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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计算机视觉技术的砀山酥梨果梗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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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酥梨果梗计算机视觉检测方法的普适性问题，提出了一种利用像素点分析法识别果梗的算法。将
酥梨图像进行二值化、滤波、形态学运算等预处理后，用 Sobel 算子提取酥梨图像边缘，再由一阶矩特征计算图像
形心。选定形心为参考原点，建立图像的笛卡尔坐标系；从 Y 轴负方向开始，逆时针分别按 15°和 10°形心角对轮
廓边缘点进行区域分块；统计分块区域内的像素点特征，并依此特征识别果梗。结果表明，对于无果梗的酥梨，15°
和 10°均能精确识别出来；有果梗的酥梨，15°较 10°的识别率高，且含果梗区域的像素特征较其他区域的有很大突
变。总体上果梗识别正确率可达 97%，一定程度上可以满足酥梨果梗识别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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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gnition of the fruit stem of Dangshan pear based on the computer vision
XU Xuyan, ZHOU Ping, LV Dong, XU Fenni
(School of Engineering, 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efei 230036)

Abstract: In this work, a universal and applicable method based on algorithm of pixel analysis was proposed
to identify the pear fruit stem. After binaryzation, filtration, and morphological operation, the image edge and the
centroid of the pear fruit were extracted using Sobel operator and first-order moment. The centroid was set as the
reference point. Additionally, a cartesian coordinate originated from the centroid was established. Then, the image
edge was equally separated into domains by 15 degrees and 10 degrees from -90 degrees anticlockwise. Finally,
the fruit stem was identified based on the calculated number of pixels in different region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method of 15 degrees and 10 degrees can accurately identify the pear fruit that has no fruit stem; however, the
method of 15 degrees was more accurate than the method of 10 degrees. Compared with the pixel's feature of
other region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observed in the zone of fruit stem. The overall accuracy of this method
reached to 97%, suggesting a relatively applicable and sensitive strategy for recognition of pear fruit stem.
Key words: pears; stem; pixel distortion; pixel analysis
酥梨果梗是酥梨质量等级要求中的一项重要的
项目指标[1]。传统酥梨果梗识别主要靠人工识别或
半机械识别，耗时耗力效率低，而且不利于自动化
生产。近年来，随着农业检测技术的发展，不少国
内外专家将计算机视觉技术广泛应用于果品品质检
测[2-6]。Ruiz[7]在柑桔果梗的研究方法上,提出基于线
性离散分析技术的色彩分割法、轮廓曲率分析法以
及图像细化方法，精度高达 90%。 Unay[8]等人采用
支持向量机分类方法，通过分类算法选择出果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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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特征，用最优特征子集进行果梗识别。Zhu[9]
等人采用 3D 增强型变换的方法，根据表面三维梯
度差将苹果的果梗与花萼很好地识别出来，该方法
的识别率达 93.87%。Bennedsen[10]等用神经网络的
方法对水果的果梗和花萼进行检测。应义斌[11]等人
提出根据苹果果梗的特性，用分块扫描的方法判断
果梗是否存在。马本学[12]提出用数学形态学方法对
香梨果梗进行提取，且研究表明,该方法对香梨果梗
提取的精确率为 90.7%。肖爱玲[13-14]等人通过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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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快速检测骏枣果梗的方法, 梁伟杰[15]等人提出一
种快速判别梨果梗有无的算法。
砀山酥梨系安徽特产，依有无果梗对其进行自
动化分级是保证商品价值的一个重要环节，因此作
者设计了一种利用计算机视觉技术识酥梨果梗的方
法。

1

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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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本文采用形态学运算的方法细化二值化过的图
形。先通过图像开运算能够有效去掉图中的孤立、
毛刺以及凸出区域，其次通过闭运算填充图像内部
的细小空洞，将临近区域连接起来，起到平滑边界
作用。形态学运算处理后的图像如图 2 中（3）所示。
（5）提取边缘：本文采用 Sobel 算子提取酥梨
边缘图像，边缘提取后的图像如 2 图中的（4）所示。

材料
实验样品选用安徽砀山瓜果苗木农场的砀山酥
梨 100 只，全部取自 5 年树龄果树，2014 年 9 月下
旬成熟果实，单个平均重量为 280 g。根据鲜梨质量
等级要求（GBT 10650-2008）中对果梗的感官要求，
选用有果梗的酥梨 80 只，无果梗的 20 只。所有样
本均在 JC-53ALW 恒温恒湿箱中储存，存储温度为
16～18℃。图 1 为有果梗和无果梗的酥梨原始图像。
1.1

图 2 酥梨图像预处理
Figure 2 Preprocessing of pear image

酥梨形心提取
为了能覆盖住所有非果梗图像部分，理想圆的
中心应非常接近酥梨的形心，为此需求得目标图像
的形心。在不影响果梗特征提取的前提下，可以近
似将此形心作为理想圆的圆心。对于规则短梗的酥
梨而言，圆心几乎重叠在形心上；对于不规则长梗
的酥梨而言，圆心更偏向酥梨果梗部分。
矩特征是图像重要的形状特征之一。定义坐标
为（i，j）的像素值为 f（i，j），则已经提取出边缘
的轮廓图像为 f（i，j）=1，背景像素值为 0 的二值
化图像。由于该图像轮廓为离散的，所以定义图像
f（i，j）的（p+q）阶矩为 Mpq，则
2.2

图 1 酥梨原始灰度图像
Figure 1 Original pear images

方法
依次采集酥梨图像，通过二值化、滤波、形态
学运算、边缘分割和形心提取后，将酥梨图像边缘
按形心进行角度等分，利用像素点分析法找出果梗
所在区域。
1.2

2

酥梨图像预处理

酥梨图像边缘提取
酥梨图像边缘提取前采用常用的图像预处理方
法进行图像预处理。
主要步骤如下：
（1）依次采集酥梨的图像，分别将采集到的每
一幅彩色图像转换成灰度图像，采用直方图分析法
来获取图像的灰度阈值。
（2）利用获取的阈值对酥梨图像进行二值化处
理，二值化后图像如图 2 中的（1）所示。
（3）采用中值滤波方法对图像进行滤波去噪声
处理。
（4）形态学运算：为了能够得到精确的图像边
2.1

N

N

M pq = ∑∑ i p j q f (i, j),

（1）

j =1 i =1

酥梨图像的形心即为一阶矩与零阶矩的比值。
对于一阶矩 M10 和 M01 以 M00 标准化以后可以求出
图像的形心坐标（i0，j0）
，即：
M
（2）
i0 = 10
M 00

j0 =

M 01
M 00

（3）

式中，M10 和 M01 为一阶矩，M00 为零阶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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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心提取后的图像如 3 图中的（1）所示，图中
红色点为形心。以形心为坐标原点，作两条相互垂
直的直线作为酥梨图像的坐标轴，如 3 图中的（2）
所示。

图 3 酥梨图像的形心和对称轴提取
Figure 3 Centroid and axis of pear image

3

像素点分析果梗检测方法

边缘提取后的图像是由像素点 0 和 1 组成的图
像，边缘所在区域的像素值 f（i，j）=1，背景区域
的像素值 f（i，j）=0，因此可以根据区域内像素值
f（i，j）=1 像素点数识别出果梗所在的区域。

具体步骤为：
(1)设定参考点。设酥梨图像的边缘点坐标为（i，
j），提取的酥梨形心坐标为（i0，j0），酥梨边缘上的
点与形心连线的直线斜率为 k。

j − j0
i − i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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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i-i0 =0 时，则令 j-j0 =0.000001。
(2)设定参考方向。设定 y 轴负半轴与酥梨边缘
交点处为起点，逆时针旋转。即从 i>0 ， k<=tan
（-90°+360°/N）处开始，每隔 360°/N 计算等分边
缘区域内的黑色像素点的数量，式中 N 为依据形心
等分数。
(3)计算和比较。计算每一段等分形心分割边缘
的像素值 f（i，j）=1 像素点数，比较每个等分区
域内的像素值 f（i，j）=1 像素点数。根据酥梨样
本实验，M 取酥梨边缘图像平均像素数量的 2 倍。
(4)结果分析。本文采取 2 种等分形心角方法，
分别每隔 15°和每隔 10°等分形心角来等分边缘。
当每隔 15°等分形心即按形心角将边缘分割 24 份
时，果梗的右半区域被分到第 12 区域，果梗左半区
域则被分到第 13 区域；当每隔 10°等分形心即按
形心角度将边缘分割 36 份时，果梗的右半区域被分
到第 18 区域，果梗左半区域则被分到第 19 区域。
所以,若能够出现 2 个连续的区域的黑色像素点数明
显大于其他区域内的黑色像素点数，即可认为这 2
个区域为果梗所在区域。
采用有果梗酥梨做实验样本，24 等分形心角
时，利用像素点分析法统计有果梗酥梨边缘黑色像
素点数结果如图 5 所示。

图 5 有果梗酥梨像素点数统计结果（24 等分）
Figure 5 Statistical results of pear with stem（24 equals）

图 4 果梗识别流程图
Figure 4 Flow chart of stem recognition

其中， k =

大

（4）

当 36 等分形心角时，利用像素点分析法统计有
果梗酥梨边缘黑色像素点数结果如图 6 所示。
从以上统计结果中可以看出，有果梗酥梨大部
分区域的黑色像素点数几乎相等，只有中间 2 个区
域内的黑色像素点数发生畸变，数量明显大于其他
区域黑色像素点数，由此可以判断果梗所在的区域。
采用无果梗酥梨做实验样本，24 等分形心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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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利用像素点分析法统计无果梗酥梨边缘黑色像
素点数结果如图 7。

645

数结果如图 8 所示。
从以上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对于无果梗的酥梨，
不会出现 2 个连续的区域的黑色像素点数明显大于
其他区域内的黑色像素点数。

4

检测结果分析

以砀山酥梨为研究对象，试验中选取 100 只酥
梨，其中有果梗的酥梨 80 只，无果梗的酥梨 20 只，
全部用本文设计的系统进行识别，实验结果如表 1
和表 2。
表 1 果梗识别实验结果
Table 1 Result of recognition（N=24）

图 6 有果梗酥梨像素点数统计结果（36 等分）
Figure 6 Statistical results of pear with stem（36 equals）

有果梗
With fruit stem
无果梗
Without fruit stem
总计 Total

样本数
Sample
size

正确识别数
Correct
recognition
number

识别准确率%
Accuracy
Rate of
recognition

80

79

98.8

20

20

100

100

100

99

表 2 果梗识别实验结果
Table 2 Result of recognition（N=36）

有果梗
With fruit stem
无果梗
Without fruit stem
总计 Total
图 7 无果梗酥梨像素点数统计结果（24 等分）
Figure 7 Statistical results of pear without stem（24 equals）

图 8 无果梗酥梨像素点数统计结果（36 等分）
Figure 8 Statistical results of pear without stem（36 equals）

用无果梗酥梨做实验样本，36 等分形心角时，
利用像素点分析法统计无果梗酥梨边缘黑色像素点

样本数
Sample
size

正确识别数
Correct
recognition
number

识别准确率%
Accuracy
Rate of
recognition

80

77

96.25

20

20

100

100

98

97

由以上实验结果可知，当每隔 15°分割边缘
时，80 只有果梗的酥梨有一个没有被识别出来，20
只无果梗的酥梨全部被识别出来，总识别准确率为
99%；当每隔 10°分割边缘时，80 只有果梗的酥梨
有 3 个没有识别出来，20 只无果梗的酥梨全部识别
出来，总识别准确率为 97%。从总体分析来看，无
果梗的酥梨基本上都能够识别出来，有果梗的酥梨
的正确识别率基本能够满足果梗识别的要求。
由于作者采用先提取酥梨边缘图像，然后对边
缘图像像素点进行数量分析，相对传统方法增加了
分析计算过程，故对酥梨果梗的识别效率低于传统
方法。但该方法的识别率可达 97%，精度高于传统
方法。
采用 N=24 和 N=36 等分形心角时，等分边缘角
度分别为 15°和 10°，等分的边缘角度不会太大或
太小，影响统计效率和统计精度。
影响 N=24 和 N=36 识别准确率的原因：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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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判的原因主要包括酥梨的畸形，以及少部分果梗
过短，几乎淹没在酥梨里；其次果梗过细会导致果
梗成像不清晰，黑色像素点数过少，无法与其他区
域明显区别。

5

结论

根据图像形态学图像处理技术对酥梨果梗进行
检测，提出了像素点分析法对酥梨果梗进行检测的
算法，判断酥梨果梗有无以及果梗所在的位置，发
现有像素点畸变的区域认为是果梗所在区域，该方
法对果梗识别率达到 97%，识别精准度高，便于实
现自动化应用。
像素点分析算法对酥梨姿态、果梗常规长度、
图片内部情况不敏感，但对酥梨形状敏感。由于处
于完熟期的酥梨果梗状态为单纯性有和无 2 种情
况，通常保留在酥梨上的果梗都比较完整，当酥梨
的果梗由于干燥、碰撞等原因不完整时，通常也会
保留一部分果梗超出酥梨主体，因此该算法对于酥
梨分级具有很强的适应性。试验证明，该方法对酥
梨果梗检测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工程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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