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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数字图像技术诊断苎麻氮素营养的研究简报
李朝东，崔国贤＋，谢宁，丁莎莎，陈兵兵，白玉超
（湖南农业大学苎麻研究所，湖南长沙４１０１２８）

摘要：为了实现苎麻氮索营养快速诊断，通过盆栽培养３个施氮水平的苎麻，使用信息技术和常规方法，分别获取了
不同生育时期两个苎麻品种叶片的图像和氮营养元素含量。通过自主开发的芦麻叶片数字图像处理系统软件对叶
片图像进行处理，并提取颜色特征值，分析叶片颜色特征值与叶片全氮营养含量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大部分颜色
特征都与叶片伞氮含最呈极显著相关。根据筛选的能有效预测芝麻叶片全氮营养的颜色特征，建立预测芝麻叶片全
氮含量的６个模型，预测精度在７５．９５％～９１．５０％之间。说明应用数字图像技术诊断苎麻氮素营养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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苎麻是我国重要的纺织工业原料和传统的出口

等１３’发现，采用红光波段和近红外波段计算的比值

创汇产品…。氮是苎麻生长发育及形成器官所必

植被指数ＲＶＩ可以较为灵敏地反映冬小麦氮素营

需的营养物质，在苎麻需肥的关键时期进行实时、无

养水平；朱艳等Ｈ１综合研究了稻麦叶片氮含量与冠

损、准确的氮素营养诊断，对实现指导精准施肥具有

层反射光谱的定量关系。孙钦平掣纠利用可见光

重要的意义。农作物的营养状态能够通过叶片表面

光谱对夏玉米十叶期冠层图像的分析表明，可见光

颜色表现出来。近年来，不少学者利用数字图像处

光谱技术完全可以应用于夏玉米的氮营养诊断。在

理技术对采集的农作物叶片图像进行分析，为诊断

蔬菜瓜果方面，胡春华等Ｍ１用ＣＣＤ摄像对缺氮、缺

农作物营养状况提供决策支持。在粮食作物方面，

镁与正常黄瓜的叶片样本进行检测，分析了叶片的

Ａｈｍａｄ等【２１利用３种图像的彩色模型评价玉米由

纹理特征和颜色特征，能较好区别缺氮、缺镁叶片与

于缺水和缺氮对叶片造成的色彩特征变化；刘宏斌

正常叶片；宋述尧等…试验设计了６种氮素水平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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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６８

１７卷

理温室黄瓜，获取黄瓜冠层图像，分析了不同供氮水

期），７月１日（旺长期）和７月１６日（成熟期），对各

平下黄瓜冠层图像参数与施氮量、土壤无机氮和植

处理选取植株顶部下新展开的叶片（倒４叶、倒５

株氮素营养指标之间的关系。在纤维作物上，相关

叶），采用ＣＡＮＯＮ ４０Ｄ单反相机与ＣＡＮＯＮ

研究主要集中在棉花上，如王克如等哺’运用数字图

１７－８５ ｉｎｍ Ｆ／４－５．６ ＩＳ

像处理技术获取棉花叶片颜色特征，建立和筛选出

封闭暗箱中进行拍摄，红色绒布作背景，２２Ｗ的环

了６组棉叶叶绿素含量预测模型，预测误差在

形灯，光源色温５４００Ｋ、Ｒａ＞９０、镜头与背景保持５０

７．８％～１３．６５％之间，为棉花生长的快速监测提供

ＣｌＴＩ的垂直高度，镜头焦距３５ ｍｍ，快门速度１／６０

了依据。但是，数字图像处理技术在苎麻上的研究

光圈Ｆ：５．６，ＩＳＯ固定为１００，白平衡自动，闪光灯

鲜见报道。为此，本研究将数字图像处理技术应用

强制关闭，一副图像只包含一片叶。

于苎麻叶片图像特征的分析，通过分析苎麻叶片图

１．２．２颜色模型的选择在数字图像处理中，对图

像信息和氮素含量之间的相互关系，筛选出预测精

像必须用定量的数据来表示。颜色模型就是用定量

度较高的颜色特征值并建立相关的分析模型，旨在

数据来表示颜色的方法。本研究选择在数字图像处

为实现苎麻氮素营养实时、高效、准确诊断提供

理中经常使用的ＲＧＢ、ＨＳＩ和ＨＳＶ ３种颜色模型。

依据。

在ＲＧＢ模型中常用Ｒ、Ｇ、Ｂ的比值表示色度坐标

ＥＦ－Ｓ

ＵＳＭ变焦镜头，在不透光的

ｓ，

（ｒ、ｇ、ｂ），即：

１材料与方法

ｒ＝Ｒ／（Ｒ＋Ｇ＋Ｂ）

（１）

ｇ＝Ｇ／（Ｒ十Ｇ＋Ｂ）

（２）

试验于２００９年４月到７月在湖南农业大学国

ｂ＝Ｂ／（Ｒ＋Ｇ＋Ｂ、

（３）

家麻类长期定位试验基地的盆栽试验场进行（１１３０

从以上公式可得：

１．１试验设计

０４’１８”Ｅ，２８。１０’５７”Ｎ）。供试苎（Ｂｏｅｈｍｅｒｉａ ｎｉｖｅａ

Ｌ．

（４）

ｒ＋ｇ＋ｂ＝１

Ｇａｕｄ）品种为的“中苎１号”和“多倍体１号”（湖南

式中：Ｒ、Ｇ、Ｂ分别表示三基色的数量，ｒ、ｇ、ｂ分别

农业大学苎麻研究所提供）。试验设施Ｎ

０、１０、２０

表示归一化了的Ｒ、Ｇ、Ｂ数量，且ｒ＋ｇ＋ｂ＝１，通常

３个水平（以Ｎｏ、Ｎｌ、Ｎ２表示），使苎麻生长

被认为是消除了因不同拍摄环境条件下光照强度等

ｍｍｏｌ／Ｌ

反映出缺氮、适量氮、过量氮３种状况。培养基质为

差异所造成的系统误差的颜色分量¨引。

膨胀珍珠岩。营养液参照Ｈｏａｇｌａｎｄ及Ｓｎｙｄｅｒ配

ＨＳＩ模型是工业色彩模型的一种，其优点是把

方归１去掉氮元素，其他营养元素浓度保持一致，其

图像分成了彩色和灰度信息，其分量Ｈ、Ｓ在光照

中磷和钾的浓度分别为１和６ ｍｍｏｌ／Ｌ，再往营养液

不同的情况下稳定性最好¨¨，作为颜色特征值的

中加入脲素（ＣＨ。Ｎ：Ｏ）分析纯作为氮源。每盆为一

可靠性很强。从数字图像中得到的一般是像素的

个试验单位，９次重复。每桶每周分２次浇营养液

ＲＧＢ值，对于任何３个［０，１］范围内的Ｒ、Ｇ、Ｂ值，

共１０００ ｍＬ，每次５００

其对应的ＨＳＩ模型中的Ｈ、Ｓ、１分量转换公式

ｍＬ。

１．２测定项目与方法

如下‘１ ２１：

１．２．１叶片图像的获取

分别于６月１６日（幼苗

ｒ——望三竺型垒兰Ｌ
日：Ｊ
Ｘ－－＝

一ｊ－％－－－

８０ｃｃ＇ｌａＧ≤Ｂ
ｒ———．＝＝＝＝＝＝＝＝＝＝＝＝＝＝＝＝＝＝＝＝＝＝＝＝＝＝二

≤

１３６０一ａ弛ｃ。。—＝坚兰塑型ｃ二坚Ｂ＞Ｇ
２

ｏ

４（Ｒ—Ｇ）２＋（Ｒ—Ｂ）（Ｇ—Ｂ）

２￣／（Ｒ—Ｇ）２＋（Ｒ—Ｂ）（Ｇ一曰）

ｓ＝１一面丢面［ｍｉｎ（Ｒ，Ｇ，驯

（６）

Ｉ＝（Ｒ＋Ｇ＋Ｂ）／３

（７）

ＨＳＶ空间比较直观并且符合人的视觉特性，这
些特点使得ＨＳＶ模型非常适合基于人眼视觉特性

万方数据

（５）

的彩色图像处理。从ＲＧＢ颜色模型转换为ＨＳＶ模
型，使用如下公式‘１引：

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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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６＋婴１×６０。ｉｆ
Ｈ＝

ｆ２＋』二车１×６００
ＩＩＩａＸ—ｍｌｎ
、

ｉｆ

７６９

通过ＧＵＩ设计界面，自行开发“苎麻叶片图像处理

Ｒ：ｍａｘ

系统Ｖ１．０”（软著登字第０２４２４８４号），对苎麻叶片
Ｇ：ｍａｘ（８）

图像进行滤波降噪预处理、自动阈值分割去掉背景

７

ｆ４＋』三４１×６０。ｉｆ

和颜色特征值提取。
Ｂ：ｍａｘ

ｓ：堡垒墨ｆ墨：堡：墨２二堡ｉ里（堡：堡：垒２
ｍａｘ（Ｒ，Ｇ，Ｂ）

Ｖ：型嘿垂盟

２结果与分析
ｆ９１
、７

２．１不同施氮水平对苎麻叶片全氮、全磷、全钾营
养含量的影响

（１０）

对整个生育期苎麻叶片全氮、全磷、全钾含量的

１．２．３全氮、磷、钾的测定将拍照完毕的样品置于

平均值进行分析，结果（表１）发现，不同施氮处理间，

烘箱中以１０５ｃｃ杀青ｌ ｈ后，８０℃烘４８ ｈ至恒重。

随着施氮水平的提高，叶片氮含量增加趋势明显。在

将烘干的样品密封后置于干燥处保存。在３次样品

相同施氮水平处理下，中苎ｌ号叶片平均氮含量略高

都处理完以后，将干样粉碎、过筛、混匀，以Ｈ：ｓＯ。一

于多倍体１号。不同的施氮水平对苎麻叶片磷元素

Ｈ：０：消煮后，用凯氏定氮法测定全氮含量，用钒钼

含量影响不显著，且未呈现规律性变化。两个品种苎

黄比色法测定全磷含量，用火焰光度法测定全钾含

麻叶片的钾含量随着施氮量的增加有略微减少的趋

量。所有样品称取２份，作为平行样，分别取均值作

势，在过量氮胁迫下，两个品种叶片的钾含量都显著

为叶片全氮、全磷、全钾含量。同时进行空白试验，

低于不施氮和正常施氮水平，但是不施氮和正常施氮

以校正试剂误差。

水平下的钾含量差异未达显著水平。说明不同的施

１．２．４图像分析软件在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Ｗｉｎｄｏｗｓ ＸＰ ＳＰ３

氮水平仅较好地起到了调节苎麻功能叶片氮素营养

操作系统上，使用基于ＭＡＴＬＡＢ Ｒ２００９ｂ编程语言，

含量的作用，而对磷、钾元素的含量影响不显著。

Ｚ３）

表１不同施氮水平对苎麻叶片氮、磷、钾含量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Ｎ，Ｐ ａｎｄ Ｋ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ｒａｒａｉｅ ｌｅａｖｅｓ

注（Ｎｏｔｅ）：同列中不同大、小写字母分别表示差异达ｌ％和５％显著水平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唧ｉｔａｌ ａｎｄ锄【ａｌｌｌｅｔｔｅｒｓ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ｃｏｌｕｍ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ｅ略
ｎｉｌｉｃａｎｔ

ａｔ

ｌ％ａｎｄ ５％ｌｅｖｅｌ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２．２不同施氨水平下苎麻叶片图像Ｒ、Ｇ、Ｂ颜色

响较小。

特征值的比较

２．３不同生育时期苎麻叶片图像颜色特征值与全

通过对苎麻叶片图像处理系统提取的Ｒ、Ｇ、Ｂ

氮含量的相关性

颜色特征值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随着施氮水平的提

将苎麻叶片图像处理系统提取的４０个苎麻叶

高，叶片图像的Ｒ、Ｇ、Ｂ颜色特征值均成减小趋势

片颜色特征值与全氮含量进行相关分析（表３），

（表２）。不同氮水平下，各颜色特征值不同，Ｒ、Ｂ两

结果表明，绝大多数叶片图像颜色特征值与叶片

个颜色特征值在Ｎｌ和Ｎ２水平下差异性不显著，但

全氮含量具有极显著的相关性。同一个颜色特

是与ＮＯ水平下的值差异极显著。而Ｇ特征值在３

征，在不同的生育时期与全氮含量的相关系数不

个氮水平间的差异极显著，表明施氮与否对叶片的

同，不同的颜色特征在同一时期与全氮含量的相

颜色影响非常大。在施氮条件下，施氮量的不同对

关性差异显著。根据相关系数绝对值最高原则，

叶片绿色程度影响较大，对叶片红色和蓝色程度影

对两个苎麻品种的叶片图像分别筛选出３个生育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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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不同施氮水平下苎麻叶片Ｒ、Ｇ、Ｂ颜色特征值的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Ｒ－Ｇ，Ｂ ｃｏｌｏｒ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注（Ｎｏｔｅ）：同列中不同大、小写字母分别表示差异达ｌ％和５％显著水平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８ｍａｉｌ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ａｔ

ｓａｍｅ

ｃｏｌｕｍ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ｌ％ａｎｄ ５％ｌｅｖｅｌ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表３不同生育时期颜色特征筛选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ｃｏｌｏｒ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ｓｔａｇｅｓ

注（Ｎｏｔｅ）：｝。Ｐ＜Ｏ，０１

时期与全氮含量相关系数绝对值达到最高的颜色特

明，预测值与实测值之间的误差较小，平均相对误差

征作为诊断氮含量的待选参数，结果显示，部分生育

ＲＥ在９．５０％一２４．０５％之间，相应的均方根误差

时期有多个颜色特征值与全氮含量的相关系数绝对

ＲＭＳＥ在０．３０５８～０．７２８７之间，预测精度达

值一致。

７５．９５％～９１．５０％。说明３个生育时期颜色特征值

２．４不同生育时期苎麻叶片全氮含量与颜色特征

都能较好地反映苎麻叶片全氮含量的变化，不同品

的回归模型

种和生育时期模型预测精度存在一定差异。

以表３中筛选出来的颜色特征作为自变量，全
氮含鼍作为因变昔建立回归模型。表４看出，建立

３讨论与小结

的预测模型拟合度普遍较高，除了中苎ｌ号旺长期

本研究表明，应用数字图像技术获得的颜色特

模型的决定系数低于０．７以外，其它所有模型的决

征值能够反映苎麻叶片的氮素营养状况，可用于苎

定系数均大于０．８。同一生育时期与全氮含量相关

麻叶片含氮量的研究。通过比较不同施氮水平下，

系数相同的颜色特征，回归模型的决定系数有一定

苎麻叶片图像的Ｒ、Ｇ、Ｂ颜色特征的差异性发现，随

差异。根据建立的回归模型拟合度，可以对各生育

着施氮水平的提高，两个苎麻品种叶片图像的Ｒ、Ｂ

时期的回归模型进行进一步筛选，选择回归模型决

颜色特征值均成减小趋势。不同氮水平下，叶片各

定系数最高的预测模型作为预测该时期的氮含量的

颜色特征值不同，施氮与否对苎麻叶片的颜色影响

最优模型，并使用未参与建模的样本数据进行模型

非常大，而施氮的条件下，施氮量的不同对苎麻叶片

检验。对实测值和预测值之间的符合程度进行统计

绿色程度影响较大，而对苎麻叶片红色和蓝色程度

分析，每个模型检验样本数量为２７。结果（表５）表

影响较小。不同施氮水平下苎麻叶片全氮含量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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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期

７７１

李朝东，等：应用数字图像技术诊断苎麻氮素营养的研究简报
表４不同生育时期两个苎麻品种功能叶片全氮含量和颜色特征值的回归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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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不同生育时期两个苎麻品种功能叶片全氮含量和颜色特征值的预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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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

生育时期

预测模型

平均相对误差（％）

均方根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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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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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显著，叶片图像颜色特征值的差异也达到极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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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平。通过分析苎麻叶片图像颜色特征值和全氮
营养含量的相关性，发现从叶片图像中提取的大部
分颜色特征都与叶片全氮含量呈极显著相关。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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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ｎｇ Ｓ Ｙ．Ｗａｎｇ Ｘ Ｆ．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ｏｆ Ｎ

究筛选出的有效颜色特征值是基于固定的叶片图像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ｍａｇ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ｃｕｃｕｍｂｅｒ

ｕｓ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Ｊ］．Ｊ．Ｊｉｌｉｎ Ａ鲥ｃ．Ｕｎｉｖ．，

２００８，３０（４）：４６０－－４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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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的颜色或光源色温等，预测精度是否会产生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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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还有待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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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图像技术已广泛应用于农业领域，基于数
字图像技术的苎麻叶片全氮营养预测是一种准确、
有效、可靠的新方法。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基
于数字图像技术的作物营养元素诊断具有广阔的发
展前景。本文是应用数字图像技术诊断苎麻叶片氮
素营养的探索性研究。研究内容多为初步探讨，由
于研究水平和时间限制，还有许多值得探讨的问题，
需要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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