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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近红外特征波谱的

叶菜农药残留量检测装置及方法，涉及叶菜农药

残留检测技术领域，包括获取未知农药残留浓度

的叶片匀浆样品；将装有叶片匀浆样品的培养皿

置于叶菜农药残留量检测装置的样品槽上，以获

取所述叶片匀浆样品的光谱数据；对光谱数据进

行预处理得到光谱矩阵和所述光谱矩阵对应的

农药浓度矩阵；根据光谱矩阵和光谱矩阵对应的

农药浓度矩阵建立回归系数-光谱波长关系图；

根据回归系数-光谱波长关系图确定叶菜中农药

残留量对应的特征波长；根据特征波长对应的光

谱强度值计算叶菜叶片中的农药残留量。本发明

在样品准备过程中无需复杂繁琐的化学处理，实

现快速检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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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近红外特征波谱的叶菜农药残留量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壳体；所述

壳体内部包括腔体、开设在所述腔体侧面且与竖直方向呈设定角度的光源、开设在所述腔

体底部中心处的样品槽、安装在所述腔体顶部的中央控制器、连接在所述中央控制器下方

的光谱仪、以及连接在所述光谱仪下方的光谱信号接收探头；

所述中央控制器通过设置在所述壳体顶部的连接线与外界计算机连接；

所述中央控制器、所述光谱仪和所述光谱信号接收探头的中心均与所述样品槽的中心

在同一竖直线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近红外特征波谱的叶菜农药残留量检测装置，其特

征在于，所述腔体为V字型，所述腔体内表面为全黑色。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近红外特征波谱的叶菜农药残留量检测装置，其特

征在于，还包括与所述光源连接、安装在所述壳体外部且用于控制光源的开关；其中，所述

光源为多特征波长光源。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近红外特征波谱的叶菜农药残留量检测装置，其特

征在于，所述设定角度为30°。

5.一种基于近红外特征波谱的叶菜农药残留量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获取已知农药名称未知农药残留浓度的叶片匀浆样品；

根据农药名称与光源特征波长对应关系数据库，确定所述叶片匀浆样品对应的光源特

征波长，并将所述叶片匀浆样品对应的特征波长的光源替换原有叶菜农药残留量检测装置

中的光源，得到所述叶片匀浆样品对应的叶菜农药残留量检测装置；

将装有所述叶片匀浆样品的培养皿置于所述叶片匀浆样品对应的叶菜农药残留量检

测装置的样品槽上，使所述培养皿中心正对所述叶片匀浆样品对应的叶菜农药残留量检测

装置的光谱信号接收探头，以获取所述叶片匀浆样品的光谱数据；

对所述光谱数据进行预处理，得到所述叶片匀浆样品对应的光谱矩阵；所述光谱矩阵

包括所述叶片匀浆样品所选的光源特征波长对应的光谱强度值；

根据所述叶片匀浆样品所选的光源特征波长对应的光谱强度值，计算叶菜叶片中的农

药残留量。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基于近红外特征波谱的叶菜农药残留量检测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农药名称与光源特征波长对应关系数据库的建立过程为：

制备未施农药的叶菜菜品；

制备已知农药名称的农药标准液；

根据所述农药标准液和所述叶菜菜品，制备不同浓度的叶片匀浆标准样品；

将装有不同浓度的叶片匀浆标准样品的培养皿依次置于叶菜农药残留量检测装置的

样品槽上，使培养皿中心正对所述叶菜农药残留量检测装置的光谱信号接收探头，以获取

不同浓度的叶片匀浆标准样品对应的光谱数据；

对不同浓度的叶片匀浆标准样品对应的光谱数据依次进行预处理，得到多组矩阵数

据；每组矩阵数据包括光谱矩阵以及所述光谱矩阵对应的农药浓度矩阵；

根据所述矩阵数据，建立每组所述矩阵数据对应的回归系数-光谱波长关系图；

根据所有所述回归系数-光谱波长关系图，确定不同浓度的叶片匀浆标准样品所选的

光源特征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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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同浓度的叶片匀浆标准样品所选的光源特征波长进行优先选择处理，确定最终的

叶片匀浆标准样品对应的光源特征波长，进而建立农药名称与光源特征波长对应关系数据

库。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基于近红外特征波谱的叶菜农药残留量检测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根据所述矩阵数据，建立每组所述矩阵数据对应的回归系数-光谱波长关系

图，具体包括：

在TheUnscramblerX10.4软件中，根据所述光谱矩阵以及所述光谱矩阵对应的农药浓

度矩阵，建立偏最小二乘回归模型，进而得到光谱数据在各个光谱波长下的回归系数；

以所述光谱波长为x轴，以所述回归系数为y轴，建立回归系数-光谱波长关系图。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基于近红外特征波谱的叶菜农药残留量检测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根据所有所述回归系数-光谱波长关系图，确定不同浓度的叶片匀浆标准样品

所选的光源特征波长，具体包括：

在所述回归系数-光谱波长关系图，将波峰和波谷对应的光谱波长作为叶菜中农药残

留量对应的光源特征波长，得到不同浓度的叶片匀浆标准样品所选的光源特征波长。

9.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基于近红外特征波谱的叶菜农药残留量检测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对所述光谱数据进行预处理，得到所述叶片匀浆样品对应的光谱矩阵，具体包

括：

在TheUnscramblerX10.4软件中，采用标准正态变化算法或者多元散射校正算法对所

述光谱数据进行预处理，得到所述叶片匀浆样品对应的光谱矩阵。

10.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基于近红外特征波谱的叶菜农药残留量检测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根据所述叶片匀浆样品所选的光源特征波长对应的光谱强度值，计算叶菜叶

片中的农药残留量，具体包括：

确定不同浓度的叶片匀浆标准样品所选的光源特征波长对应的光谱强度值和农药浓

度值；

根据不同浓度的叶片匀浆标准样品所选的光源特征波长对应的光谱强度值和农药浓

度值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得到光谱强度值与叶菜中农药真实值的关系式，进而建立农

药名称与关系式对应关系数据库；

根据所述农药名称与关系式对应关系数据库，确定所述叶片匀浆样品对应的光谱强度

值与叶菜中农药真实值的关系式，并将所述叶片匀浆样品所选的光源特征波长对应的光谱

强度值，代入所述叶片匀浆样品对应的光谱强度值与叶菜中农药真实值的关系式，确定叶

菜叶片中的农药残留量。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11337451 A

3



基于近红外特征波谱的叶菜农药残留量检测装置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叶菜农药残留检测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基于近红外特征波谱的

叶菜农药残留量检测装置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叶菜种植过程中施用农药能够有效预防虫害和病害，提高叶菜产量和质量。然

而，农药的不合理使用、滥用会导致叶菜表面过量的农药残留，也会导致农药进入环境，污

染土壤、水源和空气。环境和食物中残留的农药最终会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危害人体健

康。

[0003] 利用光谱技术结合化学计量学方法，研发叶菜中农药残留量的快速检测方法和装

置是农药残留检测的一大方向，对生态环境保护、食品安全和人类健康保障等具有重要的

意义。

[0004] 目前，常规的农药残留检测方法主要是气相色谱法(Gas  Chromatography，简称：

GC)、高效液相色谱法(High-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简称：HPLC)、气相色

谱-质谱(Gas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简称：GC-MS)、超高效液相色谱-质谱

(Ultra-High-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简称：UPLC-MS)

和免疫传感器等。然而，这些传统的叶菜农药残留检测方法需要在实验室内进行，相关仪器

设备价格昂贵，分析前需要专业技术人员对样品进行复杂、繁琐、耗时的预处理过程，并消

耗大量的化学试剂，对环境造成污染，无法满足快速检测的需求。

[0005] 可见/近红外光谱是吸收光谱，其光谱区域与有机分子中的含氢基团振动的合频

和各级倍频的吸收区一致，其对应光谱中包含有机物组分信息。可见/近红外光谱能够对样

品进行快速、无损、高效地检测，且成本较低，无需使用化学试剂或过多的样品前处理过程，

在农药残留检测上较大的潜力。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基于近红外特征波谱的叶菜农药残留量检测装置及方

法，在样品准备过程中无需复杂繁琐的化学处理，实现快速检测目的。

[0007]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了如下方案：

[0008] 一种基于近红外特征波谱的叶菜农药残留量检测装置，包括壳体；所述壳体内部

包括腔体、开设在所述腔体侧面且与竖直方向呈设定角度的光源、开设在所述腔体底部中

心处的样品槽、安装在所述腔体顶部的中央控制器、连接在所述中央控制器下方的光谱仪、

以及连接在所述光谱仪下方的光谱信号接收探头；

[0009] 所述中央控制器通过设置在所述壳体顶部的连接线与外界计算机连接；

[0010] 所述中央控制器、所述光谱仪和所述光谱信号接收探头的中心均与所述样品槽的

中心在同一竖直线上。

[0011] 可选的，所述腔体为V字型，所述腔体内表面为全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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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可选的，还包括与所述光源连接、安装在所述壳体外部且用于控制光源的开关；其

中，所述光源为多特征波长光源。

[0013] 可选的，所述设定角度为30°。

[0014] 一种基于近红外特征波谱的叶菜农药残留量检测方法，包括：

[0015] 获取已知农药名称未知农药残留浓度的叶片匀浆样品；

[0016] 根据农药名称与光源特征波长对应关系数据库，确定所述叶片匀浆样品对应的光

源特征波长，并将所述叶片匀浆样品对应的特征波长的光源替换原有叶菜农药残留量检测

装置中的光源，得到所述叶片匀浆样品对应的叶菜农药残留量检测装置；

[0017] 将装有所述叶片匀浆样品的培养皿置于所述叶片匀浆样品对应的叶菜农药残留

量检测装置的样品槽上，使所述培养皿中心正对所述叶片匀浆样品对应的叶菜农药残留量

检测装置的光谱信号接收探头，以获取所述叶片匀浆样品的光谱数据；

[0018] 对所述光谱数据进行预处理，得到所述叶片匀浆样品对应的光谱矩阵；所述光谱

矩阵包括所述叶片匀浆样品所选的光源特征波长对应的光谱强度值；

[0019] 根据所述叶片匀浆样品所选的光源特征波长对应的光谱强度值，计算叶菜叶片中

的农药残留量。

[0020] 可选的，所述农药名称与光源特征波长对应关系数据库的建立过程为：

[0021] 制备未施农药的叶菜菜品；

[0022] 制备已知农药名称的农药标准液；

[0023] 根据所述农药标准液和所述叶菜菜品，制备不同浓度的叶片匀浆标准样品；

[0024] 将装有不同浓度的叶片匀浆标准样品的培养皿依次置于叶菜农药残留量检测装

置的样品槽上，使培养皿中心正对所述叶菜农药残留量检测装置的光谱信号接收探头，以

获取不同浓度的叶片匀浆标准样品对应的光谱数据；

[0025] 对不同浓度的叶片匀浆标准样品对应的光谱数据依次进行预处理，得到多组矩阵

数据；每组矩阵数据包括光谱矩阵以及所述光谱矩阵对应的农药浓度矩阵；

[0026] 根据所述矩阵数据，建立每组所述矩阵数据对应的回归系数-光谱波长关系图；

[0027] 根据所有所述回归系数-光谱波长关系图，确定不同浓度的叶片匀浆标准样品所

选的光源特征波长；

[0028] 对不同浓度的叶片匀浆标准样品所选的光源特征波长进行优先选择处理，确定最

终的叶片匀浆标准样品对应的光源特征波长，进而建立农药名称与光源特征波长对应关系

数据库。

[0029] 可选的，所述根据所述矩阵数据，建立每组所述矩阵数据对应的回归系数-光谱波

长关系图，具体包括：

[0030] 在The  UnscramblerX  10.4软件中，根据所述光谱矩阵以及所述光谱矩阵对应的

农药浓度矩阵，建立偏最小二乘回归模型，进而得到光谱数据在各个光谱波长下的回归系

数；

[0031] 以所述光谱波长为x轴，以所述回归系数为y轴，建立回归系数-光谱波长关系图。

[0032] 可选的，所述根据所有所述回归系数-光谱波长关系图，确定不同浓度的叶片匀浆

标准样品所选的光源特征波长，具体包括：

[0033] 在所述回归系数-光谱波长关系图，将波峰和波谷对应的光谱波长作为叶菜中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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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残留量对应的光源特征波长，得到不同浓度的叶片匀浆标准样品所选的光源特征波长。

[0034] 可选的，所述对所述光谱数据进行预处理，得到所述叶片匀浆样品对应的光谱矩

阵，具体包括：

[0035] 在The  UnscramblerX  10.4软件中，采用标准正态变化算法或者多元散射校正算

法对所述光谱数据进行预处理，得到所述叶片匀浆样品对应的光谱矩阵。

[0036] 可选的，所述根据所述叶片匀浆样品所选的光源特征波长对应的光谱强度值，计

算叶菜叶片中的农药残留量，具体包括：

[0037] 确定不同浓度的叶片匀浆标准样品所选的光源特征波长对应的光谱强度值和农

药浓度值；

[0038] 根据不同浓度的叶片匀浆标准样品所选的光源特征波长对应的光谱强度值和农

药浓度值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得到光谱强度值与叶菜中农药真实值的关系式，进而建

立农药名称与关系式对应关系数据库；

[0039] 根据所述农药名称与关系式对应关系数据库，确定所述叶片匀浆样品对应的光谱

强度值与叶菜中农药真实值的关系式，并将所述叶片匀浆样品所选的光源特征波长对应的

光谱强度值，代入所述叶片匀浆样品对应的光谱强度值与叶菜中农药真实值的关系式，确

定叶菜叶片中的农药残留量。

[0040] 根据本发明提供的具体实施例，本发明公开了以下技术效果：

[0041] 相比于传统的化学检测方法，本发明提供的检测方法在样品准备过程中无需复杂

繁琐的化学处理，只需要将叶菜破壁搅拌后装入培养皿中即可，操作简单。且检测装置操作

简单，便携。

附图说明

[0042]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中所

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发明的一些实施

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性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

获得其他的附图。

[0043] 图1为实施例一基于近红外特征波谱的叶菜农药残留量检测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44] 图2为实施例一基于近红外特征波谱的叶菜农药残留量检测装置在使用过程时的

结构示意图；

[0045] 图3为实施例二基于近红外特征波谱的叶菜农药残留量检测装置的流程示意图；

[0046] 图4为实施例三原始光谱曲线图；

[0047] 图5为实施例三预处理后的光谱曲线图；

[0048] 图6为实施例三偏最小二乘回归系数与光谱波长的关系图；

[0049] 图7为实施例三多特征波长光源的结构示意图；

[0050] 图8为实施例四原始光谱曲线图；

[0051] 图9为实施例四预处理后的光谱曲线图；

[0052] 图10为实施例四偏最小二乘回归系数与光谱波长的关系图；

[0053] 图11为实施例四多特征波长光源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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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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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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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55]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基于近红外特征波谱的叶菜农药残留量检测装置及方

法，在样品准备过程中无需复杂繁琐的化学处理，实现快速检测目的。

[0056] 为使本发明的上述目的、特征和优点能够更加明显易懂，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

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57] 实施例一

[0058] 如图1和图2所示，本实施例提供的基于近红外特征波谱的叶菜农药残留量检测装

置包括圆柱形壳体1和盖子11。其中，圆柱形壳体1内部包括类似V字型的腔体9、开设在腔体

9侧面且与竖直方向呈30°角的多特征波长光源3、开设在腔体9底部中心处的样品槽10、安

装在腔体9顶部的中央控制器5、连接在中央控制器5下方的光谱仪4、以及连接在光谱仪4下

方的光谱信号接收探头2。

[0059] 中央控制器5、光谱仪4和光谱信号接收探头2的中心均与样品槽10的中心在同一

竖直线上。

[0060] 光谱信号接收探头2与光谱仪4、光谱仪4与中央控制器5、中央控制器5与光源3之

间均有导线相连；圆柱形壳体1顶部有与中央控制器5连接的USB线6，该USB线6用于连接计

算机7内部软件。

[0061] 腔体9内表面为全黑色，目的是为光谱检测提供黑暗环境，同时减少光在腔体9表

面的反射，防止对光谱信息检测造成干扰。

[0062] 该检测装置还包括与光源3连接并安装在圆柱形壳体1外部且控制光源的开关12。

[0063] 图2中的标号8为白板，在检测样品之前放置在样品槽10内。

[0064] 本实施例提供的基于近红外特征波谱的叶菜农药残留量检测装置在使用时，电源

由计算机7提供。

[0065] 实施例二

[0066] 应用实施例一提供的检测装置，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基于近红外特征波谱的叶菜

农药残留量检测方法，如图3所示，包括以下步骤：

[0067] 步骤101：获取已知农药名称未知农药残留浓度的叶片匀浆样品。具体为：

[0068] 制备已知农药名称未知农药残留浓度的叶菜样品。具体包括：将已知农药名称未

知农药残留浓度的叶菜叶片剪碎，然后放入破壁搅拌机中充分破壁和搅拌5分钟，得到叶菜

匀浆，即得到已知农药名称未知农药残留浓度的叶菜样品。

[0069] 往装有已知农药名称未知农药残留浓度的叶菜样品的烧杯中加入磁力搅拌子，将

烧杯置于磁力搅拌器上进行充分搅拌，得到已知农药名称未知农药残留浓度的叶片匀浆样

品。

[0070] 用针筒抽取a  mL已知农药名称未知农药残留浓度的叶片匀浆样品，注射到直径

35mm的培养皿中，在桌面轻轻震动培养皿，使培养皿中的样品表面平整。

[0071] 步骤102：根据农药名称与光源特征波长对应关系数据库，确定叶片匀浆样品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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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光源特征波长，并将叶片匀浆样品对应的特征波长的光源替换原有叶菜农药残留量检测

装置中的光源，得到叶片匀浆样品对应的叶菜农药残留量检测装置。具体为：

[0072] 制备未施农药的叶菜菜品；具体包括：将未施农药的叶菜叶片剪碎，然后放入破壁

搅拌机中充分破壁和搅拌5分钟，得到叶菜匀浆，即得到未施农药的叶菜菜品。

[0073] 制备已知农药名称的农药标准液；具体包括：获取n  mg已知农药名称的农药标准

品，使用乙腈或丙酮等可溶解农药的有机溶剂定容到m  mL容量瓶，使农药标准品充分溶出，

获得已知农药名称的农药标准液。

[0074] 根据农药标准液和叶菜菜品，制备不同浓度的叶片匀浆标准样品；具体包括：首

先，称取干净空烧杯的质量，往其倒入约k  mL未施农药的叶菜菜品，采用称重法读取未施农

药的叶菜菜品质量。读取质量是为了后续计算需要添加的农药标准溶液量。其次，往装有未

施农药的叶菜菜品的烧杯中加入磁力搅拌子，将烧杯置于磁力搅拌器上进行搅拌，并根据

烧杯中的未施农药的叶菜菜品质量，往搅拌中的未施农药的叶菜菜品内加入已知农药名称

的农药标准液，制作成浓度分别为0mg/kg、0.5mg/kg、1mg/kg、5mg/kg、10mg/kg、30mg/kg、

50mg/kg、70mg/kg、100mg/kg这9个浓度梯度的叶片匀浆标准样品，继续使用磁力搅拌器搅

拌，直到充分溶解。然后，用针筒抽取amL叶片匀浆标准样品，注射到直径35mm的培养皿中，

在桌面轻轻震动培养皿，使培养皿中的叶片匀浆标准样品表面平整，进而制备出不同浓度

的叶片匀浆标准样品。

[0075] 将装有不同浓度的叶片匀浆标准样品的培养皿依次置于叶菜农药残留量检测装

置的样品槽上，使培养皿中心正对叶菜农药残留量检测装置的光谱信号接收探头，以获取

不同浓度的叶片匀浆标准样品对应的光谱数据。其光谱数据获取过程与步骤103过程相同。

[0076] 对不同浓度的叶片匀浆标准样品对应的光谱数据依次进行预处理，得到多组矩阵

数据；每组矩阵数据包括光谱矩阵以及该光谱矩阵对应的农药浓度矩阵。其预处理过程与

步骤104预处理过程相同。

[0077] 根据矩阵数据，建立每组矩阵数据对应的回归系数-光谱波长关系图；其中，回归

系数-光谱波长关系图的个数与矩阵数据组数相同。具体包括：在The  UnscramblerX  10.4

软件中，根据预处理后的光谱矩阵X和对应的农药浓度矩阵Y，建立偏最小二乘回归

(partial  least  squares  regression,PLSR)模型，进而得到光谱数据在各个光谱波长下

的回归系数；以光谱波长为x轴，以回归系数为y轴，建立回归系数-光谱波长关系图。

[0078] 根据所有回归系数-光谱波长关系图，确定不同浓度的叶片匀浆标准样品所选的

光源特征波长。具体包括：在回归系数-光谱波长关系图，选择波峰和波谷对应的光谱波长，

作为叶菜中农药残留量对应的特征波长，即得到不同浓度的叶片匀浆标准样品对应的光源

特征波长。选择波峰和波谷对应的光谱波长，是因为波峰和波谷对应的回归系数绝对值最

大，回归系数越大，说明该变量对模型的贡献度越大。

[0079] 对不同浓度的叶片匀浆标准样品所选的光源特征波长进行优先选择处理，确定最

终的叶片匀浆标准样品对应的光源特征波长，进而建立农药名称与光源特征波长对应关系

数据库。

[0080] 根据农药名称与光源特征波长对应关系数据库，确定叶片匀浆样品对应的光源特

征波长，并将叶片匀浆样品对应的特征波长的光源替换原有叶菜农药残留量检测装置中的

光源，得到叶片匀浆样品对应的叶菜农药残留量检测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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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1] 步骤103：将装有叶片匀浆样品的培养皿置于叶片匀浆样品对应的叶菜农药残留

量检测装置的样品槽上，使培养皿中心正对叶片匀浆样品对应的叶菜农药残留量检测装置

的光谱信号接收探头，以获取叶片匀浆样品的光谱数据。

[0082] 具体为：将培养皿置于样品槽上，使培养皿中心正对光谱信号接收探头，对光谱仪

进行黑白板校正，在黑暗环境下，采集培养皿中叶片匀浆样品的反射光谱曲线，重复三次，

光谱仪将反射光谱曲线传输到计算机中，求取三条反射光谱曲线的平均值作为该叶片匀浆

样品的光谱数据。

[0083] 本实施例使用的ASD  FieldSpec4高分辨光谱仪(Analytical  Spectral  Devices,

Inc.,Boulder,Colorado,USA)的光谱范围为350-2500nm，50W卤素灯光源和光谱信号接收

探头分别安装在两个三脚架上，样品槽距离水平桌面高度为32cm，光谱信号接收探头距离

样品表面高度为4.5cm。

[0084] 步骤104：对光谱数据进行预处理，得到叶片匀浆样品对应的光谱矩阵；该光谱矩

阵包括叶片匀浆样品所选的光源特征波长对应的光谱强度值。

[0085] 在The  UnscramblerX  10 .4软件中，采用标准正态变化方法(standard  normal 

variate,SNV)或多元散射校正(multiplicative  scatter  correction,MSC)算法对上一步

得到的光谱数据进行预处理。预处理的目的是减少光谱噪声、随机噪声和冗余信息，减少样

品反射光谱曲线的基线漂移以及解决光谱不重复问题。

[0086] 步骤105：根据叶片匀浆样品所选的光源特征波长对应的光谱强度值，计算叶菜叶

片中的农药残留量。具体为：

[0087] 在步骤102的基础上，确定出不同浓度的叶片匀浆标准样品所选的光源特征波长

对应的光谱强度值和农药浓度值。

[0088] 根据不同浓度的叶片匀浆标准样品所选的光源特征波长对应的光谱强度值和农

药浓度值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得到光谱强度值与叶菜中农药真实值的关系式，进而建

立农药名称与关系式对应关系数据库。

[0089] 根据农药名称与关系式对应关系数据库，确定本次已知农药名称未知农药残留浓

度的叶片匀浆样品对应的光谱强度值与叶菜中农药真实值的关系式，并将此次叶片匀浆样

品所选的光源特征波长对应的光谱强度值，代入叶片匀浆样品对应的光谱强度值与叶菜中

农药真实值的关系式，确定叶菜叶片中的农药残留量。

[0090] 实施例三

[0091] 毒死蜱是一种广泛应用于全球近100个国家和地区的有机磷农药，常用于控制农

业生产中多种虫害，但是毒死蜱本身具有剧毒，会对人类，尤其是儿童造成神经发育伤害。

因此，如何做到快速、准确地检测叶菜中的毒死蜱残留量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0092] 以小白菜作为实施例的对象，对叶菜中的毒死蜱残留量检测方案进行描述。

[0093] 步骤1：称取100mg毒死蜱标准品，使用乙腈定容到100mL容量瓶，使毒死蜱充分溶

出，获得毒死蜱标准溶液。

[0094] 步骤2：将新鲜小白菜叶片剪碎，放入破壁搅拌机中充分破壁和搅拌5分钟，得到小

白菜菜叶匀浆。

[0095] 步骤3：制备含有不同毒死蜱浓度的样品匀浆，具体操作如下：

[0096] 称取干净空烧杯的质量，往其中倒入约100mL小白菜菜叶匀浆，采用称重法读取小

说　明　书 6/10 页

9

CN 111337451 A

9



白菜菜叶匀浆质量。读取质量是为了后续计算需要添加的毒死蜱标准溶液量。

[0097] 往装有小白菜菜叶匀浆的烧杯中加入磁力搅拌子，将烧杯置于磁力搅拌器上进行

搅拌。

[0098] 根据烧杯中的小白菜菜叶匀浆质量，往搅拌中的小白菜菜叶匀浆内加入毒死蜱标

准溶液，制作成浓度分别为0mg/kg、0.5mg/kg、1mg/kg、5mg/kg、10mg/kg、30mg/kg、50mg/kg、

70mg/kg、100mg/kg这9个浓度梯度的待测小白菜叶片匀浆，即样品匀浆，继续使用磁力搅拌

器搅拌。搅拌是为了使毒死蜱标准液和小白菜菜叶匀浆混合均匀。

[0099] 步骤4：用针筒抽取不同浓度的4mL样品匀浆，分别注射到直径35mm的不同培养皿

中，在桌面轻轻震动培养皿，使培养皿中的样品匀浆表面平整。

[0100] 步骤5：将培养皿置于样品槽上，使中心正对光谱信号接收探头，对光谱仪进行黑

白板校正，在黑暗环境下，采集培养皿中样品匀浆的反射光谱曲线，如图4所示，重复三次，

光谱仪将光谱信息传输到计算机中，求取三条光谱曲线的平均值作为该样品的光谱曲线。

[0101] 使用的ASD  FieldSpec4高分辨光谱仪(Analytical  Spectral  Devices ,Inc .,

Boulder,Colorado,USA)的光谱范围为350-2500nm，50W卤素灯光源和光谱信号接收探头分

别安装在两个三脚架上，样品槽距离水平桌面高度为32cm，光谱信号接收探头距离样品匀

浆表面高度为4.5cm。

[0102] 步骤6：在The  UnscramblerX  10 .4软件中，采用标准正态变化方法(standard 

normal  variate,SNV)对上一步得到的光谱曲线进行预处理，预处理后的光谱曲线如图5所

示。预处理的目的是减少光谱噪声、随机噪声和冗余信息，减少样品光谱曲线的基线漂移和

解决光谱不重复问题。

[0103] 步骤7：在The  UnscramblerX  10.4软件中，对SNV预处理后的光谱矩阵X和对应的

毒死蜱浓度矩阵Y，建立偏最小二乘回归(partial  least  squares  regression,PLSR)模

型，得到光谱数据在各个光谱波长下的回归系数。

[0104] 以光谱波长为x轴，以回归系数为y轴，建立回归系数-光谱波长关系图，如图6所

示。选择波峰和波谷对应的光谱波长，作为检测小白菜叶片中毒死蜱农药残留量的特征波

长，即510nm、567nm、660nm、695nm和1161nm。

[0105] 选择波峰和波谷对应的波长，是因为波峰和波谷对应的回归系数绝对值最大，回

归系数越大，说明该变量对模型的贡献度越大。

[0106] 步骤8：基于步骤7得到的5个特征波长下对应的光谱，和对应的毒死蜱浓度建立多

元线性回归模型，得到光谱峰值与小白菜叶片中毒死蜱农药的真实值关系。

[0107] 该关系为：

[0108] Y＝-18.7415-129.3202x1-129.4850x2-119.2168x3+353.0265x4-44.3132x5

[0109] 公式的相关系数为R2＝0.9820。

[0110] 式中：y为毒死蜱农药的残留量，单位为mg/kg(kg为待测匀浆的质量，mg为毒死蜱

农药的残留质量)，x1、x2、x3、x4、x5分别为510nm、567nm、660nm、695nm、1161nm处的光谱强度

值。

[0111] 叶菜毒死蜱农药残留量检测效果佳(以小白菜为例，R2＝0.9820)。

[0112] 上述步骤中确定出毒死蜱农药对应的光源特征波长以及光谱峰值与小白菜叶片

中毒死蜱农药的真实值关系式。

说　明　书 7/10 页

10

CN 111337451 A

10



[0113] 以小白菜为实施例，并结合实施例一，说明本发明提供的检测装置的操作过程。

[0114] 步骤1：进行暗电流和白板校正。将盖子打开，将直径与样品槽口径相同的白板放

置在样品槽内，将检测装置放置在水平桌面上，其中检测装置样品槽对准并完全罩住白板，

将检测装置通过连接至计算机，在计算机软件中获取暗电流信息。然后打开光源开关，开启

毒死蜱农药对应的特征波长的光源，在计算机软件中获取白板信息，进行暗电流和白板校

正。

[0115] 步骤2：取部分样品匀浆至培养皿作为待测样品，将白板取出，将装有待测样品的

培养皿放置在样品槽上。

[0116] 步骤3：采集样品匀浆在各特征波长下的光谱强度值，重复三次，光谱仪将光谱信

息传输到计算机中，求取三条光谱曲线的平均值作为该样品匀浆的光谱曲线。

[0117] 实施例一中的多特征波长光源3的组成如图7所示，根据本实施例中检测方法中的

结果，光源为五个峰值波长分别为510nm、567nm、660nm、695nm和1161nm的可见/近红外发光

光源3-1组合而成。

[0118] 步骤4：对原始光谱进行预处理，具体地，采用的光谱预处理方法为标准正态变化

(SNV)。

[0119] 步骤5，依据以下公式计算小白菜叶片中毒死蜱农药残留量：

[0120] y＝-18.7415-129.3202x1-129.4850x2-119.2168x3+353.0265x4-44.3132x5

[0121] 式中：y为毒死蜱农药的残留量，单位为mg/kg(kg为待测匀浆的质量，mg为毒死蜱

农药的残留质量)，x1、x2、x3、x4、x5分别为510nm、567nm、660nm、695nm、1161nm处的光谱强度

值。

[0122] 实施例四

[0123] 多菌灵是一种广泛应用于全球的农药，常用于控制农业生产中多种虫害，但是多

菌灵本身具有剧毒，会对人类，尤其是儿童造成神经发育伤害。因此，如何做到快速、准确地

检测叶菜中的多菌灵残留量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0124] 以小白菜作为实施例的对象，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描述。

[0125] 步骤1：称取25mg多菌灵标准品，使用丙酮定容到250mL容量瓶，使多菌灵充分溶

出，获得多菌灵标准溶液。

[0126] 步骤2：将新鲜小白菜叶片剪碎，放入破壁搅拌机中充分破壁和搅拌5分钟，得到小

白菜菜叶匀浆。

[0127] 步骤3：制备含有不同多菌灵浓度的样品匀浆，具体操作如下：

[0128] 称取干净空烧杯的质量，往其中倒入约100mL小白菜菜叶匀浆，采用称重法读取小

白菜菜叶匀浆质量。读取质量是为了后续计算需要添加的多菌灵标准溶液量。

[0129] 往装有小白菜菜叶匀浆的烧杯中加入磁力搅拌子，将烧杯置于磁力搅拌器上进行

搅拌。

[0130] 根据烧杯中的小白菜菜叶匀浆质量，往搅拌中的小白菜菜叶匀浆内加入多菌灵标

准溶液，制作成浓度分别为0mg/kg、0.5mg/kg、1mg/kg、5mg/kg、10mg/kg、30mg/kg、50mg/kg、

70mg/kg、100mg/kg这9个浓度梯度的待测小白菜叶片匀浆，即样品匀浆，继续使用磁力搅拌

器搅拌。搅拌是为了使多菌灵标准液和菜叶匀浆混合均匀。

[0131] 步骤4：用针筒抽取不同浓度的4mL样品匀浆，分别注射到直径35mm的不同培养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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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在桌面轻轻震动培养皿，使培养皿中的样品匀浆表面平整。

[0132] 步骤5：将培养皿置于样品槽上，使中心正对光谱信号接收探头，对光谱仪进行黑

白板校正，在黑暗环境下，采集培养皿中样品匀浆的反射光谱曲线，如图8所示，重复三次，

光谱仪将光谱信息传输到计算机中，求取三条光谱曲线的平均值作为该样品的光谱曲线。

[0133] 使用的ASD  FieldSpec4高分辨光谱仪(Analytical  Spectral  Devices，Inc .，

Boulder，Colorado，USA)的光谱范围为350-2500nm，50W卤素灯光源和光谱信号接收探头分

别安装在两个三脚架上，样品槽距离水平桌面高度为32cm，光谱信号接收探头距离样品匀

浆表面高度为4.5cm。

[0134] 步骤6：在The  Unscrambler  X  10.4软件中，采用多元散射校正(multiplicative 

scatter  correction，MSC)算法对上一步得到的光谱曲线进行预处理，预处理后的光谱曲

线如图9所示。预处理的目的是减少光谱噪声、随机噪声和冗余信息，减少样品光谱曲线的

基线漂移和解决光谱不重复问题。

[0135] 步骤7：在The  UnscramblerX  10.4软件中，对MSC预处理后的光谱矩阵X和对应的

多菌灵浓度矩阵Y，建立偏最小二乘回归(partial  least  squares  regression，PLSR)模

型，得到光谱数据在各个光谱波长下的回归系数。

[0136] 以光谱波长为x轴，以回归系数为y轴，建立回归系数-光谱波长关系图，如图10所

示。选择波峰和波谷对应的光谱波长，作为检测小白菜叶片中多菌灵农药残留量的特征波

长，即460nm、516nm、571nm、611nm、656nm、698nm、892nm、962nm、1133nm、1172nm、1291nm、

1692nm、1729nm。

[0137] 选择波峰和波谷对应的波长，是因为波峰和波谷对应的回归系数绝对值最大，回

归系数越大，说明该变量对模型的贡献度越大。

[0138] 步骤8：基于步骤7得到的13个特征波长下对应的光谱，和对应的多菌灵浓度建立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得到光谱峰值与小白菜叶片中多菌灵农药的真实值关系。

[0139] 该关系为：

[0140] y＝-747.5698+432.2893x1-101.3953x2+1033.2830x3-1482.6500x4+692.6411x5+

219 .1137x6+875 .1214x7+818 .2443x8+728 .0732x9-2665 .6876x10+2055 .9998x11-

2483.1551x12+3665.1958x13

[0141] 公式的相关系数为R2＝0.9977。

[0142] 式中：y为多菌灵农药的残留量，单位为mg/kg(kg为待测匀浆的质量，mg为多菌灵

农药的残留质量)，x1、x2、x3、x4、x5、x6、x7、x8、x9、x10、x11、x12、x13分别为460nm、516nm、571nm、

611nm、656nm、698nm、892nm、962nm、1133nm、1172nm、1291nm、1692nm、1729nm处的光谱强度

值。

[0143] 上述步骤中确定出多菌灵农药对应的光源特征波长以及光谱峰值与小白菜叶片

中多菌灵农药的真实值关系式。

[0144] 以小白菜为实施例，并结合实施例一，说明本发明提供的检测装置的操作过程。

[0145] 步骤1：进行暗电流和白板校正。将盖子打开，将直径与样品槽口径相同的白板放

置在样品槽内，将检测装置放置在水平桌面上，其中检测装置样品槽对准并完全罩住白板，

将检测装置通过连接至计算机，在计算机软件中获取暗电流信息。然后打开光源开关，开启

多菌灵农药对应的特征波长的光源，在计算机软件中获取白板信息，进行暗电流和白板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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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0146] 步骤2：取部分样品匀浆至培养皿作为待测样品，将白板取出，将装有待测样品的

培养皿放置在样品槽上。

[0147] 步骤3：采集样品匀浆在各特征波长下的光谱强度值，重复三次，光谱仪将光谱信

息传输到计算机中，求取三条光谱曲线的平均值作为该样品匀浆的光谱曲线。

[0148] 实施例一中的多特征波长光源3的组成如图11所示，根据本实施例中检测方法中

的结果，光源为十三个峰值波长分别为460nm、516nm、571nm、611nm、656nm、698nm、892nm、

962nm、1133nm、1172nm、1291nm、1692nm、1729nm的可见/近红外发光光源3-2组合而成。

[0149] 步骤4：对原始光谱进行预处理，具体地，采用的光谱预处理方法为多元散射校正

(MSC)。

[0150] 步骤5，依据以下公式计算小白菜叶片中多菌灵农药残留量：

[0151] y＝-747.5698+432.2893x1-101.3953x2+1033.2830x3-1482.6500x4+692.6411x5+

219 .1137x6+875 .1214x7+818 .2443x8+728 .0732x9-2665 .6876x10+2055 .9998x11-

2483.1551x12+3665.1958x13

[0152] 式中：y为多菌灵农药的残留量，单位为mg/kg(kg为待测匀浆的质量，mg为多菌灵

农药的残留质量)，x1、x2、x3、x4、x5、x6、x7、x8、x9、x10、x11、x12、x13分别为460nm、516nm、571nm、

611nm、656nm、698nm、892nm、962nm、1133nm、1172nm、1291nm、1692nm、1729nm处的光谱强度

值。

[0153] 本说明书中各个实施例采用递进的方式描述，每个实施例重点说明的都是与其他

实施例的不同之处，各个实施例之间相同相似部分互相参见即可。

[0154] 本文中应用了具体个例对本发明的原理及实施方式进行了阐述，以上实施例的说

明只是用于帮助理解本发明的方法及其核心思想；同时，对于本领域的一般技术人员，依据

本发明的思想，在具体实施方式及应用范围上均会有改变之处。综上所述，本说明书内容不

应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

说　明　书 10/10 页

13

CN 111337451 A

13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7 页

14

CN 111337451 A

14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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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3/7 页

16

CN 111337451 A

16



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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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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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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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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