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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基于光谱和机器视觉耦合

的烟叶分类方法，包括通过近红外光谱仪和摄像

机采集烟叶的近红外光谱值及图像；将采集图像

去除背景并降噪，计算烟叶近红外光谱点的平均

值并消除烟叶颗粒分布不均对平均值的影响；提

取图像特征；对图像特征和近红外光谱降维处理

得到主要特征；将主要特征进行融合并采用归一

化方法处理；创建分级模型并将样本分为训练集

和验证集，对模型进行训练和分类以构建模型；

将经融合的预分类烟叶特征导入分类模型进行

判别以输出成熟度判定结果；分拣装置或工作人

员根据输出的成熟度判定结果，将烟叶分类。本

发明能够自动识别和判定烟叶成熟度及并指导

或控制分类收集，具有分级准确、自动化程度高、

不易损坏烟叶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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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光谱和机器视觉耦合的烟叶分类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烟叶图像及光谱采

集、预处理、图像特征提取、主成分降维、数据融合、构建分级模型、分级判定、分级收集，具

体包括：

  A、烟叶图像及光谱采集：通过近红外光谱仪采集同一烟叶上多个点的近红外光谱值

和通过摄像机采集同一烟叶的图像；

B、预处理：将采集的图像去除背景，然后将去除背景的图像降噪处理，计算同一烟叶所

采集的所有近红外光谱点的平均值，然后消除烟叶颗粒分布不均匀对近红外光谱平均值的

影响；

C、图像特征提取：提取降噪后图像的红体均值 、绿体均值 、蓝体均值 及对应的标准

差 、 、 ，提取图像的色调均值 、饱和度均值 、明度均值 及对应的标准差 、 、 ，

提取图像的平均灰度级m、标准差J、平滑度R、三阶矩 、一致性U和熵e，将前述各数值作为

图像的特征；

D、主成分降维：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图像特征和近红外光谱进行降维处理，得到烟

叶图像及光谱的主要特征；

E、数据融合：将降维处理后得到的烟叶图像及光谱的主要特征进行特征层面融合，并

对融合后的数据采用归一化方法处理；

F、构建分级模型：采用ELM方法对归一化的样本数据构建分类判别模型，使用10折交互

验证法优化分类判别模型需要的隐层神经元数，将B步骤处理后的烟叶样本划分为训练集

和验证集，使用训练集对分类判别模型进行独立训练，建立数据和类的关系，再用分类判别

模型对验证集进行分类，汇总分类结果，输出被分最多的类别，最后将分类判别模型的输出

分为未熟、适熟及过熟3类，完成分类模型的构建；

G、分级判定：将经融合的预分类烟叶特征导入F步骤建立的分类模型中进行判别，输出

烟叶对应的成熟度判定结果；

H、分级收集：自动分拣装置或工作人员根据G步骤输出的烟叶成熟度判定结果，将对应

烟叶放入不同的收集框中，完成烟叶的分类。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基于光谱和机器视觉耦合的烟叶分类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A步

骤中近红外光谱仪扫描烟叶时避开主脉并在主脉两侧各取3～12个点，每个点测量3次取平

均值作为该点的近红外光谱值。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基于光谱和机器视觉耦合的烟叶分类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B步

骤中的图像去除背景是使用matlab软件去除所采集图像中无关的背景；图像去噪处理是先

将采集的彩色图像转换为灰度图像，然后采用WT技术对烟叶图像进行滤波处理，将图像数

据转换到小波域，相应的图像信息作为小波系数，将振幅小于阈值的小波系数删除，可视为

删除了图像中的噪声。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基于光谱和机器视觉耦合的烟叶分类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B步

骤中采用Savitzky-Golay平滑法对近红外光谱平均值进行平滑处理，平滑窗口为13，然后

应用MSC算法对平滑处理后的近红外光谱平均值进行处理，以消除烟叶颗粒分布不均匀的

影响；对于创建分类模型的烟叶样品，经消除颗粒分布不均匀影响的近红外光谱平均值，将

处理后的样本通过Kennard-Stone样本划分方法划分为训练集和验证集。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基于光谱和机器视觉耦合的烟叶分类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C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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骤中直接提取降噪后图像的红体均值 、绿体均值 、蓝体均值 及对应的标准差 、 、

作为图像的基本特征；将降噪后图像由RGB模式转换为HSV模式，提取转换后图像对应的色

调均值 、饱和度均值 、明度均值 及对应的标准差 、 、 作为图像的颜色特征；将降

噪后图像由RGB模式转换为灰度模式，然后利用图像统计矩方法从灰度图像中提取平均灰

度级m、标准差J、平滑度R、三阶矩 、一致性U和熵e作为图像的纹理特征。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基于光谱和机器视觉耦合的烟叶分类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D步

骤中主成分降维步骤如下：

Step1：利用预先收集的样本集建立原始数据矩阵X={X1,X2,… ,Xp}；

Step2：为消除量纲影响，原始数据标准化处理得到标准化矩阵D：

  ，  (i=1,  2,…,  n;  j=1,2,…,p)，

其中：   ，i为第i个样本，j为第j个主成分；

  ，得到标准化矩阵D；

Step3：对标准化矩阵D计算样本相关系数矩阵R：

  ，

其中， ，  (i,  j=1,2,…,p)；

Step4：求出  特征值以及每个特征值对应的向量：

，

其中：Ip为特征向量，得p个特征值λ1>λ2>…>λp；

Step5：计算主成分贡献率和累计贡献率，根据每维特征贡献率大小，选取贡献率排在

前面的特征：

贡献率： ，(i=1,  2,…,  p)，

累积贡献率： ，(i=1,  2,…,  p)，

其中：k为特征数；

Step6：将标准化后的指标变量转换为主成分Uij：

  ，  (j=1,  2,  …,  p)，

其中：T为属性空间。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基于光谱和机器视觉耦合的烟叶分类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E步

骤的数据归一化处理，是将所有数据转换到0和1之间，函数形式如下：

X=(Xk-Xmin)/(Xmax-Xmin)，

其中：Xk为原始数据，Xmin为数据序列中的最小值，Xmax为序列中的最大值。

8.根据权利要求1至7任意一项所述基于光谱和机器视觉耦合的烟叶分类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F步骤的ELM方法中，具有L个隐层神经元的标准SLFNs与激励函数组合的数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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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对于给定的训练集 ，激励函数g(x)，隐层神

经元个数L，ELM的核心算法步骤如下：

输入：训练样本集 ，隐层神经元个数L和激励函数g(x)；

（1）任意给定输入权重ai和隐层偏置bi，i=1,2,… ,N；

（2）计算隐层输出矩阵H；

（3）计算输出权重β： ；

其中：xi=(xi1,xi2,…xin)T∈Rn表示样本集中的数据本身；ti=(ti1,ti2,…tim)T∈Rm，代表

样本的标签数据；aj=  [a  j1,  a  j2  ,L  ,  ajn] ∈Rn为随机生成的第j个隐层神经元与输入神

经元的连接权重，即输入权重；bj∈R（j=1,2,K,L）表示随机生成的第j个隐层神经元学习参

数，即神经元偏置；βj=[βj1,βj2,L, βjm]T∈Rm表示第j个隐层神经元与输出神经元的连接权

重及输出权重；aj∙xi表示aj和xi的内积；T为期望输出矩阵；H†为H的Moore-Penrose广义逆，

H†=HT(HH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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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光谱和机器视觉耦合的烟叶分类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烟草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分级准确、自动化程度高、不易损坏烟叶

的基于光谱和机器视觉耦合的烟叶分类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中国之有烟叶栽种，早在汉朝以前。”我国是世界烟叶生产第一大国，烟草是我国

的重要经济作物。烟农采摘鲜烟叶，需要根据烟叶在植株的不同部位，以及根据鲜烟叶不同

成熟度、不同大小、含水量、淀粉含量和蛋白质含量等进行分级，把相同等级的烟叶成束绑

在烟竿和烟绳上，叶小或含水量低的稍密编，叶大、含水量高的略稀编，然后将成束不同等

级的鲜烟叶放置在烤房不同位置，以避免烟叶在烘烤过程中水分排出速率不同，造成褐色

烟叶。传统的人工手动对鲜烟叶分类的步骤较为繁琐，只能靠烟农或经专业培训的分拣人

员完成，人工分级不仅资源耗费多、劳动强度大、效率低，而且人员容易受到环境条件、情

绪、经验的丰缺程度等因素的影响，难以保证将烟叶分拣到特定的级别，分拣质量和精度也

相对较低。此外，人工分级过程中很容易对鲜烟叶造成损伤，都会很大程度降低了烟叶的品

质，从而减低烟叶经济价值。

[0003] 随着机器视觉技术的进步，图像处理技术可达到对不同大小和颜色的图片进行识

别的处理能力。另外，随着近红外技术在植株研究方面的进展，也有利用近红外离线检测烟

叶化学成分，而且经多年的模型建立和维护，近红外检测值和实际值偏差小于3%，满足了企

业离线检测的要求。因此，目前也有将机器视觉或近红外技术与自动化现结合，从某一方面

实现烟叶的自动分级，但由于对烟叶分类考核指标单一，难以提高分级的精度。也有将机器

视觉和近红外技术结合自动化，试图从烟叶大小、色泽及化学成分等多方面考量，以达到计

算机智能控制的效果，从而提高烟叶分类精度和分级质量。但为了保证机器视觉的准确性，

往往需要配套设置专用的光源及遮光罩来保证拍摄图像颜色的稳定性，一般还配套设置独

立的光电探测器等辅助传感器来确定烟叶的位置，从而保证拍照时烟叶在镜头内的正确位

置，不仅结构复杂、环境适应性弱，而且辅助准备时间长、数据量大、易损坏烟叶。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分级准确、自动化程度高、不易损坏烟叶的基于光谱

和机器视觉耦合的烟叶分类方法。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这样实现的：包括烟叶图像及光谱采集、预处理、图像特征提取、

主成分降维、数据融合、构建分级模型、分级判定、分级收集，具体包括：

  A、烟叶图像及光谱采集：通过近红外光谱仪采集同一烟叶上多个点的近红外光谱值

和通过摄像机采集同一烟叶的图像；

B、预处理：将采集的图像去除背景，然后将去除背景的图像降噪处理，计算同一烟叶所

采集的所有近红外光谱点的平均值，然后消除烟叶颗粒分布不均匀对近红外光谱平均值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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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图像特征提取：提取降噪后图像的红体均值 、绿体均值 、蓝体均值 及对应的标

准差 、 、 ，提取图像的色调均值 、饱和度均值 、明度均值 及对应的标准差 、 、

，提取图像的平均灰度级m、标准差J、平滑度R、三阶矩 、一致性U和熵e，将前述各数值作为

图像的特征；

D、主成分降维：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图像特征和近红外光谱进行降维处理，得到烟

叶图像及光谱的主要特征；

E、数据融合：将降维处理后得到的烟叶图像及光谱的主要特征进行特征层面融合，并

对融合后的数据采用归一化方法处理；

F、构建分级模型：采用ELM（Extreme  learning  machine）方法对归一化的样本数据构

建分类判别模型，使用10折交互验证法优化分类判别模型需要的隐层神经元数，将B步骤处

理后的烟叶样本划分为训练集和验证集，使用训练集对分类判别模型进行独立训练，建立

数据和类的关系，再用分类判别模型对验证集进行分类，汇总分类结果，输出被分最多的类

别，最后将分类判别模型的输出分为未熟、适熟及过熟3类，完成分类模型的构建；

G、分级判定：将经融合的预分类烟叶特征导入F步骤建立的分类模型中进行判别，输出

烟叶对应的成熟度判定结果；

H、分级收集：自动分拣装置或工作人员根据G步骤输出的烟叶成熟度判定结果，将对应

烟叶放入不同的收集框中，完成烟叶的分类。

[000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1、本发明通过构建分级模型，以训练集和验证集来提高模型对烟叶分级的准确度，结

合摄像机和近红外光谱仪采集烟叶图像及光谱信号，分级模型能够综合考虑烟叶的大小、

颜色及淀粉含量、蛋白质含量等特征，从而精确地判别出烟叶的等级，有效提高烟叶分类的

准确性和效率，避免了传统人工判断鲜烟叶成熟度准确性低的难题，为建立智能化烟叶烘

烤提供部分技术支持。

[0007] 2、本发明通过前期对烟叶图像及光谱的采集，并依次经预处理、图像特征提取、主

成分降维、数据融合的过程，能够消除环境自然光照变化和烟叶表面结构差异对后期分级

判断的不利影响，而且多步骤的前置处理也能够减低后期分级判读的运算速度，从而提高

分级的响应能力，达到高效率分类的目的。

[0008] 3、本发明能够自动判断分级，并能指示工作人员或控制分拣模块将烟叶根据等级

准确的分类集中，避免了传统人工在对鲜烟叶挑拣分类时易损伤烟叶的问题，不仅提高了

烟叶的分拣质量和烟叶的完整度，而且也降低了烟叶分类及收集过程中的劳动强度。

附图说明

[0009] 图1为本发明之烟叶分类方法流程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0]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但不以任何方式对本发明加以

限制，基于本发明教导所作的任何变更或改进，均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11] 如图1所示，本发明包括烟叶图像及光谱采集、预处理、图像特征提取、主成分降

维、数据融合、构建分级模型、分级判定、分级收集，具体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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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烟叶图像及光谱采集：通过近红外光谱仪采集同一烟叶上多个点的近红外光谱值和

通过摄像机采集同一烟叶的图像；

B、预处理：将采集的图像去除背景，然后将去除背景的图像降噪处理，计算同一烟叶所

采集的所有近红外光谱点的平均值，然后消除烟叶颗粒分布不均匀对近红外光谱平均值的

影响；

C、图像特征提取：提取降噪后图像的红体均值 、绿体均值 、蓝体均值 及对应的标

准差 、 、 ，提取图像的色调均值 、饱和度均值 、明度均值 及对应的标准差 、 、

，提取图像的平均灰度级m、标准差J、平滑度R、三阶矩 、一致性U和熵e，将前述各数值作为

图像的特征；

D、主成分降维：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图像特征和近红外光谱进行降维处理，得到烟

叶图像及光谱的主要特征；

E、数据融合：将降维处理后得到的烟叶图像及光谱的主要特征进行特征层面融合，并

对融合后的数据采用归一化方法处理；

F、构建分级模型：采用ELM（Extreme  learning  machine）方法对归一化的样本数据构

建分类判别模型，使用10折交互验证法优化分类判别模型需要的隐层神经元数，将B步骤处

理后的烟叶样本划分为训练集和验证集，使用训练集对分类判别模型进行独立训练，建立

数据和类的关系，再用分类判别模型对验证集进行分类，汇总分类结果，输出被分最多的类

别，最后将分类判别模型的输出分为未熟、适熟及过熟3类，完成分类模型的构建；

G、分级判定：将经融合的预分类烟叶特征导入F步骤建立的分类模型中进行判别，输出

烟叶对应的成熟度判定结果；

H、分级收集：自动分拣装置或工作人员根据G步骤输出的烟叶成熟度判定结果，将对应

烟叶放入不同的收集框中，完成烟叶的分类。

[0012] 所述A步骤中近红外光谱仪扫描烟叶时避开主脉并在主脉两侧各取3～12个点，每

个点测量3次取平均值作为该点的近红外光谱值。

[0013] 所述B步骤中的图像去除背景是使用matlab软件去除所采集图像中无关的背景；

图像去噪处理是先将采集的彩色图像转换为灰度图像，然后采用WT（小波变换）技术对烟叶

图像进行滤波处理，将图像数据转换到小波域，相应的图像信息作为小波系数，将振幅小于

阈值的小波系数删除，可视为删除了图像中的噪声。

[0014] 所述B步骤中采用Savitzky-Golay平滑法对近红外光谱平均值进行平滑处理，平

滑窗口为13，然后应用MSC（Multiplicative  scatter  correction）算法对平滑处理后的近

红外光谱平均值进行处理，以消除烟叶颗粒分布不均匀的影响；对于创建分类模型的烟叶

样品，经消除颗粒分布不均匀影响的近红外光谱平均值，将处理后的样本通过Kennard-

Stone样本划分方法划分为训练集和验证集。

[0015] 所述C步骤中直接提取降噪后图像的红体均值 、绿体均值 、蓝体均值 及对应的

标准差 、 、 作为图像的基本特征；将降噪后图像由RGB模式转换为HSV模式，提取转换

后图像对应的色调均值 、饱和度均值 、明度均值 及对应的标准差 、 、 作为图像的

颜色特征；将降噪后图像由RGB模式转换为灰度模式，然后利用图像统计矩方法从灰度图像

中提取平均灰度级m、标准差J、平滑度R、三阶矩 、一致性U和熵e作为图像的纹理特征。

[0016] 所述D步骤中主成分降维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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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1：利用预先收集的样本集建立原始数据矩阵X={X1,X2,… ,Xp}；

Step2：为消除量纲影响，原始数据标准化处理得到标准化矩阵D：

  ，  (i=1,  2,…,  n;  j=1,2,…,p)，

其中：   ，i为第i个样本，j为第j个主成分；

  ，得到标准化矩阵D；

Step3：对标准化矩阵D计算样本相关系数矩阵R：

  ，

其中， ，  (i,  j=1,2,…,p)；

Step4：求出  特征值以及每个特征值对应的向量：

，

其中：Ip为特征向量，得p个特征值λ1>λ2>…>λp；

Step5：计算主成分贡献率和累计贡献率，根据每维特征贡献率大小，选取贡献率排在

前面的特征：

贡献率： ，(i=1,  2,…,  p)，

累积贡献率： ，(i=1,  2,…,  p)，

其中：k为特征数；

Step6：将标准化后的指标变量转换为主成分Uij：

  ，  (j=1,  2,  …,  p)，

其中：T为属性空间。

[0017] 所述E步骤的数据归一化处理，是将所有数据转换到0和1之间，函数形式如下：

X=(Xk-Xmin)/(Xmax-Xmin)，

其中：Xk为原始数据，Xmin为数据序列中的最小值，Xmax为序列中的最大值。

[0018] 所述F步骤的ELM方法中，具有L个隐层神经元的标准SLFNs与激励函数组合的数学

模型为： ，对于给定的训练集 ，激励函数g(x)，隐

层神经元个数L，ELM的核心算法步骤如下：

输入：训练样本集 ，隐层神经元个数 和激励函数g(x)；

（1）任意给定输入权重ai和隐层偏置bi，i=1,2,… ,N；

（2）计算隐层输出矩阵H；

（3）计算输出权重β： ；

其中：xi=(xi1,xi2,…xin)T∈Rn表示样本集中的数据本身；ti=(ti1,ti2,…tim)T∈Rm，代表

样本的标签数据；aj=  [a  j1,  a  j2  ,L  ,  ajn] ∈Rn为随机生成的第j个隐层神经元与输入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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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元的连接权重，即输入权重；bj∈R（j=1,2,K,L）表示随机生成的第j个隐层神经元学习参

数，即神经元偏置；βj=[βj1,βj2,L, βjm]T∈Rm表示第j个隐层神经元与输出神经元的连接权

重及输出权重；aj∙xi表示aj和xi的内积；T为期望输出矩阵；H†为H的Moore-Penrose广义逆，

H†=HT(HHT)-1。

[0019] 实施例：

如图1，启动设备，摄像机、近红外光谱仪、输送模块、分拣模块及计算机（控制模块）自

检，自检通过后，计算机控制摄像机或摄像机自动拍摄标准白板的图像，识别图像中的标准

白板的白平衡与预设的实际白平衡值比较，完成白平衡校正。

[0020] S110：按未熟、适熟及过熟3类各挑选45片烟叶作为样本，然后按烟叶不同成熟度

由专业评审人员评审结果和理化分析结果来确定，评审和理化分析严格按照国家标准指定

的各项指标执行，将这些样本作为标准样本建立标准数据库。分别依次将上述烟叶整齐铺

在输送模块的传送带上，每片烟叶间隔约0.15m，烟叶随传送带移动到摄像机的镜头下并被

实时拍摄，拍摄图像传送到计算机，计算机中的控制模块自动检测到烟叶进入，控制摄像机

抓拍到烟叶全景图像并导入计算机；然后烟叶继续随传送带移动到近红外光谱仪的探头

下，计算机中的控制模块控制近红外光谱仪在烟叶的视线范围内避开主脉，在主脉左右两

侧各取6个点扫描以获取包括淀粉含量、蛋白质含量等化学成分，每个点测量3次取平均值，

所有点的平均值作为该烟叶的代表光谱，然后将将烟叶6个点的光谱平均值导入计算机。

[0021] S150：将采收的烟叶分别依次整齐铺在传送带上，每片烟叶间隔约0.15m，烟叶随

传送带移动到全局自动曝光摄像机的镜头下并被实时拍摄，拍摄图像传送到计算机，计算

机中的控制模块自动检测到烟叶进入，控制摄像机抓拍到烟叶全景图像并导入计算机；然

后烟叶继续随传送带移动到近红外光谱仪的探头下，计算机中的控制模块控制近红外光谱

仪在烟叶的视线范围内避开主脉，在主脉左右两侧各取6个点扫描以获取包括淀粉含量、蛋

白质含量等化学成分，每个点测量3次取平均值，所有点的平均值作为该烟叶的代表光谱，

然后将将烟叶6个点的光谱平均值导入计算机。

[0022] S200：将S110或S150采集的图像使用matlab软件去除无关的背景，然后将去除背

景的彩色图像转换为灰度图像，然后采用WT（小波变换）技术对烟叶图像滤波处理转换到小

波域，相应的图像信息作为小波系数，将振幅小于阈值的小波系数删除，从而可视为删除了

图像中的噪声；同时，计算同一烟叶所采集的6个近红外光谱点的平均值，然后采用

Savitzky-Golay平滑法对近红外光谱平均值进行平滑处理，平滑窗口为13，然后应用MSC算

法对平滑处理后的近红外光谱平均值进行处理，以消除烟叶颗粒分布不均匀的影响。

[0023] S300：提取降噪后图像的红体均值 、绿体均值 、蓝体均值 及对应的标准差 、

、 作为图像的基本特征；为使颜色模式比较符合人眼的习惯，将降噪后图像由RGB模式

转换为HSV模式，提取转换后图像对应的色调均值 、饱和度均值 、明度均值 及对应的标

准差 、 、 作为图像的颜色特征；为了获得不同成熟等级烟叶纹理变化的特征信息，将

降噪后图像由RGB模式转换为灰度模式，然后利用图像统计矩方法从灰度图像中提取平均

灰度级m、标准差J、平滑度R、三阶矩 、一致性U和熵e作为图像的纹理特征，即从每个烟叶

图像中提取18个特征变量。

[0024] S400：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所提取的图像特征和近红外光谱特征进行主成分降

维，得到烟叶图像和光谱的主要特征；主成分分析算法具体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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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1：利用预先收集的样本集建立原始数据矩阵X={X1,X2,… ,Xp}；

Step2：为消除量纲影响，原始数据标准化处理得到标准化矩阵D：

  ，  (i=1,  2,…,  n;  j=1,2,…,p)，

其中：   ，i为第i个样本，j为第j个主成分；

  ，得到标准化矩阵D；

Step3：对标准化矩阵D计算样本相关系数矩阵R：

  ，

其中， ，  (i,  j=1,2,…,p)；

Step4：求出  特征值以及每个特征值对应的向量：

，

其中：Ip为特征向量，得p个特征值λ1>λ2>…>λp；

Step5：计算主成分贡献率和累计贡献率，根据每维特征贡献率大小，选取贡献率排在

前面的特征：

贡献率： ，(i=1,  2,…,  p)，

累积贡献率： ，(i=1,  2,…,  p)，

其中：k为特征数；

Step6：将标准化后的指标变量转换为主成分Uij：

  ，  (j=1,  2,  …,  p)，

其中：T为属性空间。

[0025] 表1 图片特征得分最高的6个主成分贡献率

表2  近红外光谱得分最高的7个主成分贡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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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500：将降维处理后得到的烟叶图像及光谱的主要特征进行特征层面融合，并对融合

后的数据采用归一化方法处理；其中数据归一化处理，是将所有数据转换到0和1之间，函数

形式如下：

X=(Xk-Xmin)/(Xmax-Xmin)，

其中：Xk为原始数据，Xmin为数据序列中的最小值，Xmax为序列中的最大值。

[0026] 采用ELM（Extreme  learning  machine）方法对归一化的样本数据构建分类判别模

型，使用10折交互验证法（10-fold  Cross  Validation）优化分类判别模型需要的隐层神经

元数，将B步骤处理后的烟叶样本划分为训练集和验证集，使用训练集对分类判别模型进行

独立训练，建立数据和类的关系，再用分类判别模型对验证集进行分类，汇总分类结果，输

出被分最多的类别，最后将分类判别模型的输出分为未熟、适熟及过熟3类，完成分类模型

的构建。

[0027] S600：采用ELM方法对归一化的样本数据构建分类判别模型，使用10折交互验证法

优化分类判别模型需要的隐层神经元数，其中未熟、适熟、过熟的烟叶分类判别模型的隐层

神经元数分别选择14、11和19；将S200步骤处理后的各45片烟叶样本通过Kennard-Stone样

本划分方法划分为训练集和验证集，使用训练集对分类判别模型进行独立训练，建立数据

和类的关系，再用分类判别模型对验证集进行分类，汇总分类结果，输出被分最多的类别，

最后将分类判别模型的输出分为未熟、适熟及过熟3类，完成分类模型的构建；

一般而言，具有L个隐层神经元的标准SLFNs与激励函数组合的数学模型为：

，对于给定的训练集 ，激励函数g(x)，隐层

神经元个数L，ELM的核心算法步骤如下：

输入：训练样本集 ，隐层神经元个数L和激励函数g(x)；

（1）任意给定输入权重ai和隐层偏置bi，i=1,2,… ,N；

（2）计算隐层输出矩阵H；

（3）计算输出权重β： ；

其中：xi=(xi1,xi2,…xin)T∈Rn表示样本集中的数据本身；ti=(ti1,ti2,…tim)T∈Rm，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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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的标签数据；aj=  [a  j1,  a  j2  ,L  ,  ajn] ∈Rn为随机生成的第j个隐层神经元与输入神

经元的连接权重，即输入权重；bj∈R（j=1,2,K,L）表示随机生成的第j个隐层神经元学习参

数，即神经元偏置；βj=[βj1,βj2,L, βjm]T∈Rm表示第j个隐层神经元与输出神经元的连接权

重及输出权重；aj∙xi表示aj和xi的内积；T为期望输出矩阵；H†为H的Moore-Penrose广义逆，

H†=HT(HHT)-1。

[0028] 将构建的分类判别模型在隐层神经元数分别选择14、11和19的最优参数下运行 

1000次，用结果和频率来衡量其稳定性，如表3所示，融合模型较图像特征模型和近红外光

谱模型的预测分类正确率都有一定的提高。

[0029] 表3 分类判别融合模型分类准确率（%）

S700：将S150采集并经融合的预分类烟叶的特征导入S600步骤建立的分类模型中进行

判别，输出烟叶对应的成熟度判定结果。

[0030] S800：自动分拣装置的计算机根据G步骤输出的烟叶成熟度判定结果控制分拣模

块动作，将对应烟叶分流至相应烟叶成熟度的收集筐内，完成烟叶的成熟度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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