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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消除栽培基质颗粒表面散

射及水分影响的光谱检测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S1、栽培基质颗粒快速干燥去除所含的水分；S2、

栽培基质颗粒快速粉碎；S3、利用目数≥50目的

标准筛网对粉碎栽培基质颗粒进行筛选；S4、筛

选后的栽培基质颗粒光谱数据采集；S5、采用理

化实验测定栽培基质颗粒待测化学成分理化值；

S6、以3：1的比例将样品集划分为校正集和验证

集；S7、对校正集光谱数据进行预处理，并利用校

正集建立栽培基质颗粒实测理化值与预处理光

谱数据之间的关系模型，再利用验证集数据检验

模型的预测性能。该模型用于栽培基质颗粒化学

成分的快速检测，并能有效地消除栽培基质颗粒

表面散射和水分对光谱预测结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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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消除栽培基质颗粒表面散射及水分影响的光谱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

下步骤：

S1、干燥：采用高温快速加热装置加热干燥栽培基质颗粒，加热过程中不断搅拌栽培基

质颗粒使其受热均匀，最终加热栽培基质颗粒至恒重状态，去除栽培基质颗粒中的水分；

S2、粉碎：采用高速粉碎装置快速粉碎栽培基质颗粒，使栽培基质颗粒的粒径尺寸和颗

粒之间的空隙减小；

S3、过筛处理：采用筛网对粉碎后的栽培基质颗粒进行筛选，筛选得到粒径均匀的栽培

基质颗粒样本；

S4、采用光谱采集系统获取栽培基质颗粒样本的光谱数据；

S5、对S4中获取光谱数据后的栽培基质颗粒样本采用国家或行业标准中规定的化学分

析方法，通过理化实验测定待测化学成分含量的理化值；

S6、将S4中获取的栽培基质颗粒样本光谱数据与S5中测定的化学成分含量结果相对

应，形成样品数据集合，并采用浓度梯度法以3:1的比例将样品数据集合划分为校正集和验

证集；

S7、对校正集的光谱数据采用数学预处理算法进行光谱数据预处理，建立预处理光谱

数据与S5中测定校正集样品化学成分含量理化值之间的光谱预测模型，再利用验证集数据

检验光谱预测模型的预测性能。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消除栽培基质颗粒表面散射及水分影响的光谱检测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光谱采集系统为实验自行搭建的光谱采集系统，包括：光谱仪、卤钨灯光源、检

测平台、支撑立杆、光纤及光纤探头、暗箱、直流稳压电源和计算控制单元，并以反射方式进

行光谱数据采集，检测平台通过螺栓安装在暗箱的中部，将暗箱分成上下两部分，卤钨灯光

源通过螺栓安装在支撑立杆顶部，卤钨灯光源与检测平台呈45°，安装有卤钨灯光源的支撑

立杆通过下端螺纹安装在检测平台上，并且在检测平台的左右两侧各布置一个卤钨灯光

源，光纤及光纤探头的一端通过螺纹安装在支撑立杆的上端，安装有光纤及光纤探头的支

撑立杆通过下端螺纹安装在检测平台上，并且保证光纤及光纤探头位于左右两侧卤钨灯光

源照射聚焦点的垂直线方向上，光纤及光纤探头的另一端通过螺纹与光谱仪相连，光谱仪

水平放置于暗箱下部分的底板上，直流稳压电源通过导线与卤钨灯光源相连，直流稳压电

源水平放置于暗箱下部分的底板上，计算机控制单元位于暗箱之外，计算机控制单元通过

数据线与光谱仪连接在一起，卤钨灯光源为光谱检测提供光源，检测平台用于放置检测样

品，光纤及光纤探头用于接收和传输光信号，光谱仪用于光谱数据采集及处理，计算机控制

单元用于光谱数据采集控制及显示，直流稳压电源为卤钨灯光源提供电能，暗箱用于隔绝

外界自然光信号避免对光谱检测产生干扰。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消除栽培基质颗粒表面散射及水分影响的光谱检测方法，其特

征在于，步骤S1中，高温快速加热装置包括耐高温加热片，加热片的中心加热温度为400～

650℃。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消除栽培基质颗粒表面散射及水分影响的光谱检测方法，其特

征在于，步骤S1中，高温快速加热装置的耐高温加热片数量和布置方式由加热装置结构及

加热栽培基质颗粒种类确定，干燥加热时间根据不同栽培基质颗粒的含水量实际情况，采

用实验方法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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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消除栽培基质颗粒表面散射及水分影响的光谱检测方法，其特

征在于，步骤S1和步骤S2可依次进行，也可以同步进行，其最终效果等同。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消除栽培基质颗粒表面散射及水分影响的光谱检测方法，其特

征在于，步骤S2中，所述高速粉碎装置的粉碎旋转速度≥15000r/min。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消除栽培基质颗粒表面散射及水分影响的光谱检测方法，其特

征在于，步骤S3中，所述筛网的目数≥50目。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消除栽培基质颗粒表面散射及水分影响的光谱检测方法，其特

征在于，步骤S4中，所有栽培基质颗粒在获取光谱数据之前均经过干燥、粉碎和过筛处理步

骤。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消除栽培基质颗粒表面散射及水分影响的光谱检测方法，其特

征在于，步骤S7中，所述数学预处理算法，包括：一阶导、二阶导、Savitzky-Golay平滑滤波、

SNV和M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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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栽培基质颗粒表面散射及水分影响的光谱检测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光学快速检测技术领域，具体来说是一种消除栽培基质颗粒表面散射

及水分影响的光谱检测方法，尤其适用于一种消除栽培基质颗粒表面散射及水分影响的近

红外光谱检测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近红外光谱主要反映了含氢基团X-H(例如C-H、N-H、O-H等)振动的倍频和合频吸

收。不同含氢基团对应的吸收峰的波长不同，并且各含氢基团含量与其对应的吸收峰值存

在正相关关系。根据近红外光谱的上述特点，采用近红外光谱技术可实现多种含氢基团化

学物质的快速定量检测。目前近红外光谱广泛应用于农业、食品和工业等领域的化学成分

快速定量分析中。

[0003] 在采用近红外光谱技术对设施农业栽培基质颗粒样品进行化学成分快速检测的

过程中，因栽培基质颗粒普遍存在粒径不均匀和颗粒间空隙较大而引起的散射现象，对光

谱检测结果有显著性影响。目前普遍采用数学预处理算法对散射和水分等产生的影响进行

消除。虽然多元散射校正(MSC)和标准正态变换(SNV)等数学预处理算法能减小粒径不均匀

引起的漫反射和散射影响，但对于栽培基质颗粒样本这种粒度均匀性较差和颗粒间隙较大

等情况的预处理效果仍存在较大的局限性。并且在近红外光谱检测的过程中，近红外光谱

对于水分中的含氢基团比较敏感。水分的存在导致对其它化学成分的定量分析产生较大影

响。因此采用物理方法去除栽培基质颗粒中的水分、提高栽培基质颗粒的均匀性和减小栽

培基质颗粒之间的空隙，对于消除栽培基质颗粒表面散射及水分对光谱检测结果的影响有

重要意义。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目前光谱检测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消除栽培基质

颗粒表面散射及水分影响的光谱检测方法，基于物理方法去除栽培基质颗粒中的水分和提

高栽培基质颗粒均匀性和减小栽培基质颗粒间的空隙，能有效地消除栽培基质颗粒表面散

射和水分对光谱检测结果的影响。

[0005] 为了达到以上目的，本发明采取的技术方案是：

[0006] 一种消除栽培基质颗粒表面散射及水分影响的光谱检测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7] S1、干燥：采用高温快速加热装置加热干燥栽培基质颗粒，加热过程中不断搅拌栽

培基质颗粒使其受热均匀，最终加热栽培基质颗粒至恒重状态，去除栽培基质颗粒中的水

分；

[0008] S2、粉碎：采用高速粉碎装置快速粉碎栽培基质颗粒，使栽培基质颗粒的粒径尺寸

和颗粒之间的空隙减小；

[0009] S3、过筛处理：采用筛网对粉碎后的栽培基质颗粒进行筛选，筛选得到粒径均匀的

栽培基质颗粒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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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S4、采用光谱采集系统获取栽培基质颗粒样本的光谱数据；

[0011] S5、对S4中获取光谱数据后的栽培基质颗粒样本采用国家或行业标准中规定的化

学分析方法，通过理化实验测定待测化学成分含量的理化值；

[0012] S6、将S4中获取的栽培基质颗粒样本光谱数据与S5中测定的化学成分含量结果相

对应，形成样品数据集合，并采用浓度梯度法以3:1的比例将样品数据集合划分为校正集和

验证集；

[0013] S7、对校正集的光谱数据采用数学预处理算法进行光谱数据预处理，建立预处理

光谱数据与S5中测定校正集样品化学成分含量理化值之间的光谱预测模型，再利用验证集

数据检验光谱预测模型的预测性能。

[0014] 在上述技术方案的基础上，所述光谱采集系统为实验自行搭建的光谱采集系统，

包括：光谱仪、卤钨灯光源、检测平台、支撑立杆、光纤及光纤探头、暗箱、直流稳压电源和计

算控制单元，并以反射方式进行光谱数据采集，检测平台通过螺栓安装在暗箱的中部，将暗

箱分成上下两部分，卤钨灯光源通过螺栓安装在支撑立杆顶部，卤钨灯光源与检测平台呈

45°，安装有卤钨灯光源的支撑立杆通过下端螺纹安装在检测平台上，并且在检测平台的左

右两侧各布置一个卤钨灯光源，光纤及光纤探头的一端通过螺纹安装在支撑立杆的上端，

安装有光纤及光纤探头的支撑立杆通过下端螺纹安装在检测平台上，并且保证光纤及光纤

探头位于左右两侧卤钨灯光源照射聚焦点的垂直线方向上，光纤及光纤探头的另一端通过

螺纹与光谱仪相连，光谱仪水平放置于暗箱下部分的底板上，直流稳压电源通过导线与卤

钨灯光源相连，直流稳压电源水平放置于暗箱下部分的底板上，计算机控制单元位于暗箱

之外，计算机控制单元通过数据线与光谱仪连接在一起，卤钨灯光源为光谱检测提供光源，

检测平台用于放置检测样品，光纤及光纤探头用于接收和传输光信号，光谱仪用于光谱数

据采集及处理，计算机控制单元用于光谱数据采集控制及显示，直流稳压电源为卤钨灯光

源提供电能，暗箱用于隔绝外界自然光信号避免对光谱检测产生干扰；

[0015] 在上述技术方案的基础上，步骤S1中，高温快速加热装置主要由陶瓷等耐高温加

热片组成，加热片的中心加热温度为400～650℃；

[0016] 在上述技术方案的基础上，步骤S1中，高温快速加热装置的耐高温加热片数量和

布置方式由加热装置结构及加热栽培基质颗粒种类确定，干燥加热时间根据不同栽培基质

颗粒的含水量实际情况，采用实验方法确定。

[0017] 在上述技术方案的基础上，步骤S1和步骤S2可依次进行，也可以同步进行，其最终

效果等同。

[0018] 在上述技术方案的基础上，步骤S2中，所述高速粉碎装置的粉碎旋转速度≥

15000r/min。

[0019] 在上述技术方案的基础上，步骤S3中，所述筛网的目数≥50目。

[0020] 在上述技术方案的基础上，步骤S4中，所有栽培基质颗粒在获取光谱数据之前均

经过干燥、粉碎和过筛处理步骤。

[0021] 在上述技术方案的基础上，步骤S7中，所述数学预处理算法，包括：一阶导、二阶

导、Savitzky-Golay平滑滤波、SNV和MSC。

[0022] 本发明所述的消除栽培基质颗粒表面散射及水分影响的光谱检测方法，通过干燥

装置和粉碎装置对栽培基质颗粒样本进行干燥和粉碎处理，再利用目数≥50目的筛网对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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燥粉碎后的栽培基质颗粒样本进行筛选，从而将栽培基质颗粒中水分去除和形成颗粒之间

空隙小且栽培基质颗粒粒径均匀的栽培基质颗粒样本，再建立栽培基质颗粒待测化学成分

理化值与光谱数据之间的光谱预测模型，这种以物理方法从根本上消除栽培基质颗粒表面

散射和水分对光谱检测结果的影响，实现栽培基质颗粒化学成分的快速、精确和定量检测。

附图说明

[0023] 本发明有如下附图：

[0024] 图1本发明的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6] 如图1所示，本发明所述的一种消除栽培基质颗粒表面散射及水分影响的光谱检

测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27] S1、采用陶瓷等耐高温快速加热片加热干燥栽培基质颗粒，加热过程中不断搅拌

栽培基质颗粒使其受热均匀，最终加热栽培基质颗粒至恒重状态，去除栽培基质颗粒中的

水分；

[0028] S2、采用粉碎旋转速度≥15000r/min的高速粉碎装置快速粉碎栽培基质颗粒，使

栽培基质颗粒的粒径尺寸和颗粒之间的空隙减小；

[0029] S3、采用筛网目数≥50目的筛网对粉碎后的栽培基质颗粒进行筛选，筛选得到粒

径均匀的栽培基质颗粒样本；

[0030] S4、采用光谱采集系统获取栽培基质颗粒样本的光谱数据；

[0031] S5、对S4中获取光谱数据后的栽培基质颗粒样本采用国家或行业标准中规定的化

学分析方法，通过理化实验测定待测化学成分含量的理化值；

[0032] S6、将S4中获取的栽培基质颗粒样本光谱数据与S5中测定的化学成分含量结果相

对应，形成样品数据集合，并采用浓度梯度法以3:1的比例将样品数据集划分为校正集和验

证集；

[0033] S7、对校正集光谱数据采用适合的数学预处理算法(一阶导、二阶导、Savitzky-

Golay平滑、SNV和MSC等)进行光谱数据预处理，建立预处理光谱数据与S5中测定校正集样

品理化值之间的光谱预测模型，再利用验证集数据检验光谱预测模型的预测性能。

[0034] 在上述技术方案的基础上，所述光谱采集系统为实验自行搭建的光谱采集系统，

主要由光谱仪、卤钨灯光源、光纤及光纤探头、暗箱、直流稳压电源和计算控制单元等组成，

并以反射方式进行光谱数据采集；

[0035] 在上述技术方案的基础上，在步骤S1中，高温快速加热装置主要由陶瓷等耐高温

加热片组成，加热片的中心加热温度为400～650℃；

[0036] 在上述技术方案的基础上，在步骤S1中，加热装置的耐高温加热片数量和布置方

式由加热装置结构及加热栽培基质颗粒种类确定，干燥加热时间根据不同栽培基质颗粒的

含水量实际情况，采用实验方法确定；

[0037] 在上述技术方案的基础上，步骤S1和步骤S2可依次进行，S1和S2也可以同步进行，

其最终效果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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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在上述技术方案的基础上，在步骤S4中，所有栽培基质颗粒在获取光谱数据之前

均经过干燥、粉碎和过筛(筛网目数≥50目)处理；

[0039] 在上述技术方案的基础上，在步骤S7中，利用校正集光谱数据和理化实验测定结

果建立待测化学成分的光谱预测模型，再利用验证集数据检验光谱预测模型的预测精度等

性能，最终建模结果是校正集光谱数据选用适合其光谱数预处理算法的依据。

[0040] 本发明所述的消除栽培基质颗粒表面散射及水分影响的光谱检测方法，利用干燥

装置和粉碎装置对栽培基质颗粒进行干燥和粉碎处理，再利用目数≥50目的标准筛网对干

燥粉碎后的栽培基质颗粒进行筛选，从而将栽培基质颗粒中水分去除和形成颗粒之间空隙

小且栽培基质颗粒粒径均匀的栽培基质颗粒样本，再建立栽培基质颗粒待测化学成分与光

谱数据之间的关系模型，以上述物理方法从根本上消除栽培基质颗粒表面散射及水分对光

谱检测结果的影响，实现栽培基质颗粒待测化学成分的快速、精确和定量检测。

[0041] 以下通过114个椰糠栽培基质颗粒样品有效氮检测为实例进行说明：

[0042] S1、采用陶瓷加热片加热装置以热辐射的方式快速加热干燥114个椰糠栽培基质

颗粒样本，加热过程中不断搅拌椰糠栽培基质颗粒使其受热均匀，避免局部温度过高出现

样品碳化现象，加热干燥椰糠栽培基质颗粒样本至恒重状态，从而去除椰糠栽培基质颗粒

中所包含的水分；

[0043] S2、采用额定工作转速为25000r/min的高速粉碎机快速粉碎椰糠栽培基质颗粒，

使椰糠栽培基质颗粒粒径变小；

[0044] S3、采用50目标准筛网对粉碎后的椰糠栽培基质颗粒进行筛选，筛选得到粒径均

匀的椰糠栽培基质颗粒样本；

[0045] S4、采用光谱采集系统以反射光谱数据获取模式获取筛选椰糠栽培基质颗粒样本

的光谱数据；

[0046] S5、对S4中获取光谱数据后的椰糠栽培基质颗粒样本采用国家林业标准(LY/T 

1229-1999)中规定的化学分析方法，通过理化实验测定椰糠栽培基质颗粒的有效氮含量；

[0047] S6、将S4中获取的椰糠栽培基质颗粒样本光谱数据与S5中测定椰糠栽培基质颗粒

有效氮含量结果相对应，形成椰糠栽培基质颗粒样本数据集合，并采用浓度梯度法以3:1的

比例将114个椰糠栽培基质颗粒样品数据集划分为校正集和验证集，其中校正集样本78个，

验证集样本26个；

[0048] S7、对校正集中的78个椰糠栽培基质颗粒样本光谱数据采用Savitzky-Golay平滑

进行光谱数据预处理，建立Savitzky-Golay平滑光谱数据与S5中测定校正集78个椰糠栽培

基质颗粒样品有效氮含量之间的PLSR光谱预测模型，再利用验证集26个椰糠栽培基质颗粒

样本数据检验光谱预测模型的预测性能，其建模结果如表1所示。对建模结果的评价，要求

校正集相关系数RC和验证集相关系数RV越大模型越优，校正集均方根误差RMSEC和验证集均

方根误差RMSEV越小模型越优，并且验证相对分析误差RPD越大模型越优。一般RPD≤1.5表

明模型不可用，1.5＜RPD≤2.0表明模型能用于最大和最小值的区分，2.0＜RPD≤2.5表明

模型可用于近似预测，RPD＞2.5表明模型的预测性能较优。由表1可知，采用Savitzky-

Golay平滑对干燥、粉碎和过筛后的椰糠栽培基质颗粒样本光谱数据进行预处理，再采用

PLSR可建立预测性能较优的椰糠栽培基质颗粒有效氮光谱预测模型。

[0049] 表1椰糠栽培基质颗粒有效氮PLSR建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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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0]

[0051] 综上所述，本发明提供一种消除栽培基质颗粒表面散射及水分影响的光谱检测方

法，利用干燥装置和和粉碎装置对椰糠栽培基质颗粒样本进行干燥和粉碎处理，再利用目

数≥50目的标准筛网对干燥粉碎后的椰糠栽培基质颗粒样本进行筛选，对筛选得到的椰糠

栽培基质颗粒样本进行光谱数据采集，再利用国家林业标准(LY/T  1229-1999)中规定的化

学分析方法测定椰糠栽培基质颗粒的有效氮含量，将获取的光谱数据与有效氮理化实验测

定结果一一对应形成样品信息数据集合，根据浓度梯度法将样品数据集合以3:1的比例划

分为校正集和验证集，再利用校正集建立光谱数据与理化实验测定有效氮含量之间的PLSR

关系模型，其校正集相关系数RC和验证集相关系数RV分别达到0.960和0.944，验证相对分析

误差RPD为2.962。该方法可有效消除椰糠栽培基质因粒径不均匀和颗粒之间空隙较大引起

的散射影响和不同水分含量对其它待测化学成分光谱检测结果的干扰。

[0052] 本发明的实施例是为了示例和描述起见而给出的，而并不是无任何遗漏或将本发

明限于所公开的形式。许多修改和作业顺序的组合及改变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

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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