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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抹茶粒度等级的快速检

测方法。采用粒状分子筛粒度测定方法，测定不

同等级的抹茶粒度；结合显微技术，利用高光谱

图像检测系统，采集抹茶的高光谱图像数据；经

黑白标定后，对抹茶高光谱图像进行感兴趣区域

提取、数据降维；最后对特征光谱图像进行纹理

特征提取，构建图像纹理特征与不同等级抹茶粒

度等级定性分析模型，实现抹茶粒度等级的检

测。本发明的方法，基于显微和高光谱图像技术，

可对抹茶粒度等级进行快速的定性检测，相比于

传统粒状分子筛粒度测定方法，可显著提高检测

效率，更适用于抹茶深加工领域的在线检测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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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抹茶粒度等级的快速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采用粒状分子筛粒度测定方法，测定不同等级的抹茶粒度大小，得到国标方法

测定的抹茶粒度等级划分数据；步骤二，打开高光谱图像检测系统，将样品放置于样品杯

内，以卤素灯进行照明，结合显微镜头模块，瞬时视场下的样品通过步进电机到达高光谱相

机扫描区域，通过二者的相对位移，得到抹茶高光谱图像；步骤三，先对抹茶高光谱图像进

行感兴趣区域提取；再进行数据降维，得到特征光谱图像；最后进行纹理特征提取，构建图

像纹理特征与抹茶粒度等级定性分析模型；步骤四，采用K最邻近法，对模型优化分析，实现

抹茶粒度等级的检测；

步骤二中，所述高光谱图像，由618个波长下的图像拼接完成；所述拼接，在于由线型图

像形成一个三维数据块；

步骤三中，所述感兴趣区域，选取200×200pixel范围内的区域进行处理；所述数据降

维，选取主成分为5的主成分分析方法；所述主成分分析，依据方差贡献率提取第一主成分

所对应的5个特征波长；

步骤三中，所述特征光谱图像，为5个特征波长592 .48nm、631 .88nm、714 .79nm、

787.06nm、817.66nm下的灰度图像；所述纹理特征，采用灰度共生矩阵方法进行提取5个特

征波长下的特征图像；所述灰度共生矩阵方法，采用glcms＝graycomatrix(I ,param1 ,

val1,param2,val2,...)产生图像I的灰度共生矩阵GLCM，其中灰度界限设为[ ]、灰度归一

范围设为8、坐标为右上角45°方向；

步骤三中，所述纹理特征，包括样品特征图像的对比度、相关性、熵和能量；所述对比

度，依据 进行特征提取，其中Con表示图像的对比度、i表示共生矩阵的行、

j表示共生矩阵的列、P(i,j)表示共生概率；所述相关性，依据 进行特

征提取，其中Corr表示图像的相关性、i表示共生矩阵的行、j表示共生矩阵的列、ui表示在

某行方向的灰度、uj表示在某列方向的灰度、σi表示行的标准差、σj表示列的标准差、P(i,j)

表示共生概率；所述熵，依据 进行特征提取，其中Ent表示图像的熵、i

表示共生矩阵的行、j表示共生矩阵的列、logP(i,j)表示共生概率的对数；所述能量，依据

进行特征提取，其中Asm表示图像的能量、i表示共生矩阵的行、j表示共生

矩阵的列、P(i,j)表示共生概率；

步骤四中，所述K最邻近法在主成分为3时，K为3。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抹茶粒度等级的快速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二中，

须提前将高光谱图像检测系统打开并预热40min；所述样品杯，为直径 高为15mm的

玻璃器皿；所述器皿，置于黑色底面不产生镜面反射的底板上；所述卤素灯，采用三个功率

为120W的光纤卤素灯，两两水平面夹角为120°。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抹茶粒度等级的快速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二中，

所述显微镜头，选取80倍的放大倍数。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抹茶粒度等级的快速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二中，

所述步进电机，移动速度为0.58mm/s的速度通过高光谱相机扫描区域；所述移动速度，可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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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柱形器皿的采集形状与真实器皿形态所匹配；移动距离，设置为6-12mm。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抹茶粒度等级的快速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二中，

所述高光谱相机，包括CCD相机和光谱模块；所述CCD相机，光谱分辨率为2.8nm，狭缝宽度为

30um；所述CCD相机的曝光时间设置为15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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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抹茶粒度等级的快速检测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抹茶粒度等级的检测方法，具体是基于显微与高光谱技术，快速、无损

的鉴定抹茶粒度等级的高低。

背景技术

[0002] 抹茶，即采用覆盖栽培的茶树鲜叶经蒸汽(或热风)杀青后、干燥制成的叶片为原

料，经研磨工艺加工而成的微粉状茶产品，富含人体多种必需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具有很

高的营养保健价值。其中，抹茶加工生产过程中最为关键的工序是对碾茶的研磨，抹茶茶粉

颗粒的大小直接影响着抹茶质量等级的划分。因此有必要去研究抹茶粒度等级的快速检测

方法，这对于抹茶加工过程的等级鉴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0003] 传统方法大多采用GB/T  6288-1986《粒状分子筛粒度测定方法》测定抹茶粒度，使

用直径为200mm的不锈钢筛作为标准筛，以不同规格的尼龙布孔径进行筛分，该法耗时费

力、主观性强、检测速度慢，在抹茶加工过程品质的快速检测领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0004] 高光谱成像技术，是光谱分析技术和图像处理技术在最低层面上的融合技术，其

中光谱技术能检测农畜产品物理结构、化学成分等，图像技术能全面反映农畜产品的外在

特征。因此，高光谱图像既能对农畜产品的内外部特征进行可视化分析，也能进行其内部有

效成分的定量预测。基于此，高光谱成像技术已应用于农畜产品的大小、形状、纹理、颜色和

表面缺陷等外观质量特征的检测，但在抹茶品质检测研究方面未见报道。

[0005] 如中国专利申请号为CN201410603209.7的“一种基于高光谱图像对腐败真菌生长

预测的方法”专利，通过三种真菌不同生长阶段的高光谱图像，构建了真菌的生长模型，实

现了水果腐败真菌病害的检测、监测和控制，但该检测方法局限于微生物的分类与鉴定，且

微生物的生长较为耗时，该系统对于抹茶加工过程的在线检测不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0006] 如中国专利申请号为CN201410151741.X的“一种基于高光谱的果蔬表面损伤检测

装置”专利，利用基于高光谱的果蔬表面损伤检测装置，获得待测果蔬表面的全部光谱图

像，避免了食品检测中出现盲点，减少了食品分级中的误判，但是该平台结构复杂、操作繁

琐，且仅适用于较大类型的果蔬检测，不适用抹茶微小颗粒等级的快速检测应用。

[0007] 因此寻找一种简便快速检测抹茶粒度等级的方法，对满足实际市场需求有着重要

的显示意义。本发明基于显微与高光谱技术采集抹茶的高光谱图像数据，经黑白标定后，对

抹茶高光谱图像进行感兴趣区域提取、数据降维，得到特征光谱图像；再对特征光谱图像进

行纹理特征提取，构建图像纹理特征与不同等级抹茶粒度等级定性分析模型，实现抹茶粒

度等级的检测。

发明内容

[0008]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了一种基于高光谱成像技术的抹茶粒度等级检测方法，实现

了抹茶粒度等级的快速检测分析，适用于抹茶深加工领域的现场检测。

[0009] 针对本发明的方法，具体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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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步骤一，采用粒状分子筛粒度测定方法，测定不同等级的抹茶粒度大小，得到国标

方法测定的抹茶粒度等级划分数据；

[0011] 步骤二，打开高光谱图像检测系统，将样品放置于样品杯内，以卤素灯进行照明，

结合显微镜头模块，瞬时视场下的样品通过步进电机到达高光谱相机扫描区域，通过二者

的相对位移，得到抹茶高光谱图像；

[0012] 步骤三，先对抹茶高光谱图像进行感兴趣区域提取；再进行数据降维，得到特征光

谱图像；最后进行纹理特征提取，构建图像纹理特征与抹茶粒度等级定性分析模型；

[0013] 步骤四，采用K最邻近法，对模型优化分析，实现抹茶粒度等级的检测。

[0014] 进一步，步骤二中，所述抹茶高光谱图像的采集，须提前将高光谱图像检测系统打

开并预热40min；所述样品杯，为直径 高为15mm的玻璃器皿；所述器皿，置于黑色底

面不产生镜面反射的底板上；所述卤素灯，采用三个功率为120W的光纤卤素灯，两两水平面

夹角为120°。

[0015] 进一步，步骤二中，所述显微镜头，选取80倍作为最佳放大倍数；所述最佳倍数，是

依次筛选10倍、40倍、80倍、100倍的结果。

[0016] 进一步，步骤二中，所述步进电机，移动速度为0.58mm/s的速度通过高光谱相机扫

描区域；所述移动速度，可使圆柱形器皿的采集形状与真实器皿形态所匹配；所述移动距

离，设置为6-12mm。

[0017] 进一步，步骤二中，所述高光谱相机，包括CCD相机和光谱模块；所述CCD相机，光谱

分辨率为2.8nm，狭缝宽度为30um，样品采集信息较佳；所述CCD相机的曝光时间设置为

15ms。

[0018] 进一步，步骤二中，所述高光谱图像，由618个波长下的图像拼接完成；所述拼接，

在于由线型图像形成一个三维数据块。

[0019] 进一步，步骤三中，所述感兴趣区域，选取200×200pixel范围内的区域进行处理；

所述数据降维，选取主成分为5的主成分分析方法，删除冗余信息效果明显；所述主成分分

析，依据方差贡献率提取第一主成分所对应的的5个特征波长。

[0020] 进一步，步骤三中，所述特征图像，为5个特征波长592.48nm、631.88nm、714.79nm、

787.06nm、817.66nm下的灰度图像；所述纹理特征，采用灰度共生矩阵方法进行提取5个特

征波长下的特征图像；所述灰度共生矩阵方法，采用glcms＝graycomatrix(I ,param1 ,

val1,param2,val2,...)产生图像I的灰度共生矩阵GLCM，其中灰度界限设为[ ]、灰度归一

范围设为8、坐标为右上角45°方向。

[0021] 进一步，步骤三中，所述纹理特征，包括样品特征图像的对比度、相关性、熵和能

量；所述对比度，依据 进行特征提取，其中Con表示图像的对比度、i表示共生

矩阵的行、j表示共生矩阵的列、P(i,j)表示共生概率；所述相关性，依据

进行特征提取，其中Corr表示图像的相关性、i表示共生矩阵的行、j表示共生矩阵的列、ui

表示在某行方向的灰度、uj表示在某列方向的灰度、σi表示行的标准差、σj表示列的标准差、

P(i,j)表示共生概率；所述熵，依据 进行特征提取，其中Ent表示图像

的熵、i表示共生矩阵的行、j表示共生矩阵的列、logP(i ,j)表示共生概率的对数；所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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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依据 进行特征提取，其中Asm表示图像的能量、i表示共生矩阵的行、j表

示共生矩阵的列、P(i,j)表示共生概率。

[0022] 进一步，步骤四中，所述K邻近法，是比较LDA、SVM、BP-ANN之后选择出最优的算法；

所述K邻近法，在主成分为3，K为3的时候，模型的识别率最佳。

[002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具体如下：

[0024] 其一，对于抹茶高光谱图像的采集：针对抹茶粒度的特有属性，结合显微与高光谱

相融合的技术，配置相应的扫描参数，采用高光谱图像检测系统得到抹茶高光谱图像；

[0025] 其二，对于抹茶高光谱成像数据的处理：先对抹茶高光谱图像进行感兴趣区域提

取；再进行数据降维，得到特征光谱图像；最后对特征光谱图像进行纹理特征提取，构建图

像纹理特征与抹茶粒度等级定性分析模型；

[0026] 其三，对于抹茶粒度等级的快速检测：本发明基于高光谱成像技术，可为抹茶加工

过程中粒度等级的评定提供新的检测方法，以辅助或代替专业评判人员，可控制从原料到

工艺的整个生产过程，从而使产品质量得到保证。

附图说明

[0027] 图1为本发明高光谱图像检测系统装置示意图；

[0028] 图2为本发明抹茶粒度等级模型预测方法示意图；

[0029] 图3为本发明抹茶粒度等级KNN模型的训练集(a)和预测集(b)数据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以下将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详细说明。本发明

对粉状颗粒等级检测具有通用性。本实施案例所选的抹茶粒度等级为抹茶品质评判的重要

指标，其它粉状颗粒可参考此实例进行。

[0031] 本实施案例利用高光谱图像检测系统采集抹茶茶粉的高光谱图像，进行感兴趣区

域提取、数据降维，构建图像纹理特征与抹茶粒度等级定性分析模型，实现抹茶粒度等级的

检测。具体技术方案如下：

[0032] 步骤一，采用粒状分子筛粒度测定方法，测定不同等级的抹茶粒度大小，得到国标

方法测定的抹茶粒度等级划分数据；

[0033] 步骤二，打开高光谱图像检测系统，将样品放置于样品杯内，以卤素灯进行照明，

结合显微镜头模块，瞬时视场下的样品通过步进电机到达高光谱相机扫描区域，通过二者

的相对位移，得到抹茶高光谱图像；所述抹茶高光谱图像的采集，须提前将高光谱图像检测

系统打开并预热40min；所述样品杯，为直径 高为15mm的玻璃器皿；所述器皿，置于

黑色底面不产生镜面反射的底板上；所述卤素灯，采用三个功率为120W的光纤卤素灯，两两

水平面夹角为120°；所述显微镜头，选取80倍作为最佳放大倍数；所述最佳倍数，是依次筛

选10倍、40倍、80倍、100倍的结果；所述步进电机，移动速度为0.58mm/s的速度通过高光谱

相机扫描区域；所述移动速度，可使圆柱形器皿的采集形状与真实器皿形态所匹配；所述移

动距离，设置为6-12mm；所述高光谱相机，包括CCD相机和光谱模块；所述CCD相机，光谱分辨

率为2.8nm，狭缝宽度为30um，样品采集信息较佳；所述CCD相机的曝光时间设置为15ms；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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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高光谱图像，由618个波长下的图像拼接完成；所述拼接，在于由线型图像形成一个三维

数据块。

[0034] 步骤三，先对抹茶高光谱图像进行感兴趣区域提取；再进行数据降维，得到特征光

谱图像；最后进行纹理特征提取，构建图像纹理特征与抹茶粒度等级定性分析模型；所述感

兴趣区域，选取200×200pixel范围内的区域进行处理；所述数据降维，选取主成分为5的主

成分分析方法，删除冗余信息效果明显；所述主成分分析，依据方差贡献率提取第一主成分

所对应的的5个特征波长；所述特征图像，为5个特征波长592.48nm、631 .88nm、714.79nm、

787.06nm、817.66nm下的灰度图像；所述纹理特征，采用灰度共生矩阵方法进行提取5个特

征波长下的特征图像；所述灰度共生矩阵方法，采用glcms＝graycomatrix(I ,param1 ,

val1,param2,val2,...)产生图像I的灰度共生矩阵GLCM，其中灰度界限设为[ ]、灰度归一

范围设为8、坐标为右上角45°方向；所述纹理特征，包括样品特征图像的对比度、相关性、熵

和能量；所述对比度，依据 进行特征提取，其中Con表示图像的对比度、i表

示共生矩阵的行、j表示共生矩阵的列、P(i ,j)表示共生概率；所述相关性，依据

进行特征提取，其中Corr表示图像的相关性、i表示共生矩阵的行、j表

示共生矩阵的列、ui表示在某行方向的灰度、uj表示在某列方向的灰度、σi表示行的标准差、

σj表示列的标准差、P(i ,j)表示共生概率；所述熵，依据 进行特征提

取，其中Ent表示图像的熵、i表示共生矩阵的行、j表示共生矩阵的列、logP(i,j)表示共生

概率的对数；所述能量，依据 进行特征提取，其中Asm表示图像的能量、i表

示共生矩阵的行、j表示共生矩阵的列、P(i,j)表示共生概率。

[0035] 步骤四，采用K最邻近法，对模型优化分析，实现抹茶粒度等级的检测；所述K邻近

法，是比较LDA、SVM、BP-ANN之后选择出最优的算法；所述K邻近法，在主成分为3，K为3的时

候，模型的识别率最佳。

[0036] 下面详细描述本发明的实施例，所述实施例的示例在附图中示出，其中自始至终

相同或类似的标号表示相同或类似的元件或具有相同或类似功能的元件。下面通过参考附

图描述的实施例是示例性的，仅用于解释本发明，而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

[0037] 图1为本发明高光谱图像检测系统装置示意图，所述暗箱，放置光源模块、高光谱

相机和步进电机；所述光源模块，为三个卤素灯且呈水平面夹角120°；所述高光谱相机包

括，CCD相机模块与光谱模块；所述CCD相机模块，经C-mount接口与光谱模块相连；所述CCD

相机模块，经USB与计算机相连；所述步进电机，经由运动控制模块与计算机相连；

[0038] 图2为本发明抹茶粒度等级模型预测方法示意图，所述校正抹茶粒度样本，经高光

谱图像检测系统，采集相应样本的显微下的高光谱图像；所述高光谱图像，经过感兴趣区域

提取、数据降维、纹理特征提取，构建图像纹理特征与抹茶粒度等级定性分析模型，实现抹

茶粒度等级的检测。

[0039] 下面将结合具体的实施案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描述。但这些实施案例并不限制本

发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根据这些实施案例所做出的结构、方法、或功能上的变换均包

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0040] 实施案例：不同等级的抹茶粒度等级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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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一种新型的抹茶粒度等级的快速检测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42] (1)取4种不同等级的抹茶样品，每个等级的抹茶样品，分别取15个平行试验样本；

采用粒状分子筛粒度测定方法，检测不同样品中粒度等级。

[0043] (2)进行图像扫描之前，将系统预热40min；将不同等级的抹茶茶粉置于显微镜的

样品杯内，采用显微80倍镜头，步进电机移动速度设置为0.58mm/s，高光谱相机曝光时间设

置为15ms，物距设置为30cm，进行样品的高光谱图像获取。

[0044] (3)先对抹茶高光谱图像进行感兴趣区域提取，选取200×200pixel范围内的区域

进行处理；再利用主成分分析，进行数据降维，得到特征波长592 .48nm、631 .88nm、

714.79nm、787.06nm、817.66nm下的特征光谱图像；最后对特征光谱图像进行对比度、相关

性、熵和能量等纹理特征提取，构建图像纹理特征与抹茶粒度等级定性分析模型。

[0045] (4)对抹茶的高光谱图像进行纹理特征提取后，运用K邻近法，在主成分为3，K为3

时，模型训练集的相关系数为0.8462，预测集的相关系数为0.7966，模型鲁棒性较好。图3为

抹茶粒度等级KNN模型的训练集(a)和预测集(b)数据图。

[0046] 在本说明书的描述中，参考术语“一个实施例”、“一些实施例”、“示意性实施例”、

“示例”、“具体示例”、或“一些示例”等的描述意指结合该实施例或示例描述的具体特征、结

构、材料或者特点包含于本发明的至少一个实施例或示例中。在本说明书中，对上述术语的

示意性表述不一定指的是相同的实施例或示例。而且，描述的具体特征、结构、材料或者特

点可以在任何的一个或多个实施例或示例中以合适的方式结合。

[0047] 尽管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实施例，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可以理解：在不

脱离本发明的原理和宗旨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实施例进行多种变化、修改、替换和变型，本

发明的范围由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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