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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利用大数据服务的目标分

类平台及方法，所述平台包括：大数据服务节点，

设置在大数据网络端，用于存储每一种类型的芒

果的轮廓图片；电机传送机构，采用传送皮带依

次传送各颗芒果，相邻的两颗芒果在所述传送皮

带上的间距超过预设距离阈值，所述电机传送机

构依次通过第一检测位置和第二检测位置；视觉

捕获设备，设置在所述第一检测位置的上方，用

于对其下的芒果执行视觉捕获动作以获得对应

的芒果捕获图像。本发明的利用大数据服务的目

标分类平台及方法操作有效、运行稳定。由于能

够以流水线传送机构为平台对不成熟芒果和其

他类型芒果执行现场分类和分拣处理，从而提升

了芒果流水线作业的自动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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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利用大数据服务的目标分类平台，其特征在于，所述平台包括：

大数据服务节点，设置在大数据网络端，用于存储每一种类型的芒果的轮廓图片，所述

轮廓图片仅仅包括对应类型的芒果的成像内容。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大数据服务的目标分类平台，其特征在于，所述平台还包

括：

电机传送机构，采用传送皮带依次传送各颗芒果，相邻的两颗芒果在所述传送皮带上

的间距超过预设距离阈值；

其中，所述电机传送机构依次通过第一检测位置和第二检测位置。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利用大数据服务的目标分类平台，其特征在于，所述平台还包

括：

视觉捕获设备，设置在所述第一检测位置的上方，用于对其下的芒果执行视觉捕获动

作以获得对应的芒果捕获图像；

第一识别机构，分别与所述大数据服务节点和所述视觉捕获设备连接，用于在接收到

的芒果捕获图像中不存在与所述大数据服务节点存储的任何一个轮廓图片匹配的图像区

域时，发出第一控制信号；

第一分拣机构，设置在所述第一检测位置处，与所述第一识别机构连接，用于在接收到

所述第一控制信号时，将所述第一检测位置处的芒果分拣到所述第一检测位置侧面的其他

类型容器内；

第二识别机构，与所述第一识别机构连接，用于将接收到的芒果捕获图像中存在的与

所述大数据服务节点存储的某一个轮廓图片匹配的图像区域作为待分析区域，获取所述待

分析区域的整体红色分量，并在所述整体红色分量的数值低于预设分量阈值时，发出第三

控制信号；

第二分拣机构，设置在所述第二检测位置处，与所述第二识别机构连接，用于在接收到

所述第三控制信号时，用于基于所述第一检测位置和所述第二检测位置之间的距离以及所

述传送皮带的传送速度计算触发将所述第二检测位置处的芒果分拣到所述第二检测位置

侧面的不成熟果实容器内的动作的时间间隔；

其中，基于所述第一检测位置和所述第二检测位置之间的距离以及所述传送皮带的传

送速度计算触发将所述第二检测位置处的芒果分拣到所述第二检测位置侧面的不成熟果

实容器内的动作的时间间隔包括：所述第一检测位置和所述第二检测位置之间的距离越

大，计算获得的时间间隔越长；

其中，基于所述第一检测位置和所述第二检测位置之间的距离以及所述传送皮带的传

送速度计算触发将所述第二检测位置处的芒果分拣到所述第二检测位置侧面的不成熟果

实容器内的动作的时间间隔包括：所述传送皮带的传送速度越慢，计算获得的时间间隔越

长。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利用大数据服务的目标分类平台，其特征在于：

基于所述第一检测位置和所述第二检测位置之间的距离以及所述传送皮带的传送速

度计算触发将所述第二检测位置处的芒果分拣到所述第二检测位置侧面的不成熟果实容

器内的动作的时间间隔包括：计算获得的时间间隔是以所述视觉捕获设备执行视觉捕获动

作的时间为计时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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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利用大数据服务的目标分类平台，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二分拣机构还用于在接收到所述第三控制信号时，以所述视觉捕获设备执行视

觉捕获动作的时间为计时起点，在达到计算获得的时间间隔时，执行将所述第二检测位置

处的芒果分拣到所述第二检测位置侧面的不成熟果实容器内的动作。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利用大数据服务的目标分类平台，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二识别机构还用于在所述整体红色分量的数值高于等于所述预设分量阈值时，

发出第四控制信号。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利用大数据服务的目标分类平台，其特征在于：

获取所述待分析区域的整体红色分量包括：获取所述待分析区域中每一个像素点的红

色分量，将所述待分析区域的各个像素点的均值作为所述整体红色分量，红色分量为RGB颜

色空间下的R分量。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利用大数据服务的目标分类平台，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识别机构用于在接收到的芒果捕获图像中存在与所述大数据服务节点存储

的某一个轮廓图片匹配的图像区域时，发出第二控制信号。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利用大数据服务的目标分类平台，其特征在于，所述平台还包

括：

并行通信接口，分别与所述第一识别机构、所述第二识别机构、所述第一分拣机构和所

述第二分拣机构连接；

其中，所述并行通信接口用于分别为所述第一识别机构、所述第二识别机构、所述第一

分拣机构和所述第二分拣机构提供各自需要的工作配置参数。

10.一种利用大数据服务的目标分类方法，所述方法包括使用如权利要求1‑9任一所述

的利用大数据服务的目标分类平台以基于芒果的外形成像特征和颜色成像特征对其他类

型芒果和不成熟芒果执行现场分类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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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大数据服务的目标分类平台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大数据服务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利用大数据服务的目标分类平台及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从技术上看，大数据与云计算的关系就像一枚硬币的正反面一样密不可分。大数

据必然无法用单台的计算机进行处理，必须采用分布式架构。它的特色在于对海量数据进

行分布式数据挖掘。但它必须依托云计算的分布式处理、分布式数据库和云存储、虚拟化技

术。随着云时代的来临，大数据(Big  data)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分析师团队认为，大

数据(Big  data)通常用来形容一个公司创造的大量非结构化数据和半结构化数据，这些数

据在下载到关系型数据库用于分析时会花费过多时间和金钱。大数据分析常和云计算联系

到一起，因为实时的大型数据集分析需要像MapReduce一样的框架来向数十、数百或甚至数

千的电脑分配工作。大数据需要特殊的技术，以有效地处理大量的容忍经过时间内的数据。

适用于大数据的技术，包括大规模并行处理(MPP)数据库、数据挖掘、分布式文件系统、分布

式数据库、云计算平台、互联网和可扩展的存储系统。

[0003] 当前，在执行芒果流水线作业过程中，有两种现象需要针对性处理，第一种现象

是，一些违规人员将其他廉价类型的芒果混杂的当前芒果批次内以谋求更大的经济利益，

第二种现象是，流水线中存在一些不成熟的芒果，而这些不成熟的芒果需要进行催熟等处

理后方能流入市场。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解决现有技术中的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利用大数据服务的目标分类

平台，能够以流水线传送机构为平台对不成熟芒果和其他类型芒果执行现场分类和分拣处

理，从而提升了芒果流水线作业的自动化水平。

[0005] 为此，本发明需要具备以下两处重要的发明点：

[0006] (1)以流水线传送机构为平台，基于大数据存储模式对当前芒果是否属于分拣类

型进行鉴别和相应分拣处理；

[0007] (2)以流水线传送机构为平台，基于红色分量成像特征对不成熟芒果执行现场分

拣动作，关键的是，基于两个分拣位置的距离和传送速度计算对不成熟芒果执行现场分拣

动作的触发时间，从而实现流水线传送机构中的电子设备的智能化联动控制。

[0008] 根据本发明的一方面，提供了一种利用大数据服务的目标分类平台，所述平台包

括：

[0009] 大数据服务节点，设置在大数据网络端，用于存储每一种类型的芒果的轮廓图片，

所述轮廓图片仅仅包括对应类型的芒果的成像内容；

[0010] 电机传送机构，采用传送皮带依次传送各颗芒果，相邻的两颗芒果在所述传送皮

带上的间距超过预设距离阈值，所述电机传送机构依次通过第一检测位置和第二检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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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

[0011] 视觉捕获设备，设置在所述第一检测位置的上方，用于对其下的芒果执行视觉捕

获动作以获得对应的芒果捕获图像；

[0012] 第一识别机构，分别与所述大数据服务节点和所述视觉捕获设备连接，用于在接

收到的芒果捕获图像中不存在与所述大数据服务节点存储的任何一个轮廓图片匹配的图

像区域时，发出第一控制信号；

[0013] 第一分拣机构，设置在所述第一检测位置处，与所述第一识别机构连接，用于在接

收到所述第一控制信号时，将所述第一检测位置处的芒果分拣到所述第一检测位置侧面的

其他类型容器内；

[0014] 第二识别机构，与所述第一识别机构连接，用于将接收到的芒果捕获图像中存在

的与所述大数据服务节点存储的某一个轮廓图片匹配的图像区域作为待分析区域，获取所

述待分析区域的整体红色分量，并在所述整体红色分量的数值低于预设分量阈值时，发出

第三控制信号；

[0015] 第二分拣机构，设置在所述第二检测位置处，与所述第二识别机构连接，用于在接

收到所述第三控制信号时，用于基于所述第一检测位置和所述第二检测位置之间的距离以

及所述传送皮带的传送速度计算触发将所述第二检测位置处的芒果分拣到所述第二检测

位置侧面的不成熟果实容器内的动作的时间间隔。

[0016] 根据本发明的另一方面，还提供了一种利用大数据服务的目标分类方法，所述方

法包括使用如上述的利用大数据服务的目标分类平台以基于芒果的外形成像特征和颜色

成像特征对其他类型芒果和不成熟芒果执行现场分类处理。

[0017] 本发明的利用大数据服务的目标分类平台及方法操作有效、运行稳定。由于能够

以流水线传送机构为平台对不成熟芒果和其他类型芒果执行现场分类和分拣处理，从而提

升了芒果流水线作业的自动化水平。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将对本发明的利用大数据服务的目标分类平台及方法的实施方案进行详细

说明。

[0019] 芒果是一种原产印度的漆树科常绿大乔木，叶革质，互生；花小，杂性，黄色或淡黄

色，成顶生的圆锥花序。核果大，压扁，长5‑10厘米，宽3‑4.5厘米，成熟时黄色，味甜，果核坚

硬。

[0020] 芒果为著名热带水果之一，芒果果实含有糖、蛋白质、粗纤维，芒果所含有的维生

素A的前体胡萝卜素成分特别高，是所有水果中少见的。其次维生素C含量也不低。矿物质、

蛋白质、脂肪、糖类等，也是其主要营养成分。可制果汁、果酱、罐头、腌渍、酸辣泡菜及芒果

奶粉、蜜饯等。

[0021] 产芒果的树木为常绿大乔木，高10‑20米；树皮灰褐色，小枝褐色，无毛。叶薄革质，

常集生枝顶，叶形和大小变化较大，通常为长圆形或长圆状披针形，长12‑30厘米，宽3.5‑

6.5厘米，先端渐尖、长渐尖或急尖，基部楔形或近圆形，边缘皱波状，无毛，叶面略具光泽，

侧脉20‑25对，斜升，两面突起，网脉不显，叶柄长2‑6厘米，上面具槽，基部膨大。

[0022] 当前，在执行芒果流水线作业过程中，有两种现象需要针对性处理，第一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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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些违规人员将其他廉价类型的芒果混杂的当前芒果批次内以谋求更大的经济利益，

第二种现象是，流水线中存在一些不成熟的芒果，而这些不成熟的芒果需要进行催熟等处

理后方能流入市场。

[0023] 为了克服上述不足，本发明搭建了一种利用大数据服务的目标分类平台及方法，

能够有效解决相应的技术问题。

[0024] 根据本发明实施方案示出的利用大数据服务的目标分类平台包括：

[0025] 大数据服务节点，设置在大数据网络端，用于存储每一种类型的芒果的轮廓图片，

所述轮廓图片仅仅包括对应类型的芒果的成像内容；

[0026] 电机传送机构，采用传送皮带依次传送各颗芒果，相邻的两颗芒果在所述传送皮

带上的间距超过预设距离阈值，所述电机传送机构依次通过第一检测位置和第二检测位

置；

[0027] 视觉捕获设备，设置在所述第一检测位置的上方，用于对其下的芒果执行视觉捕

获动作以获得对应的芒果捕获图像；

[0028] 第一识别机构，分别与所述大数据服务节点和所述视觉捕获设备连接，用于在接

收到的芒果捕获图像中不存在与所述大数据服务节点存储的任何一个轮廓图片匹配的图

像区域时，发出第一控制信号；

[0029] 第一分拣机构，设置在所述第一检测位置处，与所述第一识别机构连接，用于在接

收到所述第一控制信号时，将所述第一检测位置处的芒果分拣到所述第一检测位置侧面的

其他类型容器内；

[0030] 第二识别机构，与所述第一识别机构连接，用于将接收到的芒果捕获图像中存在

的与所述大数据服务节点存储的某一个轮廓图片匹配的图像区域作为待分析区域，获取所

述待分析区域的整体红色分量，并在所述整体红色分量的数值低于预设分量阈值时，发出

第三控制信号；

[0031] 第二分拣机构，设置在所述第二检测位置处，与所述第二识别机构连接，用于在接

收到所述第三控制信号时，用于基于所述第一检测位置和所述第二检测位置之间的距离以

及所述传送皮带的传送速度计算触发将所述第二检测位置处的芒果分拣到所述第二检测

位置侧面的不成熟果实容器内的动作的时间间隔。

[0032] 接着，继续对本发明的利用大数据服务的目标分类平台的具体结构进行进一步的

说明。

[0033] 所述利用大数据服务的目标分类平台中：

[0034] 基于所述第一检测位置和所述第二检测位置之间的距离以及所述传送皮带的传

送速度计算触发将所述第二检测位置处的芒果分拣到所述第二检测位置侧面的不成熟果

实容器内的动作的时间间隔包括：所述第一检测位置和所述第二检测位置之间的距离越

大，计算获得的时间间隔越长。

[0035] 所述利用大数据服务的目标分类平台中：

[0036] 基于所述第一检测位置和所述第二检测位置之间的距离以及所述传送皮带的传

送速度计算触发将所述第二检测位置处的芒果分拣到所述第二检测位置侧面的不成熟果

实容器内的动作的时间间隔包括：所述传送皮带的传送速度越慢，计算获得的时间间隔越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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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所述利用大数据服务的目标分类平台中：

[0038] 基于所述第一检测位置和所述第二检测位置之间的距离以及所述传送皮带的传

送速度计算触发将所述第二检测位置处的芒果分拣到所述第二检测位置侧面的不成熟果

实容器内的动作的时间间隔包括：计算获得的时间间隔是以所述视觉捕获设备执行视觉捕

获动作的时间为计时起点。

[0039] 所述利用大数据服务的目标分类平台中：

[0040] 所述第二分拣机构还用于在接收到所述第三控制信号时，以所述视觉捕获设备执

行视觉捕获动作的时间为计时起点，在达到计算获得的时间间隔时，执行将所述第二检测

位置处的芒果分拣到所述第二检测位置侧面的不成熟果实容器内的动作。

[0041] 所述利用大数据服务的目标分类平台中：

[0042] 所述第二识别机构还用于在所述整体红色分量的数值高于等于所述预设分量阈

值时，发出第四控制信号。

[0043] 所述利用大数据服务的目标分类平台中：

[0044] 获取所述待分析区域的整体红色分量包括：获取所述待分析区域中每一个像素点

的红色分量，将所述待分析区域的各个像素点的均值作为所述整体红色分量，红色分量为

RGB颜色空间下的R分量。

[0045] 所述利用大数据服务的目标分类平台中：

[0046] 所述第一识别机构用于在接收到的芒果捕获图像中存在与所述大数据服务节点

存储的某一个轮廓图片匹配的图像区域时，发出第二控制信号。

[0047] 所述利用大数据服务的目标分类平台中还可以包括：

[0048] 并行通信接口，分别与所述第一识别机构、所述第二识别机构、所述第一分拣机构

和所述第二分拣机构连接；

[0049] 其中，所述并行通信接口用于分别为所述第一识别机构、所述第二识别机构、所述

第一分拣机构和所述第二分拣机构提供各自需要的工作配置参数。

[0050] 同时，为了克服上述不足，本发明还搭建了一种利用大数据服务的目标分类方法，

所述方法包括使用如上述的利用大数据服务的目标分类平台以基于芒果的外形成像特征

和颜色成像特征对其他类型芒果和不成熟芒果执行现场分类处理。

[0051] 另外，在所述利用大数据服务的目标分类平台中，所述视觉捕获设备内置有CMOS

传感器。CMOS图像传感器具有以下几个优点：1)、随机窗口读取能力。随机窗口读取操作是

CMOS图像传感器在功能上优于CCD的一个方面，也称之为感兴趣区域选取。此外，CMOS图像

传感器的高集成特性使其很容易实现同时开多个跟踪窗口的功能。2)、抗辐射能力。总的来

说，CMOS图像传感器潜在的抗辐射性能相对于CCD性能有重要增强。3)、系统复杂程度和可

靠性。采用CMOS图像传感器可以大大地简化系统硬件结构。4)、非破坏性数据读出方式。5)、

优化的曝光控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在像元结构中集成了多个功能晶体管的原因，CMOS图

像传感器也存在着若干缺点，主要是噪声和填充率两个指标。鉴于CMOS图像传感器相对优

越的性能，使得CMOS图像传感器在各个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0052] 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可以理解：实现上述方法实施例的全部或部分步骤可以通过

程序指令相关的硬件来完成，前述的程序可以存储于一计算机可读取存储介质中，该程序

在执行时，执行包括上述方法实施例的步骤；而前述的存储介质包括：只读内存(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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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Only  Memory，简称：ROM)、随机存取存储器(英文：Random  Access  Memory，简称：

RAM)、磁碟或者光盘等各种可以存储程序代码的介质。

[0053] 最后应说明的是：以上各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制；尽

管参照前述各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其依

然可以对前述各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或者全部技术特征进

行等同替换；而这些修改或者替换，并不使相应技术方案的本质脱离本发明各实施例技术

方案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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