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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图像处理的胡萝卜表

面缺陷检测方法，包括图像预处理和影响胡萝卜

外观品质的须根、弯曲、开裂和断裂4种缺陷的检

测方法。首先对胡萝卜图像进行预处理，然后分别

对须根、弯曲、开裂和断裂进行检测。须根检测通

过采用凹点检测法对胡萝卜轮廓上的点进行逐点

判断；弯曲检测通过获取胡萝卜区域的外接凸多

边形，并计算外接凸多边形与胡萝卜区域面积之

比进行；开裂检测通过在R分量图像上进行Canny

边缘检测和Hough变换进行。在对胡萝卜朝向判断

的基础上分别对上下部断裂进行检测，上部断裂

检测通过计算所截取的上下横径比得到，下部断

裂通过计算断面的弯曲程度进行。通过采用图像

处理技术对胡萝卜表面缺陷进行自动检测，可大

大提高胡萝卜外观品质检测效率和准确率，节省

大量人力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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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图像处理的胡萝卜表面缺陷检测方法，该方法包括图像预处理方法和影响

胡萝卜外观品质的须根、弯曲、开裂和断裂表面缺陷检测方法；图像预处理方法首先对胡萝卜

图像的R、G、B三个分量图像进行加权求和得到灰度图像，然后对灰度图像采用全局阈值进

行图像分割得到二值图像；胡萝卜须根检测的特征在于：提取胡萝卜轮廓上的点序列，根据凹

点判断原理逐点判断轮廓上的点是否为凹点，具体方法为对当前检测点，取与其等距的前

后两点及其中点，然后判断中点是否在胡萝卜内部，若不在胡萝卜区域内，则此点可能为凹

点；若为凹点则进一步计算凹陷程度，当某点凹陷程度大于给定的阈值，则判定该点为须根

所在位置；然后对所检测到的邻接点进行合并，得到的点的个数即为须根个数。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图像处理的胡萝卜表面缺陷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

根据胡萝卜轮廓得到其拟合外接凸多边形并计算其面积，将形状规则度定义为胡萝卜区域面

积与外接凸多边形面积比，然后根据其值判断胡萝卜弯曲程度；当形状规则度小于给定的阈

值，则该胡萝卜判断为弯曲。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图像处理的胡萝卜表面缺陷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

首先使用canny算子对R分量图像进行边缘检测，得到边缘图像；接着对二值图像进行腐蚀

操作去除边界部分；然后将边缘图像与二值图像进行“与”运算去除边界，只保留内部曲线；

最后采用霍夫变换检测曲线，将长度大于给定阈值的曲线判断为开裂。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图像处理的胡萝卜表面缺陷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

分别从胡萝卜两端取两个横截面，计算两个横径的长度，通过比较两个横径长度的大小来判

断胡萝卜的朝向，在对胡萝卜朝向判断的基础上分别对上部和下部断裂进行检测。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基于图像处理的胡萝卜表面缺陷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

从与两端等距的位置计算两个横径的长度，并计算较小值与较大值之间的比值，并根据设

定的阈值来判断是否为上部断裂。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基于图像处理的胡萝卜表面缺陷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

从胡萝卜上部获取断面区域，然后计算断面的弯曲程度，并根据设定的阈值来判断是否为下

部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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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图像处理的胡萝卜表面缺陷检测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在农业生产加工领域内使用的农产品外观品质的检测方法，具体

的说涉及一种胡萝卜须根、弯曲、开裂和断裂等表面缺陷的量化检测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胡萝卜的分级销售有助于提高胡萝卜的市场竞争力以及增加经济效益，目前一些胡

萝卜生产加工企业主要依靠手工方式进行检测和分级，采用手工方式进行检测和分级的方

法增加了劳动力成本，不能保证分选结果的准确率与一致性，且生产效率低，随着劳动力成

本的提高，传统的手工方式无法满足当前胡萝卜加工企业大规模生产的需求。

[0003] 计算机视觉提供了一种高效、低成本、高准确率的果蔬自动检测和分级方法，采用

图像处理技术检测胡萝卜外观品质，不仅可以减少劳动力成本，而且能够获得更高精度的结

果，使得分级具有更高的一致性。虽然目前已经有大量基于图像处理的果蔬外观品质检测

方法，但主要集中在球型和类球型果蔬上，如苹果、柑橘、马铃薯、梨等。由于不同果蔬外观

表现不同，影响其外观品质的性状也会不同，同时由于研究方法固有的专用性和局限性，在

胡萝卜等长型果蔬上的应用受到限制，因此需要针对胡萝卜外观品质特征，研究适合于其外

观性状的检测方法。

[0004] 目前国内还没有相对成熟的基于图像处理的胡萝卜分级检测方法，相关研究是一

个具有挑战性的课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贸易标准（SB/T10450-2007）胡萝卜销售等

级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2007.12.28发布）标准，影响胡萝卜销售等级的关键指标有

开裂、弯曲、须根等，但其衡量准则比较模糊，为胡萝卜在线检测带来了较大的困难，对胡萝卜

进行准确检测需要对这些关键指标进行量化。因此采用图像处理方法对影响胡萝卜外观品

质的关键指标进行量化检测是非常有意义的。

[0005] 基于此，本案提出一种基于图像处理的胡萝卜表面缺陷检测方法。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就是提供一种基于计算机图像处理技术对胡萝卜须

根、弯曲、开裂和断裂进行量化检测的方法。

[0007] 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8] 胡萝卜图像预处理方法，该方法步骤如下：

[0009] 从胡萝卜源图像中提取R、G、B三个分量图像，采用公式（1）对R、G、B三个分量图像进

行加权求和得到灰度图像Gray（其中R、G、B分别为RGB图像的三个分量图像），将复杂背景转

换为黑色，然后采用全局阈值对灰度图像进行图像分割，得到二值图像BW。

[0010]                              （1）

[0011] 基于图像处理的胡萝卜须根检测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2] （1）在二值图像BW上进行轮廓提取，获取轮廓上点的集合P1；

[0013] （2）对P1中各点逐点判断是否为凹点，得到可能凹点的集合P2；判断凹点采用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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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是：对当前检测点，取与其等距的前后两点及其中点，然后判断中点是否在胡萝卜内部，若

不在胡萝卜区域内，则此点可能为凹点；

[0014] （3）对P2中的各点分别计算凹陷程度：分别连接当前点与其前驱点和后继点，计算

两条线段之间的夹角θ，若θ小于设定的阈值，则认为当前点为须根所在位置，夹角θ的计算

方法如公式（2）所示：

[0015]                            （2）

[0016] 夹角θ越小，说明此点凹陷程度越大；

[0017] （4）当夹角θ小于一定的阈值，则该点为须根可能所在位置，得到的点的集合记为

P3；

[0018] （5）对P3中的邻接点进行合并，对邻接点保留凹陷程度最大的点，所检测到的点的

个数即为须根个数。

[0019] 基于图像处理的胡萝卜弯曲检测方法，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0] （1）在二值化图像BW上提取胡萝卜轮廓；

[0021] （2）根据胡萝卜轮廓得到其拟合外接凸多边形，计算外接凸多边形面积计为Area2；

[0022] （3）在二值图像BW上，计算胡萝卜区域面积Area1；

[0023] （4）计算形状规则度CurveRate=Area1/Area2∈[0.0,1 .0]；此值越大，形状越规

则；

[0024] （5）当形状规则度小于一定的阈值，判断该胡萝卜严重弯曲，为次品；

[0025] 本发明中，形状规则度CurveRate阈值设定为0.9，当CurveRate小于0.9，判断该胡

萝卜为弯曲。

[0026] 基于图像处理的胡萝卜开裂检测方法，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7] （1）获取胡萝卜图像的R分量图像，使用canny算子对R分量图像进行边缘检测，得到

边缘图像C；

[0028] （2）对二值图像BW进行腐蚀操作去除边界部分；

[0029] （3）将边缘图像C与二值图像BW进行与运算，只保留内部曲线；

[0030] （4）采用霍夫变换检测曲线，将长度大于一定阈值的曲线判断为开裂；

[0031] 基于图像处理的胡萝卜朝向检测方法，该方法步骤如下：

[0032] （1）在二值图像BW上，分别从距离胡萝卜两端长度的1/10处，取两段横径的长度，分

别记为W1和W2；

[0033] （2）计算两个横径的比值wRate=W1/W2；

[0034] （3）根据上下横径比wRate来判断胡萝卜的朝向，若wRate≥1且胡萝卜垂直放置，则

胡萝卜朝上，否则朝下；若wRate≥1且胡萝卜水平放置，则胡萝卜朝左，否则朝右。

[0035] 基于图像处理的胡萝卜上部断裂检测方法，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36] （1）根据胡萝卜朝向检测中获得的W1和W2值，取较小值记为wMin，较大值记为wMax；

[0037] （2）计算较小值与较大值之比：mRate=wMin/wMax∈[0,1]；

[0038] （3）根据mRate的值来判断胡萝卜是否上部断裂，此值若大于给定的阈值，则判断为

上部断裂；

[0039] 本发明中，mRate阈值设定为0.8，若mRate的值大于0.8，则判断该胡萝卜为上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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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

[0040] 基于图像处理的胡萝卜下部断裂检测方法，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1] （1）在二值图像BW上提取胡萝卜轮廓，提取轮廓上的点并保存到数组P1中；

[0042] （2）根据胡萝卜朝向判断结果，在胡萝卜上部1/5区域内使用局部极值法判断胡萝卜

断面区域的两个端点，具体做法是在区域内计算位于胡萝卜两侧的边界点，记为A和B；

[0043] （3）在数组P1内获取A、B之间的所有的点，即断面区域内所有的点，并保存到数组

P2中；

[0044] （4）计算断面的弯曲程度：依次计算数组P2中的各点到线段AB的距离，并计算其均

值得到断面的弯曲程度cRate（式3）；

[0045]                              （3）

[0046] 其中：N表示断面上点的个数，di表示第i个点到线段AB的距离；

[0047] （5）根据cRate的值来判断胡萝卜是否为下部断裂，此值若小于给定的阈值，则判断

胡萝卜为下部断裂。

[0048]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49] 本发明所公开的一种胡萝卜须根、弯曲、开裂和断裂的检测方法，通过摄像头实时

获取胡萝卜图像，基于图像处理技术对获取的图像进行缺陷测量和检测，从而克服人工检测

带来的主观性，使量化检测更加客观、科学。应用于农业生产、品质分级与商贸流通，可大大

提高生产效率和降低劳动力成本。

附图说明

[0050] 图1是本发明的缺陷检测整体流程图。

[0051] 图2是本发明的须根检测流程图。

[0052] 图3是本发明的凹点检测原理示意图。

[0053] 图4是本发明的上部断裂检测示意图。

[0054] 图5是本发明的下部断裂检测原理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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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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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解释本发明，并不

用于限定本发明。

[0056] 实施例，请参照图1-图5：图1示意性地给出了本发明所公开的胡萝卜表面缺陷检测

整体流程；图2示意性的示出了本发明所公开的一种胡萝卜须根图像量化检测方法流程图；

图3示意性的示出了本发明所公开的胡萝卜须根检测方法中凹点检测原理；图4示意性地给

出了本发明所公开的胡萝卜上部断裂检测示意图；图5示意性地给出了本发明所公开的胡萝

卜下部断裂检测原理图。

[0057] 首先采用CCD摄像头拍摄胡萝卜图像，图像分辨率为320×240且胡萝卜为垂直放置。

接着依据图1所示流程依次对所采集的图像进行如下处理：

[0058] 首先对图像进行预处理，从所采集的图像中提取R、G、B三个分量图像，采用2.5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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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G-0.5B得到灰度图像（其中R、G、B分别为RGB图像的三个分量图像），然后采用全局阈值（此

处为100）对灰度图像进行二值化，得到二值图像BW。接下来根据前面的技术方案分别对须

根、弯曲、开裂和断裂进行检测。

[0059] 依照图2所示流程，对胡萝卜须根依据以下步骤进行检测：

[0060] （1）在二值图像BW上进行轮廓提取，得到轮廓上的点的集合P1；

[0061] （2）逐点判断P1中各点是否为凹点，得到可能凹点的集合P2。判断凹点所采用的方

法是：设当前检测点为A，取其等距（距离为20像素）的前驱点和后继点分别为B、C，如图3所

示。然后判断点B和C的中点M是否在胡萝卜内部，若点M不在胡萝卜区域内，此点为可能凹点。

[0062] （3）对P2中的各点分别计算凹陷程度：计算直线AB与AC所成夹角θ的大小，夹角θ越

小，说明此点凹陷程度越大。若θ小于设定的阈值，则认为点A为须根所在位置。

[0063] （4）由于B和C是与A等距的两点，为减少计算量，在实现过程中可直接通过BC的长

度a来判断点A的凹陷程度，a的值越小，该点的凹陷程度越大。若a的值小于设定的阈值T，则

认为A点为须根所在位置，得到的点的集合记为P3。

[0064] （5）对P3中的邻接点进行合并，所检测到的点的个数即为须根个数。

[0065] 本案中，步骤（4）中阈值T设置为38，若T小于38，则A点为须根所在位置。

[0066] 胡萝卜弯曲的检测步骤如下：

[0067] （1）在二值化图像BW上提取胡萝卜轮廓；

[0068] （2）计算外接凸多边形面积计为Area2和胡萝卜区域面积Area1；

[0069] （3）计算形状规则度CurveRate=Area1/Area2∈[0.0,1 .0]；此值越大，形状越规

则；若形状规则度CurveRate小于0.9，则判断该胡萝卜为弯曲。

[0070] 胡萝卜开裂检测方法的步骤如下：

[0071] （1）获取胡萝卜图像的R分量图像，使用canny算子对R分量图像进行边缘检测，得到

边缘图像C；

[0072] （2）对二值图像BW进行腐蚀操作去除边界部分；

[0073] （3）将边缘图像C与二值图像BW进行与运算，只保留内部曲线；

[0074] （4）采用霍夫变换检测曲线，将长度大于一定阈值的曲线判断为开裂；若曲线长度

大于10，则判定胡萝卜有开裂。

[0075] 在进行断裂检测前，首先要判断胡萝卜的朝向，朝向判断的步骤如下：

[0076] （1）在二值图像BW上，分别从距离胡萝卜两端长度的1/10处，取两段横径的长度，分

别记为W1和W2，如图4所示；

[0077] （2）计算两个横径的比值wRate=W1/W2;

[0078] （3）根据上下横径比wRate的值来判断胡萝卜的朝向，若wRate≥1，则胡萝卜朝上，否

则朝下；

[0079] 胡萝卜上部断裂检测步骤如下：

[0080] （1）根据胡萝卜朝向检测中所获取的W1和W2值，较小值记为wMin，较大值记为wMax；

[0081] （2）计算wMin与wMax的比值：mRate=wMin/wMax∈[0,1]；

[0082] （3）根据mRate的值来判断胡萝卜是否为上部断裂，若值大于0.8，则判断为上部断

裂。

[0083] 一种基于图像处理的胡萝卜下部断裂检测方法，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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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4] （1）在二值图像BW上提取胡萝卜轮廓，并提取轮廓上的点保存到数组P1中；

[0085] （2）根据胡萝卜朝向判断结果，参照图5，在胡萝卜上部1/5区域内使用局部极值法计

算胡萝卜断面区域的两个端点，记为A和B；具体做法是在上部1/5区域内，分别计算最左侧的

点A和最右侧的点B；

[0086] （3）获取A、B之间所有的点，并保存到数组P2中；

[0087] （4）计算断面的弯曲程度：依次计算数组P2中的各点到线段AB的距离，并计算其均

值得到断面的弯曲程度cRate（式3）；

[0088] 根据cRate的值来判断胡萝卜是否为下部断裂，若其值小于12，则判断为下部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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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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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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