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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的基于智能网络的森林生态环

境监测系统，利用图像采集装置、图像处理模块、

二氧化碳浓度监测装置、温度监测装置、信号处

理模块、湿度监测装置、信号处理电路、光照监测

装置、显示装置、中央处理装置、PM2.5监测装置、

负氧离子监测装置、比较模块、报警装置、无线传

输装置以及监测平台对森林生态环境进行监测，

使用图像采集装置对森林全景图像进行测试，使

用温度监测装置对温度监测装置采集的温度信

号进行分析，再使用湿度监测装置对森林湿度信

息进行测试，还使用二氧化碳浓度监测装置和光

照监测装置以获取森林的二氧化碳浓度信息和

光照信息，使用PM2.5监测装置和负氧离子监测

装置以获取森林的PM2.5信息和负氧离子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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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智能网络的森林生态环境监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基于智能网络的森

林生态环境监测系统包括图像采集装置、图像处理模块、二氧化碳浓度监测装置、温度监测

装置、信号处理模块、湿度监测装置、信号处理电路、光照监测装置、显示装置、中央处理装

置、PM2.5监测装置、负氧离子监测装置、比较模块、报警装置、无线传输装置以及监测平台；

其中，所述图像采集装置的输出端与所述图像处理模块的输入端连接，所述温度监测

装置的输出端与所述信号处理模块的输入端连接，所述湿度监测装置的输出端与所述信号

处理电路的输入端连接，所述图像处理模块的输出端、所述二氧化碳浓度监测装置的输出

端、所述温度监测装置的输出端、所述信号处理模块的输出端、所述信号处理电路的输出

端、所述PM2.5监测装置的输出端、所述负氧离子监测装置的输出端以及所述光照监测装置

的输出端分别与所述中央处理装置的输入端连接，所述中央处理装置的输出端与所述显示

装置的输入端连接，所述中央处理装置的输出端与所述比较模块的输入端连接，所述比较

模块的输出端与所述报警装置的输入端连接，所述中央处理装置通过所述无线传输装置与

所述监测平台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智能网络的森林生态环境监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图

像采集装置为设置有图像采集传感器的无人机，所述图像采集装置用于采集森林的全景图

像信号，所述图像采集装置将采集到的森林的全景图像信号传输至所述图像处理模块进行

图像处理，所述图像处理模块将经过处理后的图像信号传输至所述中央处理装置；所述二

氧化碳浓度监测装置包括若干个二氧化碳浓度传感器，每个所述二氧化碳浓度传感器设置

于森林内，所述二氧化碳浓度监测装置用于采集森林内的二氧化碳浓度信号，所述二氧化

碳浓度监测装置将采集到的二氧化碳浓度信号传输至所述中央处理装置；所述PM2.5监测

装置包括若干个PM2.5传感器，每个所述PM2.5传感器设置于森林内，所述PM2.5监测装置用

于采集森林内的PM2.5信号，所述PM2.5监测装置将采集到的PM2.5信号传输至所述中央处

理装置；所述负氧离子监测装置包括若干个负氧离子传感器，每个所述负氧离子传感器设

置于森林内，所述负氧离子监测装置用于采集森林内的负氧离子信号，所述负氧离子监测

装置将采集到的负氧离子信号传输至所述中央处理装置；所述温度监测装置包括n个温度

传感器，每个所述温度传感器设置于森林内，所述温度监测装置用于采集森林内的温度信

号，所述温度监测装置将采集到的温度信号传输至所述信号处理模块进行分析处理，所述

信号处理模块将分析处理后的温度数据传输至所述中央处理装置，所述温度监测装置还将

采集到的温度信号传输至所述中央处理装置；所述湿度监测装置包括若干个湿度传感器，

每个所述湿度传感器设置于森林内，所述湿度监测装置用于采集森林内的湿度信号，所述

湿度监测装置将采集到的湿度信号传输至所述信号处理电路，所述信号处理电路对接收到

的湿度信号进行信号处理，所述信号处理电路将处理后的湿度信号传输至所述中央处理装

置；所述光照监测装置包括若干个光照传感器，每个所述光照传感器设置于森林内，所述光

照监测装置用于采集森林内的光照信号，所述光照监测装置将采集到的光照信号传输至所

述中央处理装置；所述中央处理装置将接收到的温度数据传输至所述比较模块进行比较分

析，所述中央处理装置将接收到的图像信号、二氧化碳浓度信号、温度信号、湿度信号、

PM2.5信号、负氧离子信号以及光照信号传输至所述显示装置进行显示，所述中央处理装置

将接收到的图像信号、二氧化碳浓度信号、温度信号、湿度信号、PM2.5信号、负氧离子信号

以及光照信号通过所述无线传输装置传输至所述监测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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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基于智能网络的森林生态环境监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

述温度监测装置将采集到的温度信号传输至所述信号处理模块进行分析处理，所述信号处

理模块将接收到的温度信号转换为离散信号后进行数据分析，计算所述n个同型号的温度

传感器采集的温度信号的总能量E，其中，计算所述总能量E的方法如下：

步骤1：所述信号处理模块将所述n个同型号的温度传感器在同一采样频率下，在采样

时间t内各采集h个温度信号，h为大于1的整数，其中，第i个温度传感器的第j个数据为Sij，i

为大于等于1且小于等于n的整数，j为大于等于1且小于等于j的整数，计算第i个温度传感

器的第j个数据的有效率Kij为：

；

其中， ， ；

步骤2：计算第i个温度传感器的第j个数据的权值aij，其中，

；

步骤3：计算所述总能量E，其中，

；所述温度数据为所述总能量E。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智能网络的森林生态环境监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图

像采集装置为设置有图像采集传感器的无人机，所述图像采集装置用于采集森林的全景图

像信号，所述图像采集装置将采集到的森林的全景图像信号传输至所述图像处理模块进行

图像处理，所述图像处理模块包括图像滤波单元和图像增强单元，所述图像采集装置的输

出端与所述图像滤波单元的输入端连接，所述图像滤波单元的输出端与所述图像增强单元

连接，所述图像增强单元的输出端与所述中央处理装置的输入端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智能网络的森林生态环境监测系统，其特征在于，将所述图像

采集装置传输至所述图像处理模块的图像定义为二维函数f(x,y)  ，其中x、y是空间坐标，

所述图像滤波单元对图像f(x,y)进行图像滤波处理，经过图像滤波处理后的图像二维函数

为g(x,y)，其中，为滤波参数，滤波效果通过 进行调节，则有，

；

。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智能网络的森林生态环境监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图像增

强单元对图像g(x,y)进行图像增强处理，经过图像增强处理后的图像二维函数为k(x,y)，

则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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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根据权利要求1-3中任一权利要求所述的基于智能网络的森林生态环境监测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中央处理装置将接收到的温度数据传输至所述比较模块，所述比较模块

内存储有温度总能量阈值，所述比较模块将接收到的温度数据与温度总能量阈值进行比

较，若温度数据大于或等于温度总能量阈值，则所述比较模块向所述报警装置发送第一控

制信号，所述报警装置接收到第一控制信号后进行报警作业，若温度数据小于温度总能量

阈值，则所述比较模块向所述报警装置发送第二控制信号，所述报警装置接收到第一控制

信号后不进行报警作业。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智能网络的森林生态环境监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湿

度传感器用于采集所在监测点的湿度信号，将采集的湿度信号转换为电流信号I0，并将电

流信号I0传输至所述信号处理电路，V1为经过所述信号处理电路处理后的电压信号，所述

信号处理电路包括信号放大单元和信号滤波单元，所述湿度传感器的输出端与所述信号放

大单元的输入端连接，所述信号放大单元的输出端与所述信号滤波单元的输入端连接，所

述信号滤波单元的输出端与所述中央处理装置的输入端连接。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基于智能网络的森林生态环境监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信

号放大单元包括集成运放A1-A2、电容C1-C7、二极管D1-D2、三极管VT2-VT3、场效应管VT1和

电阻R1-R12；

其中，所述湿度传感器的输出端与电阻R1的一端连接，电阻R1的另一端与场效应管VT1

的栅极连接，电容C1的一端接地，电容C1的一端与集成运放A1的同相输入端连接，电容C1的

另一端与集成运放A1的反相输入端连接，电容C1的另一端还与电阻R2的一端连接，电阻R2

的另一端与电阻R1的另一端连接，电容C2的一端接地，电容C2的另一端与集成运放A1的

COMP2端口连接，电容C7的一端接地，电容C7的另一端与电阻R4的一端连接，电阻R4的另一

端与集成运放A1的输出端连接，电阻R4的另一端与电阻R3的一端连接，电阻R3的另一端与

三极管VT2的发射极连接，电阻R5的一端与-15V电源连接，电阻R5的另一端与电容C3的一端

连接，电阻R5的另一端与电容C4的一端连接，电阻R5的另一端还与场效应管VT1的源极连

接，场效应管VT1的漏极与+15V电源连接，二极管D2的阴极与-15V电源连接，二极管D2的阳

极与电阻R8的一端连接，电阻R8的另一端与三极管VT3的基极连接，电阻R8的另一端与电容

C4的另一端连接，电阻R8的另一端还与电阻R7的一端连接，电阻R7的另一端与电容C3的另

一端连接，电阻R7的另一端与三极管VT2的基极连接，电阻R7的另一端还与电阻R6的一端连

接，电阻R6的另一端与二极管D1的阴极连接，二极管D1的阳极与+15V电源连接，电阻R10的

一端与-15V电源连接，电阻R10的另一端与电容C7的另一端连接，电阻R10的另一端还与三

极管VT3的发射极连接，三级管VT3的集电极与集成运放A2的输入端连接，三极管VT3的集电

极还与三极管VT2的集电极连接，三极管VT2的集电极与电容C6的一端连接，三极管VT2的发

射极与电容C5的一端连接，三极管VT2的发射极还与电阻R9的一端连接，电阻R9的另一端与

+15V电源连接，电阻R12的一端与-15V电源连接，电阻R12的另一端与集成运放A2的BIAS端

连接，电阻R11的一端与集成运放A2的输出端连接，电阻R11的另一端与电容C6的另一端连

接，电容C5的另一端接地，集成运放A2的输出端与所述信号滤波单元的输入端连接。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基于智能网络的森林生态环境监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信号滤波单元包括电阻R13-R24、电容C8-C13以及集成运放A3-A5；

其中，电阻R15、R19、R23均为滑动变阻器，所述信号放大单元的输出端与电阻R13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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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连接，电阻R13的另一端与电容C9的一端连接，滑动变阻器R15的一端接地，滑动变阻器

R15的另一端与电阻R14的一端连接，电阻R14的另一端与电阻R13的另一端连接，电阻R14的

另一端与电容C9的一端连接，电阻R14的另一端还与电容C8的一端连接，集成运放A3的同相

输入端接地，电容C9的另一端与集成运放A3的反相输入端连接，电阻R16的一端与集成运放

A3的反相输入端连接，电阻R16的另一端与电容C8的另一端连接，电阻R16的另一端还与集

成运放A3的输出端连接，集成运放A3的输出端与电阻R17的一端连接，电阻R17的另一端与

电容C11的一端连接，滑动变阻器R19的一端接地，滑动变阻器R19的另一端与电阻R18的一

端连接，电阻R18的另一端与电阻R17的另一端连接，电阻R18的另一端与电容C11的一端连

接，电阻R18的另一端还与电容C10的一端连接，集成运放A4的同相输入端接地，电容C11的

另一端与集成运放A4的反相输入端连接，电阻R20的一端与集成运放A4的反相输入端连接，

电阻R20的另一端与电容C10的另一端连接，电阻R20的另一端还与集成运放A4的输出端连

接，集成运放A4的输出端与电阻R21的一端连接，电阻R21的另一端与电容C13的一端连接，

滑动变阻器R23的一端接地，滑动变阻器R23的另一端与电阻R22的一端连接，电阻R22的另

一端与电阻R21的另一端连接，电阻R22的另一端与电容C13的一端连接，电阻R22的另一端

还与电容C12的一端连接，集成运放A5的同相输入端接地，电容C13的另一端与集成运放A5

的反相输入端连接，电阻R24的一端与集成运放A5的反相输入端连接，电阻R24的另一端与

电容C12的另一端连接，电阻R24的另一端还与集成运放A5的输出端连接，集成运放A5的输

出端与所述中央处理装置的输入端连接，所述信号滤波单元将电压信号V1传输至所述中央

处理装置的ADC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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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智能网络的森林生态环境监测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智能生态环境测试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基于智能网络的森林生态环境

监测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森林是指一个以木本植物为主体，包括乔木、灌木、草本植物以及动物、微生物等

其他生物，占有相当大的空间，并显著影响周围环境的生物群落复合体。森林的整个生命过

程均依赖它的生存环境，清新的空气、洁净的水源、肥沃的土壤，以及适度的阳光和热量等，

即空气、水、土壤、阳光等给森林良好的发育奠定了基础。

[0003] 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具有调节气候、涵养水源、防风固沙、保持水土、改良

土壤、养护物种、净化空气、美化环境、固碳释氧、维护生态平衡等重要生态功能，被称为“地

球之肺”。森林是最大的“储碳库”和最有效的“吸碳器”，可以通过光合作用将大气中的二氧

化碳以生物量的形式固定在植被和土壤中，这个过程被称为森林碳汇，它的变化直接影响

着大气层中主要温室气体的浓度，进而影响气候变化和陆地生态系统。据估计，每公顷森林

每年可吸收二氧化碳20-40吨，释放氧气15-20吨。森林碳汇作为一种间接减排，具有固碳投

资少、代价低、综合效益大、经济可行性高和可操作性强等特点。通过植树造林和森林保护

等措施吸收和固定二氧化碳，有工业减排不可比拟的优势，是促进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维

护国家生态安全的途径。

[0004] 据我国目前己建成的30多个森林生态监测站的粗略估计，通过持续不断的植树造

林和森林管理方案的实施，全国森林己累计净吸收二氧化碳接近50亿吨。每年森林净吸收

了约5亿吨二氧化碳，占同期全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8%以上。据中国林科院依据全国森林

资源清查结果和森林生态定位监测数据的评估，目前全国森林面积1.95亿公顷，人工林面

积继续保持世界首位，森林覆盖率达20.36%，森林植被总的碳储存量接近80亿吨，仅固碳释

氧、涵养水源、保育土壤、净化大气环境、积累营养物质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等6项生态服务功

能年价值就达10万亿元人民币。当前森林生态的监测手段还有待改进，规模还需扩大，但仅

这些粗粒度的监测数据就己经显示出森林在应对环境危机特别是在碳汇中的重要作用。

[0005] 森林环境监测工作不仅对森林环境自身的保护与发展有利，而且为保障工农业的

发展与人类的生存具有重要意义。对森林生态环境进行监测，阐明森林生态系统的结构与

功能以及森林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机制，可为森林的合理经营，并进行宏观调控，实现人类

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另一方面，将监测结果应用于森林生态环境效益

评价，对森林生态效益进行科学计量和评价，对于制定合理的环境政策和社会经济发展规

划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0006] 森林生态系统存在空间结构上的复杂性，时间序列上的多变性，生长发育过程的

周期和环境滞后性等特点，森林生态环境监测的方法很多，主要包括：（1）根据对森林生态

环境进行调查和研究的内容、场地、频率、周期等的不同，而分成的定位监测、半定位监测；

（2）依据监测对象和区域大小变化的宏观监测、微观监测、重点区域监测和典型区域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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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于全国资源与生态环境的监测。由于监测目的和监测方向不同，采用的定期监测、日

常监测和专项监测3种主要方式。

[0007] 现有技术中，对森林生态环境的监测精度普遍不高，且在测试过程中，未能对森林

内的温度和湿度进行重点监测和分析，森林的温度过高或湿度过低则容易造成森林火灾，

因此，对森林生态环境进行多方位、高精度的监测势在必行。

发明内容

[0008] 因此，为了克服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基于智能网络的森林生态环境监测系

统，利用图像采集装置、图像处理模块、二氧化碳浓度监测装置、温度监测装置、信号处理模

块、湿度监测装置、信号处理电路、光照监测装置、显示装置、中央处理装置、PM2.5监测装

置、负氧离子监测装置、比较模块、报警装置、无线传输装置以及监测平台对森林生态环境

进行监测，其中，使用图像采集装置和图像处理模块能够对森林全景图像进行高精度测试，

以获得高清的图像信息，使用温度监测装置和信号处理模块对温度监测装置采集的温度信

号进行分析，再使用湿度监测装置和信号处理电路以对森林湿度信息进行精准测试，最后，

还使用二氧化碳浓度监测装置和光照监测装置以获取森林的二氧化碳浓度信息和光照信

息，使用PM2.5监测装置和负氧离子监测装置以获取森林的PM2.5信息和负氧离子信息。

[0009] 本发明提供的基于智能网络的森林生态环境监测系统包括图像采集装置、图像处

理模块、二氧化碳浓度监测装置、温度监测装置、信号处理模块、湿度监测装置、信号处理电

路、光照监测装置、显示装置、中央处理装置、PM2.5监测装置、负氧离子监测装置、比较模

块、报警装置、无线传输装置以及监测平台。

[0010] 其中，图像采集装置的输出端与图像处理模块的输入端连接，温度监测装置的输

出端与信号处理模块的输入端连接，湿度监测装置的输出端与信号处理电路的输入端连

接，图像处理模块的输出端、二氧化碳浓度监测装置的输出端、温度监测装置的输出端、信

号处理模块的输出端、信号处理电路的输出端、PM2.5监测装置的输出端、负氧离子监测装

置的输出端以及光照监测装置的输出端分别与中央处理装置的输入端连接，中央处理装置

的输出端与显示装置的输入端连接，中央处理装置的输出端与比较模块的输入端连接，比

较模块的输出端与报警装置的输入端连接，中央处理装置通过无线传输装置与监测平台连

接。

[0011] 优选的是，图像采集装置为设置有图像采集传感器的无人机，图像采集装置用于

采集森林的全景图像信号，图像采集装置将采集到的森林的全景图像信号传输至图像处理

模块进行图像处理，图像处理模块将经过处理后的图像信号传输至中央处理装置；二氧化

碳浓度监测装置包括若干个二氧化碳浓度传感器，每个二氧化碳浓度传感器设置于森林

内，二氧化碳浓度监测装置用于采集森林内的二氧化碳浓度信号，二氧化碳浓度监测装置

将采集到的二氧化碳浓度信号传输至中央处理装置；PM2.5监测装置包括若干个PM2.5传感

器，每个PM2.5传感器设置于森林内，PM2.5监测装置用于采集森林内的PM2.5信号，PM2.5监

测装置将采集到的PM2.5信号传输至中央处理装置；负氧离子监测装置包括若干个负氧离

子传感器，每个负氧离子传感器设置于森林内，负氧离子监测装置用于采集森林内的负氧

离子信号，负氧离子监测装置将采集到的负氧离子信号传输至中央处理装置；温度监测装

置包括n个温度传感器，每个温度传感器设置于森林内，温度监测装置用于采集森林内的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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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信号，温度监测装置将采集到的温度信号传输至信号处理模块进行分析处理，信号处理

模块将分析处理后的温度数据传输至中央处理装置，温度监测装置还将采集到的温度信号

传输至中央处理装置；湿度监测装置包括若干个湿度传感器，每个湿度传感器设置于森林

内，湿度监测装置用于采集森林内的湿度信号，湿度监测装置将采集到的湿度信号传输至

信号处理电路，信号处理电路对接收到的湿度信号进行信号处理，信号处理电路将处理后

的湿度信号传输至中央处理装置；光照监测装置包括若干个光照传感器，每个光照传感器

设置于森林内，光照监测装置用于采集森林内的光照信号，光照监测装置将采集到的光照

信号传输至中央处理装置；中央处理装置将接收到的温度数据传输至比较模块进行比较分

析，中央处理装置将接收到的图像信号、二氧化碳浓度信号、温度信号、湿度信号、PM2.5信

号、负氧离子信号以及光照信号传输至显示装置进行显示，中央处理装置将接收到的图像

信号、二氧化碳浓度信号、温度信号、湿度信号、PM2.5信号、负氧离子信号以及光照信号通

过无线传输装置传输至监测平台。

[0012] 优选的是，温度监测装置将采集到的温度信号传输至信号处理模块进行分析处

理，信号处理模块将接收到的温度信号转换为离散信号后进行数据分析，计算n个同型号的

温度传感器采集的温度信号的总能量E，其中，计算总能量E的方法如下：

步骤1：信号处理模块将n个同型号的温度传感器在同一采样频率下，在采样时间t内各

采集h个温度信号，h为大于1的整数，其中，第i个温度传感器的第j个数据为Sij，i为大于等

于1且小于等于n的整数，j为大于等于1且小于等于j的整数，计算第i个温度传感器的第j个

数据的有效率Kij为：

；

其中， ， ；

步骤2：计算第i个温度传感器的第j个数据的权值aij，其中，

；

步骤3：计算总能量E，其中，

；温度数据为总能量E。

[0013] 优选的是，图像采集装置为设置有图像采集传感器的无人机，图像采集装置用于

采集森林的全景图像信号，图像采集装置将采集到的森林的全景图像信号传输至图像处理

模块进行图像处理，图像处理模块包括图像滤波单元和图像增强单元，图像采集装置的输

出端与图像滤波单元的输入端连接，图像滤波单元的输出端与图像增强单元连接，图像增

强单元的输出端与中央处理装置的输入端连接。

[0014] 优选的是，将图像采集装置传输至图像处理模块的图像定义为二维函数f(x,y)  ，

其中x、y是空间坐标，图像滤波单元对图像f(x,y)进行图像滤波处理，经过图像滤波处理后

的图像二维函数为g(x,y)，其中，为滤波参数，滤波效果通过 进行调节，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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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015] 优选的是，图像增强单元对图像g(x,y)进行图像增强处理，经过图像增强处理后

的图像二维函数为k(x,y)，则有，

。

[0016] 优选的是，中央处理装置将接收到的温度数据传输至比较模块，比较模块内存储

有温度总能量阈值，比较模块将接收到的温度数据与温度总能量阈值进行比较，若温度数

据大于或等于温度总能量阈值，则比较模块向报警装置发送第一控制信号，报警装置接收

到第一控制信号后进行报警作业，若温度数据小于温度总能量阈值，则比较模块向报警装

置发送第二控制信号，报警装置接收到第一控制信号后不进行报警作业。

[0017] 优选的是，湿度传感器用于采集所在监测点的湿度信号，将采集的湿度信号转换

为电流信号I0，并将电流信号I0传输至信号处理电路，V1为经过信号处理电路处理后的电

压信号，信号处理电路包括信号放大单元和信号滤波单元，湿度传感器的输出端与信号放

大单元的输入端连接，信号放大单元的输出端与信号滤波单元的输入端连接，信号滤波单

元的输出端与中央处理装置的输入端连接。

[0018] 优选的是，信号放大单元包括集成运放A1-A2、电容C1-C7、二极管D1-D2、三极管

VT2-VT3、场效应管VT1和电阻R1-R12。

[0019] 其中，湿度传感器的输出端与电阻R1的一端连接，电阻R1的另一端与场效应管VT1

的栅极连接，电容C1的一端接地，电容C1的一端与集成运放A1的同相输入端连接，电容C1的

另一端与集成运放A1的反相输入端连接，电容C1的另一端还与电阻R2的一端连接，电阻R2

的另一端与电阻R1的另一端连接，电容C2的一端接地，电容C2的另一端与集成运放A1的

COMP2端口连接，电容C7的一端接地，电容C7的另一端与电阻R4的一端连接，电阻R4的另一

端与集成运放A1的输出端连接，电阻R4的另一端与电阻R3的一端连接，电阻R3的另一端与

三极管VT2的发射极连接，电阻R5的一端与-15V电源连接，电阻R5的另一端与电容C3的一端

连接，电阻R5的另一端与电容C4的一端连接，电阻R5的另一端还与场效应管VT1的源极连

接，场效应管VT1的漏极与+15V电源连接，二极管D2的阴极与-15V电源连接，二极管D2的阳

极与电阻R8的一端连接，电阻R8的另一端与三极管VT3的基极连接，电阻R8的另一端与电容

C4的另一端连接，电阻R8的另一端还与电阻R7的一端连接，电阻R7的另一端与电容C3的另

一端连接，电阻R7的另一端与三极管VT2的基极连接，电阻R7的另一端还与电阻R6的一端连

接，电阻R6的另一端与二极管D1的阴极连接，二极管D1的阳极与+15V电源连接，电阻R10的

一端与-15V电源连接，电阻R10的另一端与电容C7的另一端连接，电阻R10的另一端还与三

极管VT3的发射极连接，三级管VT3的集电极与集成运放A2的输入端连接，三极管VT3的集电

极还与三极管VT2的集电极连接，三极管VT2的集电极与电容C6的一端连接，三极管VT2的发

射极与电容C5的一端连接，三极管VT2的发射极还与电阻R9的一端连接，电阻R9的另一端与

+15V电源连接，电阻R12的一端与-15V电源连接，电阻R12的另一端与集成运放A2的BIAS端

连接，电阻R11的一端与集成运放A2的输出端连接，电阻R11的另一端与电容C6的另一端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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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电容C5的另一端接地，集成运放A2的输出端与信号滤波单元的输入端连接。

[0020] 优选的是，信号滤波单元包括电阻R13-R24、电容C8-C13以及集成运放A3-A5。

[0021] 其中，电阻R15、R19、R23均为滑动变阻器，信号放大单元的输出端与电阻R13的一

端连接，电阻R13的另一端与电容C9的一端连接，滑动变阻器R15的一端接地，滑动变阻器

R15的另一端与电阻R14的一端连接，电阻R14的另一端与电阻R13的另一端连接，电阻R14的

另一端与电容C9的一端连接，电阻R14的另一端还与电容C8的一端连接，集成运放A3的同相

输入端接地，电容C9的另一端与集成运放A3的反相输入端连接，电阻R16的一端与集成运放

A3的反相输入端连接，电阻R16的另一端与电容C8的另一端连接，电阻R16的另一端还与集

成运放A3的输出端连接，集成运放A3的输出端与电阻R17的一端连接，电阻R17的另一端与

电容C11的一端连接，滑动变阻器R19的一端接地，滑动变阻器R19的另一端与电阻R18的一

端连接，电阻R18的另一端与电阻R17的另一端连接，电阻R18的另一端与电容C11的一端连

接，电阻R18的另一端还与电容C10的一端连接，集成运放A4的同相输入端接地，电容C11的

另一端与集成运放A4的反相输入端连接，电阻R20的一端与集成运放A4的反相输入端连接，

电阻R20的另一端与电容C10的另一端连接，电阻R20的另一端还与集成运放A4的输出端连

接，集成运放A4的输出端与电阻R21的一端连接，电阻R21的另一端与电容C13的一端连接，

滑动变阻器R23的一端接地，滑动变阻器R23的另一端与电阻R22的一端连接，电阻R22的另

一端与电阻R21的另一端连接，电阻R22的另一端与电容C13的一端连接，电阻R22的另一端

还与电容C12的一端连接，集成运放A5的同相输入端接地，电容C13的另一端与集成运放A5

的反相输入端连接，电阻R24的一端与集成运放A5的反相输入端连接，电阻R24的另一端与

电容C12的另一端连接，电阻R24的另一端还与集成运放A5的输出端连接，集成运放A5的输

出端与中央处理装置的输入端连接，信号滤波单元将电压信号V1传输至中央处理装置的

ADC端口。

[002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的有益效果：

（1）本发明提供一种基于智能网络的森林生态环境监测系统，利用图像采集装置、图像

处理模块、二氧化碳浓度监测装置、温度监测装置、信号处理模块、湿度监测装置、信号处理

电路、光照监测装置、显示装置、中央处理装置、PM2.5监测装置、负氧离子监测装置、比较模

块、报警装置、无线传输装置以及监测平台对森林生态环境进行监测，其中，使用图像采集

装置和图像处理模块能够对森林全景图像进行高精度测试，以获得高清的图像信息，使用

温度监测装置和信号处理模块对温度监测装置采集的温度信号进行分析，再使用湿度监测

装置和信号处理电路以对森林湿度信息进行精准测试，最后，还使用二氧化碳浓度监测装

置和光照监测装置以获取森林的二氧化碳浓度信息和光照信息，使用PM2.5监测装置和负

氧离子监测装置以获取森林的PM2.5信息和负氧离子信息。

[0023] （2）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基于智能网络的森林生态环境监测系统，本发明的发明点

还在于由于湿度传感器采集的信号为微弱的电流信号，因而信号放大单元通过集成运放

A1-A2、电容C1-C7、二极管D1-D2、三极管VT2-VT3、场效应管VT1和电阻R1-R12对湿度传感器

输出的电流I0进行放大处理，由集成运放A1-A2、电容C1-C7、二极管D1-D2、三极管VT2-VT3、

场效应管VT1和电阻R1-R12构成的信号放大单元只有1.75μV/℃的漂移、2μV以内的偏移、

100pA偏置电流和0.1Hz到10Hz宽带内4.25nV的噪声。其中，信号滤波单元使用电阻R13-

R24、电容C8-C13以及集成运放A3-A5对经过放大后的电信号进行滤波处理，从而提高了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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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检测的精度。

[0024] （3）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基于智能网络的森林生态环境监测系统，图像处理模块对

采集的图像依次进行图像滤波、图像增强处理，可高效、快速的提取图像采集装置的图像信

息，可提高对森林全景的图像的辨识精度，有效地减少误判情况发生。

附图说明

[0025] 图1为本发明的基于智能网络的森林生态环境监测系统的功能图；

图2为本发明的图像处理模块的功能图；

图3为本发明的基于智能网络的森林生态环境监测系统的光照监测波形图；

图4为本发明的基于智能网络的森林生态环境监测系统的温度监测波形图；

图5为本发明的基于智能网络的森林生态环境监测系统的湿度监测波形图；

图6为本发明的信号处理电路的电路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提供的基于智能网络的森林生态环境监测系统

进行详细说明。

[0027] 如图1所示，本发明提供的基于智能网络的森林生态环境监测系统包括图像采集

装置、图像处理模块、二氧化碳浓度监测装置、温度监测装置、信号处理模块、湿度监测装

置、信号处理电路、光照监测装置、显示装置、中央处理装置、PM2.5监测装置、负氧离子监测

装置、比较模块、报警装置、无线传输装置以及监测平台。

[0028] 其中，图像采集装置的输出端与图像处理模块的输入端连接，温度监测装置的输

出端与信号处理模块的输入端连接，湿度监测装置的输出端与信号处理电路的输入端连

接，图像处理模块的输出端、二氧化碳浓度监测装置的输出端、温度监测装置的输出端、信

号处理模块的输出端、信号处理电路的输出端、PM2.5监测装置的输出端、负氧离子监测装

置的输出端以及光照监测装置的输出端分别与中央处理装置的输入端连接，中央处理装置

的输出端与显示装置的输入端连接，中央处理装置的输出端与比较模块的输入端连接，比

较模块的输出端与报警装置的输入端连接，中央处理装置通过无线传输装置与监测平台连

接。

[0029] 上述实施方式中，利用图像采集装置、图像处理模块、二氧化碳浓度监测装置、温

度监测装置、信号处理模块、湿度监测装置、信号处理电路、光照监测装置、显示装置、中央

处理装置、PM2.5监测装置、负氧离子监测装置、比较模块、报警装置、无线传输装置以及监

测平台对森林生态环境进行监测，其中，使用图像采集装置和图像处理模块能够对森林全

景图像进行高精度测试，以获得高清的图像信息，使用温度监测装置和信号处理模块对温

度监测装置采集的温度信号进行分析，再使用湿度监测装置和信号处理电路以对森林湿度

信息进行精准测试，最后，还使用二氧化碳浓度监测装置和光照监测装置以获取森林的二

氧化碳浓度信息和光照信息，使用PM2.5监测装置和负氧离子监测装置以获取森林的PM2.5

信息和负氧离子信息。

[0030] 具体地，图像采集装置为设置有图像采集传感器的无人机，图像采集装置用于采

集森林的全景图像信号，图像采集装置将采集到的森林的全景图像信号传输至图像处理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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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进行图像处理，图像处理模块将经过处理后的图像信号传输至中央处理装置；二氧化碳

浓度监测装置包括若干个二氧化碳浓度传感器，每个二氧化碳浓度传感器设置于森林内，

二氧化碳浓度监测装置用于采集森林内的二氧化碳浓度信号，二氧化碳浓度监测装置将采

集到的二氧化碳浓度信号传输至中央处理装置；PM2.5监测装置包括若干个PM2.5传感器，

每个PM2.5传感器设置于森林内，PM2.5监测装置用于采集森林内的PM2.5信号，PM2.5监测

装置将采集到的PM2.5信号传输至中央处理装置；负氧离子监测装置包括若干个负氧离子

传感器，每个负氧离子传感器设置于森林内，负氧离子监测装置用于采集森林内的负氧离

子信号，负氧离子监测装置将采集到的负氧离子信号传输至中央处理装置；温度监测装置

包括n个温度传感器，每个温度传感器设置于森林内，温度监测装置用于采集森林内的温度

信号，温度监测装置将采集到的温度信号传输至信号处理模块进行分析处理，信号处理模

块将分析处理后的温度数据传输至中央处理装置，温度监测装置还将采集到的温度信号传

输至中央处理装置；湿度监测装置包括若干个湿度传感器，每个湿度传感器设置于森林内，

湿度监测装置用于采集森林内的湿度信号，湿度监测装置将采集到的湿度信号传输至信号

处理电路，信号处理电路对接收到的湿度信号进行信号处理，信号处理电路将处理后的湿

度信号传输至中央处理装置；光照监测装置包括若干个光照传感器，每个光照传感器设置

于森林内，光照监测装置用于采集森林内的光照信号，光照监测装置将采集到的光照信号

传输至中央处理装置；中央处理装置将接收到的温度数据传输至比较模块进行比较分析，

中央处理装置将接收到的图像信号、二氧化碳浓度信号、温度信号、湿度信号、PM2.5信号、

负氧离子信号以及光照信号传输至显示装置进行显示，中央处理装置将接收到的图像信

号、二氧化碳浓度信号、温度信号、湿度信号、PM2.5信号、负氧离子信号以及光照信号通过

无线传输装置传输至监测平台。

[0031] 如图3所示，中央处理装置将接收到的光照信号绘制成光照波形图。

[0032] 如图4所示，中央处理装置将接收到的温度信号绘制成温度波形图。

[0033] 如图5所示，中央处理装置将接收到的湿度信号绘制成湿度波形图。

[0034] 具体地，温度监测装置将采集到的温度信号传输至信号处理模块进行分析处理，

信号处理模块将接收到的温度信号转换为离散信号后进行数据分析，计算n个同型号的温

度传感器采集的温度信号的总能量E，其中，计算总能量E的方法如下：

步骤1：信号处理模块将n个同型号的温度传感器在同一采样频率下，在采样时间t内各

采集h个温度信号，h为大于1的整数，其中，第i个温度传感器的第j个数据为Sij，i为大于等

于1且小于等于n的整数，j为大于等于1且小于等于j的整数，计算第i个温度传感器的第j个

数据的有效率Kij为：

；

其中， ， ；

步骤2：计算第i个温度传感器的第j个数据的权值aij，其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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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计算总能量E，其中，

；温度数据为总能量E。

[0035] 本发明提供的基于智能网络的森林生态环境监测系统通过对温度数据的分析，以

获知森林温度能量，对森林火灾进行预警。

[0036] 如图2所示，图像采集装置为设置有图像采集传感器的无人机，图像采集装置用于

采集森林的全景图像信号，图像采集装置将采集到的森林的全景图像信号传输至图像处理

模块进行图像处理，图像处理模块包括图像滤波单元和图像增强单元，图像采集装置的输

出端与图像滤波单元的输入端连接，图像滤波单元的输出端与图像增强单元连接，图像增

强单元的输出端与中央处理装置的输入端连接。

[0037] 具体地，将图像采集装置传输至图像处理模块的图像定义为二维函数f(x,y)  ，其

中x、y是空间坐标，图像滤波单元对图像f(x,y)进行图像滤波处理，经过图像滤波处理后的

图像二维函数为g(x,y)，其中，为滤波参数，滤波效果通过 进行调节，则有，

；

。

[0038] 具体地，图像增强单元对图像g(x,y)进行图像增强处理，经过图像增强处理后的

图像二维函数为k(x,y)，则有，

。

[0039] 上述实施方式中，图像处理模块对采集的图像依次进行图像滤波、图像增强处理，

可高效、快速的提取图像采集装置的图像信息，可提高对森林全景的图像的辨识精度，有效

地减少误判情况发生。

[0040] 具体地，中央处理装置将接收到的温度数据传输至比较模块，比较模块内存储有

温度总能量阈值，比较模块将接收到的温度数据与温度总能量阈值进行比较，若温度数据

大于或等于温度总能量阈值，则比较模块向报警装置发送第一控制信号，报警装置接收到

第一控制信号后进行报警作业，若温度数据小于温度总能量阈值，则比较模块向报警装置

发送第二控制信号，报警装置接收到第一控制信号后不进行报警作业。

[0041] 如图6所示，湿度传感器用于采集所在监测点的湿度信号，将采集的湿度信号转换

为电流信号I0，并将电流信号I0传输至信号处理电路，V1为经过信号处理电路处理后的电

压信号，信号处理电路包括信号放大单元和信号滤波单元，湿度传感器的输出端与信号放

大单元的输入端连接，信号放大单元的输出端与信号滤波单元的输入端连接，信号滤波单

元的输出端与中央处理装置的输入端连接。

[0042] 具体地，信号放大单元包括集成运放A1-A2、电容C1-C7、二极管D1-D2、三极管VT2-

VT3、场效应管VT1和电阻R1-R12。

[0043] 其中，湿度传感器的输出端与电阻R1的一端连接，电阻R1的另一端与场效应管VT1

的栅极连接，电容C1的一端接地，电容C1的一端与集成运放A1的同相输入端连接，电容C1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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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端与集成运放A1的反相输入端连接，电容C1的另一端还与电阻R2的一端连接，电阻R2

的另一端与电阻R1的另一端连接，电容C2的一端接地，电容C2的另一端与集成运放A1的

COMP2端口连接，电容C7的一端接地，电容C7的另一端与电阻R4的一端连接，电阻R4的另一

端与集成运放A1的输出端连接，电阻R4的另一端与电阻R3的一端连接，电阻R3的另一端与

三极管VT2的发射极连接，电阻R5的一端与-15V电源连接，电阻R5的另一端与电容C3的一端

连接，电阻R5的另一端与电容C4的一端连接，电阻R5的另一端还与场效应管VT1的源极连

接，场效应管VT1的漏极与+15V电源连接，二极管D2的阴极与-15V电源连接，二极管D2的阳

极与电阻R8的一端连接，电阻R8的另一端与三极管VT3的基极连接，电阻R8的另一端与电容

C4的另一端连接，电阻R8的另一端还与电阻R7的一端连接，电阻R7的另一端与电容C3的另

一端连接，电阻R7的另一端与三极管VT2的基极连接，电阻R7的另一端还与电阻R6的一端连

接，电阻R6的另一端与二极管D1的阴极连接，二极管D1的阳极与+15V电源连接，电阻R10的

一端与-15V电源连接，电阻R10的另一端与电容C7的另一端连接，电阻R10的另一端还与三

极管VT3的发射极连接，三级管VT3的集电极与集成运放A2的输入端连接，三极管VT3的集电

极还与三极管VT2的集电极连接，三极管VT2的集电极与电容C6的一端连接，三极管VT2的发

射极与电容C5的一端连接，三极管VT2的发射极还与电阻R9的一端连接，电阻R9的另一端与

+15V电源连接，电阻R12的一端与-15V电源连接，电阻R12的另一端与集成运放A2的BIAS端

连接，电阻R11的一端与集成运放A2的输出端连接，电阻R11的另一端与电容C6的另一端连

接，电容C5的另一端接地，集成运放A2的输出端与信号滤波单元的输入端连接。

[0044] 具体地，信号滤波单元包括电阻R13-R24、电容C8-C13以及集成运放A3-A5。

[0045] 其中，电阻R15、R19、R23均为滑动变阻器，信号放大单元的输出端与电阻R13的一

端连接，电阻R13的另一端与电容C9的一端连接，滑动变阻器R15的一端接地，滑动变阻器

R15的另一端与电阻R14的一端连接，电阻R14的另一端与电阻R13的另一端连接，电阻R14的

另一端与电容C9的一端连接，电阻R14的另一端还与电容C8的一端连接，集成运放A3的同相

输入端接地，电容C9的另一端与集成运放A3的反相输入端连接，电阻R16的一端与集成运放

A3的反相输入端连接，电阻R16的另一端与电容C8的另一端连接，电阻R16的另一端还与集

成运放A3的输出端连接，集成运放A3的输出端与电阻R17的一端连接，电阻R17的另一端与

电容C11的一端连接，滑动变阻器R19的一端接地，滑动变阻器R19的另一端与电阻R18的一

端连接，电阻R18的另一端与电阻R17的另一端连接，电阻R18的另一端与电容C11的一端连

接，电阻R18的另一端还与电容C10的一端连接，集成运放A4的同相输入端接地，电容C11的

另一端与集成运放A4的反相输入端连接，电阻R20的一端与集成运放A4的反相输入端连接，

电阻R20的另一端与电容C10的另一端连接，电阻R20的另一端还与集成运放A4的输出端连

接，集成运放A4的输出端与电阻R21的一端连接，电阻R21的另一端与电容C13的一端连接，

滑动变阻器R23的一端接地，滑动变阻器R23的另一端与电阻R22的一端连接，电阻R22的另

一端与电阻R21的另一端连接，电阻R22的另一端与电容C13的一端连接，电阻R22的另一端

还与电容C12的一端连接，集成运放A5的同相输入端接地，电容C13的另一端与集成运放A5

的反相输入端连接，电阻R24的一端与集成运放A5的反相输入端连接，电阻R24的另一端与

电容C12的另一端连接，电阻R24的另一端还与集成运放A5的输出端连接，集成运放A5的输

出端与中央处理装置的输入端连接，信号滤波单元将电压信号V1传输至中央处理装置的

ADC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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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6] 上述实施方式中，信号处理电路的噪声在4.25nV以内，漂移为1.75μV/℃，集成运

放A1的型号为LT1008，集成运放A2的型号为LT1010,集成运放A3-A5的型号为LT1192，场效

应管VT1的型号为2N5486，三极管VT2的型号为2N2950，三极管VT3的型号为2N2219，二极管

D1-D2的型号均为1N4148。

[0047] 在信号放大单元中，电阻R1的阻值为1kΩ，电阻R2的阻值为10kΩ，电阻R3的阻值

为4.7kΩ，电阻R4的阻值为4.7kΩ，电阻R5的阻值为3.3kΩ，电阻R6的阻值为3.9kΩ，电阻

R7的阻值为68kΩ，电阻R8的阻值为3.9kΩ，电阻R9的阻值为300Ω，电阻R10的阻值为300

Ω，电容C1的电容值为22pF，电容C2的电容值为100pF，电容C3的电容值为0.01μF，电容C4的

电容值为0.01μF，电容C5的电容值为10pF，电容C6的电容值为100pF，电容C7的电容值为

10pF。

[0048] 信号放大单元输出的信号波形干净平滑，阻尼控制良好，且信号放大单元输出的

信号保持了良好的直流特性，在此，集成运放A1结合了场效应管VT1、三极管VT2-VT3构成了

宽频带增益级，形成快速反相结构，集成运放A1对传感器输入的电流信号I0进行直流稳定，

主要依靠通过偏置三极管VT2和三极管VT3的发射极，以强制信号放大单元的电路求和节点

为直流零电平，适当设置快速级和集成运放A1-A2的滚降，可以信号放大单元响应整体平滑

流畅。

[0049] 在信号滤波单元中，电阻R13-R24的阻值、电容C18-C13的电容值为根据滤波需求

进行设置。

[0050] 本实施例中优选一组电阻R13-R24的阻值、电容C18-C13的电容值的值，其中，电阻

R13的阻值为158kΩ，电阻R14的阻值为698Ω，电阻R15为满额阻值为200Ω的滑动变阻器，

电阻R16的阻值为316Ω，电阻R17的阻值为154kΩ，电阻R18的阻值为332Ω，电阻R19为满额

阻值为100Ω的滑动变阻器，电阻R20的阻值为604kΩ，电阻R21的阻值为165kΩ，电阻R22的

阻值为365kΩ，电阻R23为满额阻值为100Ω的滑动变阻器，电阻R24的阻值为665kΩ，电容

C8的电容值为10nF，电容C9的电容值为35.05nF，电容C10的电容值为10nF，电容C11的电容

值为10nF，电容C12的电容值为10nF，电容C13的电容值为10nF。

[0051] 以上实施例中，中心频率f0=1kHz，谐振增益为0dB。

[0052] 由于湿度传感器采集的信号为微弱的电流信号，因而信号放大单元通过集成运放

A1-A2、电容C1-C7、二极管D1-D2、三极管VT2-VT3、场效应管VT1和电阻R1-R12对湿度传感器

输出的电流I0进行放大处理，由集成运放A1-A2、电容C1-C7、二极管D1-D2、三极管VT2-VT3、

场效应管VT1和电阻R1-R12构成的信号放大单元只有1.75μV/℃的漂移、2μV以内的偏移、

100pA偏置电流和0.1Hz到10Hz宽带内4.25nV的噪声。其中，信号滤波单元使用电阻R13-

R24、电容C8-C13以及集成运放A3-A5对经过放大后的电信号进行滤波处理，从而提高了湿

度检测的精度。

[0053] 最后所应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限制。尽管参

照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对本发明的技术方

案进行修改或者等同替换，都不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的精神和范围，其均应涵盖在本发明

的权利要求范围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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