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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机器视觉检测技术，具体涉

及一种基于大视野X射线/可见光配准成像的水

稻稻穗性状全自动提取系统，通过大视野X射线/

可见光配准成像系统同步获取稻穗反射光表图

像及透射光图像，使用图像配准融合、结合图形

分析算法得到稻穗产量性状的数学表征。鉴于作

物表型检测平台发展的重要性，传统有损稻穗产

量测量上脱粒难、实粒瘪粒区分难的缺点，以及

成像视野的局限性，本发明研究设计了一种基于

大视野X射线/可见光配准成像的水稻稻穗性状

全自动提取系统，在不经过脱粒、不经过分离实

粒瘪粒的情况下即可快速、准确获取稻穗产量性

状，为双模式成像在稻穗产量性状无损解析中的

应用提供了一条可行途径，并且通过大视野二维

移动平台获取完整稻穗的图像，解决成像视野的

问题，获取完整清晰的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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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大视野X射线/可见光配准成像的水稻稻穗性状全自动提取系统，包括大视

野X射线/可见光配准成像模块、图像数据分析模块和控制模块。大视野X射线/可见光配准

成像模块包括，(1)大视野稻穗二维精密运动平台、(2)高分辨可见光成像装置、(3)微型X-

ray平板成像装置；图像数据分析模块包括采用图像分析算法分割穗粒与穗枝，基于图像配

准获取稻穗的总粒数、充实度、结实率、有效穗、千粒重、穗长、一次枝梗数、一次枝梗平均长

度、二次枝梗数以及着粒密度性状信息；控制模块包括基于运动控制卡和上位机LabVIEW控

制，实现水稻稻穗大视野双模式成像和参数测量的智能控制。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视野X射线/可见光配准成像模块，其特征在于：将稻穗平铺

于载物台，首先通过高分辨可见光相机获取稻穗的RGB图像，然后通过大视野二维精密运动

平台上下左右四个方向移动对稻穗局部进行X射线透射成像，再基于运动信息拼接获取完

整的X-ray稻穗图像，最后利用x射线/可见光图像上的特征点建立配准关系。该成像装置相

比现有的扫描仪和传统的x射线成像，具有更大的视野，获取更丰富的信息。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图像数据分析模块，其特征在于：利用OpenCV图像库和图像配

准关系对X射线/可见光稻穗图像进行分割，并提取分割后的图像特征，计算总粒数、充实

度、结实率、有效穗、千粒重、穗长、一次枝梗数、一次枝梗平均长度、二次枝梗数以及着粒密

度性状信息。该图像数据分析模块相比现有的稻穗参数测量方法具有更好的品种适应性和

数据精确性。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控制模块，其特征在于：上位机通过USB借口与运动控制卡通

信，运动控制卡与伺服驱动器相连，用于控制大视野二维精密运动平台。上位机同时与图像

采集卡和X射线平板探测器相连，基于运动控制卡反馈的信号，控制高分辨可见光相机成像

和X-ray投射图像成像；然后将获取的图像进行拼接、配准，并输入图像数据分析模块，最后

将结果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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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大视野X射线可见光配准成像的水稻稻穗性状全自

动提取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机器视觉检测技术，具体涉及一种基于大视野X射线/可见光配准成像

的水稻稻穗性状全自动提取系统，即通过可见光及X-ray同时得到稻穗反射光表面图像与

透射光穗颈节和穗粒内部图像信息，并将两幅图像配准融合、结合图形分析算法得到稻穗

产量性状的数学表征，包括有效穗、穗粒数、结实率、千粒重、穗长、一次枝梗数、一次枝梗平

均长度、二次枝梗数、及着粒密度。

背景技术

[0002] 稻作为世界三大粮食作物之一是世界半数以上人口的主粮，我国是水稻最主要的

生产和消费国家，水稻产量研究直接关系到我国粮食安全和农业发展。稻穗产量性状获取

对水稻育种以及相关功能基因解析具有重要意义，性状获取的准确度将直接影响水稻育种

和基因解析的结果。构成水稻产量的四大要素有：有效穗，穗粒数，结实率及千粒重，此外，

穗长、一次枝梗数、一次枝梗平均长度、二次枝梗数，也是产量相关的重要农艺学性状。

[0003] 传统的稻穗产量测量方式主要依靠人工，分为穗长测量、脱粒处理、谷粒参数测量

三个步骤。这一操作方式中的过程繁琐、效率低，脱粒过程易造成误差等缺陷已经成为制约

水稻研究的瓶颈因素。

[0004] 双模式成像是机器视觉领域常用的技术手段，通过不同信息图像融合分析为实际

问题提供一条有效的解决途径，广泛应用于工业、农业、医学领域。科研人员在稻穗无损检

测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但目前尚没有针对稻穗结实率、千粒重的关键产量性状的报道，并

且，普遍采用的单一成像方式很难获取稻穗穗粒内部灌浆程度信息，无法有效区分稻穗上

的实粒、瘪粒。本发明将填补稻穗产量性状无损解析的空白，为双模式成像在稻穗产量性状

无损解析中的应用提供了可行途径；而且稻穗长度通常大于X射线探测器的视野，不能对水

稻稻穗完整地成像。因此，研发大视野的水稻稻穗成像系统很有必要。

发明内容

[0005] 鉴于传统有损稻穗产量测量上脱粒难、实粒瘪粒区分难的缺点，以及成像视野的

局限性，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基于大视野X射线/可见光配准成像的水稻稻穗性状全

自动提取系统，该系统通过X射线/可见光配准成像同时获取局部稻穗反射光表面图像信息

及稻穗透射光穗颈节和穗粒内部图像信息，且通过大视野二维移动平台获取完整稻穗的图

像，上位机将两幅图像配准融合、结合图形分析算法得到稻穗产量性状的数学表征，包括稻

穗有效穗、穗粒数、结实率、千粒重、穗长、一次枝梗数、一次枝梗平均长度、二次枝梗数等性

状。

附图说明

[0006] 图1基于大视野X射线/可见光配准成像的水稻稻穗性状全自动提取系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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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图2大视野二维移动平台示意图

[0008] 图3本发明工作流程图

[0009] 图4本发明图像处理流程图

[0010] 图5稻穗性状提取结构示意图

[0011] 图6图像裁剪示意图

[0012] 图中：铅防暗室(1)、PC工作站(2)、LED光源(3)、可见光高分辨率相机(4)、微焦斑X

射线源(5)、平移台(6)、稻穗放置台(7)、X射线平板探测器(8)、控制柜(9)。

[0013] 1.铅防暗室：防止X射线外漏。

[0014] 2.PC工作站：分别连接所述LED光源、可见光高分辨相机、微焦斑射线源、平移台，

以及发出控制命令，接受可见光高分辨相机和平板探测器采集的面阵列图像，并进行图像

处理，显示和储存测量结果。

[0015] 3.LED光源：提供可见光成像所需光照强度。

[0016] 4.可见光高分辨相机：获取反射光RGB面阵列图像，该图像包含稻穗的颜色、纹理、

形态等表面信息。

[0017] 5.微焦斑X射线源：系统中采用的是低剂量的X射线源，用于提供可调节电压、电流

稳定的X射线束。它主要由真空玻璃棺、阴极和阳极等部分组成。阴极灯丝在加热后发射电

子，然后在高压电场作用下高速向阳靶面轰击，产生X射线。

[0018] 6.平移台：调整稻穗放置台位置，使稻穗位于相机视野中合适位置，获取完整的水

稻稻穗图像。

[0019] 7.稻穗放置台：采用均匀透明的亚克力板(对X射线衰减小)，用于平铺稻穗。

[0020] 8.X射线平板探测器：用来采集面阵列吸收图像。经微焦斑射线发出的X射线穿透

检测样品到达平板探测器，平板探测器上的闪烁层发出与接收X射线成正比例关系的电子，

这些电子被下层的硅光电二级管阵列采集，并转换成电荷，再转换成像素值。

[0021] 9.控制柜：控制设备安装处。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本基于大视野X射线/可见光配准成像的水稻稻穗性状全自动提取系统主要由大

视野X射线/可见光双模式成像模块、图像数据分析模块和控制模块组成。

[0023] (1)大视野X射线/可见光双模式成像模块。

[0024] 基于大视野X射线/可见光双模式成像模块实现水稻稻穗完整X射线-可见光图像

同步采集与配准：

[0025] a .采用RGB可见光相机获取反射光图像，该图像包含稻穗的颜色、纹理、形态等表

面信息；

[0026] b.选用合适的X射线能量使稻穗上实粒与瘪粒之间达到最佳成像对比度，通过X射

线透射成像获取稻穗的吸收图像，该图像反映稻穗内部结构信息；

[0027] c.通过大视野二维移动平台上下左右四个方向单独移动对稻穗的局部进行双模

式分块成像，直到获取完整的稻穗图像，两种成像过程采用同步采集控制模式，以保证两幅

图像的同步采集；

[0028] d.通过实物标定，得到可见光图像与X射线图像之间的映射关系，获取配准模型。

说　明　书 2/4 页

4

CN 109738442 A

4



[0029] (2)图像数据分析模块

[0030] 图像数据分析模块用于处理RGB可见光图像及X射线透射图像。如图3所示具体方

法包括：

[0031] a1.可见光图像产量相关特征提取

[0032] 穗粒特征提取：对RGB可见光图像进行预处理去掉背景及噪声，采用OTSU自动阈值

分割得到稻穗二值图像。采用开操作使得穗粒与穗枝之间断开，利用椭圆检测将单颗谷粒

标识出来同时对黏连谷粒采用分水岭分割得到单颗谷粒标识图像；

[0033] 稻穗枝梗特征提取：将稻穗二值图像减去谷粒区域得到枝梗分支区域，采用并行

细化算法处理得到稻穗分支的单像素骨架。

[0034] a2.X射线图像产量相关特征提取

[0035] 首先对X射线透射图像进行预处理去除背景及噪声，然后采用OTSU自动阈值分割

得到稻穗二值化图像，对图像进行霍夫变换(用于直线检测)识别稻穗穗梗。

[0036] 穗颈节特征提取：对穗梗掩膜处理然后进行局部区域的自动阈值分割得到穗颈节

区域。

[0037] 米粒图像特征提取：将剩余区域通过椭圆检测识别单颗米粒区域而对黏连米粒采

用分水岭分割算法得到单颗米粒对应的二值图像。

[0038] b.图像配准融合：

[0039] 首先进行位置定标，将一元钱硬币放置于两套成像系统视野的中央、四周获取5组

图像对；然后计算可见光相机、X射线图像中硬币的中心点坐标，基于该坐标对利用最小二

乘法计算仿形映射(y＝ax+b)中参数值；最后基于该映射关系，将X射线产量相关图像特征，

映射到稻穗可见光特征图像上，得到能反映稻穗外部轮廓和内部结构的产量特征融合图

像。

[0040] c.产量性状表征

[0041] 基于上述图像处理得到的具有丰富产量特征的稻穗融合图像，采用如下稻穗产量

性状表征方式如图3所示：

[0042] 总粒数计算：基于可见光图像处理结果，对稻穗谷粒分割图像进行连通区域标记，

连通区域的个数即为稻穗总穗粒数。

[0043] 结实率计算：基于X-ray/RGB融合图像，计算单颗穗粒的可见光图像投影面积和X-

ray米粒部分投影面积，将谷粒的X-ray投影面积比上可见光图像面积得到谷粒的灌浆程

度，比值大于1/3即为实粒，反之即为瘪粒，统计所有灌浆程度大于1/3的穗粒数即为实粒

数，然后将实粒数比上总粒数即可得到稻穗的结实率。

[0044] 有效穗判别：根据计算得到实粒数，实粒数大于5即为有效穗。

[0045] 千粒重：首先选用100组密度差异较大的谷粒，进行定标实验，获取X射线图像粒子

平均灰度值和谷粒单位面积重量信息(重量由分析天平获取，面积通过图像计算获得)，再

利用最小二乘法拟合得到X射线灰度值与谷粒单位面积重量之间的数学模型，基于该数学

模型对单颗谷粒进行单位面积重量累加求和得到单颗谷粒的重量，最后将灌浆程度较高的

稻穗谷粒筛选出来，进行重量求和换算得到千粒重。

[0046] 穗长计算：首先将X-ray图像穗颈节位置映射到可见光图像上，然后根据可见光图

像稻穗的骨架路径，搜索从穗颈节位置到穗顶部的穗长主路径，再对该段主路径进行重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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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计算其相邻点的欧式距离和，即为穗长。

[0047] 一次枝梗数、一次枝梗平均长度、二次枝梗数计算：根据稻穗骨架结构，从骨架端

点至节点这一段即为二次枝梗，从穗梗节点至分支末端即为一次枝梗，搜索一次枝梗像素

点个数取平均即为一次枝梗平均长度。

[0048] 着粒密度：用粒数除以穗长(单位cm)然后乘以10即为稻穗着粒密度。

[0049] (3)控制模块；运动控制卡与伺服驱动器相连，用于控制大视野二维移动平台工

作，运动控制卡同时与上位机相连，通过USB实现通讯；上位机分别与图像采集卡和可见光

高分辨相机，微焦斑X射线源和X射线平板探测器相连，基于运动控制卡反馈的信号，同时控

制可见光高分辨相机和微焦斑X射线源采集可见光图像与X射线透射图像，并将获取的图像

进行拼接、配准，显示以及测量结果的存储。

[0050] 方案实施例子：操作人员将稻穗用透明胶固定至平移载物台，再使用鼠标在计算

机的显示屏上点击“开始测量”，此时计算机分别控制可见光相机拍摄可见光图像，微焦斑X

射线源和平板探测器获取X射线透射图像；获取的图像传输至工作站后，计算机与运动控制

卡通信，运动控制卡控制平移台上下左右运动，每隔200mm停止一次，计算机再分别控制可

见光相机拍摄可见光图像，微焦斑X射线源和平板探测器获取X射线透射图像，计算机自动

控制以上步骤，直到整株稻穗成像完毕；计算机显示处理裁剪后的图像，并进行图像处理提

取稻穗性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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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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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附　图 4/6 页

10

CN 109738442 A

10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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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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