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10947862.3

(22)申请日 2018.08.20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9100323 A

(43)申请公布日 2018.12.28

(73)专利权人 江苏大学

地址 212013 江苏省镇江市京口区学府路

301号

(72)发明人 郭志明　郑雪丽　邹小波　陈全胜　

赵杰文　欧阳琴　尹丽梅　李志华　

(51)Int.Cl.

G01N 21/359(2014.01)

G01N 21/3563(2014.01)

G01N 21/31(2006.01)

审查员 全先荣

 

(54)发明名称

一种苹果水心病的透射光谱无损定量评价

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苹果水心病的透射光谱无

损定量评价方法，属于食品品质快速评价技术领

域；本发明采用近红外透射光谱采集系统无损获

取苹果内部整体的光信息，用相机采集苹果赤道

面剖面的图像，以围剿算法分割图像并计算水心

病面积和苹果剖面的面积，以横剖面水心病区的

面积与整个剖面的面积比为定量预测指标，对获

取的近红外透射光谱进行预处理后，采用多元校

正方法建立苹果水心病的透射光谱定量评价模

型，实现水心病苹果的无损定量预测；本发明利

用透射光谱技术定量预测苹果的水心病程度，避

免采用切片目视法破坏性抽检的弊端，解决水心

病识别率低、界限模糊的技术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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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苹果水心病的透射光谱无损定量评价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如下：

S1.  批量采集不同水心病程度的苹果样本；

S2.  苹果的果梗花萼水平向放置，环苹果赤道位间隔120°采集苹果样本的近红外透射

光谱，每个苹果透射光谱采集三次；

S3.  环苹果赤道位剖开，用相机采集苹果剖面平放的彩色图像，对图像掩膜去背景，以

围剿法和图像分割算法分别计算出苹果整个剖面和水心病区域的面积，并计算水心病区域

和整个剖面的面积比，以面积比作为定量评价指标，即为标准测定值；对所述掩膜去背景的

图像利用围剿算法，分别计算苹果整个剖面区域的面积S，图像的分辨率为m×n，计算公式

如下：

其中，f（x2，y2）为图像右侧和下方与图像感兴趣区域边缘的交叉点，f（x1，y1）为图像左

侧和上方与图像感兴趣区域边缘的交叉点；

所述掩膜去背景的图像利用分水岭算法结合最大类间方差法，以苹果水心病区域为分

割目标，目标外为感兴趣区域内背景，统计背景和目标之间的类间方差，使类间方差最大即

分割错分的概率最小，自适应调整图像分割阈值，提取水心病特征区域，对离散的水心病特

征图像统计有效像素点计为水心病区域面积；

S4.  对S2所获取的苹果的近红外透射光谱，去除透射光谱两端信噪比低的光谱区间，

得到修正的苹果近红外透射光谱；

S5.  对S4所述修正的苹果近红外透射光谱进行吸光度计算，以吸光度光谱建立与苹果

水心病指标的相关关系，计算公式如下：

T=(IO-ID)/(IW-ID)×100%；

A=Log(1/T)；

其中，IO为苹果样本的近红外透射光谱，ID为近红外光谱仪测试条件下的暗噪声光谱，

IW为近红外光谱仪内置的相对参考光谱，T为近红外透射光谱的相对透射率；A为吸光度；

S6.  对S5得到的吸光度A选用S-G平滑/一阶导数预处理、标准变量变换、多元散射校

正、正交信号校正、净分析物预处理中的一种或其组合方式进行光谱预处理，消除随机噪

声，增强特征信号，得到预处理后的光谱；

S7.  对S6中得到的预处理后的光谱，以S3测定的苹果水心病区域和整个剖面的面积比

为参考值，采用随机蛙跳算法、联合区间偏最小二乘法、向前间隔偏最小二乘法、向后间隔

偏最小二乘法中的一种或组合方式选择特征波段，再对选择的特征波段采用连续投影算

法、遗传算法、蚁群优化算法、粒子群优化算法中的一种或组合方式选择特征波长；

S8.  利用S7中获取的特征波长，采用逐步多元线性回归、主成分回归、偏最小二乘法、

人工神经网络、支持向量机中的一种或组合方式建立苹果水心病定量评价模型，示例如下：

D=a1X1+  a2X2+……anXn+L

其中D为苹果水心病面积比的预测值，Xi为第i次的特征波长的光谱吸光度值，ai为对应

特征波长Xi的系数，i为1~n之间的任一整数值，L为拟合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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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9.  对未知待测的苹果样本，环苹果赤道位间隔120°采集近红外透射光谱三次，对采

集的三次近红外透射光谱分别采用S8建立的苹果水心病定量评价模型预测其水心病值，取

其中最大值作为最终预测结果；

S10. 已建立的苹果水心病定量评价模型用于其他品种苹果时，直接采用S9中的方法

进行检测，若测量结果与标准测定值相比超出偏差范围，对所述L值进行修正，若修正L值后

仍不能满足实际检测的需要，选择批量样本，执行步骤S1-S8，并替换原有定量评价模型。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苹果水心病的透射光谱无损定量评价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S3中采集苹果剖面平放的彩色图像后，提取彩色图像的R、G、B分量，对B分量进行阈值

分割构建掩膜图像，以苹果环赤道断面内图像为感兴趣区域，利用掩膜去除图像的背景，感

兴趣区区域内图像值保持不变，而区域外图像值都为0。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苹果水心病的透射光谱无损定量评价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S6中使用净分析物预处理方法进行光谱预处理，是通过空间正交投影的方式将原光谱

进行分解，剔除了原始光谱中与水心病组织不相关的光谱信息，保留原始光谱矩阵中反映

水心病组织光学的净分析物信号，消除无用光谱信息的干扰。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苹果水心病的透射光谱无损定量评价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S7中所述特征波段的选择，是将整个光谱区间划分为相等变量的子区间或以移动窗口

选择变量连续的子区间，将子区间及其组合分别建立定量评价模型，或将所有子区间集合

中依次剔除预测均方根误差最大的子区间分别计算定量评价模型，或将最优子区间依次增

加其他预测均方根误差最小的子区间分别计算定量评价模型，以定量评价模型中预测均方

根误差最小优选子区间或其组合为最优特征波段。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苹果水心病的透射光谱无损定量评价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S7中所述特征波长的选择，选择过程采用智能搜索算法从特征波段中选择和水心病组

织相关度高的变量，选择S7中的特征波长组合满足校正集样本的校正均方根误差和验证集

样本的预测均方根误差相差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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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苹果水心病的透射光谱无损定量评价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食品品质快速无损评价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苹果水心病的透射光

谱无损定量评价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苹果水心病在我国苹果主产区均有发生，红富士、元帅、秦冠等苹果品种受害严

重，多在果心部和维管束发病，从外部无法辨识，果实腐烂易造成面源扩散造成生产经营者

巨大经济损失，对消费者而言，直接影响品牌形象和消费信心。

[0003] 苹果水心病的传统检测方法，采用随机抽取样品，然后切片进行目视判断，这种破

坏性抽样检测的方法极为浪费，对种植者、加工者和经营者均不合适，对产品分级评价毫无

意义。目前果蔬内部无损检测方法主要有光密度法、X射线法、质量密度法、介电特性法和核

磁共振影像法，如CN  200410098621.4一种快速无损检测苹果内部质量的方法，同时判别水

心病和褐变两种病症；CN  201480084218.8食品加工方法与系统，CN  201711419328.7基于

可见/近红外光谱的枣果内部缺陷检测方法及装置，用于无损判别枣果内部缺陷；

CN201711133314.9一种基于机器视觉的水果自动分拣机器人系统。

[0004] 苹果水心病危害严重，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已有文献报道的苹果水心病的无损检

测方法识别率低、预警能力差。本发明独辟蹊径，采用图像处理算法精确计算水心病变区域

面积，已水心病病变面积比作为评价指标实现基于透射光谱技术的水心病定量评价，有效

消除水心病面积测量精度低和果径差异影响光谱采集的精度的瓶颈问题，为水心病的快速

实用化检测提供方法支撑。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一种苹果水心病的透射光谱无损定量评价方

法，本发明对获取的透射光谱进行标准化变换可显著降低苹果大小及果形对透射光谱强度

的影响，对苹果水心病面积的计算采用图像围剿算法精确计量显著提高评价的精度；建立

苹果水心病的定量评价方法，解决水心病识别率低、界限划分难的问题，提升果蔬内部缺陷

定量评价的精细化水平。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出一种苹果水心病的透射光谱无损定量评价方法，该

方法通过以下步骤实现：

[0007] S1.批量采集不同水心病程度的苹果样本；

[0008] S2.苹果的果梗花萼水平向放置，环苹果赤道位间隔120°采集苹果样本的近红外

透射光谱，每个苹果透射光谱采集三次；

[0009] S3 .环苹果赤道位剖开，用相机采集苹果剖面平放的彩色图像，对图像掩膜去背

景，以围剿法和图像分割算法分别计算出苹果整个剖面和水心病区域的面积，并计算水心

病区域和整个剖面的面积比，以面积比作为定量评价指标，即为标准测定值；

[0010] S4.对S2所述获取苹果的近红外透射光谱，去除透射光谱两端信噪比低的光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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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得到修正的苹果近红外透射光谱；

[0011] S5.对S4所述修正的苹果近红外透射光谱进行吸光度计算，以吸光度光谱建立与

苹果水心病指标的相关关系，计算公式如下：

[0012] T＝(IO-ID)/(IW-ID)×100％；

[0013] A＝Log(1/T)；

[0014] 其中，IO为苹果样本的近红外透射光谱，ID为所述近红外光谱仪测试条件下的暗噪

声光谱，IW为所述微型光谱仪内置的相对参考光谱，T为近红外透射光谱的相对透射率；A为

吸光度；

[0015] S6.对S5得到的吸光度A选用S-G平滑/一阶导数预处理、标准变量变换、多元散射

校正、正交信号校正、净分析物预处理中的一种或其组合方式进行光谱预处理，消除随机噪

声，增强特征信号，得到的预处理后的光谱；

[0016] S7.对S6中得到的预处理后的光谱，结合S3测定的苹果水心病区域和整个剖面的

面积比为参考值，采用随机蛙跳算法、联合区间偏最小二乘法、向前间隔偏最小二乘法、向

后间隔偏最小二乘法中的一种或组合方式选择特征波段，再对选择的特征波段采用连续投

影算法、遗传算法、蚁群优化算法、粒子群优化算法中的一种或组合方式选择特征波长；

[0017] S8.利用S7中获取的的特征波长，采用线性或非线性多元校正方法建立苹果水心

病定量评价模型，示例如下：

[0018] D＝a1X1+a2X2+……anXn+L

[0019] 其中D为苹果水心病面积比的预测值，Xi为第i次的特征波长的光谱吸光度值，ai为

对应特征波长Xi的系数，i为1～n之间的任一整数值，L为拟合常数；

[0020] S9.对未知待测的苹果样本，环苹果赤道位间隔120°采集近红外透射光谱三次，对

采集的三次近红外透射光谱分别采用S8建立的苹果水心病定量评价模型预测其水心病值，

取其中最大值作为最终预测结果；

[0021] S10.对已建立苹果水心病定量评价模型用于其他品种苹果时，直接采用S9中的方

法进行检测，若测量结果与标准测定值相比超出偏差范围，对所述L值进行修正，若修正L值

后仍不能满足实际检测的需要，选择其他品种的批量样本，执行步骤S1-S8，并替换原有定

量评价模型。

[0022] 进一步的，S3中所述采集苹果剖面平放的彩色图像，提取彩色图像的R、G、B分量，

对B分量进行阈值分割构建掩膜图像，以苹果环赤道断面内图像为感兴趣区域，利用掩膜去

处图像的背景，感兴趣区区域内图像值保持不变，而区域外图像值都为0。

[0023] 进一步的，S3中对所述掩膜去背景的图像利用围剿算法，分别记录计算苹果整个

剖面区域的面积S，图像的分辨率为m×n，计算公式如下：

[0024]

[0025] 其中，f(x2，y2)为图像右侧和下方与图像感兴趣区域边缘的交叉点，f(x1，y1)为图

像左侧和上方与图像感兴趣区域边缘的交叉点。

[0026] 进一步的，S3中所述掩膜去背景的图像利用分水岭算法结合最大类间方差法，以

苹果水心病区域为分割目标，目标外为感兴趣区域内背景，统计背景和目标之间的类间方

说　明　书 2/6 页

5

CN 109100323 B

5



差，使类间方差最大即分割错分的概率最小，自适应调整图像分割阈值，提取水心病特征区

域，对离散的水心病特征图像统计有效像素点计为水心病区域面积。

[0027] 进一步的，S6中所述净分析物预处理方法进行光谱预处理，通过空间正交投影的

方式将原光谱进行分解，剔除了原始光谱中与水心病组织不相关的光谱信息，保留原始光

谱矩阵中反映水心病组织光学的净分析物信号，消除无用光谱信息的干扰。

[0028] 进一步的，S7中所述特征波段的选择，将整个光谱区间划分为相等变量的子区间

或以移动窗口选择变量连续的子区间，将子区间及其组合分别建立定量评价模型，或将所

有子区间集合中依次剔除预测均方根误差最大的子区间分别计算定量评价模型，或将最优

子区间依次增加其他预测均方根误差最小的子区间分别计算定量评价模型，以定量评价模

型中预测均方根误差最小优选子区间或其组合为最优特征波段。

[0029] 进一步的，S7中所述特征波长选择，选择过程采用智能搜索算法从特征波段中选

择和水心病组织相关度高的变量，在模型建立过程防止出现过拟合现象，选择的特征波长

组合满足校正集样本的校正均方根误差和验证集样本的预测均方根误差相差最小；所述在

特征波长选择过程智能搜索算法采取全局搜索、快速收敛、组合最优、变量精简的措施实

施。

[0030] 与现有技术相比较，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体现如下：

[0031] (1)本发明公开一种苹果水心病的透射光谱无损定量评价方法，本发明利用近红

外透射光谱无损定量评价苹果的水心病，与传统的切片目视法对抽检样本进行剖开然后用

眼睛粗略判断不同，本发明在不破坏待检样本的情况下获取苹果内部组织结构的光信息。

[0032] (2)本发明采用计算机图像分割与面积统计算法精准化得到水心病的面积，而水

心病面积常呈现不连续的花瓣状，水心病区域面积的精确测量是水心病识别率低的主要原

因，这与标尺粗测并以近似圆面积作为水心病面积的方式相比，计算精度得到显著提高。

[0033] (3)本发明采用水心病区域面积和赤道面剖面的比值作为定量评价指标，这与仅

以水心病区域面积作为评价指标相比，预测精度显著提到，水心病面积一定的情况下苹果

大小对透射光强度的影响很大，本发明在改进评价指标的同时对近红外透射光谱进行标准

化变换，消除果径大小对评价精度的负面影响。

附图说明

[0034] 图1苹果水心病的透射光谱无损定量评价方法流程图。

[0035] 图2苹果水心病区域与赤道剖面面积分割提取示例图。

[0036] 图3苹果不同水心病程度的近红外透射光谱图。

[0037] 图4苹果水心病的透射光谱定量评价模型。

具体实施方式

[0038] 为使本发明实施例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

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是本发明

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

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39] 实施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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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 本发明提出一种苹果水心病的透射光谱无损定量评价方法，如图1所示，该方法通

过以下步骤实现：

[0041] S1.批量采集不同水心病程度的苹果样本；

[0042] S2.苹果的果梗花萼水平向放置，环苹果赤道位间隔120°采集苹果样本的近红外

透射光谱，每个苹果透射光谱采集三次；

[0043] S3 .环苹果赤道位剖开，用相机采集苹果剖面平放的彩色图像，对图像掩膜去背

景，以围剿法和图像分割算法分别计算出苹果整个剖面和水心病区域的面积，并计算水心

病区域和整个剖面的面积比，以面积比作为定量评价指标；

[0044] S4.对所述获取的近红外透射光谱，去除透射光谱两端信噪比低的光谱区间，得到

修正的苹果近红外透射光谱；

[0045] S5.对所述修正的苹果近红外透射光谱进行吸光度A计算，以吸光度光谱建立与苹

果水心病指标的相关关系，计算公式如下：

[0046] T＝(IO-ID)/(IW-ID)×100％；

[0047] A＝Log(1/T)；

[0048] 其中，IO为苹果样本的近红外透射光谱，ID为所述近红外光谱仪测试条件下的暗噪

声光谱，IW为所述微型光谱仪内置的相对参考光谱，T为近红外透射光谱的相对透射率；

[0049] S6.对S5得到的吸光度A选用S-G平滑/一阶导数预处理、标准变量变换、多元散射

校正、正交信号校正、净分析物预处理中的一种或其组合方式进行光谱预处理，消除随机噪

声，增强特征信号；

[0050] S7.对S7中得到的预处理后的光谱，结合S3测定的苹果水心病区域和整个剖面的

面积比为参考值，采用随机蛙跳算法、联合区间偏最小二乘法、向前间隔偏最小二乘法、向

后间隔偏最小二乘法中的一种或组合方式选择特征波段，再对选择的特征波段采用连续投

影算法、遗传算法、蚁群优化算法、粒子群优化算法中的一种或组合方式选择特征波长；

[0051] S8.利用选择的苹果水心病评价指标的特征波长，采用逐步多元线性回归、主成分

回归、偏最小二乘法、人工神经网络、支持向量机中的一种或组合方式建立苹果水心病定量

评价模型，示例如下：

[0052] D＝a1X1+a2X2+……anXn+L

[0053] 其中D为苹果水心病面积比的预测值，ai为对应特征波长Xi的系数，Xi为特征波长

的光谱吸光度值，i为1～n之间的任一整数值，L为拟合常数；

[0054] S9.对未知待测的苹果样本，环苹果赤道位间隔120°采集近红外透射光谱三次，对

采集的三次近红外透射光谱分别采用S8建立的苹果水心病定量评价模型预测其水心病值，

取其中最大值作为最终预测结果；

[0055] S10.对已建立苹果水心病定量评价模型用于其他品种苹果时，直接采用S9进行检

测，若测量结果与标准测定值相比超出偏差范围，对所述L值进行修正，若修正L值后仍不能

满足实际检测的需要，选择批量样本，执行S1-S8，并替换原有定量评价模型。

[0056] 其中，所述采集的苹果环赤道位的彩色图像，提取彩色图像的R、G、B分量，对B分量

进行阈值分割构建掩膜图像，以苹果环赤道断面内图像为感兴趣区域，利用掩膜去处图像

的背景，感兴趣区区域内图像值保持不变，而区域外图像值都为0。

[0057] 其中，对所述掩膜去背景的图像利用围剿算法，分别记录计算苹果整个剖面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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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面积S，图像的分辨率为m×n，计算公式如下：

[0058]

[0059] f(x2，y2)为图像右侧和下方与图像感兴趣区域边缘的交叉点，f(x1，y1)为图像左

侧和上方与图像感兴趣区域边缘的交叉点。

[0060] 其中，对所述掩膜去背景的图像利用分水岭算法结合最大类间方差法，以苹果水

心病区域为分割目标，目标外为感兴趣区域内背景，统计背景和目标之间的类间方差，使类

间方差最大即分割错分的概率最小，自适应调整图像分割阈值，提取水心病特征区域，对离

散的水心病特征图像统计有效像素点计为水心病区域面积，苹果水心病区域与赤道剖面面

积分割提取过程如图2所示。

[0061] 其中，所述净分析物预处理方法进行光谱预处理，通过空间正交投影的方式将原

光谱进行分解，最大程度地剔除了原始光谱中与水心病组织不相关的光谱信息，仅保留原

始光谱矩阵中反映水心病组织光学的净分析物信号，消除无用光谱信息的干扰。

[0062] 其中，所述特征波段及其组合的选择，将整个光谱区间划分为相等变量的子区间

或以移动窗口选择变量连续的子区间，将子区间及其组合分别建立定量评价模型，或将所

有子区间集合中依次剔除预测均方根误差最大的子区间分别计算定量评价模型，或将最优

子区间依次增加其他预测均方根误差最小的子区间分别计算定量评价模型，以定量评价模

型中预测均方根误差最小优选子区间或其组合为最优特征波段。

[0063] 其中，所述特征波长选择，选择过程采用智能搜索算法从特征波段中选择和水心

病组织相关度高的变量，提高模型的适应性和容错能力，在模型建立过程防止出现过拟合

现象，选择的特征波长组合满足校正集样本的校正均方根误差和验证集样本的预测均方根

误差相差不大；所述在特征波长选择过程智能搜索算法采取全局搜索、快速收敛、组合最

优、变量精简的措施实施。

[0064] 本实施例的一种苹果水心病的透射光谱无损定量评价方法，对苹果样本采集近红

外透射光谱后，对环赤道位切面的图像进行感兴趣区域面积和水心病面积的精准化自动计

算并得到水心病面积比，再对近红外透射光谱格式变换和预处理，接着选择特征波段，去除

无信息变量和相关度不高的波段，再利用特征波长选择方法优选少量的特征波长，消除光

谱数据内部存在的共线性冗余变量，降低模型计算量，得到简化的稳定性强的模型，提高模

型的质量。

[0065] 实施例2：

[0066] 本实施例以富士苹果为例，采用所述一种苹果水心病的透射光谱无损定量评价方

法，批量获取反映富士苹果内部信息的近红外光谱数据，建立富士苹果水心病定量评价模

型，实现富士苹果水心病的快速无损评价：

[0067] (1)批量选择代表性富士苹果样本，利用近红外透射光谱采集系统，波长范围设为

590-1250nm，积分时间80ms，平均次数3次，平滑度5，采集苹果水心病的近红外透射光谱数

据，苹果不同水心病程度的近红外透射光谱如图3所示。

[0068] 按照约1:1的比例将所有样本划分为校正集与验证集，如选用富士苹果样本共400

个，校正集富士苹果样本200个，验证集富士苹果样本20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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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9] (2)环苹果赤道位剖开，用相机采集苹果剖面平放的彩色图像，对图像掩膜去背

景，以围剿法和图像分割算法分别计算出苹果整个剖面和水心病区域的面积，并计算水心

病区域和整个剖面的面积比，以面积比作为定量评价指标，水心病的测定结果如表1所示。

[0070] 表1富士苹果水心病测定统计结果

[0071] 数据集 样本数 水心病面积比(％) 均值(％) 标准偏差

校正集 200 6.83～54.05 21.74 0.0806

验证集 200 8.26～49.85 20.68 0.0759

[0072] (3)去除透射光谱两端信噪比低的光谱区间，选择600-1200nm用于后续计算，对富

士苹果的近红外透射光谱数据进行吸光度A计算。

[0073] (4)对得到的吸光度A选用S-G平滑/一阶导数预处理、标准变量变换、多元散射校

正、正交信号校正、净分析物预处理中的一种或其组合方式进行光谱预处理，消除随机噪

声，增强特征信号。

[0074] (5)利用联合区间偏最小二乘法，结合水心病面积比测量值，首先将整个光谱区域

划分为20个子区间，联合4个子区间(分别为第3，4，6，8个子区间)优选特征波段，然后在选

择的特征波段上利用蚁群优化算法选择特征波长。对富士苹果水心病的面积比，优选8个特

征波长。

[0075] (6)利用选择的富士苹果水心病面积比的特征波长，采用逐步多元线性回归方法

建立富士苹果水心病面积比的定量评价模型，示例如下：

[0076] Y＝a1X1+a2X2+……anXn+L

[0077] 其中Y为富士苹果水心病面积比的指标值，ai为对应特征波长Xi的系数，Xi为特征

波长的光谱吸光度值，L为拟合常数。

[0078] 该实施例中建立的定量评价模型如下：

[0079] Y＝-8.4254e-5*X663.88-0.006972*X673.44+4.8556e-5*X7124.20+0.0003396*X719.43-

0.004338*X761.64+0.0001470*X775.01+0.005692*X806.98+3.9568e-5*X850.94+0.17445建立的富

士苹果水心病面积比的定量评价模型如图4所示，富士苹果水心病面积比测定值和光谱预

测值具有较好的相关关系，决定系数大于0.93；经独立样本集验证发现，建立的水心病面积

比定量评价模型具有较好的预测性能。

[0080] 虽然结合附图描述了本发明的实施方式，但是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在不脱离本发

明的精神和范围的情况下做出各种修改和变型，这样的修改和变型均落入由所附权利要求

所限定的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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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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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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