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610178982.2

(22)申请日 2016.03.28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5869340 A

(43)申请公布日 2016.08.17

(73)专利权人 北方民族大学

地址 750021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

区文昌北街204号

(72)发明人 张白　韦海成　肖明霞　潘俊涛　

康学亮　

(74)专利代理机构 四川力久律师事务所 51221

代理人 王芸

(51)Int.Cl.

G08B 17/12(2006.01)

G05D 1/10(2006.01)

G06T 3/40(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203838857 U,2014.09.17,

CN 101105886 A,2008.01.16,

CN 204116962 U,2015.01.21,

US 2015/0148988 A1,2015.05.28,

CN 105159317 A,2015.12.16,

审查员 李莉

 

(54)发明名称

一种基于无人机的异常火点监测系统及监

测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无人机的异常火点

监测系统及监测方法，其中监测系统包括无人

机，包括用于定位自身三维位置信息的卫星导航

模块，用于采集地面图像的可见光采集系统与红

外采集系统，用于判断异常火点区域在监测视角

中相对视角中心位置的敏感探测器；应用终端，

包括用于控制无人机飞行的控制装置，及用于显

示监测区域的图像和无人机三维位置信息的图

像显示模块。该监测系统结构简单，操作方便，成

像质量高；其监测方法实现了异常火点监测简易

化，简化了测量流程，降低了测量成本，效率较

高，便于涉及到市、县、镇、乡等所在区域异常火

点如对秸秆焚烧、森林大火的监测，大大拓展了

应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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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无人机的异常火点监测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

无人机，所述无人机上设置有用于定位自身位置信息的卫星定位模块，用于采集地面

图像的可见光采集系统与红外采集系统，以及用于判断异常火点区域在监测视角中相对视

角中心位置的位置敏感探测器，所述位置敏感探测器包括四个光电探测器，分别用于监测

视角中心左方、右方、前方和后方四个象限位置区域；

应用终端，包括用于控制无人机飞行的控制装置以及用于显示监测区域的图像和无人

机三维位置信息的图像显示模块。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无人机的异常火点监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卫星

定位模块为GPS卫星导航模块、北斗卫星导航模块或伽利略卫星导航模块。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无人机的异常火点监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可见

光采集系统与红外采集系统为共轴图像采集系统，所述共轴图像采集系统用于在同一张图

像成像时同时拍摄红外图像和可见光图像。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无人机的异常火点监测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设

于无人机或者图像显示模块中的用于将可见光图像和红外图像进行拼接的图像处理模块。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无人机的异常火点监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每个所述

光电探测器前方设有可见光截止滤光片，用于将可见光过滤，红外光通过。

6.根据权利要求1-5任一所述的一种基于无人机的异常火点监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

述无人机上还包括用于测量无人机相对地面高度的高度传感器。

7.一种基于无人机的异常火点监测方法，其特征在于，使用如权利要求1-6任一项所述

的一种基于无人机的异常火点监测系统，其测量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预设无人机飞行路径，启动所述无人机，无人机根据预设导航路径飞行至导航

起始位置；

步骤二、检测红外异常区，无人机沿着导航路径向前飞行时，启动所述无人机上的可见

光采集系统与红外采集系统，采集异常火点红外异常区域信息，所述位置敏感探测器的各

光电探测器采集红外异常区域在视角中心的相对位置信息；当可见光采集系统与红外采集

系统并未采集到红外异常区域信息时，无人机按照预设飞行路径继续飞行，直到采集到红

外异常区域为止；

步骤三、根据位置敏感探测器检测到的红外异常区域位置信息，自动规划无人机飞行

路径，使无人机飞行至异常火点红外异常区域正上方；

步骤四、无人机对异常火点红外异常区域采集成像，调整无人机飞行姿态，使所述可见

光采集系统与红外采集系统朝下正对红外异常区域，所述可见光采集系统与红外采集系统

分别对红外异常区域进行拍照成像，将可见光图像与红外图像分别传输至应用终端，并在

应用终端进行显示；

步骤五、无人机回到预设导航路径继续飞行，重复所述步骤二至步骤四，在飞行过程中

根据可见光采集系统与红外采集系统采集的异常火点红外异常区域信息，所述位置敏感探

测器采集红外异常区域在视角中心的相对位置信息，不断调整无人机飞行路径和飞行姿

态，并在异常火点红外异常区域上方通过所述可见光采集系统与红外采集系统拍照成像，

分别将可见光图像与红外图像分别传输至应用终端，并在应用终端进行显示；

步骤六、无人机完成预设导航路径飞行后，无人机降落至起飞位置，系统完成待测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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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异常火点监测。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基于无人机的异常火点监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无人

机内还设有图像处理模块，所述步骤四中在进行可见光图像和红外图像成像后，所述图像

处理模块将可见光图像和红外图像拼接后，再将拼接图像传输至应用终端。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基于无人机的异常火点监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应用

终端内设有图像处理模块，所述步骤四中在进行可见光图像和红外图像成像后，将可见光

图像与红外图像分别传输至应用终端后，由所述应用终端内的图像处理模块进行图像拼

接，并在应用终端上的图像显示模块上进行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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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无人机的异常火点监测系统及监测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无人机航测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基于无人机的异常火点监测

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当前，因农作物秸秆无序焚烧而引发的大气环境污染问题，已引起全社会及各级

政府的高度关注。秸秆焚烧产生的大量气体及颗粒污染物会引起区域性空气污染，危害人

类身体健康，严重时会降低空气能见度、引发交通事故。据统计，每年我国秸秆焚烧量约为

140Tg(百万吨)，全国生物质燃烧的CO排放量中约有一半来自秸秆焚烧。每年6-10月收获

季，全国范围内都会出现秸秆露天焚烧现象，很大程度上加重了大气污染水平。为此，2008

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加快推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的意见》，2009和2012年国家发

改委和农业部等部委又联合发布了《关于印发编制秸秆综合利用规划指导意见的通知》、《"

十二五"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实施方案》。此后，各级政府还出台了一系列秸秆禁烧政策。但

近年来，农业生产中秸秆集中焚烧的现象屡禁不止，因秸秆露天焚烧致使大量颗粒物输出

引起国内区域性大气污染事件不胜枚举，已成为公众密切关注的社会、环境问题。

[0003] 当前对于异常火点监测主要利用卫星遥感技术进行监测，卫星遥感监测技术的主

要优势在于：该技术在大面积长时间的焚烧现场监测中具有准确性、客观性及数据的可回

溯性，并且能够为全面的宏观性的异常火点监测提供数据支持。然而，由于卫星运行轨迹所

限，其遥感监测重复观测时间仅为1-2天/次，受到每天监测次数有限、较小焚烧点捕捉困

难、云雾天气影响监测结果等客观因素制约，直接导致观测结果有以下不足：

[0004] 1)没有自有关键技术的突破，目前使用的数据处理和分析方法只能对超过一定面

积和持续一定时间的焚烧场景进行检测，测试数据受客观因素影响较多，特别是在多云及

夜晚情况下无法取得较好的效果；

[0005] 2)相关数据过于专业，测试数据需要经过大量处理后才能够进行焚烧点辨识，而

且数据的直观性不强，监测分辨率具有局限性，无法直接用于常规的焚烧监测管理；

[0006] 3)应用范围有限，卫星遥感观测和处理的数据资源，基于成本和技术，一般只能掌

握在省级或国家的气象部门，而市、县、镇、乡等所在区域才是秸秆焚烧的集中地，这些部门

很难第一时间利用卫星遥感进行针对性的监测和对秸秆焚烧集中地进行迅速的处理，因此

卫星遥感技术监测秸秆焚烧的应用范围相当有限；

[0007] 上述问题的存在，大大降低了秸秆监测技术实际应用的经济、社会与生态效益。因

此本发明基于无人机开发结构简单、使用方便、监测效率高的能够对异常火点如秸秆焚烧

的监测方法。

发明内容

[0008]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中基于卫星遥感监测的重复观察周期长，使用成

本高，相关技术复杂，监测效果受环境影响大、应用范围有限等问题，提供一种基于无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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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异常火点监测系统，同时还提供了一种基于无人机的异常火点监测方法，该监测系统结

构简单，操作方便，降低了测量成本，其监测方法简化了测量流程，效率较高，大大方了实际

工程人员的使用。

[0009] 为了实现上述发明目的，本发明提供了以下技术方案：

[0010] 一种基于无人机的异常火点监测系统，包括：

[0011] 无人机，所述无人机上设置有用于定位自身位置信息的卫星定位模块，用于采集

地面图像的可见光采集系统与红外采集系统，用于判断异常火点区域在监测视角中相对视

角中心位置的敏感探测器。

[0012] 应用终端，包括用于控制无人机飞行的控制装置以及用于显示监测区域的图像和

无人机三维位置信息的图像显示模块。

[0013] 本发明所述一种基于无人机的异常火点监测系统，其中无人机中卫星导航模块用

于输入监测区域的导航路径信息并用于对无人机的飞行路径导航，红外采集系统与可见光

采集系统用于采集监测区域的图像信息，其中红外采集系统用于监测区域中热源异常的红

外图像信息，位置敏感探测器用于判断红外异常区域方向；无人机根据位置敏感探测器的

检测结果调整无人机飞行姿态，可见光采集系统用于对红外异常区域所在的整体区域进行

成像，使得可见光采集系统与红外采集系统正对红外异常区域，便于采集清晰的图像信息；

应用终端的显示模块用于显示完整的可见光图像与红外图像，操作人员根据可见光图像与

红外图像进行异常火点区域如秸秆焚烧区域的辨别，并利用控制装置控制无分机的飞行；

该基于无人机的异常火点监测方式，避免了传统监测系统依赖于遥感监测卫星，避免了重

复观察周期长、使用成本高、相关技术复杂、监测效果受环境影响大等弊端，利用无人机作

为监测载体，利用可见光采集系统与红外采集系统收集监测区域的图像信息，利用位置敏

感器件检测值控制无人机飞行姿态，实现红外异常区域的清晰图像采集，利用动态图像拼

接技术实现监测区域图像完整显示；该监测系统结构简单，操作方便，简化了测量流程，通

过位置敏感探测器能够准确判断异常火点的红外异常区域位置，能够降低了测量成本，效

率较高，大大方便了实际工程人员的使用，也便于涉及到市、县、镇、乡等所在区域异常火点

监测的实际应用。

[0014] 优选地，所述可见光采集系统与红外采集系统为共轴图像采集系统，所述共轴图

像采集系统用于在同一张图像成像时同时拍摄红外图像和可见光图像，成像方便简单。

[0015] 优选地，还包括设于无人机或者图像显示模块中的用于将可见光图像和红外图像

进行拼接的图像处理模块。

[0016] 该图像处理模块可以利用动态图像拼接技术实现将分离可见光图像与红外图像

分别拼接为一张完整图像，并在显示模块能够显示完整的可见光图像与红外图像，操作人

员根据可见光图像与红外图像进行异常火点区域的辨别。当图像处理模块集成到应用终端

中时，无人机将可见光采集系统与红外采集系统拍摄的照片传输至应用终端，在应用终端

实现图像的动态拼接。

[0017] 优选地，所述无人机上还包括用于测量其相对地面高度的高度传感器，用于相对

地面高度的测量，用于显示秸秆焚烧红外区域图像时，显示拍摄高度的坐标信息。

[0018] 优选的所述位置敏感探测器包括四个光电探测器，分别用于监测视角中心左方、

右方、前方和后方四个象限位置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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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该位置敏感探测器为四象限位置敏感探测器，即相对位置敏感探测器视角中心的

左方、右方、前方和后方四个象限位置，采用了四个光电探测器分别进行检测红外异常区成

像在视角的位置，当其成像位置不在光轴上，对该成像信号的幅度和位置进行判断，自动控

制无人机做位置调整使得探测到的红外异常区成像信息调整到光轴中心位置，即使可见光

采集系统与红外采集系统的成像视角正对红外异常区域。

[0020] 优选地，每个所述光电探测器前方设有可见光截止滤光片，用于将可见光过滤，红

外光通过，异常火点区域的拍摄效果更好。

[0021] 本发还提供了一种基于无人机的异常火点监测方法，包括使用上述的一种基于无

人机的异常火点监测系统，其测量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2] 步骤一、预设无人机飞行路径，启动所述无人机，无人机根据预设导航路径飞行至

导航起始位置；

[0023] 步骤二、检测红外异常区，无人机沿着导航路径向前飞行时，启动所述无人机上的

可见光采集系统与红外采集系统，采集异常火点红外异常区域信息，所述位置敏感探测器

的各光电探测器采集红外异常区域在视角中心的相对位置信息；当可见光采集系统与红外

采集系统并未采集到红外异常区域信息时，无人机按照预设飞行路径继续飞行，直到采集

到红外异常区域为止；

[0024] 步骤三、根据位置敏感探测器检测到的红外异常区域位置信息，自动规划无人机

飞行路径，使无人机飞行至异常火点红外异常区域正上方；

[0025] 步骤四、无人机对异常火点红外异常区域采集成像，调整无人机飞行姿态，使所述

可见光采集系统与红外采集系统朝下正对红外异常区域，所述可见光采集系统与红外采集

系统分别对红外异常区域进行拍照成像，将可见光图像与红外图像分别传输至应用终端，

并在应用终端进行显示；

[0026] 步骤五、无人机回到预设导航路径继续飞行，重复所述步骤二至步骤四，在飞行过

程中根据位置敏感探测器检测红外异常区域的信息，不断调整无人机飞行路径和飞行姿

态，并在异常火点红外异常区域上方启动所述可见光采集系统与红外采集系统拍照成像，

分别将可见光图像与红外图像分别传输至应用终端，并在应用终端进行显示；

[0027] 步骤六、无人机完成预设导航路径飞行后，无人机降落至起飞位置，系统完成待测

区域的异常火点监测。

[0028] 该基于无人机的异常火点监测系统的测量方法，采用了上述的监测系统，通过无

人机与图像处理相结合的方式实现异常火点区域如秸秆焚烧的监测，在无人机上安装卫星

导航模块，根据预设导航路径对待监测区域进行监测；在拍照之前，无人机根据位置敏感探

测器判断异常火点区域位置，自动规划无人机飞行路径，无人机飞行至异常火点正上方，再

启动红外采集系统与可见光采集系统，用于采集监测区域中热源异常的红外图像信息和红

外异常区域周边整体成像，其中位置敏感探测器用于判断红外异常区域方向，并根据位置

敏感探测器的检测结果随时调整无人机飞行姿态，方便采集较为清晰的图像信息，该拍照

时根据设定时间间隔进行拍照，能够降低图像信息存储量，提高系统处理速度与实时响应

性能；将拍摄的图像传递到应用终端的显示模块，操作人员根据可见光图像与红外图像进

行异常火点区域的辨别，包括异常火点面积大小的大致判断；该基于无人机的异常火点监

测方法，实现了异常火点区域如秸秆焚烧的监测简易化，简化了测量流程，降低了测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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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效率较高，大大方便了实际工程人员的使用。

[0029] 优选地，所述步骤四中可见光采集系统和红外采集系统对红外异常区域进行拍照

时，所述无人机处于悬停状态或正常飞行状态，根据实际拍摄成像需要，操作人员根据控制

装置对无人机进行控制。

[0030] 优选地，所述无人机内还设有图像处理模块，所述步骤四中在进行可见光图像和

红外图像成像后，所述图像处理模块将可见光图像和红外图像拼接后，再将拼接图像传输

至应用终端。

[0031] 优选地，所述应用终端内设有图像处理模块，所述步骤四中在进行可见光图像和

红外图像成像后，将可见光图像与红外图像分别传输至应用终端后，由所述应用终端内的

图像处理模块进行图像拼接，并在应用终端上的图像显示模块上进行显示。

[0032] 在进行可见光图像和红外图像通过图像处理模块进行拼接，当所述图像处理模块

设置在无人机内时，所述图像处理模块将可见光图像和红外图像拼接后再将拼接图像传输

至应用终端；当所述图像处理模块设置在应用终端内时，则将可见光图像与红外图像分别

传输至应用终端后，由所述应用终端内的图像处理模块进行图像拼接，并在应用终端上的

图像显示模块上进行显示。

[003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34] 1、本发明所述一种基于无人机的异常火点监测系统，采用了无人机作为载体，以

可见光采集系统与红外采集系统作为分别作为信息采集装置，其中可见光采集系统可以实

现整体区域成像，以位置敏感探测器调整无人机飞行姿态，实现红外异常区域即异常火点

区域的清晰成像，便于操作人员的分析与使用；该监测系统，克服了现有技术中基于卫星遥

感监测的重复观察周期长，使用成本高，相关技术复杂，监测效果受环境影响大等缺点，开

发基于无人机的异常火点检测系统，同时还提供了一种基于无人机的异常火点监测方法，

该监测系统结构简单，操作方便，通过位置敏感探测器，能够准确判断异常火点的红外异常

区域位置，简化了测量流程，降低了测量成本，效率较高，大大方了实际工程人员的使用，尤

其适用于秸秆焚烧区域的监测、森林大火区域等情况的监测应用；

[0035] 2、本发明所述一种基于无人机的异常火点监测系统，位置敏感探测器的镜头前设

有可见光截止滤光片，用于将可见光过滤，红外光通过，异常火点区域如秸秆焚烧区域的拍

摄效果更好；

[0036] 3、本发明所述一种基于无人机的异常火点监测系统，包括设于无人机或者图像显

示模块中的用于将可见光图像和红外图像进行拼接的图像处理模块，该图像处理模块可以

利用动态图像拼接技术实现将分离可见光图像与红外图像分别拼接为一张完整图像，并在

显示模块能够显示完整的可见光图像与红外图像，操作人员根据可见光图像与红外图像进

行异常火点区域的辨别；

[0037] 4、本发明所述一种基于无人机的异常火点监测方法，采用了上述的监测系统，通

过无人机与图像处理相结合的方式实现异常火点区域如秸秆焚烧监测，在无人机上安装卫

星导航模块，根据预设导航路径对待监测区域进行监测，无人机根据位置敏感探测器判断

异常火点区域位置，自动规划无人机飞行路径，无人机飞行至异常火点正上方，再启动红外

采集系统与可见光采集系统，用于采集监测区域中热源异常的红外图像信息和红外异常区

域周边整体成像；在拍照时，启动红外采集系统与可见光采集系统，用于采集监测区域中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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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异常的红外图像信息和红外异常区域周边整体成像，其中位置敏感探测器用于判断红外

异常区域方向，并根据位置敏感探测器的检测结果随时调整无人机飞行姿态，方便采集较

为清晰的图像信息；将拍摄的图像传递到应用终端的显示模块，操作人员根据可见光图像

与红外图像进行异常火点区域如秸秆焚烧区域的辨别，包括异常火点面积大小的大致判

断；该基于无人机的异常火点监测方法，实现了异常火点监测简易化，简化了测量流程，降

低了测量成本，效率较高，大大方便了实际工程人员的使用。

附图说明：

[0038] 图1为本发明所述一种基于无人机的异常火点监测系统的监测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9] 下面结合试验例及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详细描述。但不应将此理解

为本发明上述主题的范围仅限于以下的实施例，凡基于本发明内容所实现的技术均属于本

发明的范围。

[0040] 实施例1

[0041] 一种基于无人机的异常火点监测系统，包括：

[0042] 无人机，其中该无人机上设置有用于定位自身三维位置信息的卫星定位模块，用

于采集地面图像的可见光采集系统与红外采集系统，用于判断异常火点区域在监测视角中

相对视角中心位置的敏感探测器，优选位置敏感探测器包括四个光电探测器，分别用于监

测视角中心左方、右方、前方和后方四个象限位置区域；

[0043] 应用终端，包括用于控制无人机飞行的控制装置以及用于显示监测区域的图像和

无人机三维位置信息的图像显示模块。

[0044] 其中，上述的可见光采集系统与红外采集系统为共轴图像采集系统，该轴图像采

集系统用于在同一张图像成像时同时拍摄红外图像和可见光图像，成像方便简单。为了使

位置敏感探测器更好的监测红外异常区域，在每个光电探测器前方设有可见光截止滤光

片，用于将可见光过滤，红外光通过，异常火点区域如秸秆焚烧区域的拍摄效果更好。为了

显示红外异常区域的更多坐标信息，在无人机上还包括用于测量其相对地面高度的高度传

感器，用于相对地面高度的测量，用于显示秸秆焚烧红外区域图像时，显示拍摄高度的坐标

信息。

[0045] 上述的位置敏感探测器为四象限位置敏感探测器，该四象限位置敏感探测器，即

相对位置敏感探测器视角中心的左方、右方、前方和后方四个象限位置，其分别采用了四个

光电探测器分别进行检测红外异常区成像在视角的位置，当其成像位置不在光轴上，对该

成像信号的幅度和位置进行判断，自动控制无人机做位置调整使得探测到的红外异常区成

像信息调整到光轴中心位置，即使可见光采集系统与红外采集系统的成像视角正对红外异

常区域。具体的，当秸秆焚烧红外异常区域位于位置敏感探测器的中心视角偏左方时，反馈

给无人机控制其姿态自动朝左边进行偏转调节，使可见光采集系统和红外采集系统的光轴

中心视角位置对准秸秆焚烧红外异常区域，便于成像更加清楚。

[0046] 另外，无人机或者图像显示模块中还设有用于将可见光图像和红外图像进行拼接

的图像处理模块。该图像处理模块可以利用动态图像拼接技术实现将分离可见光图像与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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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图像分别拼接为一张完整图像，并在显示模块能够显示完整的可见光图像与红外图像，

操作人员根据可见光图像与红外图像进行异常火点区域的辨别。当图像处理模块集成到应

用终端中时，无人机将可见光采集系统与红外采集系统拍摄的照片传输至应用终端，在应

用终端实现图像的动态拼接。

[0047] 本发明所述一种基于无人机的异常火点监测系统，其中无人机中卫星导航模块用

于输入监测区域的导航路径信息并用于对无人机的飞行路径导航，红外采集系统与可见光

采集系统用于采集监测区域的图像信息，其中红外采集系统用于监测区域中热源异常的红

外图像信息，位置敏感探测器用于判断红外异常区域方向，无人机根据位置敏感探测器的

检测结果调整无人机飞行姿态，可见光采集系统用于对红外异常区域所在的整体区域进行

成像，使得可见光采集系统与红外采集系统正对红外异常区域，便于采集清晰的图像信息；

应用终端的显示模块用于显示完整的可见光图像与红外图像，操作人员根据可见光图像与

红外图像进行异常火点区域如秸秆焚烧区域的辨别，并利用控制装置控制无分机的飞行；

该基于无人机的异常火点监测方式，避免了传统监测系统依赖于遥感监测卫星，避免了重

复观察周期长、使用成本高、相关技术复杂、监测效果受环境影响大等弊端，利用无人机作

为监测载体，利用可见光采集系统与红外采集系统收集监测区域的图像信息，利用位置敏

感器件检测值控制无人机飞行姿态，实现红外异常区域的清晰图像采集，利用动态图像拼

接技术实现监测区域图像完整显示；该监测系统结构简单，操作方便，通过四个光电探测器

组成的位置敏感探测器，能够准确判断异常火点的红外异常区域位置，简化了测量流程，降

低了测量成本，效率较高，大大方便了实际工程人员的使用，也便于涉及到市、县、镇、乡等

所在区域异常火点监测的实际应用。

[0048] 实施例2

[0049] 如图1所示，本实施例还提供了一种基于无人机的异常火点监测方法，包括使用实

施例1中的一种基于无人机的异常火点监测系统，其测量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50] 步骤一、预设无人机飞行路径，启动所述无人机，无人机根据预设导航路径飞行至

导航起始位置；

[0051] 步骤二、检测红外异常区，无人机沿着导航路径向前飞行时，启动所述无人机上的

可见光采集系统与红外采集系统，采集异常火点红外异常区域信息，所述位置敏感探测器

的各光电探测器采集红外异常区域在视角中心的相对位置信息；当可见光采集系统与红外

采集系统并未采集到异常火点对应的红外异常区域信息时，无人机按照预设飞行路径继续

飞行，直到采集到异常火点红外异常区域为止；

[0052] 步骤三、根据位置敏感探测器检测到的红外异常区域位置信息，自动规划无人机

飞行路径，使无人机飞行至异常火点红外异常区域正上方；

[0053] 步骤四、无人机对异常火点红外异常区域采集成像，调整无人机飞行姿态，使所述

可见光采集系统与红外采集系统朝下正对红外异常区域，所述可见光采集系统与红外采集

系统分别对红外异常区域进行拍照成像，将可见光图像与红外图像分别传输至应用终端，

并在应用终端进行显示；

[0054] 步骤五、无人机回到预设导航路径继续飞行，重复所述步骤二至步骤四，在飞行过

程中根据位置敏感探测器检测红外异常区域的信息，不断调整无人机飞行路径和飞行姿

态，并在异常火点红外异常区域上方启动所述可见光采集系统与红外采集系统拍照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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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将可见光图像与红外图像分别传输至应用终端，并在应用终端进行显示；

[0055] 步骤六、无人机完成预设导航路径飞行后，无人机降落至起飞位置，系统完成待测

区域的异常火点监测。

[0056] 其中，上述述步骤四中可见光采集系统和红外采集系统对红外异常区域进行拍照

时，所述无人机处于悬停状态或正常飞行状态，根据实际拍摄成像需要，操作人员根据控制

装置对无人机进行控制。另外，如果步骤二中无人机在完成整个预设导航飞行路径，均未采

集到异常区域时，则判断该区域并未出现异常区域情况，则一直沿着预设导航飞行路径完

成整个飞行，并回到飞行起点。

[0057] 其中，上述步骤四中在进行可见光图像和红外图像通过图像处理模块进行拼接，

当所述图像处理模块设置在无人机内时，所述图像处理模块将可见光图像和红外图像拼接

后再将拼接图像传输至应用终端；当所述图像处理模块设置在应用终端内时，则将可见光

图像与红外图像分别传输至应用终端后，由所述应用终端内的图像处理模块进行图像拼

接，并在应用终端上的图像显示模块上进行显示。

[0058] 另外，考虑异常火点区域并非都位于导航自动规划路径上，为了避免无人机根据

新的规划路径飞行至异常火点区域正上方拍照成像完毕后，偏离导航自动规划路径范围太

多，预先设置导航预设路径所围成区域的偏离范围值，如预设10km为偏离范围值，超出10km

范围之外的区域即使通过可见光采集系统和红外采集系统判断有热源异常区或异常火点

区，无人机将其排除在拍照目标范围之外，以便无人机能够尽可能的将本区域范围内的异

常火点高效率完成拍照成像。

[0059] 该基于无人机的异常火点监测系统的测量方法，采用了上述的监测系统，通过无

人机与图像处理相结合的方式实现异常火点监测，在无人机上安装卫星导航模块，根据预

设导航路径对待监测区域进行监测，无人机根据位置敏感探测器判断异常火点区域位置，

自动规划无人机飞行路径，无人机飞行至异常火点正上方，再启动红外采集系统与可见光

采集系统，用于采集监测区域中热源异常的红外图像信息和红外异常区域周边整体成像，

另外，位置敏感探测器还用于判断红外异常区域方向，并根据位置敏感探测器的检测结果

随时调整无人机飞行姿态，方便采集较为清晰的图像信息；将拍摄的图像传递到应用终端

的显示模块，操作人员根据可见光图像与红外图像进行异常火点区域如秸秆焚烧区域的辨

别，并利用控制装置控制无分机的飞行；该基于无人机的异常火点监测方法，实现了异常火

点监测简易化，简化了测量流程，降低了测量成本，效率较高，大大方便了实际工程人员的

使用。

[0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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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