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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草原火灾监测技术研究现状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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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森林草原火灾监测技术是指人类通过现有的科技工具对森林草原火灾的发生进行监控、测量。文中综述了地面监
测、航空监测和卫星监测等 3 种森林草原火灾监测技术的研究进展，总结各种监测方式与手段的优点及不足，旨在通过对
各项技术相关研究进展的比较，了解各项技术的优劣；概述载人航空监测和无人机监测的特点和发展现状；对森林草原火
灾监测技术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展望和预测，指出未来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形成“慧眼”，健全森林草原火灾监测系统的
科学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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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estry and grassland fire monitoring technology means that people monitor and measure the
occurrence of forestry and grassland fire through exist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tools. For ground
monitoring, air monitoring and satellite monitoring, this paper introduced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different
forestry and grassland fire monitoring technologies, presented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various
monitoring ways. By comparing the technical related research progress, the function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technology were summarized and analyzed. Meanwhile, the status and state-of-the-art of manned aerial
monitoring and UAV monitoring were given in detail. The application prospect of forestry and grassland fire
monitoring technology was expected, which pointed out that we should make use of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form "smart eyes" to improve the scientific integrity of forestry and grassland fire monitor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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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在自然界中有净化水资源、稳定土壤、循环

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发布的《全球森林资源评

养分、调节气候和储存碳等重要作用，草原是全国面

估》数据，2018 年世界森林面积仅有 40 亿 hm ，其中

积最大的陆地生态系统和生态屏障；它们还为野生生

俄罗斯、巴西、加拿大、美国和中国等 5 国的森林面

物提供栖息地，是丰富生物多样性的培育环境

[1 − 2]

。

2

积总和占到世界森林面积总和的 50% 以上。近 3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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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全球森林面积不断减少，超过 10 个以上的国家森
[3]

27

率高、定位准确，但由于林区环境复杂，地面监测会受

林已经完全消失 。据第 9 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成

到地形地势、自然条件的影响，在高温、高寒、雨雪雾

果−《中国森林资源报告（2014−2018）》，我国最

霾等恶劣天气条件下不易进行监测、效率低。

新的全国森林覆盖率为 22.96%，相较于上一次森林资

1.1 人工巡查

源清查我国森林覆盖率同比提高了 1.33%。全国现有
2

3

森林面积 2.2 亿 hm ，森林蓄积量 175.6 亿 m ，已成为
[4]

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最快的国家 ，草原面积近
2

[2]

人工巡查主要是由护林员及森林专业防火人员
亲自对地域偏远、交通不便的林区，按照不同的火险
[10]

等级，开展地面巡逻工作 。人工巡查的优点是专业

4 亿 hm ，约占国土面积的 41.7% 。然而，森林草原

的巡查人员可以到森林深远处进行监测，可提高监测

火灾对生态系统破坏巨大，也给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

预防森林草原火灾的精确性，但是人工巡查工作量较

[5]

产造成了重大损失 。据统计，2019 年全国共发生森

大、监测效率低、巡护范围有限，且树木高大浓密 ，

林火灾 2 345 起，其中重大火灾 8 起、特大火灾 1 起，

处于森林底层的护林员会因为视线遮挡而阻碍观察

2

[11]

受害森林面积约 13 505 hm ；发生草原火灾 45 起，其

范围。这种方式距离短，巡护范围小，不能及时发现

中重大火灾 1 起、特别重大火灾 2 起，受害草原面积

火情，尤其是在夜间或巡检密度高时不能进行有效巡

2[2]

约 66 705 hm 。

查，目前已经不能满足全区域森林防火监测工作的需

森林草原火灾的原因主要有人为原因（纵火、吸

求。此外，因为山路地形复杂，护林员的人工巡查签

烟、打猎、野餐火等）和自然原因（雷击、腐殖质积热

到监督缺乏科学的手段，多点、定时的巡护和静态观

等）。影响森林草原火灾发生的因素有温度、相对湿

察很难做到，失火的失职原因不易判定 。

度、森林中的树木种类、风速、距人类活动地点的距

1.2 塔台监测

[6]

离等 。受全球变暖影响，全球森林草原火灾频发。
[7]

[12]

塔台监测是利用地面制高点上的瞭望塔观测火

据统计，全球每年约有 1% 的森林会受到火灾的破坏 。

情的一种方法。塔台监测的优点是相较于人工巡查，

2019 年燃烧 4 个多月的澳大利亚森林草原火对当地

覆盖面积更广，提升了效率，降低了劳动强度；缺点是

生态环境、野生动物等造成了巨大影响，横跨 8 个南

会受塔台数量、地形、地势影响，盲区大、监测准确率

美国家的亚马孙森林火灾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低，而且造价成本较高，得不到大范围的应用。要想

近年来，我国部分地区也遭遇了高温大风干雷暴等极

达到良好的火灾监测效果，塔台的选址和工作环境，

端天气，森林草原防火形势严峻。

以及塔台自身结构是最需要关注的 3 个要素 。塔

[13]

为有效减少森林和草原火灾造成的资源损失，应

台组网密度要适中，网眼过大会出现“盲区”，不利于

结合现有手段并寻求创新，利用现代化科学技术，形

早期发现火情；网眼过小，台数增多，会造成不必要的

成“慧眼”监测捕捉广袤森林与草原上的星星之火，逐

损失 。只有科学合理地构建塔台组，才会显著提高

[8]

[14]

步构建现代高效的森林草原火灾监测体系 。随着通

监测点空间分析与计算预测能力，从而有效地提升监

信技术、计算机技术、空间信息技术的发展，使森林草

测火灾的准确度。
1.2.1 有人值守塔台

[9]

原火灾的监测能力得到了有效提高 。对森林草原火
灾进行科学、有效地监测有助于掌握森林草原大火的

有人值守塔台的首要任务就是瞭望员要在第一

潜在频率，跟踪评估火灾最有可能发生的地点，从而

时间发现火情后，及时向森林防火指挥部报告，加强

避免或降低损失。本文拟从应用环境角度，综述当前

对林火的监控和巡查，密切关注火势蔓延、发展和变

国内外森林草原火灾监测技术的原理、特点和应用，

化，为快速扑灭森林草原火灾提供详实而准确的火场

并对森林草原火灾监测技术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展

信息 。通常有人值守塔台的高度都为 24 m，这种瞭

望和预测。

望塔没有监控死角，可以做到大范围监测，但这种塔

1 地面监测
地面监测主要是在地面上通过人工巡查、塔台监

[15]

台没有保温措施，而且对讲机的使用距离也会受到限
制，恶劣的工作环境不利于瞭望员及时监控火情。因
此，吴精财等

[16]

对其进行了研究改进：一是将高度改

测、雷达监测、预测预报模型等进行森林草原火灾的

为 28 m，并且在顶部设置一个通讯平台，可以改善通

实时监测和预警预报。地面监测火情的优点是识别

讯质量；二是在顶部增设太阳能利用机房，充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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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三是为了避免瞭望台遭受雷击，在塔台顶部增

雷达监测作为一种半定性预测森林草原火灾的

设了 10 m 的分段避雷针，同时为了保证天线与避雷

工具，优点是监测灵敏度好，有极高的时间分辨率，对

针的水平距离，增设了收发天线框架。应用表明，有

森林草原火灾引起的烟气能实现连续、实时监测 ，

人值守塔台坚固耐用，宽敞明亮，光线充足，信息通讯

森林防火部门可以根据雷达测到的风速、风向等气象

传递准确，火点的辨识、监控效果显著提升。
1.2.2 无人值守塔台

数据、所处的山坡斜度等位置信息以及烟气运动特征，

[28]

对森林草原火灾的蔓延速度、发展情势等进行精准的

近年来，有人值守塔台正逐渐被基于无人值守塔

[29]

分析和预测 ；缺点是有些波段在大气低层提供高分

台所取代，无人值守塔台配备了高清数字录像机、无

辨率观测时会受到限制，影响观测结果 。

线网络和可再生能源驱动系统，这不仅减少了操作员

1.4 森林草原火灾监测预警系统和预测预报模型

[30]

的工作量，而且提高了火灾发生时发出警报的准确性

森林草原火灾监测预警系统具有查询定位、图形

和可靠性，利用配备的激光夜视摄像机或高清摄像机

编辑、空间分析、统计分析和火情损失估算功能，由监

的塔台，可以建立自动森林草原火灾监测系统

[17 − 19]

。

控中心、数据基站节点、监测节点和网络传输等部分

但无人值守塔台的视距比有人值守塔台的视距要小，

构成。在系统工作过程中，每个监测节点和数据基站

[20]

这导致了需要部署的塔台数量急剧增加 。由于塔台

节点都有独立的编码地址。空间位置都有一个相对

之间的重叠区域比传统的塔台网络更大，重叠频率更

应的节点坐标，如若某个地点发生火灾，管理服务器

高，如果为了扩大探测范围必须增加所需的塔台数量，

会监测到报警信号，将火灾信息直接显示在电子地图

那么塔台之间的重叠是不可避免的，就会导致视域冗

上 。监测节点主要负责收集环境信息，通过前端感

余。为使建筑成本最小化和森林草原火灾监测覆盖

知、信息分析、专家库及应急预案和各类外部数据的

[21]

率最大化，合理设置塔台是至关重要的 。

[31]

支持，划分火险等级，提高监测预警的时效性和准确

无人值守塔台在某些时候比有人值守塔台效率
更低，且价格昂贵，每个摄像塔的价值超过 3 万美元，
在偏远林区需要花费更高的费用建造塔台和安装通
[22]

性，实现多种时间、空间、视图的可视化展示和辅助指
挥管理决策等功能，从而达到提前预警的目的。
森林草原火灾预测预报模型系统由具有传感、处

讯基础设施 。有时系统检测会比训练有素的人工塔

理和无线通信能力的小型传感器节点组成，这些传感

台观察员更慢、更不可靠，而且不可能只依赖摄像头，

器节点构成的无线传感器网络（WSN）收集环境温度、

使用这些系统作为辅助工具来改善有人值守塔台瞭

湿度、气压、风向、风速、烟雾、CO2 气体浓度等数据，

[23]

望员的工作条件则更加可行 。
1.3

并将这些数据通过接收器节点传递到控制中心，经控
制中心自动分析数据来进行火灾监测

雷达监测

雷达监测是基于森林燃烧时引起的回波和气象

[32 − 33]

。WSN 具

有体积小、功耗低、成本低以及在小范围内易于通信

。当林火燃烧时

等优点，但也存在处理能力低、存储不足和电池寿命

产生的热空气垂直向上运动，四周冷空气补充产生对

有限等缺点 。与采用摄像头、卫星等拍摄静态图像

流热，加之火场有部分热能变为动能，推动热空气上

相比，森林草原火灾预测预报模型采集的数据更加精

升，这样就形成一个升起的热对流柱，它会把燃烧的

准，能直接反映林区各种环境因子的动态变化，可以

和未完全燃烧的叶片、树枝等抬升起来，当抬升高度

有效解决全球定位系统（GPS）、地理信息系统（GIS）、

达到雷达的探测范围后，雷达接收未完全燃烧物被电

遥感（RS）等 3S 技术中的精度低、实时性差及误判与

磁极化的散射物的后向散射，这样就形成了雷达回波。

漏判多等问题

当森林燃烧时存在 2 种散射机制：一是燃烧的叶片、

生故障或被野生动物损坏，它就不能提供准确的数据，

树枝或爆炸时有导电介质的物质粒子对雷达电磁波

且 WSN 传递冗余数据会增加通信成本。因此，其在

的散射，另一个则是持续燃烧产生的大气湍流对雷达

森林草原火灾监测方面仍没有得到大范围推广应用，

电磁波的散射。通常在雷达探测林火回波时，以上提

实际应用较少 。

回波存在较大差异而间接监测

[24 − 25]

[34]

[35 − 36]

。缺点是可靠性较低，若传感器发

[37]

[26]

到的 2 种散射机制同时存在 。2 种监测地面火情的
主要方法是激光雷达和气象雷达，雷达遥感形成的图
[27]

像通常比光学或热红外图像具有更高的空间分辨率 。

2 航空监测
航空监测是通过载人机或无人机等低空飞行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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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搭载林火监测设备实现对大范围的森林草原火灾进

场站数量较少且布局不合理，相关的技术还不够先进 。

行快速有效实时监测，如利用红外传感器或可见光传

经过 60 多年的发展，我国的航空护林已初具规模，但

感器等对森林动态做到有序的观测成相。航空监测

和国外发达国家相比，仍处于起步阶段，在飞机数量、

具有反应速度快、效率高等特点，而且通过可视航拍

航护范围和直接灭火能力等方面尚不能满足森林防

遥控器可以增大观测视角、扩大监测范围。航空监测

火工作的需要 。

是森林防火监测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利用飞机等航

2.2 无人机监测

空手段监测森林草原火灾，以保护环境和国家资源。

[43]

无人机是一种由动力驱动、机上无人驾驶、可重

航空监测视野广、效率高，缺点是存在安全风险、巡护

复使用的新型遥感平台 。无人机监测是指依靠遥控

成本高、视频图像无法实时回传，同时受夜航和环境

或飞控来实现操纵无人机飞行对林区环境进行监测

因素限制，难以进行长时间连续监测。

的技术，通过在无人机上搭载的视觉传感器、气体传

2.1

[44]

载人航空监测

感器、温度传感器和红外传感器等传感器完成数据收

载人航空监测飞机主要有载人直升机和固定翼

集与研判 。

飞机，载人直升机具有的定点悬停和起降场地要求较

[45]

中等高度固定翼无人机可对林地特定区域进行

低的优势，使其成为航空监测的主力 。当进行航空

永久监视，如果发现潜在的火灾，则触发低空旋转翼

巡护时，也可以借助望远镜或者通过人工观测火情、

无人机以确认是否发生森林草原火灾。在火灾得到

定位着火点，从而指挥人员及物质运输，进行吊桶灭

确认后，无人机将通知地面工作小组，固定翼无人机

火。目前，我国林区使用直升机进行日常巡护，固定

将继续进行火情监视。如果出现误报，固定翼无人机

[38]

将保持其监视程序，并返回基地。2 款无人机均配备

[39]

翼飞机用于火场监测 。
航空护林在预防和扑救森林草原火灾中发挥着

[46]

RGB 和热传感器 。另外，很多无人机配备了多源传
[47]

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充分体现出“机动、灵活、快速、

感器，包括视觉相机、红外微型相机和点火传感器 。

高效”的优势。载人航空监测可以及时准确地发现起

同轴四轴无人机被用于收集林火监测数据，其优点是

火点、快速传递火情蔓延状况，可以弥补地面瞭望台

性能稳定，即使在强风和湍急的风力条件下也能提供

的盲区和死角，充分体现了空中移动瞭望台的作用，

稳定的平台 。基于无人机的森林草原火灾监测系统

为实现早发现、早扑救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还可以通

也投入了使用，系统包括了机载部分与地面部分。机

过对火场实施空中观察，应用多媒体信息传输技术，

载部分由双目摄像系统、图传发射机、嵌入式系统和

快速准确、直观生动地提供火场态势，辅助火场救援

通信设备组成。地面部分则由个人电脑、图传接收机

队伍做出扑救火灾的科学部署。为了提高飞机探测

和通信设备组成 。

[48]

[49]

林火的速度和精度，国外在飞机上安装了红外相机。

无人机具有优于其他遥感平台的灵活性、实时性、

红外热成像通过对热红外敏感相机对林木进行成像，

移动性等特点，无人机监测的优点包括固有风险小、

是一种被动式的非接触检测与识别，能反映出温度场。

使用成本低、应急机动性强、空间分辨率高、数据实

它不受电磁干扰，作用距离远，探测能力强，能全天候

时性强；相较于地面监测，监测时间更短，范围更广。

工作。在大面积的森林中，火灾往往是由不明显的隐

无人机监测结果更加直观，其通过空中摄影模块能够

火引发的，用现有的常规方法很难发现森林草原火灾

完成火灾场景的应急测绘，将实时状况传送给远程控

或火灾隐患。而采用基于红外热成像仪的飞机巡逻，

制中心。但无人机监测受天气状况影响大，无人机可

则可以快速有效地发现这些隐火，把火灾消灭在最初。

靠性还有待提高 。由于不能装填足够的燃料，续航

近年来，面向机载平台的红外相机作为重要的探测器

时间短，导致不能执行时间较长的任务 。这些都是

手段，已经广泛应用于森林草原火灾监测，从而实现

限制其规模化应用的主要瓶颈因素 。

[50]

[46]

[51]

[40]

快速定位隐火、昼夜连续工作和扩大观测范围 。载
人航空监测能及时准确地发现和传递火情，但缺点是

3 卫星监测

技术还不够发达、飞机数量少，如适用于南方特别是

卫星监测是指基于先进的成像设备，通过遥感系

西南高海拔林区的大型直升机机源十分紧张，缺少适

统、地理信息系统和全球定位系统技术的综合应用，

[41]

应高原、山区等特殊地理环境作业的大中型直升机 ，

[38]

实现卫星对地的森林草原火灾监测 。利用卫星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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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监测森林草原火灾可做到大范围观测、快速确定火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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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数据。随着 5G 时代的到来，大（大数据）智（智能

灾位置并估算火灾面积 。卫星监测流程主要包括数

化）移（移动互联网）云（云计算）等高新科技领域飞速

据获取、提取位置信息、区域投影、大气校正、水体判

发展，新兴信息技术交融渗透，将有助于推动森林草

识及火点识别等。遥感火点判识的原理是由于温度

原火灾监控技术的变革。可依托国家、地方等不同层

升高引起热辐射增强，不同热红外通道增长幅度差异，

次的平台，利用移动物联网汇总多元化、多维度、多尺

从而进行判断识别。处于 300 K 的常温地表对应的

度的海量森林草原火灾监测数据，同时大数据收集气

辐射峰值波长在 10 μm 左右，当林火爆发时，地表温

象环境条件数据，从而由云计算进行分析、驱动决策，

度达到 500～750 k，其对应的辐射峰值波长在 3.9～

智能化地提供精准的预警预测。首先，要利用互联网

5.8 μm，该波长正好位于卫星探测器的红外通道范围，

产业的发展，提高森林草原火灾监测系统的完整性与

遥感气象卫星正是利用不同波长热辐射的差异性来

科学性。无线传感器系统应用于森林草原火灾监测

[53]

判定火点 。

系统功能的构建，其作用已经越来越明晰。同时，地

在对于林火的卫星监测手段上，石艳军等

[54]

提出

面基站可以利用遥感卫星、气象卫星对地球表面的红

了利用新一代静止气象卫星 AHI/葵花 8 号和 AGRI/

外线监测，对可能发生森林草原火灾的地域进行实时

风云四号高频次、全覆盖的优势对林火进行实时监控

监测，但如何提高准确性则成为当前阶段所面临的问

的方案。葵花 8 号成像仪 AHI 能够在 10 min 内完成

题。通过物联网系统进行森林草原火灾的监测会极

全盘扫描，共有 16 个通道（包括 3 个可见光通道、13

大减少人力成本，提高效率，降低误报率。要尽快更

个近红外和红外通道），波段范围为 0.46～13.3 μm。

新完善“林地一张图”，优化卫星监测底图，减少热点

运用卫星监测林火时，要选取与林火监测相关的通道，

核查误差。

即 4 μm 和 11 μm 波段附近。气象卫星 AGRI 特性

2）利用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和高分卫星实现

与 AHI 类似，但是受制冷器和探测器研制水平限制，

精准监测、实时监测。近几十年来，随着航天航空技

部分通道特性比 AHI 低，因此在 4～11 μm 范围内的

术的不断发展，使得通过遥感卫星进行森林草原火灾

多个波段的性能稍逊。Eunna 等

[55]

提出了使用韩国

的全区域监控成为可能。在国家层面应重点扶持专

境内的 Himawari-8 对地静止卫星数据的组合式三步

门的救灾减灾卫星的研发与发射，补齐短板，改变卫

森林草原火灾检测算法（即阈值、基于机器学习的建

星少和受制于人的现状，如大力发展北斗全球卫星导

模和后处理），该算法成功地监测出了大多数的森林

航系统和高分卫星监测，推动遥感数据更快、更新、更

草原火灾。卫星监测收集资料受地面条件影响小而

准地服务森林草原火灾监控，实现精准监测、实时监

且可以反映林火的动态变化；多采用多光谱摄影，形

测。结合遥感技术，对火情监控进行整体规划，建立

象信息丰富；利用微波可以实现全天候监测；成像迅

全方位的森林草原火灾监控系统及高效的数据处理、

[56]

速，成本低廉 。随着遥感卫星的不断发射以及遥感

信息反馈和响应机制。卫星监测作为重要手段与信

技术的不断发展，遥感技术已经成为林火实时监测的

息化扑火指挥深度融合，实现方式可以是将卫星监测

重要手段。卫星监测范围广、数据采集速度快，且不

作为灭火综合指挥平台重要模块，与其他模块一起为

受地形等环境条件的影响，但受限于重复周期及探测

扑火指挥服务。

分辨率，且机动灵活性差，难以实现连续监测。

4 森林草原火灾监测技术研究展望

3）构筑全方位、立体式、连续性监测体系。构筑
全方位立体式监测体系，空中和地面监测相结合，实
现大空间的区域监测和局部监测的适时补充。将传

我国作为森林资源大国，防范森林草原火灾任重

统与现代监控森林草原火灾方法相结合，集成地面巡

道远。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形成“慧眼”，健全森林草原

护、近地面监测、航空巡护和卫星监测等多种方式，真

火灾监测系统的科学完整性，从而根据各种监测信息

正实现空中、陆地全方位防火，采取“多点发力、地空

预警、预测火灾发生时间、地点是“防火于未然”的重

协同、全线巡护、合力监测”的方法，对森林草原火灾

要途径。展望未来，森林草原火灾监测系统将有以下

实施全方位、立体式、连续性观测，为努力实现“打早、

发展热点和趋势：

打小、打了”的目标奠定基础，尽可能降低森林草原资

1）利用“大智移云”汇总分析海量森林草原火灾

源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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