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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要被测量的植物附近；拍摄单元，用于对反射

本体进行拍摄并且输出已拍摄的图像；图像分析

单元，用于在已拍摄的图像中检测反射本体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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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布；光子通量密度计算单元，用于基于绝对

光谱辐照度分布计算光子通量密度；以及叶面积

指数计算单元，用于基于光子通量密度计算叶面

积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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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图像测量方法，包括：

拍摄被布置在要被测量的植物附近的反射体，并且输出所述反射体的已拍摄的图像；

在所述已拍摄的图像内检测所述反射体被拍摄的区域；

获取所述区域的颜色信息；

基于所述颜色信息来计算所述区域的绝对光谱辐照度分布，所述绝对光谱辐照度分布

是所述区域中的光谱辐照度的绝对值的分布；

基于所述绝对光谱辐照度分布来计算光合光子通量密度；以及

基于所述光合光子通量密度来计算叶面积指数。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图像测量方法，其中所述反射体包括全散射反射表面，所述全

散射反射表面的颜色是已知的。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图像测量方法，还包括：

彼此相关联地存储所述光合光子通量密度和所述叶面积指数；以及

提取与计算的所述光合光子通量密度相关联的所述叶面积指数。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图像测量方法，还包括：

基于所述颜色信息来计算包括所述区域中的辉度值的三色刺激值；

基于所述辉度值来计算绝对辐照度，所述绝对辐照度是所述区域中的光的辐照度的绝

对值；

基于所述三色刺激值来计算所述区域中的色度；

基于所述色度来计算相对光谱辐照度分布，所述相对光谱辐照度分布是所述区域中的

光谱辐照度的相对分布；以及

基于所述绝对辐照度和所述相对光谱辐照度分布来计算所述绝对光谱辐照度分布。

5.一种图像测量系统，包括：

反射体，所述反射体被布置在要被测量的植物附近；

拍摄单元，所述拍摄单元拍摄所述反射体，并且输出所述反射体的已拍摄的图像；

图像分析单元，所述图像分析单元在所述已拍摄的图像内检测所述反射体被拍摄的区

域，并且获取所述区域的颜色信息；

绝对光谱辐照度分布计算单元，所述绝对光谱辐照度分布计算单元基于所述颜色信息

来计算绝对光谱辐照度分布，所述绝对光谱辐照度分布是所述区域中的光谱辐照度的绝对

值的分布；

光合光子通量密度计算单元，所述光合光子通量密度计算单元基于所述绝对光谱辐照

度分布来计算光合光子通量密度；以及

叶面积指数计算单元，所述叶面积指数计算单元基于所述光合光子通量密度来计算叶

面积指数。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图像测量系统，其中所述反射体包括全散射反射表面，所述全

散射反射表面的颜色是已知的。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图像测量系统，还包括：

存储单元，所述存储单元彼此相关联地存储所述光合光子通量密度和所述叶面积指

数，其中

所述叶面积指数计算单元从存储所述叶面积指数的所述存储单元提取与计算的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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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合光子通量密度相关联的所述叶面积指数。

8.根据权利要求5至7中任一项所述的图像测量系统，其中所述绝对光谱辐照度分布计

算单元操作以：

基于所述颜色信息来计算包括所述区域中的辉度值的三色刺激值；

基于所述辉度值来计算绝对辐照度，所述绝对辐照度是所述区域中的光的辐照度的绝

对值；

基于所述三色刺激值来计算所述区域中的色度；

基于所述色度来计算相对光谱辐照度分布，所述相对光谱辐照度分布是所述区域中的

光谱辐照度的相对分布；以及

基于所述绝对辐照度和所述相对光谱辐照度分布来计算绝对光谱辐照度分布。

9.一种图像测量设备，所述图像测量设备在图像测量系统中使用，所述图像测量系统

被提供有反射体和拍摄单元，所述反射体被布置在要被测量的植物附近，所述拍摄单元拍

摄所述反射体并且输出所述反射体的已拍摄的图像，所述图像测量设备包括：

图像分析单元，所述图像分析单元在所述已拍摄的图像内检测所述反射体被拍摄的区

域，并且获取所述区域的颜色信息；

绝对光谱辐照度分布计算单元，所述绝对光谱辐照度分布计算单元基于所述颜色信息

来计算绝对光谱辐照度分布，所述绝对光谱辐照度分布是所述区域中的光谱辐照度的绝对

值的分布；

光合光子通量密度计算单元，所述光合光子通量密度计算单元基于所述绝对光谱辐照

度分布来计算光合光子通量密度；以及

叶面积指数计算单元，所述叶面积指数计算单元基于所述光合光子通量密度来计算叶

面积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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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测量方法、系统、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测量叶面积指数的图像测量方法、图像测量系统、图像测量设备和图

像测量程序。

背景技术

[0002] 叶面积指数(下文中称为LAI)表示耕地或森林中在某方向上  (例如，在竖直方向

上)植物群落等中每单位面积覆盖的叶片的面积之和。LAI被用作一种在温室栽培等中掌握

植物生长或栽培条件的指数。

[0003] 作为一种用于测量LAI的方法，例如，提出了一种使用照度传感器的间接测量方

法。在此方法中，例如在植物群落内在上部区域和下部区域中测量照度以基于所测量的其

照度来估计LAI。

[0004] 此外，作为一种相关技术，PTL1描述了一种方法，在该方法中，对布置在植物群落

中的反射体进行拍摄，然后基于反射体的颜色信息计算照度以估计LAI。

[0005] 此外，PTL2描述了LAI间接测量方法。在PTL2中所描述的方法中，间接测量系统使

用广角透镜和电子元件相对于近红外光和红光中的每一个对预定区域的图像进行拍摄。然

后，间接测量系统获得每个区段区域中相对于近红外光和红光中的每一个的辉度值，其中

区段区域是通过对预定区域进行划分而得到的。然后，间接测量系统获得每个详细区域中

近红外光和红光之间的辉度值的比率，基于辉度值的比率估计相对太阳辐射量，以及基于

相对太阳辐射量获得叶面积指数。

[0006] [引用列表]

[0007] 专利文献

[0008] [PTL1]国际专利公开No.2012/073519

[0009] [PTL2]日本专利公开No.2007-171033

[0010] [非专利文献]

[0011] [NPL1]H.W.Jensen,“Photon  Mapping”,Ohmsha公司，页29、  32

[0012] [NPL2]D .Judd ,D .L .MacAdam和G .Wyszecki ,“Spectral  Distribution  of 

Typical  Daylight  as  a  Function  of  Correlated  Color  Temperature”,Journal  of 

the  Optical  Society  of  America,1964年8月，卷54第8期，页1031-1040

[0013] [NPL3]E .Kaneko、M.Toda、H.Aoki和M.Tsukada ,“Daylight  Spectrum  Model 

under  Weather  Conditions  from  Clear  Sky  to  Cloudy”,  2012年，Proc.of  IEEE  21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attern  Recognition

[0014] [NPL4]Monsi和Saeki,“On  the  Factor  Light  in  Plant  Communities  and  its 

Importance  for  Matter  Production,”Annals  of  Botany  95,2005，pp.549-567,原始公

开为：1953年3月，Japanese  Journal  of  Botany  14，pp.22-52

发明内容

说　明　书 1/11 页

4

CN 104884937 B

4



[0015] 技术问题

[0016] 在PTL1的方法中，照度被用作用于计算LAI的光的强度。然而，由于照度与LAI的相

关性低，所以所计算的LAI的精确性低。

[0017] 此外，在PTL2,的方法中，LAI通过约束测量方向的间接测量系统基于近红外光和

红光之间的辉度值的比率来计算。然而，即使当使用辉度值时，计算LAI的精确度也低，此

外，可以相对于作为光源的太阳光来约束测量方向。

[0018] 鉴于上述内容，本发明的一个目的是提供能够精确地计算LAI  的图像测量方法、

图像测量系统、图像测量设备和图像测量程序。解决方案

[0019] 本发明中的图像测量方法包括：

[0020] 拍摄被布置在要被测量的植物附近的反射体，以及输出反射体的已拍摄的图像；

[0021] 在已拍摄的图像内检测反射体被拍摄的区域；

[0022] 获取区域的颜色信息；

[0023] 基于该颜色信息计算绝对光谱辐照度分布，该绝对光谱辐照度分布是该区域中光

谱辐照度的绝对值的分布；

[0024] 基于该绝对光谱辐照度分布计算光合光子通量密度；以及

[0025] 基于该光合光子通量密度计算叶面积指数。

[0026] 本发明中的图像测量系统包括：

[0027] 反射体，其被布置在要被测量的植物附近；

[0028] 拍摄单元，其拍摄该反射体，并且输出该反射体的已拍摄的图像；

[0029] 图像分析单元，其检测已拍摄的图像内该反射体被拍摄的区域，以及获取该区域

的颜色信息；

[0030] 绝对光谱辐照度分布计算单元，其基于该颜色信息计算绝对光谱辐照度分布，该

绝对光谱辐照度分布是该区域中光谱辐照度的绝对值的分布；

[0031] 光合光子通量密度计算单元，其基于绝对光谱辐照度分布计算光合光子通量密

度；以及

[0032] 叶面积指数计算单元，其基于该光合光子通量密度计算叶面积指数。

[0033] 本发明中的图像测量设备使用在图像测量系统中，该图像测量系统被提供有被布

置在要被测量的植物附近的反射体和拍摄单元，该拍摄单元拍摄该反射体并且输出该反射

体的已拍摄的图像，该图像测量设备包括：

[0034] 图像分析单元，其检测已拍摄的图像内该反射体被拍摄的区域，以及获取该区域

的颜色信息；

[0035] 绝对光谱辐照度分布计算单元，其基于该颜色信息计算绝对光谱辐照度分布，该

绝对光谱辐照度分布是该区域中光谱辐照度的绝对值的分布；

[0036] 光合光子通量密度计算单元，其基于绝对光谱辐照度分布计算光合光子通量密

度；

[0037] 叶面积指数计算单元，其基于该光合光子通量密度计算叶面积指数。

[0038] 在本发明中，非暂态计算机可读记录介质存储用以在图像测量系统中使用的计算

机程序，该图像测量系统被提供有被布置在要被测量的植物附近的反射体和拍摄单元，该

拍摄单元拍摄该反射体并且输出该反射体的已拍摄的图像，该程序促使计算机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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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9] 图像分析处理，其检测已拍摄的图像内该反射体被拍摄的区域，以及获取该区域

的颜色信息；

[0040] 绝对光谱辐照度分布计算处理，其基于该颜色信息计算绝对光谱辐照度分布，该

绝对光谱辐照度分布是该区域中光谱辐照度的绝对值的分布；

[0041] 光合光子通量密度计算处理，其基于该绝对光谱辐照度分布计算光合光子通量密

度；以及

[0042] 叶面积指数计算处理，其基于该光合光子通量密度计算叶面积指数。

[004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44] 根据本发明，可以精确地计算LAI。

附图说明

[0045] 图1是根据本发明的使用LAI图像测量系统的测量系统相对于植物群落从前侧观

看的前视图。

[0046] 图2是使用LAI图像测量系统的测量系统相对于植物群落从上表面侧观看的俯视

图。

[0047] 图3是图示根据本发明的LAI图像测量系统的配置的示例的框图。

[0048] 图4是其中绘制了辉度值Y和辐射度之间关系的示例的图表。

[0049] 图5是图示根据本发明的使用LAI图像测量系统计算LAI的操作的示例的流程图。

[0050] 图6是图示根据本发明的LAI图像测量系统的主配置的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51] 下面，参考附图描述本发明的示例性实施例。

[0052] 图1是根据本发明的使用LAI图像测量系统(叶面积指数图像测量系统)的测量系

统相对于植物群落从前侧观看的前视图。在图1  中，植物群落30被图示成具有沿着平面截

取的分段状态。图2是使用LAI图像测量系统的测量系统相对于植物群落从上表面侧观看的

俯视图。如图1中所示，在本示例性实施例中，“竖直方向”指示垂直于地面的方向，而“水平

方向”指示平行于地面的方向。

[0053] 如图1中所示，为了简化描述，假定根据本示例性实施例的植物群落30是成行种植

的一组农作物植物。此外，如图2中所示，植物群落30是在深度方向上(从图1中的正面朝着

深度侧的方向，在下文中可以称为纵向方向)种植成两行的植物组。可替换地，植物群落30

可以是一行的植物组或两行以上的植物组。

[0054] 在本示例性实施例中，描述了一个示例，在该示例中，LAI图像测量系统应用于在

诸如田地或塑料温室之类的耕地中测量农作物  (例如，西红柿或黄瓜)的植物群落的LAI。

然而，本发明并不局限于本示例性实施例，并且例如LAI图像测量系统可以用于测量森林中

一组树木的LAI。

[0055] 如图1和图2中所示，在每个植物群落30附近布置了一组阵列反射体10，其中在竖

直方向上排列了多个反射体10。此外，如图2 中所示，在能够对反射体10进行拍摄而不被植

物群落30阻挡的位置，布置照相机20。在此示例中，如图2中所示，照相机20布置在反射体10

的前侧。照相机20被布置在这样的位置使得在每个反射体10与照相机20之间不存在诸如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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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之类的障碍物，其会挡住反射体10。

[0056] 在图1中所图示的示例中，在本示例性实施例中，在竖直方向上相对于每个植物群

落30布置了五个反射体10。因此，在竖直方向上总共布置了十个反射体10。然而，可以布置

的反射体10的数目并不局限于本示例性实施例中的示例。例如，还可以布置十二个或更多

个反射体10(在竖直方向上相对于每个植物群落30布置六个或更多个反射体10)。

[0057] 具体地，反射体10由球形本体来实现，其表面具有全散射(朗伯)反射率特性，并且

其颜色信息(反射率)是已知的。例如，反射体10还可以是各种类型的多面体结构之一或平

反射板。

[0058] 本示例性实施例中的反射体10具有全白色(反射率ρ＝10)。此外，就反射体10的颜

色(反射率ρ)而言，反射体10的颜色并不局限于全白色，而是可以是红色、灰色、黄色或橙

色。然而，反射体10的颜色优选为至少是除了绿色之外的一种颜色以便将反射体与植物群

落30中的植物区分开。

[0059] 此外，鉴于反射体10被布置在植物群落30附近的事实，每个反射体10具有一种属

性使得来自于布置在上部区域中的反射体10 的反射光强度大，而归因于植物群落30所产

生的阴影来自于布置在下部区域中的反射体10的反射光强度小。这使得可以通过测量从在

竖直方向上布置成彼此远离的多个反射体10反射的光的强度，来在竖直方向上测量LAI，以

及将光的强度彼此比较，并且这使得可以掌握植物群落30中叶片从竖直方向上观看的覆盖

度。植物群落30 附近为距植物群落30预定距离之内(例如，50CM之内)。反射体  10在竖直方

向上均彼此远离地布置使得在每个反射体10上反射的光的强度适当地变化。

[0060] 具体地，照相机20由诸如能够对彩色图像进行拍摄的数字照相机之类的拍摄设备

来实现。只要照相机20能够对彩色图像进行拍摄，照相机20并不局限于用于对静止图像进

行拍摄的照相机，但是，例如可以是能够对移动图像进行拍摄的视频照相机。此外，照相机

20  对反射体10进行拍摄，并且将反射体10的已拍摄图像输出到后面要描述的LAI图像测量

设备40(图1和图2中未示出)。

[0061] 在本示例性实施例中，对用阳光辐照的反射体10进行拍摄以便在竖直方向上测量

LAI，使得可期望的是把照相机20布置在能够对每个反射体10的上半球体进行拍摄的位置

(例如，在竖直方向上比所有的反射体高的位置)，反射体是球形本体。

[0062] 此外，图1图示了进行测量的示例，其中，在竖直方向上在每个植物群落30附近的

位置布置五个反射体10。可替换地，五个反射体10每一个还可以在竖直方向上被布置成在

每个植物群落30的纵向方向上彼此远离预定间隔(例如，50cm的间隔)(换言之，反射体10以

格栅方式布置，在纵向方向上从侧面观看)以便测量。前面提及的修改还使得可以在植物群

落30的纵向方向上测量LAI的分布状态。

[0063] 图3是图示LAI图像测量系统的配置示例的框图。如图3中所示，LAI图像测量系统

包括对图2中所示的反射体10进行拍摄的照相机20和LAI图像测量设备40。

[0064] 如图3中所示，LAI图像测量设备40包括图像分析单元41、绝对光谱辐照度分布计

算单元42、数据库43、PPFD(光合光子通量密度)计算单元44、LAI(叶面积指数)计算单元45、

数据库46以及LAI输出单元47。此外，如图3中所示，要从照相机20输出的已拍摄图像被输出

到LAI图像测量设备40。具体地，LAI图像测量设备40由诸如根据程序进行操作的个人计算

机之类的信息处理设备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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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5] 具体地，图像分析单元41由根据程序进行操作的信息处理设备的CPU来实现。图像

分析单元41计算从照相机20输入的已拍摄图像的三色刺激值XYZ(在下文中，称为XYZ值)。

[0066] 图像分析单元41基于反射体10的已知颜色信息或已知形状信息指定(检测)在已

拍摄图像内对每个反射体10进行拍摄的区域，并且获得指定区域中的辉度值。具体地，图像

分析单元41指定已拍摄图像内对白色物体进行拍摄的区域，以及提取作为所指定区域的部

分图像。在本示例性实施例中，多个白色反射体10被布置成使得图像分析单元41指定了多

个区域以及提取作为相应指定区域的部分图像。然后，图像分析单元41计算每个所提取部

分图像的XYZ值。

[0067] 在下面，描述用于计算照相机20已拍摄的彩色图像内的物体(反射体10)的XYZ值

的方法的示例。首先，图像分析单元41使用输入的已拍摄图像的颜色信息和形状信息检测

对物体进行拍摄的区域。接着，图像分析单元41获取物体的所检测区域中的颜色信息  RGB，

以及基于所获取的颜色信息RGB计算三色刺激值XYZ。

[0068] 在下面，关于彩色图像输入设备20所拍摄的图像的颜色信息  RGB，假定该设备的

RGB磷光体的色度和白色的色度预先被指定为彩色图像输入设备的颜色特性，以及颜色信

息RGB被唯一地转换至三色刺激值XYZ。下面描述其转换方法的示例。输入图像的颜色信息

RGB和三色刺激值XYZ之间的关系通过下面公式(1)来表达。

[0069] [公式1]

[0070]

[0071] 在公式(1)中,M3×3是3×3转换矩阵。此外，假定颜色信息RGB  在不进行伽马校正的

情况下具有线性特性。该转换公式可以是使得能够将颜色信息RGB唯一性地转换到三色刺

激值XYZ。例如，该转换可以由下列公式(2)来表达。

[0072] [公式2]

[0073]

[0074] 在公式(2)中,M3×9是3×9转换矩阵。

[0075] 可能的是预先通过使用已知色标执行彩色图像输入设备的颜色校准，来计算M3×3

和M3×9中的一个或者这二者。

[0076] 绝对光谱辐照度分布计算单元42计算绝对光谱辐照度分布，其是已拍摄图像内反

射体10的区域中光谱辐照度的绝对值的分布。在以下示例中，绝对光谱辐照度分布计算单

元42利用反射体10是具有朗伯反射率特性的物体并且其反射率ρ已知，计算绝对辐照度。

[0077] 假定，I和R分别是具有朗伯反射率特性的物体表面上某点处的辐照度和辐射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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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ρ是物体的反射率。在双方向反射率分布函数(BRDF)由fBRDF来表达的情况(如NPL1中所

描述)中，fBRDF由以下公式(3)来表达。

[0078] [公式3]

[0079]

[0080] 此外，如NPL1中所描述的具有朗伯反射率特性的物体表面的  fBRDF由以下公式(4)

来表达。

[0081] [公式4]

[0082]

[0083] 在本示例性实施例的示例中，反射体10聚源全白色使得以下公式(5)通过在公式

(4)中设定ρ＝1.0来获得。

[0084] [公式5]

[0085]

[0086] 绝对光谱辐照度分布计算单元42通过获得关于在拍摄时的光圈值F、快门速度和

照相机透镜的增益的信息，根据从反射体10朝着照相机辐照的光，在反射体10的图像内在

每个像素位置将基于公式  (1)或公式(2)所计算的三色刺激值Y(辉度值Y)转换为绝对辐射

率R(单位：W/m2/sr)。

[0087] 在此情况下，例如，预先准备一表格，其中，光圈值F、快门速度、辉度值Y和绝对辐

射率彼此相关联。响应于光圈值F、快门速度和所获得的辉度值Y的输入，绝对光谱辐照度分

布计算单元42通过利用前面提及的表格从表格中提取相关联的绝对辐射率R。可替换地，绝

对光谱辐照度分布计算单元42还可以相对于所提取的值执行诸如插值之类的计算。

[0088] 此外，反射体10的表面具有朗伯反射率特性，使得通过使用公式(3)和公式(5)将

绝对辐射率R转换至绝对辐照度I。

[0089] 可替换地，绝对光谱辐照度分布计算单元42可以从表格直接计算绝对辐照度。在

此情况下，例如，预先准备一表格，其中，光圈值F、快门速度、辉度值Y和绝对辐照度彼此相

关联。绝对光谱辐照度分布计算单元42从该表中提取与光圈值F、快门速度、和所获得的辉

度值Y相关联的绝对辐照度I。此外，可替换地，绝对光谱辐照度分布计算单元42还可以相对

于所提取的值执行插值等等。

[0090] 此外，可替换地，绝对光谱辐照度分布计算单元42还可以使用转换公式而不使用

表格来计算绝对辐照度。在此情况下，预先给出转换公式的表达，其中，光圈值F、快门速度、

辉度值Y和绝对辐射率或绝对辐照度彼此相关联。然后，绝对光谱辐照度分布计算单元42通

过使用转换公式可以将光圈值F、快门速度和所获得的辉度值Y转换为绝对辐射率或绝对辐

照度。

[0091] 图4是图示辉度值Y和辐照度之间的关系的图表，其中光圈值  F、快门速度和增益

被设定成固定值。从图4清楚地知道，通过使用这些值可以容易地计算近似转换公式。

[0092] 接下来，绝对光谱辐照度分布计算单元42使用公式(6)基于三色刺激值XYZ计算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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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色度x、y。

[0093] [公式6]

[0094]

[0095] 接下来，绝对光谱辐照度分布计算单元42使用色度x、y，获得从物体表面朝着照相

机辐照的光的辐射率的光谱分布(相对光谱辐射率分布)。

[0096] 在下面，作为基于色度x、y计算相对光谱辐射率分布的方法的示例，描述了使用

NPL2中所描述的CIE日光模型的情况。如以下公式(7)中所示，绝对光谱辐照度分布计算单

元42使用色度x、y  计算M1和M2。

[0097] [公式7]

[0098]

[0099] 当假定λ是要辐照的光的波长,如公式(8)中所例示的，相对光谱辐射率分布R(λ)

(公式(8)中的向量R(λ)(带波浪的))通过使用NPL2所给出的CIE日光的平均向量S0(λ)、第

一主分量向量  S1(λ)和第二主分量向量S2(λ)得到。

[0100] [公式8]

[0101]

[0102] 当假定当λ＝560时R(λ)为1时，相对光谱辐射率分布R(λ)是相对分布。

[0103] 反射体10的表面具有朗伯反射率特性，使得此示例中所获得的相对光谱辐射率分

布R(λ)等于相对光谱辐照度分布Ir(λ)。

[0104] 在此示例中，绝对光谱辐照度分布计算单元42使用CIE日光模型计算相对光谱辐

照度分布。然而，并不局限于此示例，例如可以使用NPL3中所描述的鸟模型等。

[0105] 接下来，绝对光谱辐照度分布计算单元42基于所获得的绝对辐照度I和所获得的

相对光谱辐照度分布Ir(λ)计算绝对光谱辐照度分布I(λ)。具体地，绝对光谱辐照度分布计

算单元42使用绝对辐照度  I，通过将在每个波长处相对光谱辐照度分布Ir(λ)的值与常数

相乘，来计算绝对光谱辐照度分布I(λ)。例如，该常数被设定成这样的值：在从400nm至

700nm的波长范围内相对光谱辐照度分布的积分值  Ir(λ)等于绝对辐照度I。然后，绝对光

谱辐照度分布计算单元42通过使在每个波长处相对光谱辐照度分布Ir(λ)的值与该常数相

乘来计算绝对光谱辐照度分布I(λ)。

[0106] 具体地，数据库43由诸如磁盘设备或光盘设备之类的存储设备来实现。在本示例

性实施例中，数据库43存储转换表以便在将光圈值F、快门速度和辉度值Y转换为绝对辐射

率或绝对辐照度的过程中使用。具体地，要存储在数据库43中的转换表包括与绝对辐射率

或与绝对辐照度相关联的光圈值F、快门速度和辉度值Y。例如，要存储在数据库43中的转换

表通过下面步骤来配置：预先设定由专用设备测量的绝对辐射率或绝对辐照度以及在若干

样本情况的条件下基于光圈值F、快门速度和已拍摄图像所获得的辉度值Y。

[0107] PPFD计算单元44基于所获得的绝对光谱辐射度分布I(λ)计算要用于光合的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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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光合光子通量密度)。

[0108] 在下面，作为用于通过PPFD计算单元44计算光强度(光合光子通量密度)的方法的

示例，展示了计算光合有效光子通量密度的方法。光合光子通量密度是在400nm至700nm的

波长范围内光的光子每单位时间和单位面积的质量(单位:μmol/m2/s)。通过光合光子通量

密度的定义相对于辐照度建立了下面关系。

[0109] [公式9]

[0110] 每单位时间和单位面积的能量(辐照度，W/m2)

[0111] ＝每光子的能量(J/光子)×每单位时间和单位面积通过的光子数(光子数/m2/s)

[0112] ＝每光子的能量(J/光子)×每单位时间和单位面积通过的光子的质量(mol/m2/

s)×阿佛加德罗数(数/mol)

[0113] ＝每光子的能量(J/光子)×(每单位时间和单位面积通过的光子的质量(mol/m2/

s)×106)×阿佛加德罗数(数/mol)×10-6

[0114] ＝每光子的能量(J/光子)×光合光子通量密度(μmol/m2/s)×阿佛加德罗数(数/

mol)×10-6    (9)

[0115] 每光子的能量(J/光子)由hc/λ来表达，其中λ是波长，h是普朗克氏常数，而c是光

速。使用hc/λ和公式(9)建立下面公式  (10)。

[0116] [公式10]

[0117]

[0118] 在公式(10)中，每个符号具有以下含义。

[0119] I(λ):在波长A处光的辐照度

[0120] P(λ):在波长A处光合光子通量密度

[0121] P:光合光子通量密度(在400nm至700nm的波长范围内)

[0122] 通过修改公式(10)产生以下公式(11)。

[0123] [公式11]

[0124]

[0125] 此外，如由以下公式(12)所表达的光合光子通量密度P通过在400nm至700nm的波

长范围内对由公式(11)产生的P(λ)进行积分而得到。

[0126] [公式12]

[0127]

[0128] LAI计算单元45基于所获得的光合光子通量密度(PPFD)计算  LAI(叶面积指数)。

将在高度i的反射体10的光合光子通量密度  Pi与在参考位置的反射体10的光合光子通量

密度P0进行比较以便计算在高于高度i的上部区域中叶片的LAI(本情况中LAI被表示为 

Fi)。在此示例中，反射体10的参考位置是安装在最上面位置处的反射体10的位置，换言之，

基本上不受诸如反射体10与太阳之间的叶片所产生的阴影的影响的位置，在该位置可以获

得参考光合光子通量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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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9] 在本示例性实施例中，LAI计算单元45通过从存储在数据库46  中的LAI转换表提

取与在高度i处的反射体10的PPFD(其由PPFD  计算单元44来计算)和参考位置的反射体10

的PPFD之间的差相关联的LAI。

[0130] 可替换地，LAI计算单元45还可以通过执行使用NPL4中所描述的公式(13)的计算

处理来获得LAI。

[0131] [公式13]

[0132]

[0133] 在公式(13)中，K表示吸收系数，其值根据每个植物而不同，即使在相同植物中，其

值根据诸如天气或时区之类的外部因素而不同。此外，F表示积分叶面积指数，换言之，LAI。

[0134] 数据库46存储LAI转换表以用在将光合光子通量密度转换为  LAI的过程中。具体

地，在存储在数据库46的LAI转换表中，光合光子通量密度与LAI彼此相关联。存储在数据库

46中的LAI转换表例如通过下面步骤来配置：预先设定利用通常使用的光子传感器测得的

光合光子通量密度和在若干样本情况的条件下在测量时间获得的LAI。

[0135] LAI输出单元47在计算机显示器或相似设备上显示由LAI计算单元45计算的LAI。

[0136] 接下来，描述要由LAI图像测量系统执行的操作。图5是通过  LAI图像测量系统测

量LAI的操作的示例。在本示例性实施例中，如图1和图2中所示，照相机20布置在能够对反

射体10进行拍摄而不受到植物群落30的阻挡的位置处。

[0137] 首先，照相机20在布置反射体10的方向上对图像进行拍摄(步骤S10)。LAI图像测

量设备40从照相机20接收已拍摄图像。

[0138] LAI图像测量设备40例如获取反射体10的颜色信息(在本示例性实施例中，白色)，

其预先存储在存储设备(未示出)中，指定在从照相机20接收的已拍摄图像内拍摄到白色物

体的区域；以及提取作为所指定区域的部分图像。在本示例性实施例中，多个白色反射体10

被布置成使得图像分析单元41指定多个区域并且提取作为相应指定区域的部分图像。然

后，LAI图像测量设备40计算每个所提取部分图像的颜色信息(步骤S11)。具体地，图像分析

单元41  获取拍摄到物体的区域的颜色信息RGB，以及基于所获取的颜色信息RGB计算三色

刺激值XYZ。

[0139] 此外，LAI图像测量设备40计算绝对辐照度，其是基于所计算的辉度值Y的辐照度

的绝对值(步骤S12)。在本示例性实施例中，LAI 图像测量设备40从存储在数据库中的辐照

度转换表获取与所计算的辉度值Y、光圈值F和在进行拍摄时获得的快门速度相关联的辐照

度。可替换地，LAI图像测量设备40可以根据转换公式，使用预定辉度值Y、预定光圈值F和预

定快门速度计算辐照度，该辐照度与所计算的Y值、光圈值和在进行拍摄时获得的快门速度

相关联。

[0140] 此外，LAI图像测量设备基于所计算的三色刺激值XYZ计算色度xy值，以及计算相

对光谱辐照度分布(步骤S13)。在本示例性实施例中，LAI图像测量设备40根据色度xy值，使

用CIE日光模型计算相对光谱辐照度分布。

[0141] 接下来，LAI图像测量设备40基于所计算的辐照度的绝对值和相对光谱辐照度分

布计算绝对光谱辐照度分布(步骤S14)。在本示例性实施例中，LAI图像测量设备40将常数

设定成这样的值：在400nm  至700nm波长范围内光谱辐照度分布的积分值等于所计算的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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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辐照度，以及通过将相对光谱辐照度分布与该常数相乘来得到绝对光谱辐照度分布。

[0142] 接下来，LAI图像测量设备40基于所计算的绝对光谱辐照度分布计算光合光子通

量密度(PPFD)(步骤S15)。

[0143] 接下来，LAI图像测量设备40基于所计算的PPFD计算叶面积指数(LAI)(步骤S16)。

在本示例性实施例中，LAI图像测量设备  40通过从LAI转换表提取与PPFD的所计算的上限

值和下限值之间的差相关联的LAI来计算LAI。可替换地，LAI图像测量设备40还可以使用所

计算的PPFD，根据公式(13)计算LAI。

[0144] 在完成LAI的计算之后，LAI图像测量设备40在显示器等上显示所计算的LAI(步骤

S17)。

[0145] 本示例性实施例中的LAI图像测量系统计算具有与LAI高相关性的光合光子通量

密度，以及基于光合光子通量密度计算LAI，因此使得能够更精确地计算LAI。

[0146] 图6是图示根据本发明的图像测量系统的主配置的框图。如图6 中所示，根据本发

明的图像测量系统被提供有作为主部件的反射体  10，其被布置在要测量的植物31附近；拍

摄单元21，其对反射体  10进行拍摄，并且输出反射体的已拍摄图像；图像分析单元41，其检

测已拍摄图像内拍摄到反射体10的区域，以及获取该区域的颜色信息；绝对光谱辐照度分

布计算单元42，其基于颜色信息计算绝对光谱辐照度分布，绝对光谱辐照度分布是该区域

中光谱辐照度的绝对值的分布；光合光子通量密度计算单元44，其基于绝对光谱辐照度分

布计算光合光子通量密度；以及叶面积指数计算单元45，其基于该光合光子通量密度计算

叶面积指数。

[0147] 此外，在上面提及的示例性实施例中，还公开了如以下部分(1)  至(5)中所描述的

图像测量系统和图像测量设备。

[0148] (1)图像测量系统(例如LAI图像测量系统)，其被提供有布置在要测量的植物(例

如，植物群落30中的植物的一部分)附近的反射体(例如，反射体10)；拍摄单元(例如，照相

机20)，其对反射体进行拍摄，并且输出反射体的已拍摄图像；图像分析单元(例如，图像分

析单元41)，其在已拍摄图像内检测反射体的区域并且获取该区域的颜色信息；绝对光谱辐

照度分布计算单元(例如，绝对光谱辐照度分布计算单元42)，其基于该颜色信息计算绝对

光谱辐照度分布，该绝对光谱辐照度分布是该区域中光谱辐照度的绝对值的分布；光合光

子通量密度计算单元44(例如，,PPFD计算单元44)，其基于绝对光谱辐照度分布计算光合光

子通量密度；以及叶面积指数计算单元(例如，LAI计算单元45)，其基于该光合光子通量密

度计算叶面积指数。

[0149] (2)图像测量系统可以被配置成使得反射体包括全散射反射表面，其颜色是已知

的。

[0150] (3)图像测量系统可以被配置成被提供有彼此相关联地存储光合光子通量密度与

叶面积指数的存储单元(例如，数据库46)，以及可以被配置成使得叶面积指数计算单元从

存储单元提取与所计算光合光子通量密度相关联的叶面积指数以计算叶面积指数。

[0151] (4)图像测量系统可以被配置成使得绝对光谱辐照度分布计算单元基于颜色信息

计算包括该区域中的辉度值在内的三色刺激值，基于辉度值计算绝对辐照度，该绝对辐照

度是该区域中辐照度的绝对值，基于三色刺激值计算该区域中的色度，基于色度计算相对

光谱辐照度分布，该相对光谱辐照度分布是该区域中光谱辐照度的相对分布，以及基于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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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辐照度和相对光谱辐照度分布计算绝对光谱辐照度分布。

[0152] (5)图像测量设备(例如LAI图像测量设备40)，其用在图像测量系统中，该图像测

量系统被提供有布置在要测量的植物(例如，植物群落30中的植物的一部分)附近的反射体

(例如，反射体10)；以及拍摄单元(例如照相机20)，其对反射体进行拍摄并且输出该反射体

的已拍摄图像，其中，图像测量设备被提供有图像分析单元  (例如，图像分析单元41)，其在

已拍摄图像内检测拍摄到反射体的区域并且获取该区域的颜色信息；绝对光谱辐照度分布

计算单元  (例如，绝对光谱辐照度分布计算单元42)，其基于颜色信息计算绝对光谱辐照度

分布，绝对光谱辐照度分布是在该区域中光谱辐照度的绝对值的分布；光合光子通量密度

计算单元(例如，PPFD计算单元44)，其基于绝对光谱辐照度分布计算光合光子通量密度；以

及叶面积指数计算单元(例如，LAI计算单元45)，其基于该光合光子通量密度计算叶面积指

数。

[0153] 本申请基于并且要求于2012年12月26日提交的日本专利申请  No.2012-2820256

的优先权的权益，其全部内容通过引用结合于此。

[0154] 虽然参考本发明示例性实施例特别示出并描述了本发明，但是本发明并不局限于

这些实施例。本领域技术人员将理解在不脱离由权利要求限定的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的情

况下可以在其中做出形式和细节方面的各种改变。

[0155] 工业实用性

[0156] 本发明可适于在温室栽培等中掌握植物生长或栽培条件的过程中使用。

[0157] 附图标记列表

[0158] 10      反射体

[0159] 20       照相机

[0160] 21       拍摄单元

[0161] 30      植物群落

[0162] 31      植物

[0163] 40       LAI图像测量设备

[0164] 41      图像分析单元

[0165] 42      绝对光谱辐照度分布计算单元

[0166] 43、46   数据库

[0167] 44      光合光子通量密度(PPFD)计算单元

[0168] 45      叶面积指数(LAI)计算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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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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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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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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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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