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堆肥腐熟度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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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目前堆肥腐熟度主要采用复杂的化学、生物学方法进行判断，操作繁琐且效率低。卷积神经网

络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CNN) 模拟人类视觉，既可保留堆肥图像的颜色信息，也提取了轮廓、线条、

粒度等更加具有代表性的特征，从而避免了因光照条件不同对堆肥腐熟度预测识别效果的影响。本文提出了通

过堆肥图像判断堆肥腐熟度的方法，构建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堆肥腐熟度预测模型，并验证了该模型进行堆肥

腐熟度判断的准确度。【方法】供试堆肥样本采集自江苏、山东、浙江三省，堆肥原料分别为秸秆、尾菜和畜

禽粪便，堆肥周期依次为 50 d、45 d 和 60 d。在厂棚内的堆肥槽中，用海康威视摄像头 (型号为 C3W，焦段为

广角，焦距 2.8 mm，清晰度 1080 p，夜间自动补光，摄像头距堆肥表面约 1 m) 拍摄不同腐熟时期的堆肥图

像，图像格式为 JPEG。分别取三种不同原料的堆肥图像样本构成三组图像数据集，将三种原料的图像按照尾菜∶

秸秆∶畜禽粪便原料 1∶1∶1 构成第四组图像数据集。每组数据集中，80% 的图像数据用于训练基于卷积神经

网络模型，并建立预测模型参数。剩余 20% 的图像用于测试，验证模型的腐熟度预测效果。【结果】搭建的堆

肥腐熟度预测模型由输入层、3 层卷积层、3 层池化层、2 层全连接层和输出层构成。构建的腐熟度预测模型在

秸秆、尾菜、畜禽粪便及三者堆肥混合图像数据集上的腐熟度预测平均准确率分别为 98.7%、98.7%、98.8% 和

98.2%。与几种经典高效的图像特征提取、分类方法相比，较每个数据集上最优经典算法的平均准确率提升了

3～14 个百分点。通过 CNN 方法判断堆肥腐熟度，纹理特征比颜色特征更加有效。【结论】采用卷积神经网络

的堆肥腐熟度预测模型能够提取堆肥图像外观特征，实现在可见光条件下直接通过堆肥图像准确、快速地识别

堆肥腐熟度，可为堆肥企业生产实践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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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diction of compost maturity based on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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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s】The compost maturity is mainly judged by complex chemical and biological
experiments，which is difficult to operate and inefficient.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simulate human vision,
which can retain the color information of compost images, and extract representative features such as contour,
lines and granularity at the same time, thus avoiding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illumination conditions on the
prediction effect of compost maturity. This paper proposed and verified a prediction model combining images of
compost and 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Methods】Composting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Jiangsu,
Shandong and Zhejiang provinces, and the composting materials in three provinces were straw, cauliflower
residues and livestock manure, respectively, and the composting cycle was 50 days, 45 days and 60 days in turn.
In the factory shed, HIKVISION video camera (model C3W) was used to take composting images of diff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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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uring stages in JPEG format under automatic light and compensation at night. The used focal length was 2.8
mm, resolution was 1080 p, and the distance was 1 m from the compost surface. Except for the image data sets
from the three composts, the fourth image data set was taken in the mixture of them three in ratio of 1∶1∶1.
80% of the images from each data set was used to train CNN model and to establish prediction model parameters,
and the remaining 20% to testify the prediction accuracy of the model.【Results】The compost maturity
prediction model was composed of one input layer, three convolution layers, three pool layers, two full connection
layers and one output layer. The accuracy of the predicted maturity from the compost images was averaged
98.7%, 98.7%, 98.8% and 98.2% for the vegetables residues, straws, livestock manure and the mix of above，
respectively. Comparing with the most optimal result of classical algorithm on each data set, the average accuracy
of this method in image feature extraction and classification were improved by 3 to 14 percentage points. Texture
feature was more effective than color feature in judging compost maturity by CNN method.【Conclusions】As
the priority of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in extracting the appearance features of compost images, the compost
maturity prediction model based on it could accurately and rapidly identify the compost maturity directly through
compost images under natural light conditions.
Key words: compost; maturity; machine vision; deep learning;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农业废弃物堆肥化利用，不仅能解决其随意弃

置造成的环境污染，而且可以为农业生产提供大量

的有机肥料，减少化学肥料的使用量，是保护生态

环境、节约资源、发展可持续农业的重要途径[1]。在

农业生产中，使用未腐熟的有机肥不仅会影响作物

生长，而且还会招来地下害虫腐蚀作物根系，微生

物的大量繁殖也会造成土壤缺氧增加病原体、寄生

虫传播的风险[2]。堆肥生产上常采用腐熟度[3]来表示

堆肥化的稳定程度。目前评价堆肥腐熟度的方法

有：表观分析法、化学分析法、植物生长分析法及

光谱分析法等方法[4]，采用这些方法分析堆肥的腐熟

状态往往时间长，实验步骤繁琐，堆肥生产上尚缺

乏快速、直接的堆肥腐熟度判断方法。因此，亟需

研发一种快速有效的堆肥腐熟度的评价方法，为生

产实践中堆肥腐熟度的判断提供决策支持。

农业废弃物在堆肥腐熟过程中发生了复杂的生

物化学反应，这些反应导致各种物理和化学性质的

变化，如堆肥颜色、纹理结构、温度、含水量、C/N、

腐殖质含量等[5]。在腐熟过程中，堆肥的纹理和颜色

通常发生显著变化，研究表明堆肥的物理形态及颜

色的改变可作为判别腐熟度的标准之一[6]。计算机图

像分析法能够有效地提取纹理和颜色特征，支持分

类和评估不同生物材料的状态[7-8]，是农业工程问题

中广泛使用的工具[9-12]。近年来，这些方法也被用于

堆肥的研究与分析[13-14]。Boiecki 等[15]和 Kujawa 等[16]

使用神经图像分析法，在多光源的条件下评价堆肥

腐熟质量。李治宇等 [17]用木醋液对堆肥颜色进行干

预，通过 HSI 颜色模型判断堆肥腐熟度。现有的研

究方法需要多光源、化学试剂等对堆肥进行干预，

且研究堆肥种类单一、数据量小。总之，当前国内

外鲜有研究者直接将机器视觉方法应用到堆肥现场

腐熟度预测中。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分布式计

算以及 GPU 计算性能的大幅提升，深度学习在图像

识别、文本处理、语音识别等领域掀起了巨大的热

潮。Krizhevsky 等[18]运用深卷积神经网络在 2012 年

ImageNet 挑战赛中获得冠军，从此卷积神经网络在

图像识别领域得到了广泛关注。多隐层的深度学习

网络能够提取多尺度的图像特征，具有权值共享、

尺度不变性和强鲁棒性等特点。卷积神经网络已在

作物病虫害图像分割[19]、奶牛个体识别[20]等问题中取

得了较好的识别预测的效果。鉴于卷积神经网络图

像分析所提供的强大分类潜力，使用卷积神经网络

学习堆肥图像的形态、纹理、颜色特征，建立堆肥

腐熟度预测模型，并通过大量的堆肥图像样本数据

验证模型有效性，实现在可见光条件下快速、准确

地识别堆肥腐熟度。

1    材料与方法

1.1    堆肥图像采集

为了使试验材料更加丰富且具有代表性，实验

数据采集历时近两年，采集了不同地区、不同季

节、白天夜间、多批次的堆肥图像样本。供试堆肥

样本采集自江苏、山东、浙江三省，堆肥方式为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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棚内槽式堆肥，采用定期翻堆方式通风供氧。采集

自江苏省南京市某有机堆肥厂的堆肥样本原料以秸

秆为主，堆肥周期近 50 天；在山东省潍坊市某有机

堆肥厂采集到的堆肥样本原料为以尾菜为主，堆肥

周期近 45 天；采集自浙江省杭州市某有机堆肥厂的

堆肥原料以畜禽粪便为主，堆肥周期近 60 天。在堆

肥现场的厂棚内，使用海康威视摄像头监控拍摄，

型号为 C3W，焦段为广角，焦距 2.8 mm，清晰度

1080 p，具有夜间自动补光功能，摄像头距堆肥表面

约 1 m，图像格式为 JPEG。白天在自然光条件下拍

摄，夜间在摄像头自动感应补光条件下拍摄。采集

到的堆肥图像样本均为不同批次生产过程中不同腐

熟时期的堆肥图像。

1.2    样本数据集构建及试验方法

按照堆肥原料的不同，构建四组堆肥样本数据

集，将采集到的图片切割为分辨率为 300 × 300 的堆

肥图像样本。第一组堆肥数据集原料为尾菜，由

8320 张堆肥图像组成，其中早、中、晚期的未腐熟

堆肥图像 6720 张，腐熟堆肥图像 1600 张。第二组

堆肥数据集原料为秸秆，共 7760 张图片，其中早、

中、晚期未腐熟图片 6560 张，腐熟图片 1200 张。

第三组堆肥数据集原料为畜禽粪便，共 6379 张图

片，其中早、中、晚未腐熟图片 4699 张，腐熟图片

1680 张。为了验证模型对不同产地和原料堆肥腐熟

度预测效果，分别取三种不同原料的堆肥图像样本

按照原料比例约为尾菜∶秸秆∶畜禽粪便  =  1∶
1∶1 构成第四组数据集，共 9404 张图片，其中未腐

熟的图像 7428 张，腐熟图像 1976 张。不同原料的

堆肥图像纹理及颜色存在明显差异，用于实验的堆

肥原料为尾菜、秸秆、畜禽粪便的堆肥图像样本示

例如图 1 所示。不同光照条件采集的堆肥图像样本

如图 2所示，夜间图像颜色特征不明显。

堆肥图像数据集分为腐熟和未腐熟两类，腐熟

堆肥样本标记为正样本，未腐熟堆肥样本标记为负

样本。在每种堆肥数据集中随机取 80% 的数据作为

训练集，将剩下 20% 的堆肥图像数据单独预留出来

作为测试集。测试集不参与模型的训练，用于模型

预测效果的检测。在模型验证中，计算测试集的单

类精确率和平均识别准确率，并以此作为堆肥腐熟

度预测模型效果的评价指标。

1.3    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堆肥腐熟度预测模型构

建与训练

1.3.1  卷积神经网络　　卷积神经网络模仿人类视觉

原理，具有逐层抽象、边缘形状敏感、形状扭曲不

变性等特点，是一种权值共享、局部感知的前馈多

层神经网络。卷积神经网络不同于一般的神经网

络，卷积神经网络中特有的卷积层和池化层组成一

组图像特征提取器，能够提取多级图像特征。CNN
的卷积层由多个特征平面 (feature map) 组成，特征

平面中的神经元通过卷积核与上一层特征平面局部

连接[21]，卷积核中数据为权值，卷积核按照一定步长

在特征平面上滑动计算，实现权值共享。在未训练

时，一般以随机小数对卷积核参数进行初始化，在

网络的训练过程中通过反向传播算法和优化函数卷

积核中的值逐步更新，最终学习到最优参数。CNN
共享权值的特点降低了网络的复杂度，并且减少网

络过拟合的风险。池化层的作用是在保留数据特征

的前提下，缩小数据体尺寸，以减少网络计算量，

堆肥腐熟度预测网络模型中采用最大值池化 (max
pooling)[22] 的方式，提取每一个池化窗口的最大值，

然后不断滑动池化窗口得到输出图像。全连接层采

用线性结构将上一层输出的特征参数连接成一条向

量，经过线性变换输出最终的图像特征送入线性分

类器输出最终的分类结果。

1.3.2  堆肥腐熟度预测模型搭建　　堆肥腐熟前与腐

熟后物料的物理形态有较大的改变，利用深度学习

强大的特征表达能力提取堆肥纹理特征进行分类，

实现堆肥腐熟预测。预测模型的网络结构是由输入

层、3 层卷积层、3 层池化层、2 层全连接层和输出

层构成。输入图片采用 RGB 三色图像，大小为 80 ×
80 × 3。

卷积层 conv1 采用 3 × 3 大小的卷积核，步长

(stride) 为 1，步长较小能够保留更多的图片信息，采

用零填充 (padding) 保留图像的边缘信息，经卷积之

后生成 16 维 80 × 80 的特征图。卷积层 conv2 输入

为 16 维 40 × 40 的图像，输出为 32 维 40 × 40 的特

征图。卷积层 conv3 输入为 32 维 20 × 20 的图像，

输出为 64维 20 × 20的特征图。

池化层采用最大池化，池化窗口大小设为 2 ×
2，步长为 2，池化后生成特征图大小为原图的一

半，去掉图片中的冗余信息。池化层 pooling1 输入

为 conv1输出的 16维 80 × 80图像，输出为 16维 40 ×
40的特征图。pooling2输入为 conv2输出的 32维 40 ×
40 图像，输出为 32 维 20 × 20 的特征图。pooling3
输入为 conv3 输出的 64 维 20 × 20 图像，输出为

64维 10 × 10的特征图。

全连接层将池化层 pooling3的输出连接成为一个

6400维向量作为该层的输入。全连接层 fully_connecte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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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为 6400 维向量，输出为 1024 维的向量。全连

接层 fully_connected2 输入为 1024 维的数据，输出

为 128 维。输出层的输入为 128 维数据，输出为

2 维数据，代表两类分类结果。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

堆肥腐熟度预测训练网络结构图如图 3所示。

1.3.3  预测模型的优化设计　　采用批量归一化法[23]

(batch normalize，BN) 使图片数据变为均值为 0、标

准差为 1 的分布，在卷积层 conv1、conv2、conv3 后

添加 BN 层，方便数据处理，加快模型收敛，提高

网络预测精度。BN层计算方法如下：

x̂ i =
x i ¡ ¹Bp
¾2B + "

(1)

yi = °x̂ i + ¯ = B N °;¯ (x i) (2)

x̂ i x 1; x 2; ¢ ¢ ¢ ; x m

¾2B

式中， 表示规范化； 为输入值；m 为

输入值个数；μB 表示均值； 表示方差；ε 为常量

用于保证数值稳定性；yi 表示 BN 层输出；γ 和 β 表

示学习参数。

在腐熟预测模型中的批量归一化后加入 ReLU

作为网络神经元激活函数，可避免梯度消失，卷积

层优化过程如图 4所示。

在全连接层中加入 dropout 策略[24]，增强堆肥腐

熟度预测模型的泛化能力，使全连接层具有稀疏

性，降低过拟合风险，这里 dropout 参数值设为 0.5。

1.3.4  堆肥腐熟度预测模型训练　　将堆肥腐熟度预

测模型在四种不同原料的数据集上分别进行训练，

在堆肥腐熟度预测模型训练过程中，batchsize 设置

早期堆肥
Early compost

中期堆肥
Mid-term compost

末期堆肥
Near mature compost

腐熟堆肥
Mature compost

秸秆 Rice straw

尾菜 Cauliflower residue

畜禽粪便 Livestock manure

 
图 1   试验中不同原料堆肥不同腐熟时期的图像样本示例

Fig. 1   Example images of composts made different raw materials at different maturing peri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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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30，最大迭代次数设置为 2000，动量因子设为

0.9。首先进行前向传播，将 RGB3 通道的堆肥图片

输入第一层卷积做卷积运算，卷积核初始参数为随

机小数，卷积层计算公式为：

sl = x lW l + bl (3)

式中，l 代表当前层数；x 代表输入图像矩阵；W 为

卷积核；b 表示偏置项。然后将 sl 送入 BN 层进行归

一化，再将结果送入 ReLU 激活函数，将结果送入

max_pooling 函数进行最大池化。经过 3 层卷积池化

后，将结果映射到列向量送入全连接层进行线性变

换，最终得到输出结果。

堆肥腐熟度预测模型训练过程中采用交叉熵损

夜间
Night

白天
Daytime

秸秆 Straw 畜禽粪便 Livestock manure
 

图 2   白天和夜间拍摄的不同腐熟状态的堆肥图像

Fig. 2   Compost images of different maturity stages taken in the day and n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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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F2: Hidden 

units 128
F1: Hidden 

units 1024

 
图 3   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堆肥腐熟度预测模型网络结构图

Fig. 3   Network structure of compost maturity prediction model based on CNN
[注（Note）：C1～C3 代表第 1～3 卷积层；P1～P3 代表第 1～3 池化层；F1、F2 代表 1、2 层全连接层。C1，C2 and C3 represent the
first，second and third convolutional layer；P1，P2 and P3 represent the first，second and third pooling layer；F1 and F2 represent first and
second fully connected layer.]

卷积层
Convolution layer

池化层
Pooling layer

x0 x1批量归一化
Batch normalize

ReLU激活函数
ReLU activation 

function

 
图 4   卷积层优化结构图

Fig. 4   Optimized structure of convolution l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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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函数 (cross entropy loss function)[25] 评估模型的损失

率。假设有 m 个样本组成预测模型训练集

，其中，样本 ，n 为样

本维数， 表示第 i 个样本的腐熟类别标记，

， 0 代 表 未 腐 熟 类 ， 1 代 表 腐 熟 类 ，

表示样本 经网络函数 hθ 计算得到预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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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批量随机梯度下降算法 (Batch Stochastic
Gradient Descent algorithm，BSGD)[26] 更新模型权值

和偏置。假设从训练集中抽取一批 (Batch) 堆肥图像

样本 ， 是一个相对 m 较

小的数， 在训练过程当中通常为固定值，梯度计

算公式如下：

g =
1

m 0 rµ

Xm 0

i=1
L
¡
x i ; yi ; µ

¢
(6)

µi+1 ²

遍历一次批处理样本网络参数则更新一次，

θi 表示当前参数， 表示更新后的参数， 表示学

习率，网络模型参数值更新公式如下：

µi+1 = µi ¡ ²g (7)

学习率的选取对模型训练收敛和预测效果有较

大影响，这里使用线性衰减学习率，公式如下：

²k = (1¡ ®) ²0+ ®²¿ (8)

® =
k
¿

²¿ ²0

其中，k 为当前迭代次数，τ 被设为一个较大的迭代

次数这里设定为 2000 次， ， 通常设为

的 1%。

制作数据集，每一张堆肥图像对应一个 label
值，label 值为 0 代表未腐熟，label 值为 1 代表腐

熟。将数据集分为训练集和测试集，数据集中

80% 的数据为训练集，20% 的数据为测试集。使用

CUDA 并行计算架构，利用 GPU 加速运算，提高模

型训练效率。堆肥腐熟度预测模型训练流程如图 5
所示。

随着训练次数的增加，堆肥腐熟度预测模型的

损失值逐渐减少，如图 6 所示，训练次数在 0 到

250 次时误差值下降最快，当训练次数大于 750 次

时 Loss 值近似为 0。误差率越小则表明堆肥腐熟预

测模型的预测值越逼近真值，由此可见，堆肥腐熟

度预测模型取得了良好训练效果。

2    结果与分析

2.1    堆肥腐熟度预测模型训练环境

模型构建使用 Pytorch 深度学习框架，CUDA 计

算架构；试验环境，Windows10操作系统、Anaconda-
Spyder 开发平台；硬件设施，Intel Core E5-2650 v4
CPU(主频 2.2 GHz)、GTX 1080Ti 显卡×2、1 T 硬

盘、16 G内存。

2.2    特征图可视化分析

根据图 3 中搭建的堆肥腐熟度预测卷积神经网

开始
Start

随机初始化网络参数 θ 
Random initialization of network parameter θ

将网络参数梯度置为 0

Set the gradient of network parameters to 0

前向传播,将堆肥图像输入模型得出预测值 y1

Forward propagation, input the compostimages

into the model to get the predicted value y1 

将 label 值和预测值带入公式 (4) 计算 loss 值
Bring label and predicted result into

formula (4) to calculate loss   

根据 loss 值反向传播, 通过公式 (6) 计算参数梯度值
The parameter gradient is calculated by formula (6)

 based on the back propagation of loss    

优化函数更新网络参数
Updating network parameters by optimizing functions

统计网络预测结果
Calculating prediction result of network

达到迭代次数
Reach the number of iterations

batch 是否取完所有训练集数据
Whether batch has taken 

all training set data

结束
End

Y

N

N

Y

 
图 5   模型训练流程图

Fig. 5   Flow chart of model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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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模型，把图片输入到模型中，输出卷积池化层处

理得到的图像。卷积池化层构成的特征提取器能够

提取图像的边缘、轮廓、线条、颜色等特征信息。

图 7、图 8 以原料为尾菜的堆肥样本图为例，分别给

出了卷积神经网络提取未腐熟和腐熟图像的特征

图。从图 7、图 8 可以看出，未腐熟的堆肥枝干线条

较为明显，提取到的纹理特征为线条状，腐熟堆肥

纹理类似于砂砾，图像纹理较为细致。这里只给出

尾菜堆肥的特征图，而总体上不同种类的堆肥在不

同腐熟时期的图像特征具有共性，未腐熟堆肥纹理

粗糙，粒度大，原材料物质形态明显，腐熟堆肥纹

理纹理细致，粒度小。卷积神经网络能够敏锐地感

知到不同时期堆肥图像的粒度差异，准确地提取到

堆肥外观特征。这里由于不同拍摄环境光照对图片

的颜色有很大影响，仅仅通过堆肥图像颜色区分堆

肥腐熟度误差较大。然而，堆肥的纹理特征不受光

照的影响。因此，与颜色特征相比，堆肥的纹理特

征更稳定。在判断堆肥腐熟度时，堆肥纹理特征更

加重要。堆肥过程中的水分变化对图像特征影响不

大。卷积神经网络模拟人类视觉特点，既保留了图

像的颜色信息，也提取了轮廓、线条、粒度等具有

代表性的特征，从而避免了因光照条件对图像识别

能力的影响。从特征图中可以看出，模型不同程度

地提取了堆肥的颜色、纹理特征。深层网络结构学

习能力强，提取到的部分特征图较抽象，提取到的

堆肥特征更加丰富。卷积过程中的提取到的特征图

像不仅保留了整体堆肥图片的颜色纹理特征，也得

到了局部具有代表性特征，体现了卷积神经网络局

部感知的特点。网络层数越高，感受野就更广，参

与运算信息就更多，提取到的特征就更加全面。

2.3    堆肥腐熟预测结果与分析

为了检验堆肥腐熟度预测模型的预测效果，使

用单类精确率和平均识别准确率对堆肥腐熟预测模

型进行评价[27]，公式如下：

P =
TP

TP + FP (9)

N =
TN

TN + FN (10)

A cc =
TP + TN

TP + TN + FP + FN (11)

式中，TP 为正确识别腐熟类个数，FP 为错误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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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堆肥腐熟度预测模型训练误差曲线

Fig. 6   Training error curve of compost predict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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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卷积池化层提取的未腐熟堆肥图像特征可视化图

Fig. 7   Visualization of immature compost image features extracted by convolution and pooling layer
[注（Note）：A 图为腐熟堆肥原始图像，图 B–E 为卷积网络提取到的清晰腐熟图像特征图，F–J 图为卷积网络提取到的抽象腐熟图像特

征图。Figure A is the original image of the mature compost，Figure B–E are the distinct image feature of mature compost extracted from the
convolution network，and the Figure F–J are the abstract image feature of mature compost extracted from the convolution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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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熟类个数，TN 为正确识别未腐熟类个数，FN 为

错误识别未腐熟类个数，P 为腐熟类识别精确率，

N 为未腐熟类识别精确率计算公式，Acc 为平均识别

准确率公式。

将四组堆肥原料分别为尾菜、秸秆、畜禽粪便

和 3 种原料混合数据集中的测试集分别送入堆肥腐

熟度预测模型中进行检验，预测结果如下表所示：

由表 1 可知，尾菜堆肥、秸秆堆肥、畜禽粪便

堆肥数据集平均准确率为 98.7%、98.7%、98.8%，

腐熟类及未腐熟类的识别精确率均在 98.1% 以上，

证明了模型的可靠性。为了提升模型的鲁棒性，将

3 种堆肥图像等比例混合进行试验，结果如表 1 混合

原料列所示，未腐熟类识别精确率为 98.3%，腐熟类

识别精确率为 97.7%，平均准确率达到了 98.2%。实

验结果表明，搭建的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堆肥腐熟

度预测模型对不同原料、颜色、纹理的堆肥腐熟程

度判别均有优异的效果。数据集中包括白天和夜间

采集到的堆肥图像样本，以及不同堆肥原料其颜色

差异较大。从结果可以看出，堆肥纹理特征在腐熟

度判断中更加有效。

卷积神经网络多隐层的特点，使其能够表达高

层次的抽象特征，预测模型中层数越高，提取到的

特征就更加全局化。深度网络模型能够提取多尺

度、多层次的堆肥图像特征，这包括了堆肥的形

态、纹理、颜色等全方位信息。因此，基于卷积神

经网络的堆肥腐熟预测模型有如此高的识别率。卷

积之后连接的池化层能够实现对堆肥图像进行聚合

特征、降维来减少网络的计算量。实验中用了大量

的堆肥图像进行训练预测，验证了模型的有效性和

普适性，这得益于深度学习模型庞大的吞吐量。

不同来源的同种堆肥原料在原料形态及颜色上

略有差异，但是依旧遵循未腐熟堆肥纹理粒度大，

腐熟堆肥纹理细致的特点。下面我们分析基于 CNN
的腐熟度预测模型对不同来源的同种原料的堆肥图

像的敏感性。

取三种堆肥原料的堆肥数据集中的不同批次的

堆肥图像，送入文中搭建的 CNN 腐熟度预测模型，

取出网络模型的全连接层的倒数第二层的输出共

128 维的特征向量来描述网络提取到的堆肥图像特

征，计算不同来源的同种堆肥原料图像特征的差异

性。实验堆肥图像如图 9 所示。采用欧氏距离和偏

差均值作为差异性的度量，其公式如下：

D =

rXn

i=1
(®i ¡ ¯i)

2 (12)

P =

Xn

i=1
j®i ¡ ¯ij
n

(13)

式中，n 为特征向量的维数，α、β 为两种不同的特

征向量，α i 代表 α 特征向量的第的 i 个值，β i 代表

β 特征向量的第的 i 个值，D 代表欧氏距离，P 代表

偏差均值。

根据表 2 可得，同种类别的两种不同来源的堆

肥图像的特征向量的欧氏距离在 2.24～3.45，偏差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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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卷积池化层提取的腐熟堆肥图像特征可视化图

Fig. 8   Visualization of mature compost image features extracted by convolution and pooling layer
[注（Note）：A 图为腐熟堆肥原始图像，图 B–E 为卷积网络提取到的清晰腐熟图像特征图，F–J 图为卷积网络提取到的抽象腐熟图像特

征图。Figure A is the original image of the mature compost，Figure B–E are the distinct image feature of mature compost extracted from the
convolution network，and the Figure F–J are the abstract image feature of mature compost extracted from the convolution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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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在 0.12～0.24，差异较小；腐熟与未腐熟堆肥图像

的特征向量的欧氏距离在 8.02～18.51，偏差均值在

0.51～1.04，差异较大。同种原料的不同来源的堆肥

图像，经过卷积神经网络训练学习，能够缩小其差

异提取其共性特征。可以得出结论，同种类别不同

来源的堆肥图像的微小差异不会对基于 CNN 的堆肥

表 1   各原料堆肥腐熟度正确识别数量及准确率

Table 1   Correctly predicted number and robust of the maturity of compost e samples predicted by the prediction model

项目

Item

尾菜 Vegetable residue 秸秆 Straw 畜禽粪便Manure 混合原料Mixed sample

未腐熟

Immature
腐熟

Matured
未腐熟

Immature
腐熟

Matured
未腐熟

Immature
腐熟

Matured
未腐熟

Immature
腐熟

Matured

正确识别数 Corrected identified No. 1265     314   1295     236   930   331   1437     387  

样本数 Number of samples 1280     320   1312     240   940   336   1462     396  

准确率 Accuracy rate (%) 98.8     98.1  98.7     98.3  98.9  98.5  98.3     97.7 

A B C

D E F

HG I

 
图 9   不同来源、批次的不同腐熟程度的堆肥图像

Fig. 9   Compost images of different sources and batches with different maturity
[注（Note）：图 A、B、C 原料为尾菜，A 和 B 图为不同批次未腐熟堆肥，C 图为腐熟堆肥；图 D、E、F 原料为秸秆，D 和 E 图为不同

批次未腐熟堆肥，F 图为腐熟堆肥；图 G、H、I 原料为畜禽粪便，G、H 图为未腐熟堆肥，I 图为腐熟堆肥。Figure A，B and C are
vegetable residue composts，Figure A and B are immature ones，and Figure C is matured one；Figure D，E and F are straw composts，Figure D
and E are immature ones and Figure F is matured；Figure G，H，and I are livestock manure composts，Figure G and H are immature ones and I is
matured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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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熟度预测模型提取特征及分类产生影响。

2.4    与传统特征算法的比较

将几种经典高效的特征提取算法与卷积神经网

络进行对比。第一组对比试验用 SIFT(尺度不变特征

变换，scale-invariant feature transform) 特征提取算法

提取在堆肥图像提取 50 个 128 维的 SIFT 特征点，

采用 K-means 聚类方法将得到的 SIFT 特征点进行聚

类构建视觉词袋模型词典[28]，k 类别设为 100 类，统

计每一张堆肥图片的 SIFT 特征点在每一个类别中的

分布频率，构成堆肥图像的视觉词袋特征。第二组

试验使用稀疏编码 (sparse coding，SC) 构建堆肥图像

特征，首先提取堆肥图像块，使用 K-SVD 字典学习

算法构建 120 维稀疏字典，使用最大池化方法降维

得到堆肥图像最终的稀疏编码特征[29]。第三组对比试

验采用 LBP(局部二值模式，local binary pattern) 算法

对堆肥纹理特征进行提取，将堆肥图像分成 3 × 3 的

小窗口，计算每个小窗口中心像素的 LBP 值，统计

堆肥图像的直方图作为 LBP 特征。前三组对比实验

中，均采用 SVM(支持向量机，support vector machine)
做分类器。第四组对比试验与 Kujawa 等[16]提出的经

典堆肥腐熟度评价方法，即使用灰度共生矩阵 (gray-
level co-occurrence matrix，GLCM) 和颜色矩方法提

取堆肥的纹理和颜色特征，BP 神经网络作为分类器

实现堆肥腐熟度的预测。第五组对比试验提取图像

的颜色矩[30]特征，使用 SVM 进行分类。计算五组方

法在四组数据集中测试集的平均准确率，试验结果

如表 3所示。

从表 3 可以看出，在 SIFT、SC、LBP 和 GLCM
这四种经典的图像特征提取方法中，SIFT 特征和

SC 特征提取算法表现一般，LBP 特征算法在三种数

据集和混合数据集上的预测结果为分别为 84.2%、

89.2%、87.8% 和 88.6%，LBP 特征在尾菜和秸秆数

据集上表现较好，LBP 是一种经典的图像局部纹理

特征提取算法，具有灰度尺度不变、旋转不变等特

点，它描述的是中心像素值与邻域像素值的相对关

系，局部的二值化在颜色变化明显的区域会出现明

显的边缘能够突出图像的纹理特征。在畜禽粪便数

据集上颜色矩特征表现较好，在该类堆肥数据集中

堆肥腐熟前后颜色变化大于纹理特征变化。

基于文中搭建的卷积神经网络的堆肥腐熟预测

模型在三种数据集和混合数据集上的预测结果分别

为 98.7%、98.7%、98.8% 和 98.2%，较每类结果最

优的经典特征提取算法预测准确率提升了 3 至 14 个

百分点。LBP 只能够提取单层的纹理特征，而文中

搭建的卷积神经网络模型在每层用一组级联的卷积

加权滤波器和激活函数对数据进行映射，从低层到

高层、多角度地描述不同腐熟程度堆肥图像的纹理

特征。卷积神经网络中的池化层能够去掉图像中的

冗余信息，精准地描述图像特征。LBP 算法中的参

数是固定的，而卷积神经网络中的反向传播网络特

点使其拥有自学习能力，通过不断地根据腐熟情况

训练堆肥图片样本进行网络调参，使输出结果尽可

能地逼近真值，最终实现较好的堆肥腐熟度的预测

识别效果。

表 2   不同来源、批次和腐熟度的堆肥间的特征差异

Table 2   Differences in features of compost from different sourcesbatches and mature degrees

项目

Item

尾菜 Vegetable residue 秸秆 Straw 畜禽粪便Manure

A–B A–C B–C D–E D–F E–F G–H G–I H–I

欧氏距离 Euclidean distance 2.09 15.75   18.17   2.24 17.59   18.51   3.45 8.02 10.58  

偏差均值 Deviation mean 0.14 1.11 1.29 0.12 0.96 1.04 0.24 0.51 0.68

       注（Note）：A–I 分别与图 9 中的图像 A–I 对应 A–I correspond to the images A–I in Fig.9, respectively.

表 3   不同经典特征提取算法腐熟度预测结果准确率 (%)
Table 3   Prediction accuracy of the maturity by different classic extraction algorithms

堆肥原料

Composting material
SIFT + SVM SC + SVM LBP + SVM GLCM + BP

颜色矩

Color moment
卷积神经网络

CNN

尾菜 Cauliflower residue 80.1 80.0 84.2 81.6 80.3 98.7

秸秆 Straw 86.9 84.5 89.2 81.4 89.0 98.7

畜禽粪便Manure 81.4 76.7 87.8 93.7 95.4 98.8

混合Mixed compost 81.6 82.5 88.6 89.3 87.0 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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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首次提出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堆肥腐熟

度预测模型，并对模型进行优化，优化后的模型具

有优异的堆肥形态、纹理、颜色特征学习能力，取

得了较好的预测效果。根据堆肥的产地和原料的不

同，采集了大量的堆肥图像，最终用于实验的堆肥

图像样本数量近 3 万张，样本呈现多样性和丰富

性，避免了前期研究者的选取图像特征不足不具代

表性等缺点。试验结果表明，堆肥纹理特征在腐熟

度判断中更加有效，并且堆肥过程中的水分变化对

图像特征影响不大。腐熟模型在 3 种不同原料堆肥

上的准确率均在 98% 以上，在混合堆肥图像数据集

上的准确率达到了 98.2%，较每类数据集上最优的特

征提取算法提升了 3～14 个百分点。卷积神经网络

中的卷积层和池化层能够准确地提取图像特征，多

层网络的结构可以提取多层特征，弥补了经典特征

提取算法中只能提取单一层次特征的缺陷。

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堆肥腐熟预测模型实现了

在可见光条件下即可通过堆肥图像判别堆肥腐熟

度，更加符合实际应用场景中的情况，能够为生产

实践中堆肥腐熟度判断提供有力支撑。对于其他的

原材料的堆肥，可以通过迁移学习方法在目前已经

训练好的堆肥腐熟度预测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

训练，对模型参数进行微调，使模型能够更加适用

于其他原材料堆肥的腐熟情况的判断。文中已经训

练好的基于 CNN 的堆肥腐熟度预测模型，能够准确

地提取堆肥纹理及颜色特征。堆肥在生产过程中，

不同原材料的堆肥仅是在物料形态上有所差异，其

纹理特征均是由粗变细的一个过程，可以通过将待

测原材料的堆肥图像送入网络模型中，进一步训练

网络。采用迁移学习的方法无需对网络进行重新训

练，在模型已经较高的判断某种堆肥腐熟度的“知

识储备”及“识别能力”的基础上，用另一组堆肥

数据集对模型继续训练，通过学习两种堆肥的差异

性，对网络模型中的池化层、卷积层及全连接层的

权值和偏置等网络参数进行调整。该方法要比重新

训练一个“零基础”的网络模型能够更快地达到较

高的识别率。

本文的腐熟预测模型推广较容易，迁移学习的

方法使文中的堆肥腐熟度预测模型具有较强的移植

性。在堆肥原材料不同的情况下，在现有训练好的

腐熟度预测模型基础上通过迁移学习进一步训练，

可使用推广堆肥厂的堆肥图像样本对模型的内部参

数进行微调，使模型更加适用于推广堆肥厂的生产

过程。另外，部分堆肥图像采集现场环境较为恶

劣，需要考虑采集设备的稳定性。

在堆肥腐熟过程中，温度和湿度数据也是两个

重要的物理指标，在接下来的研究中将在提取堆肥

纹理及颜色特征的基础上，融合温湿度数据，进一

步提升模型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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