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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基于北斗导航的植保无人

机数据综合采集系统，包括图像采集装置、图像

处理装置、检测装置、计算机控制中心、定位装置

及农作物监管控制中心，所述计算机控制中心与

所述图像采集装置、所述图像处理装置、所述检

测装置、所述定位装置、所述农作物监管控制中

心分别连接，用于控制所述定位装置的定位，计

算机控制中心还包括数据存储模块，用于将采集

到历史数据存储查询。本发明能够实时全面监测

农作物的生长情况及农作物的生长环境的参数

数据值，以及通过该参数数据值进行智能化管理

农作物，由于其智能化的管理系统，使得农作物

种植人员能够节省大量的劳动工作量与工作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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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北斗导航的植保无人机数据综合采集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图像采集装

置，用于采集农作物的图像信息，便于观察农作物的生长状况；

图像处理装置，用于对采集到的所述农作物的图像信息进行分析处理，得出农作物自

身的第一参数数据值；

检测装置，用于检测农作物生长环境的第二参数数据值；

计算机控制中心，用于设置不同农作物自身及生长环境的所需参数范围值，及用于接

收所述第一参数数据值和所述第二参数数据值，并且将所述参数范围值与所述第一参数数

据值和所述第二参数数据值进行分析比较得出结论数据；

定位装置，用于将植保无人机定位到目标喷洒区域以及对目标灌溉区域进行定位监

控；所述定位装置包括北斗卫星导航设备及无线电收发装置，所述北斗卫星导航设备用于

接收北斗导航卫星发送的所述植保无人机的实时北斗导航位置；无线电收发装置，与所述

计算机控制中心连接以接收所述目标喷洒区域或所述目标灌溉区域，并向所述计算机控制

中心返回状态信息，所述目标喷洒区域或所述目标灌溉区域包括目标北斗导航位置和目标

高度，所述状态信息包括所述植保无人机的实时北斗导航位置、植保无人机实时高度、剩余

农药剂量或土壤养分含量；

农作物监管控制中心，用于接收所述计算机控制中心的所述结论数据及根据所述结论

数据发出对应的农作物监管控制指令；

所述计算机控制中心还包括数据存储模块，用于将采集到历史数据存储查询；

所述计算机控制中心与所述图像采集装置、所述图像处理装置、所述检测装置、所述定

位装置、所述农作物监管控制中心分别连接，用于控制所述定位装置的定位。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北斗导航的植保无人机数据综合采集系统，其特征

在于：所述第一参数数据值为农作物自身叶面病害虫种类、叶面完整度、叶面颜色、根茎颜

色或根茎粗细，所述第二参数数据值为农作物生长环境中的空气环境温度值、空气环境湿

度值或土壤养分成分数据值。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北斗导航的植保无人机数据综合采集系统，其特征

在于：所述检测装置包括土壤养分检测仪、温度传感器或湿度传感器，所述土壤养分检测仪

用于检测农作物生长环境的土壤中养分数据值，所述养分数据值包括氮、磷、钾、有机质或

水分的含量数据值，所述温度传感器用于检测农作物生长环境的温度数据值，所述湿度传

感器用于检测农作物生长环境的湿度数据值。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北斗导航的植保无人机数据综合采集系统，其特征

在于：所述图像处理装置包括图像存储单元、中值滤波单元、图像划分单元、图像二值化单

元和分析处理单元，所述图像存储单元用于存储所述农作物的图像信息以及与所述第一参

数数据值有关的农作物图像信息，所述中值滤波单元与所述图像采集装置连接，用于对所

述农作物的图像信息基于中值滤波算法以输出滤波图像，所述图像划分单元与所述中值滤

波单元连接，用于接收所述滤波图像并且计算所述滤波图像中每一个像素的绿色分量值在

亮度值中所占的比例数值，当所述比例数值大于预置比例阈值时，所述比例数值对应的像

素为绿色像素，当所述比例数值小于所述预置比例阈值时，所述比例数值对应的像素为非

绿色像素，所述图像二值化单元用于接收所述图像划分单元输出的所述绿色像素和所述非

绿色像素，基于图像二值化以输出二值化农作物子图像，所述分析处理单元与所述图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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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化单元及所述图像存储单元连接，用于得出分析处理后的所述第一参数数据值。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北斗导航的植保无人机数据综合采集系统，其特征

在于：所述图像采集装置、所述图像处理装置、所述检测装置、所述定位装置、所述计算机控

制中心与所述农作物监管控制中心均设置有无线通信模块。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北斗导航的植保无人机数据综合采集系统，其特征

在于：所述农作物监管控制指令包括农药喷洒指令、农作物灌溉指令或农作物施肥指令。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基于北斗导航的植保无人机数据综合采集系统，其特征

在于：所述农药喷洒指令包括农药喷洒位置、农药比例或喷洒速度。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基于北斗导航的植保无人机数据综合采集系统，其特征

在于：所述农作物灌溉指令包括灌溉的位置、灌溉的水量或水流速度。

9.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基于北斗导航的植保无人机数据综合采集系统，其特征

在于：所述农药喷洒指令由所述无人机完成；所述农作物灌溉指令由自动灌溉系统完成，所

述农作物施肥指令由控制终端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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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北斗导航的植保无人机数据综合采集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植保无人机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基于北斗导航的植保无人机数据

综合采集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对于农作物生长方面的数据采集管理主要靠人工进行管理，

比如土壤灌溉、农药喷洒、土壤施肥等方面。尤其是针对大面积种植的农作物，人工管理的

管理过程比较费时费力。另外，对于不同时节农作物的生长情况及生长环境均需要人为实

时监测管理，这会给种植人员带来巨大的劳动工作量。因此本领域迫切需要一种能够实时

对农作物的生长信息、智能化管理农作物又省时省力的农作物数据综合采集系统。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了一种基于北斗导航的植保无人

机数据综合采集系统。

[0004] 本发明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0005] 一种基于北斗导航的植保无人机数据综合采集系统，包括图像采集装置，用于采

集农作物的图像信息，便于观察农作物的生长状况；

[0006] 图像处理装置，用于对采集到的所述农作物的图像信息进行分析处理，得出农作

物自身的第一参数数据值；

[0007] 检测装置，用于检测农作物生长环境的第二参数数据值；

[0008] 计算机控制中心，用于设置不同农作物自身及生长环境的所需参数范围值，及用

于接收所述第一参数数据值和所述第二参数数据值，并且将所述参数范围值与所述第一参

数数据值和所述第二参数数据值进行分析比较得出结论数据；

[0009] 定位装置，用于将植保无人机定位到目标喷洒区域以及对目标灌溉区域进行定位

监控；所述定位装置包括北斗卫星导航设备及无线电收发装置，所述北斗卫星导航设备用

于接收北斗导航卫星发送的所述植保无人机的实时北斗导航位置；无线电收发装置，与所

述计算机控制中心连接以接收所述目标喷洒区域或所述目标灌溉区域，并向所述计算机控

制中心返回状态信息，所述目标喷洒区域或所述目标灌溉区域包括目标北斗导航位置和目

标高度，所述状态信息包括所述植保无人机的实时北斗导航位置、植保无人机实时高度、剩

余农药剂量或土壤养分含量；

[0010] 农作物监管控制中心，用于接收所述计算机控制中心的所述结论数据及根据所述

结论数据发出对应的农作物监管控制指令；

[0011] 所述计算机控制中心还包括由数据存储模块，用于将采集到历史数据存储查询；

[0012] 所述计算机控制中心与所述图像采集装置、所述图像处理装置、所述检测装置、所

述定位装置、所述农作物监管控制中心分别连接，用于控制所述定位装置的定位。

[0013] 进一步的，所述第一参数数据值为农作物自身叶面病害虫种类、叶面完整度、叶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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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根茎颜色或根茎粗细，所述第二参数数据值为农作物生长环境中的空气环境温度值、

空气环境湿度值或土壤养分成分数据值。

[0014] 进一步的，所述检测装置包括土壤养分检测仪、温度传感器或湿度传感器，所述土

壤养分检测仪用于检测农作物生长环境的土壤中养分数据值，所述养分数据值包括氮、磷、

钾、有机质或水分的含量数据值，所述温度传感器用于检测农作物生长环境的温度数据值，

所述湿度传感器用于检测农作物生长环境的湿度数据值。

[0015] 进一步的，所述图像处理装置包括图像存储单元、中值滤波单元、图像划分单元、

图像二值化单元和分析处理单元，所述图像存储单元用于存储所述农作物的图像信息以及

与所述第一参数数据值有关的农作物图像信息，所述中值滤波单元与所述图像采集装置连

接，用于对所述农作物的图像信息基于中值滤波算法以输出滤波图像，所述图像划分单元

与所述中值滤波单元连接，用于接收所述滤波图像并且计算所述滤波图像中每一个像素的

绿色分量值在亮度值中所占的比例数值，当所述比例数值大于预置比例阈值时，所述比例

数值对应的像素为绿色像素，当所述比例数值小于所述预置比例阈值时，所述比例数值对

应的像素为非绿色像素，所述图像二值化单元用于接收所述图像划分单元输出的所述绿色

像素和所述非绿色像素，基于图像二值化以输出二值化农作物子图像，所述分析处理单元

与所述图像二值化单元及所述图像存储单元连接，用于得出分析处理后的所述第一参数数

据值。

[0016] 进一步的，所述图像采集装置、所述图像处理装置、所述检测装置、所述定位装置、

所述计算机控制中心与所述农作物监管控制中心均设置有无线通信模块。

[0017] 进一步的，所述农作物监管控制指令包括农药喷洒指令、农作物灌溉指令或农作

物施肥指令。

[0018] 进一步的，所述农药喷洒指令包括农药喷洒位置、农药比例或喷洒速度。

[0019] 进一步的，所述农作物灌溉指令包括灌溉的位置、灌溉的水量或水流速度。

[0020] 进一步的，所述农药喷洒指令由所述无人机完成；所述农作物灌溉指令由自动灌

溉系统完成，所述农作物施肥指令由控制终端完成。

[0021] 与现有的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能够实时全面监测农作物的生

长情况及农作物的生长环境的参数数据值，以及通过该参数数据值进行智能化管理农作

物，由于其智能化的管理系统，使得农作物种植人员能够节省大量的劳动工作量与工作时

间。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本发明的框架结构示意图；

[0023] 图2为本发明的图像处理装置的框架结构示意图；

[0024] 图中：1、图像采集装置，2、图像处理装置，3、检测装置，4、计算机控制中心，5、定位

装置，6、农作物监管控制中心，21、图像存储单元，22、中值滤波单元，23、图像划分单元，24、

图像二值化单元，25、分析处理单元。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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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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6] 请参阅图1和图2所示的一种基于北斗导航的植保无人机数据综合采集系统，包括

图像采集装置1、图像处理装置2、检测装置3、计算机控制中心4、定位装置5以及农作物监管

控制中心6，计算机控制中心4与图像采集装置1、图像处理装置2、检测装置3、定位装置5、农

作物监管控制中心6分别连接，用于控制定位装置5的定位。

[0027] 图像采集装置1，用于采集农作物的图像信息，便于观察农作物的生长状况。图像

处理装置2，用于对采集到的农作物的图像信息进行分析处理，得出农作物自身生长相关的

第一参数数据值。检测装置3，用于检测农作物生长环境相关的第二参数数据值。计算机控

制中心4，用于设置不同农作物自身及生长环境的所需参数范围值，及用于接收第一参数数

据值和第二参数数据值，并且将不同农作物自身及生长环境的所需参数范围值与第一参数

数据值和第二参数数据值进行分析比较得出结论数据，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不同农作物可

以为小麦、玉米、西红柿、水稻等，在计算机内部可以设置有每种农作物的相关生长参数数

据信息。定位装置5，用于将无人机定位到目标喷洒区域以及对目标灌溉区域进行定位监

控；该定位装置5包括北斗卫星导航设备及无线电收发装置，其中，北斗卫星导航设备用于

接收北斗导航卫星发送的无人机的实时北斗导航位置；无线电收发装置，与计算机控制中

心4连接以接收目标喷洒区域或目标灌溉区域，并向计算机控制中心4返回状态信息，目标

喷洒区域或目标灌溉区域包括目标北斗导航位置和目标高度，状态信息包括无人机的实时

北斗导航位置、无人机实时高度、剩余农药剂量或土壤养分含量。农作物监管控制中心6，用

于接收计算机控制中心4的结论数据及根据结论数据发出对应的农作物监管控制指令。所

述计算机控制中心4还包括由数据存储模块，用于将采集到历史数据存储查询。

[0028] 图像处理装置2包括图像存储单元21、中值滤波单元22、图像划分单元23、图像二

值化单元24和分析处理单元25，图像存储单元21用于存储农作物的图像信息以及与第一参

数数据值有关的农作物图像信息，中值滤波单元22与图像采集装置1连接，用于对农作物的

图像信息基于中值滤波算法以输出滤波图像，图像划分单元23与中值滤波单元22连接，用

于接收滤波图像并且计算滤波图像中每一个像素的绿色分量值在亮度值中所占的比例数

值，当比例数值大于预置比例阈值时，比例数值对应的像素为绿色像素，当比例数值小于预

置比例阈值时，比例数值对应的像素为非绿色像素，图像二值化单元24用于接收图像划分

单元23输出的绿色像素和非绿色像素，基于图像二值化以输出二值化农作物子图像，分析

处理单元25与图像二值化单元24及图像存储单元21连接，用于得出分析处理后的第一参数

数据值。

[0029] 本实施例中，本发明的基于北斗的农作物生长监管系统中的图像处理装置2能够

对图像采集装置1采集的图像信息进行分析处理得出农作物自身生长相关的第一参数数据

值。需要说明的是，该第一参数数据值可以为农作物自身叶面病害虫种类、叶面完整度、叶

面颜色、根茎颜色或根茎粗细。通过这些参数数据值的测量，可以直接了解农作物的生长状

况，并且测量过程简便快速，检测方法智能化，这样可以为种植大面积农作物的种植人员减

少大量的劳动工作量，也可以使农作物得到实时检测，避免因为人为原因可能对农作物管

理不周，以至于不能及时了解农作物生长信息的情况。

[0030] 本实施例中，本发明的基于北斗的农作物生长监管系统中的检测装置3能够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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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设备直接检测出农作物生长环境的相关第二参数数据值。该第二参数数据值可以为农

作物生长环境中的空气环境温度值、空气环境湿度值或土壤养分成分数据值。其中检测装

置3即监测设备可以包括以下设备，例如：土壤养分检测仪、温度传感器或湿度传感器等检

测设备。其中，土壤养分检测仪用于检测农作物生长环境的土壤中养分数据值，该养分数据

值包括氮、磷、钾、有机质或水分的含量数据值，温度传感器用于检测农作物生长环境的温

度数据值，湿度传感器用于检测农作物生长环境的湿度数据值。通过这些参数数据值的测

量，可以直接了解农作物的生长环境的相关状况，使得农作物种植人员可以实时了解农作

物的生长情况。由于第二参数数据值均由检测装置3智能检测完成，这样既可以减少人为原

因造成的误差，又可以方便快捷地为农作物种植人员提供生长参数数据值。

[0031] 此外，为了更好地传输数据，本发明基于北斗的农作物生长监管系统中的图像采

集装置1、图像处理装置2、检测装置3、计算机控制中心4、定位装置5与农作物监管控制中心

6上均设置有无线通信模块。这样设置可以使数据以无线形式快捷地传输给接收装置，方便

快捷、实用简单。优选的，该无线通信模块可以为Zigbee无线通信模块，由于Zigbee网络省

电、可靠、成本低、容量大又比较安全，并且目前Zigbee技术目标是应用在工业控制、家庭自

动化、遥测遥控、汽车自动化、农业自动化和医疗护理等方面，例如灯光自动化控制，传感器

的无线数据采集和监控，油田，电力，矿山和物流管理等应用领域，另外它还可以对局部区

域内移动目标，例如城市中的车辆进行定位。

[0032] 本发明基于北斗的农作物生长监管系统中的农作物监管控制中心6可以接收计算

机控制中心4的结论性数据，并且根据该结论性数据进行分析处理，最终发出农作物监管控

制指令。其中，该农作物监管控制指令主要包括农药喷洒指令、农作物灌溉指令或农作物施

肥指令。需要说明的是，农药喷洒指令主要包括无人机喷洒农药的目标喷洒位置、喷洒的农

药的配比比例或无人机喷洒农药的喷洒速度等信息，其中，对于喷洒的农药的配比比例可

以优选选用有经验的农作物种植人员根据农作物的生长情况建议的农药配比比例。农药配

比完成后，其农药喷洒指令由无人机完成，无人机的飞行路线可由北斗卫星进行导航定位，

从而使无人机可智能化完成农药喷洒过程，这样既可以减轻农作物种植人员的劳动工作

量，还可以节省时间。另外，农作物灌溉指令主要包括灌溉的目标位置、灌溉的水量或水流

速度等信息，其中，灌溉的目标位置主要由北斗卫星进行定位，灌溉的水量或者水流速度由

自动灌溉系统智能控制。在农作物灌溉指令发出后，该指令会传输给自动灌溉系统，从而完

成自动灌溉农作物。

[0033] 此外，还可以根据检测装置3的检测结果以及计算机控制中心4的结论数据，由农

作物监管控制中心6向控制终端发出土壤环境养分数据值及相关施肥措施指令，可以为追

肥、种肥或者冲施肥。为了便于管理农作物，使农作物能够智能化方便管理，可以选择冲施

肥。为了便于操作及管理，可以由控制终端智能操作施肥的过程，例如在农作物灌溉的同时

可以选用农作物需要养分的对应冲施肥。由于冲施肥具有使用简便，肥效迅速等特点，这样

在灌溉的同时还给予了农作物的土壤养分，可以保证农作物的正常生长。另外，选择施肥方

式必须在掌握农作物生育特点和营养特性，以及当地土壤、气候和栽培技术等的基础上，因

地而异，合理搭配，使农作物得到最好的管理。

[0034]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

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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