模拟自然环境的可燃物含水率动态变化监测实验装置，其特征在于：包

括箱体(1)、内胆(2)、雾化喷头(3)、电机(4)、扇叶(5)、光照控制装置(6)、可燃物称重平台

(7)、半导体制冷片(15)、加湿器(16)和除湿器(17)，所述的箱体(1)为方形箱体，箱体(1)的

左侧具有开口(8)，开口(8)处密封安装有箱门(9)，所述的内胆(2)布置在箱体(1)的内侧，

内胆(2)的后侧壁上安装有电机(4)，电机(4)的输出轴设置在内胆(2)的内侧，所述的扇叶

(5)安装在电机(4)的输出轴上，所述的内胆(2)的下端加工有安装孔(10)，可燃物称重平台

(7)的底部固定安装在箱体(1)的底部，可燃物称重平台(7)的上端穿过安装孔(10)设置在

内胆(2)的内侧，所述的内胆(2)的顶端安装设置有雾化喷头(3)和光照控制装置(6)，所述

的内胆(2)的左侧壁上安装有半导体制冷片(15)和加湿器(16)，内胆(2)的右侧壁上安装有

除湿器(17)。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实验室模拟自然环境的可燃物含水率动态变化监测实验

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光照控制装置(6)包括多光谱灯(11)、二次折射板(12)和固定安

装架(131)，所述的固定安装架(131)采用倾斜方式，通过螺钉固定安装在内胆(2)的右上

角，固定安装架(131)的底部固定安装有二次折射板(12)，二次折射板(12)的中心位置设置

安装有多光谱灯(11)。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实验室模拟自然环境的可燃物含水率动态变化监测实验

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二次折射板(12)是内侧面为弯曲成复合抛物面形状的二次折射

板。

8.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实验室模拟自然环境的可燃物含水率动态变化监测实验

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可燃物称重平台(7)包括称重天平(13)和放置在承重天平上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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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燃物托盘(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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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实验室模拟自然环境的可燃物含水率动态变化监测实验

装置与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实验室模拟可燃物含水率动态变化的检测方法，属于森林防火技

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森林火灾是森林的主要灾害之一，森林火灾不仅严重破坏森林资源，造成巨大经

济损失，而且造成灾区及周边地区环境的严重污染。森林火灾的扑救管理在全球范围内都

是一个难题。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经济活动也极为活跃，森林火灾的因素

也大为增加，森林火灾的预防与报警、扑救难度也大大增加。在加之类似云南多年大旱这样

的气候反常现象，每年重大森林火灾的消息不绝于耳，防火形势日益严峻。

[0003] 森林可燃物的含水率是决定林火发生以及林火蔓延的重要指标，森林可燃物含水

率变化规律的研究对于预测林火发生和控制林火蔓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而研究森林可燃

物含水率变化规律一般都是通过建立其数学模型来实现，也有通过建立平衡含水率模型来

预测可燃物的含水率。

[0004] 现有的森林可燃物含水率动态变化监测大多都基于野外长时间实测计算分析，没

有办法在实验室内进行，无法实现实时跟踪测量，导致相关的科学研究在时间尺度上不够

全面，在环境条件的精细控制上也从未实现。因此急需一种实验室模拟自然环境的可燃物

含水率动态变化监测实验方法，以满足森林防火相关研究需求，实现可燃物含水率随环境

动态变化的监测。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进而提供一种实验室模拟自然环境的可

燃物含水率动态变化监测实验装置与方法。

[0006]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

[0007] 一种实验室模拟自然环境的可燃物含水率动态变化监测实验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

[0008] 步骤一、在不破坏可燃物结构的前提下，将可燃物送入可燃物含水率动态变化监

测实验装置中，进行烘干处理，并取得烘干后可燃物的干质量；

[0009] 步骤二、通过控制可燃物含水率动态变化监测实验装置内的多种气象因子，并作

用于烘干后的可燃物上，随后连续称取可燃物重量，获得含水可燃物的湿质量序列；

[0010] 步骤三、利用可燃物含水率通用公式，计算出动态变化的可燃物含水率。

[0011] 进一步地、步骤将可燃物在可燃物含水率动态变化监测实验装置中加热到105℃

持续24小时烘干处理，确保可燃物达到绝干程度。

[0012] 进一步地、步骤二中，控制可燃物含水率动态变化监测实验装置内的气象因子主

要包括温度、湿度、风速、光照和降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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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进一步地、步骤三中，可燃物含水率通用公式为：

[0014]

[0015] 式中，M为待称可燃物实时含水率(％)；Wh为可燃物湿质量(g)；Wd为可燃物干质量

(g)；

[0016] 一种实验室模拟自然环境的可燃物含水率动态变化监测实验装置，包括箱体、内

胆、雾化喷头、电机、扇叶、光照控制装置、可燃物称重平台、半导体制冷片、加湿器和除湿

器，所述的箱体为方形箱体，箱体的左侧具有开口，开口处密封安装有箱门，所述的内胆布

置在箱体的内侧，内胆的后侧壁上安装有电机，电机的输出轴设置在内胆的内侧，所述的扇

叶安装在电机的输出轴上，所述的内胆的下端加工有安装孔，可燃物称重平台的底部固定

安装在箱体的底部，可燃物称重平台的上端穿过安装孔设置在内胆的内侧，所述的内胆的

顶端安装设置有雾化喷头和光照控制装置，所述的内胆的左侧壁上安装有半导体制冷片和

加湿器，内胆的右侧壁上安装有除湿器。

[0017] 进一步地、所述的光照控制装置包括多光谱灯、二次折射板和固定安装架，所述的

固定安装架采用倾斜方式，通过螺钉固定安装在内胆的右上角，固定安装架的底部固定安

装有二次折射板，二次折射板的中心位置设置安装有多光谱灯。

[0018] 进一步地、所述的二次折射板是内侧面为弯曲成复合抛物面形状的二次折射板。

[0019] 进一步地、所述的可燃物称重平台包括称重天平和放置在称重天平上部的可燃物

托盘。

[0020] 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21] 1、本发明利用传感器信息融合的方法进行实验室环境中对可燃物含水率的快速

预测，实现多传感信息的互补集成，改善不确定环境中的决策过程，提高了地表可燃物含水

率的预测精度；

[0022] 2、本发明提出了实验室模拟自然环境测定可燃物含水率的方法，在此基础上本发

明采用了多气象因子人工控制自由组合，进而观测对可燃物含水率的影响，突破了以往仅

能在野外采样分析，而不能连续、可控监测的问题。同时又兼具了其准确性，克服了现有森

林火险预报中所使用的含水率预测法误差大的缺点，实现了自动连续实时的可燃物含水率

观测，节约了大量人力成本；

[0023] 3、本发明可直接用于监测森林火险预报中的可燃物含水率动态变化，有效提高了

森林火险预报的准确度，可用于森林火险预报和科学研究；

[0024] 4、本发明一种实验室模拟自然环境的可燃物含水率动态变化监测实验装置的二

次折射板内侧面采用弯曲成复合抛物面形状的二次折射板，在二次折射板的作用下，多光

谱灯发出的热量能够更好的反射热源，进而使得热源直接作用于可燃物样本上，利用这种

方式反射的热量均匀度高，反射率高，且加工工艺简单，便于使用；

[0025] 5、本发明可快捷、准确的测量可燃物的含水率，电路设计简单，测量结果准确稳

定，安装使用方便，连续工作可靠性高，避免了林区工作人员频繁深入到林区中进行样本采

集等一系列工作，应用于森林地区各种可燃物的含水率测量，为森林火险等级分类提供可

靠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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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6] 图1是一种实验室模拟自然环境的可燃物含水率动态变化监测实验装置的结构剖

视图；

[0027] 图2是二次射折热板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3是一种实验室模拟自然环境的可燃物含水率动态变化监测实验装置的主视

图；

[0029] 图中，1-箱体，2-内胆，3-雾化喷头，4-电机，5-扇叶，6-光照控制装置，7-可燃物称

重平台，8-开口，9-箱门，10-安装孔，11-多光谱灯，12-二次折射板，131-固定安装架，13-称

重天平，14-可燃物托盘。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具体实施方式一：结合图1至图3说明本实施方式，本实施方式的一种实验室模拟

自然环境的可燃物含水率动态变化监测实验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1] 步骤一、在不破坏可燃物结构的前提下，将可燃物送入可燃物含水率动态变化监

测实验装置中，进行烘干处理，并取得烘干后可燃物的干质量；

[0032] 步骤二、通过控制可燃物含水率动态变化监测实验装置内的多种气象因子，并作

用于烘干后的可燃物上，随后连续称取可燃物重量，获得含水可燃物的湿质量序列；

[0033] 步骤三、利用可燃物含水率通用公式，计算出动态变化的可燃物含水率。

[0034] 具体实施方式二：结合图1至图2说明本实施方式，本实施方式的一种实验室模拟

自然环境的可燃物含水率动态变化监测实验方法，步骤将可燃物在可燃物含水率动态变化

监测实验装置中加热到105℃持续24小时烘干处理，确保可燃物达到绝干程度。

[0035] 具体实施方式三：结合图1至图3说明本实施方式，本实施方式的一种实验室模拟

自然环境的可燃物含水率动态变化监测实验方法，步骤二中，控制可燃物含水率动态变化

监测实验装置内的气象因子主要包括温度、湿度、风速、光照和降雨。

[0036] 具体实施方式四：结合图1至图3说明本实施方式，本实施方式的一种实验室模拟

自然环境的可燃物含水率动态变化监测实验方法，步骤三中，可燃物含水率通用公式为：

[0037]

[0038] 式中，M为待称可燃物实时含水率(％)；Wh为可燃物湿质量(g)；Wd为可燃物干质量

(g)；

[0039] 具体实施方式五：结合图1至图3说明本实施方式，本实施方式的一种实验室模拟

自然环境的可燃物含水率动态变化监测实验装置，包括箱体1、内胆2、雾化喷头3、电机4、扇

叶5、光照控制装置6、可燃物称重平台7、半导体制冷片15、加湿器16和除湿器17，所述的箱

体1为方形箱体，箱体1的左侧具有开口8，开口8处密封安装有箱门9，所述的内胆2布置在箱

体1的内侧，内胆2的后侧壁上安装有电机4，电机4的输出轴设置在内胆2的内侧，所述的扇

叶5安装在电机4的输出轴上，所述的内胆2的下端加工有安装孔10，可燃物称重平台7的底

部固定安装在箱体1的底部，可燃物称重平台7的上端穿过安装孔10设置在内胆2的内侧，所

述的内胆2的顶端安装设置有雾化喷头3和光照控制装置6，所述的内胆2的左侧壁上安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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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导体制冷片15和加湿器16，内胆2的右侧壁上安装有除湿器17。如此设置，影响可燃物含

水率的气象因子主要有温度、湿度、风速、光照和降雨，本发明利用安装在箱体1内部的雾化

喷头3来实现降雨控制，利用光照控制装置6实现光照因子控制，利用电机带动扇叶实现风

速控制，利用加湿器16和除湿器17实现湿度因子控制，利用半导体制冷片15实现温度控制，

其中半导体制冷片的工作运转是用直流电流，它既可制冷又可加热，通过改变直流电流的

极性来决定在同一制冷片上实现制冷或加热，这个效果的产生就是通过热电的原理，本发

明通过上述几种气象因子参数控制，进而实现不同气象因子条件下可燃物含水率动态变化

监测。

[0040] 具体实施方式六：结合图1至图3说明本实施方式，本实施方式的一种实验室模拟

自然环境的可燃物含水率动态变化监测实验装置，所述的光照控制装置6包括多光谱灯11、

二次折射板12和固定安装架131，所述的固定安装架131采用倾斜方式，通过螺钉固定安装

在内胆2的右上角，固定安装架131的底部固定安装有二次折射板12，二次折射板12的中心

位置设置安装有多光谱灯11。

[0041] 具体实施方式七：结合图1至图3说明本实施方式，本实施方式的一种实验室模拟

自然环境的可燃物含水率动态变化监测实验装置，所述的二次折射板12是内侧面为弯曲成

复合抛物面形状的二次折射板。如此设置，二次折射板内侧面采用弯曲成复合抛物面形状

的二次折射板，在二次折射板的作用下，多光谱灯发出的热量能够可控的反射光源，进而使

得可控光源直接作用于可燃物样本上。

[0042] 具体实施方式八：结合图1至图3说明本实施方式，本实施方式的一种实验室模拟

自然环境的可燃物含水率动态变化监测实验装置，所述的可燃物称重平台7包括称重天平

13和放置在称重天平上部的可燃物托盘14。如此设置，称重天平13设置在可燃物含水率动

态变化监测实验装置的内胆2内部，用于实时测量可燃物干质量和可燃物湿质量，其中可燃

物湿质量即为人工控制降雨、风速、温度和光照作用于干可燃物后的可燃物总体重量，获湿

质量。

[0043] 为了充分体现利用本方法获得的可燃物含水率实现可行性，本发明分别采用森林

中四种不同的可燃物进行试验，其中这四中可燃物分别是白桦枯枝落叶、樟子松枯枝落叶、

杨桦混合枯枝落叶和云杉枯枝落叶，

[0044] 其中气象因子参数定义及取值范围如下表：

[0045]

  风速 光照 降雨 湿度 温度

单位 m/s kw/s2 mm/h ％RH ℃

范围 0-7 0-0.85 0-2.5 0.3-0.5 0-10

[0046] 实验一、测量白桦枯枝落叶含水率动态变化监测，并记录如下表，表中的数据获取

方式为：根据每小时进行试验记录，并获得根据风速、空气温度、空气湿度气象因子，其中控

制固定的光照强度数据为0.4kw/s2，并获得实测可燃物含水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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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7]

[0048]

[0049] 实验二、测量樟子松枯枝落叶含水率动态变化监测，并记录如下表，表中的数据获

取方式为：根据每小时进行试验记录，并获得根据风速、空气温度、空气湿度气象因子，其中

控制固定的光照强度数据为0.4kw/s2，并获得实测可燃物含水率值：

[0050]

[0051] 实验三、测量杨桦混合枯枝落叶含水率动态变化监测，并记录如下表，表中的数据

获取方式为：根据每小时进行试验记录，并获得根据光照、降雨量、风速、空气温度、空气湿

度气象因子，其中控制固定的光照强度数据为0.4kw/s2，并获得实测可燃物含水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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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2]

[0053] 实验四、测量云杉枯枝落叶含水率动态变化监测，并记录如下表，表中的数据获取

方式为：根据每小时进行试验记录，并获得根据风速、空气温度、空气湿度气象因子，其中控

制固定的光照强度数据为0.4kw/s2，并获得实测可燃物含水率值：

[0054]

[0055] 根据上述实验获得的试验数据，以温度、湿度、风速、光照和降雨为影响可燃物含

水率的气象因子输入，并根据气象因子的实时变化数据进行测量可燃物含水率变化值，进

而计算不同参数作用于可燃物后的可燃物含水率动态变化值，这种预测计算的含水率值更

加精准，确保了可燃物含水率动态变化监测的精度。

[0056] 本实施方式只是对本专利的示例性说明，并不限定它的保护范围，本领域技术人

员还可以对其局部进行改变，只要没有超出本专利的精神实质，都在本专利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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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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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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