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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叶片湿润时间监测方法及

系统，能够较为准确地计算叶片的湿润时间，而

且整个过程不需要根据植株生长发育的情况进

行设备调整，计算过程较为简便。方法包括：S1、

采集叶片的荧光图像；S2、利用K均值聚类对所述

荧光图像进行聚类分割，并对所述聚类分割的结

果进行二值化，得到二值化图像；S3、采用开闭交

替滤波的方式对所述二值化图像进行校正；S4、

将预设的水滴形状特征和面积大小作为叶片湿

润与否的判别标准，采用基于统计学习理论的支

持向量机作为区分叶片荧光图像湿润与否的分

类器，对所述校正后的图像进行识别，得到叶片

湿润的图像数量；S5、根据所述叶片湿润的图像

数量及拍照时间间隔计算叶片的湿润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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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叶片湿润时间监测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S1、采集叶片的荧光图像；

S2、利用K均值聚类对所述荧光图像进行聚类分割，并对所述聚类分割的结果进行二值

化，得到二值化图像；

S3、采用数学形态学中的开闭交替滤波的方式对所述二值化图像进行校正；

S4、将预设的水滴形状特征和面积大小作为叶片湿润与否的判别标准，采用基于统计

学习理论的支持向量机作为区分叶片荧光图像湿润与否的分类器，对所述校正后的图像进

行识别，得到叶片湿润的图像数量；

S5、根据所述叶片湿润的图像数量及拍照时间间隔计算叶片的湿润时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叶片湿润时间监测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S2之前，还包括：

对所述荧光图像进行是叶片上有水滴还是叶缘有水滴的检测；

其中，所述S2，包括：

根据所述检测结果，利用K均值聚类对所述荧光图像进行聚类分割，其中，若所述荧光

图像中的叶片上有水滴，则所述K均值聚类所使用的聚类中心的数量为3个，包括1个水滴区

域的聚类中心和2个背景区域的聚类中心，或者若所述荧光图像中的叶缘有水滴，则所述K

均值聚类所使用的聚类中心的数量为4个，包括1个水滴区域的聚类中心和3个背景区域的

聚类中心。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叶片湿润时间监测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S2之前，还包括：

将所述荧光图像从RGB颜色空间转换到L*a*b*颜色空间。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叶片湿润时间监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S3所进行的开运算

的表达式为

所进行的闭运算的表达式为 其中，A为原始图像，B为结构元素，Θ为

腐蚀操作， 为膨胀操作。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叶片湿润时间监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S5，包括：

计算叶片的湿润时间T，计算公式为T＝(N-1)*t，其中，N为叶片湿润的图像数量，t为所

述荧光图像采集的时间间隔。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叶片湿润时间监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S1，包括：

使用配有蓝光版MINI-探头的便携式IMAGING-PAM荧光成像仪采集所述荧光图像。

7.一种叶片湿润时间监测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

采集单元，用于采集叶片的荧光图像；

分割单元，用于利用K均值聚类对所述荧光图像进行聚类分割，并对所述聚类分割的结

果进行二值化，得到二值化图像；

滤波单元，用于采用数学形态学中的开闭交替滤波的方式对所述二值化图像进行校

正；

识别单元，用于将预设的水滴形状特征和面积大小作为叶片湿润与否的判别标准，采

用基于统计学习理论的支持向量机作为区分叶片荧光图像湿润与否的分类器，对所述校正

后的图像进行识别，得到叶片湿润的图像数量；

计算单元，用于根据所述叶片湿润的图像数量及拍照时间间隔计算叶片的湿润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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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片湿润时间监测方法及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植物病害监测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叶片湿润时间监测方法及系

统。

背景技术

[0002] 叶片湿润是许多植物叶部病害侵染和流行的主导因子之一，这也就让叶片湿润时

间成为温室蔬菜病害预警中十分关键的环境输入因子之一。近年来，人们对于叶片湿润时

间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目前，目前监测叶片湿润时间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传感器测量

和模型预测。其中，电子型的叶片传感器实际应用较多。基于电阻的叶片传感器将叶片湿润

情况转化为电压或电流的数值，从而确定一个干湿阈值，以统计叶片湿润时间。但此类传感

器尚无法完全模拟植物组织的特性，不能准确反映吐水等原因造成的叶片湿润，而且传感

器在实际应用中布置复杂，由于需要保持和叶片时刻接触，使得在作物生长过程中需要经

常根据叶方位、叶倾角等移动传感器，在实际应用中面临诸多不便。模型预测的方法主要分

为机理型和经验型。模型预测是要将空气相对湿度、蒸发、辐射、温度和风速输入到模型中，

以此来估算叶片湿润时间。机理型模型复杂，要求输入的参数较多，有些参数在现有条件下

难以获得。经验型虽然要求的输入参数较少，但是受地域性和人为主观因素的限制。而目前

荧光成像技术地蓬勃发展，其在植物病害检测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Wulf等使用波长为

337nm的激光激发，获得苹果和胡萝卜在远红外、红、绿、蓝波段的荧光光谱，分析了苹果和

胡萝卜在储藏过程中新鲜度的变化。Wetterich等用LED灯作为激光光源采集患黄龙病的柑

橘叶片荧光图像，并通过图像分割，纹理特征提取，支持向量机等步骤，实现病害叶片和正

常叶片的分割时识别。杨昊谕等分别用4种激光强度激发黄瓜活体叶片荧光，获取黄瓜叶片

504.080～899.872nm波段的荧光光谱，结合主成分分析,对光谱数据进行特征提取，建立支

持向量机检测分析模型，该模型可以鉴别黄瓜霜霉病和蚜虫危害引起的症状。陈兵等研究

了黄萎病对棉花叶片的叶绿素荧光特性的影响，通过对荧光参数的分析发现，病害严重程

度与叶绿素荧光具有很好的相关性，证明荧光技术可以用于棉花黄萎病的检测。

发明内容

[0003] 有鉴于此，本发明提供一种叶片湿润时间监测方法及系统，能够较为准确地计算

叶片的湿润时间，而且整个过程不需要根据植株生长发育的情况进行设备调整，计算过程

较为简便。

[0004] 一方面，本发明实施例提出一种叶片湿润时间监测方法，包括：

[0005] S1、采集叶片的荧光图像；

[0006] S2、利用K均值聚类对所述荧光图像进行聚类分割，并对所述聚类分割的结果进行

二值化，得到二值化图像；

[0007] S3、采用开闭交替滤波的方式对所述二值化图像进行校正；

[0008] S4、将预设的水滴形状特征和面积大小作为叶片湿润与否的判别标准，采用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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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习理论的支持向量机作为区分叶片荧光图像湿润与否的分类器，对所述校正后的图

像进行识别，得到叶片湿润的图像数量；

[0009] S5、根据所述叶片湿润的图像数量及拍照时间间隔计算叶片的湿润时间。

[0010] 另一方面，本发明实施例提出一种叶片湿润时间监测系统，包括：

[0011] 采集单元，用于采集叶片的荧光图像；

[0012] 分割单元，用于利用K均值聚类对所述荧光图像进行聚类分割，并对所述聚类分割

的结果进行二值化，得到二值化图像；

[0013] 滤波单元，用于采用开闭交替滤波的方式对所述二值化图像进行校正；

[0014] 识别单元，用于将预设的水滴形状特征和面积大小作为叶片湿润与否的判别标

准，采用基于统计学习理论的支持向量机作为区分叶片荧光图像湿润与否的分类器，对所

述校正后的图像进行识别，得到叶片湿润的图像数量；

[0015] 计算单元，用于根据所述叶片湿润的图像数量及拍照时间间隔计算叶片的湿润时

间。

[0016]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叶片湿润时间监测方法及系统，利用K均值聚类、二值化和开

闭交替滤波的方式对叶片的荧光图像进行分割，然后将预设的水滴的形状特征和面积大小

作为特征变量，再应用支持向量机识别湿润的叶片，能够较为准确地计算叶片的湿润时间，

而且整个过程不需要根据植株生长发育的情况进行设备调整，计算过程较为简便。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发明叶片湿润时间监测方法一实施例的流程示意图；

[0018] 图2为本发明叶片湿润时间监测方法另一实施例的部分流程示意图；

[0019] 图3为本发明叶片湿润时间监测系统一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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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1] 如图1所示，本实施例公开一种叶片湿润时间监测方法，包括：

[0022] S1、采集叶片的荧光图像；

[0023] S2、利用K均值聚类对所述荧光图像进行聚类分割，并对所述聚类分割的结果进行

二值化，得到二值化图像；

[0024] S3、采用开闭交替滤波的方式对所述二值化图像进行校正；

[0025] S4、将预设的水滴形状特征和面积大小作为叶片湿润与否的判别标准，采用基于

统计学习理论的支持向量机作为区分叶片荧光图像湿润与否的分类器，对所述校正后的图

像进行识别，得到叶片湿润的图像数量；

[0026] S5、根据所述叶片湿润的图像数量及拍照时间间隔计算叶片的湿润时间。

[0027] 本发明可以使用配有蓝光探头的便携式荧光成像仪采集叶片的荧光图像。图像采

集时，标准探头镜头与叶片间的距离约为7cm，整个荧光成像仪可以和电脑相连接，以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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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存储叶片荧光图像。

[0028] 因为水滴的特殊性：透明、体积小、且分布范围分散，叶脉干扰等原因，自然光下，

普通的数码相机采集的数字图像要做到精确分割十分困难。而绿色植物叶片在光合作用中

吸收红光、蓝光，反射绿光(约20％)和近红外光(约50％)，而水则强烈吸收红光反射蓝绿

光。荧光成像仪选配蓝光版的LED光源，叶绿素分子吸收蓝光后得到能量，电子跃迁到较高

的能级，叶绿素荧光一般位于红光区，故而叶片在荧光成像仪中所成的图像呈红色；而水对

蓝光吸收较少，电子不会发生跃迁现象，因此叶片上的水在接受光照一段时间后的实时荧

光成像多呈现蓝绿色。上述特性增强了目标和背景的对比，有利于图像的有效分割，带蓝光

LED的荧光成像技术即可提供此类图像采集方法。

[0029] 采集到的图像，观察其目标和背景的颜色对比较显著，平滑、滤波等操作后发现荧

光图像的对比度并没有显著的提高，同时还增强了叶脉的干扰，因此直接选择采集的荧光

图像进行后续的图像分割。

[0030] 叶片的荧光图像属于RGB图像，为了更好的依据颜色对图像聚类分割，将图像从

RGB颜色空间转换到L*a*b*颜色空间。L*a*b*颜色空间的优势在于：它所描述的非设备(显

示器或是数码相机)生成颜色所需要的特定颜色，不依赖于设备本身。人的肉眼可感知的色

彩，都能通过L*a*b*颜色空间表现出来。另外，L*a*b*颜色空间的优点还在于它弥补了RGB

色彩模型色彩分布不均的不足，所以在依据不同的颜色块来进行聚类的分割算法中，L*a*

b*颜色空间要优于RGB颜色空间。RGB颜色空间到L*a*b*颜色空间不能直接转换，需要先转

换到XYZ颜色空间，再由XYZ颜色空间转换至L*a*b*颜色空间，转换公式如下：

[0031]

[0032]

[0033] a*＝500[f(X/X0)-f(Y/Y0)]

[0034] b*＝200[f(Y/Y0)-f(Z/Z0)]，

[0035] 上式中，X0、Y0和Z0分别表示X、Y和Z对应的参考白点，

[0036]

[0037] 在L*a*b颜色空间中利用a*b*二维数据空间的颜色差异，以欧式距离度量像素间

的相似度，使用K均值对图像进行聚类，聚类过程的流程图如图2所示。具体的，均值聚类算

法的实现步骤如下：

[0038] 1 ) 给定像素大小为 n的 样本空间数据集 ，随机选K个初始聚类中心 ，

其中括号内的序号为寻找聚类中心的迭代运算的次序号。

[0039] 2)逐个将需分类的样本空间{X}按最小距离准则分配给K个聚类中心中的某一个

计算样本空间{X}中每个像素X i与 的欧式距离，并将其作为相似度距离

其中，i＝1，2，…,n，j＝1，2，…,K。计算各个样本到聚类中心的距离，把样本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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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离它最近的那个聚类中心所在的类。其中L为迭代运算的次序号，第一次迭代L＝1，Sj表

示第j个聚类域，其聚类中心为Z j。计算该次聚类后的聚类准则函数J L，计算公式为

[0040] 3)按照下式计算各个聚类中心的所有像素的均值

[0041]

[0042] 其中，j＝1，2，…，K，Nj为第j个聚类域Sj中所包含的像素的数量，将 为新的聚

类中心进行聚类，并计算该次聚类后的聚类准则函数J(L+1)。

[0043] 4)判断聚类准则函数是否收敛。若存在t∈{1，2，…，K}，使得 则返回

第2)步，将样本空间数据集逐个重新分类，重复迭代运算；若 则

算法收敛，迭代运算结束。

[0044] K-means聚类算法用于叶片荧光图像分割的基本思路是根据图像的颜色特征，先

要从给定大小的图像数据对象中选择初始聚类中心，对于叶片上有水滴的图像，观察图像

主要分为3个颜色块，随机从图像数据中选择3个区域的初始聚类中心，分别为水珠区域、背

景区域一、背景区域二，对于剩下的其他对象，则根据它们与聚类中心的相似度将其分配给

与其最为相似的聚类并进行标记，从而产生三种新聚类标记区域，然后再计算新聚类区域

的聚类中心(聚类中所有数据对象的均值)，继续进行聚类，不断地重复这一过程直到聚类

准则函数收敛，运算结束。对于叶缘有水滴的荧光图像分为4个颜色块，分别为水珠区域、背

景区域一、背景区域二，背景区域三，需要选择4个初始聚类中心，其他算法步骤不变。最终

产生不同的聚类标记区域即为图像聚类的结果。聚类完成之后，根据聚类的结果将水滴从

图像中分割出来，得到聚类分割图像，此时的图像是彩色的，首先对其二值化，然后用数学

形态学中的开闭交替滤波方法进行校正，最终完成图像分割。

[0045] 聚类分割生成的图像对其进行二值化以后，图像存在毛刺、孤立点及空洞等情况，

采用形态学的方法对二值化图像进一步处理。结构元素选择大小为3×3的圆盘型结构元

素，开运算可起到去除分割后区域内形成的孔噪声，闭运算可以去除图像中的点噪声，一次

开运算或是闭运算处理图像的效果不理想，二者皆可以起到平滑图像的效果，结合可以得

到更理想的目标图像。因此选用开闭运算的复合方式对其进行多次滤波，最终得到比较平

滑的水滴图像。开闭运算的数学表达形式定义如下：

[0046] 令输入的原始图像为A，结构元素为B，Θ为腐蚀操作，⊕ 为膨胀操作，开运算定义

为：

[0047]

[0048] 开运算的作用通常为是消除细小物体，在纤细点处分离物体和平滑较大物体又不

明显改变其大小。

[0049] 闭运算定义为：

[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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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1] 闭运算的作用是填充物体内细小空洞、连接邻近物体，平滑边缘。

[0052] K均值聚类和开闭交替滤波运算得到二值化的目标图像，此时如果想判别给定的

叶片荧光图像是否湿润，选择水滴图像的形状特征以及面积大小，以此来作为叶片湿润与

否的判别标准。基于统计学习理论的支持向量机对小样本有很好的分类，选用其作为区分

叶片荧光图像湿润与否的分类器。分类器判别为叶片湿润的图片，输出为1，否则为-1，统计

叶片湿润图像的数量为N，荧光成像仪进行图像采集时，相邻的图片之间有固定的拍照时间

间隔，设定为t，则叶片的湿润时间可表示为T＝(N-1)*t，至此算法结束。

[0053]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叶片湿润时间监测方法，利用K均值聚类、二值化和开闭交替

滤波的方式对叶片的荧光图像进行分割，然后将预设的水滴的形状特征和面积大小作为特

征变量，再应用支持向量机识别湿润的叶片，最终计算叶片的湿润时间，能够较为准确地计

算叶片的湿润时间，而且整个过程不需要根据植株生长发育的情况进行人力调整，计算过

程较为简便。

[0054] 可选地，在本发明叶片湿润时间监测方法的另一实施例中，在所述S2之前，还包

括：

[0055] 对所述荧光图像进行是叶片上有水滴还是叶缘有水滴的检测；

[0056] 其中，所述S2，包括：

[0057] 根据所述检测结果，利用K均值聚类对所述荧光图像进行聚类分割，其中，若所述

荧光图像中的叶片上有水滴，则所述K均值聚类所使用的聚类中心的数量为3个，包括1个水

滴区域的聚类中心和2个背景区域的聚类中心，或者若所述荧光图像中的叶缘有水滴，则所

述K均值聚类所使用的聚类中心的数量为4个，包括1个水滴区域的聚类中心和3个背景区域

的聚类中心。

[0058] 如图3所示，本实施例公开一种叶片湿润时间监测系统，包括：

[0059] 采集单元1，用于采集叶片的荧光图像；

[0060] 分割单元2，用于利用K均值聚类对所述荧光图像进行聚类分割，并对所述聚类分

割的结果进行二值化，得到二值化图像；

[0061] 滤波单元3，用于采用开闭交替滤波的方式对所述二值化图像进行校正；

[0062] 识别单元4，用于将预设的水滴形状特征和面积大小作为叶片湿润与否的判别标

准，采用基于统计学习理论的支持向量机作为区分叶片荧光图像湿润与否的分类器，对所

述校正后的图像进行识别，得到叶片湿润的图像数量；

[0063] 计算单元5，用于根据所述叶片湿润的图像数量和拍照时间间隔计算叶片的湿润

时间。

[0064]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叶片湿润时间监测系统，利用K均值聚类、二值化和开闭交替

滤波的方式对叶片的荧光图像进行分割，然后将预设的水滴的形状特征和面积大小作为特

征变量，再应用支持向量机识别湿润的叶片，能够较为准确地计算叶片的湿润时间，而且整

个过程不需要根据植株生长发育的情况进行设备调整，计算过程较为简便。

[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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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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