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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近红外光谱技术的茶园土壤酸碱状况快速判别
盛孟鸽 1，王 凯 2，王玉洁 1，许姗姗 1，胡 欣 1，侯智炜 1，张正竹 1，谷勋刚 3，宁井铭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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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安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合肥 230036)
摘 要：为了实现对茶园土壤酸碱状况量化判别，以 7 个省份茶园 313 份土壤为材料，以酸碱度（pH 表示）
值在 4.5～5.5 的范围为最适宜茶树生长区间，将 pH 值划分为＜4.5，4.5～5.5 和＞5.5 3 个范围，提出了将近红外光
谱信息与贝叶斯（Bayes）判别相结合进行定性判别酸碱状况是否适合茶树正常生长。在此基础上，采用多元线性
回归（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MLR）定量预测 pH 值。通过一阶导数（first derivative，1stDer）对光谱预处理，
通过逐步判别分析（stepwise discriminant analysis）优选 20 条特征光谱，基于特征光谱数据结合 Bayes 判别构建定
性判别模型，再通过 MLR 构建 pH 值的定量预测模型。结果表明，采用本研究的方法和构建的模型对茶园土壤酸
碱状况总体准确判别率达 83.54%，pH 值预测相关系数均在 0.928 6 以上，预测精度较高。证明运用该方法能实现
对茶园土壤酸碱状况快速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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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pid identification soil acid-base of tea garden based on near infrared spectrosc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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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develop a digitized discriminant on soil base conditions in tea garden, 313 soil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tea gardens of seven different provinces. Usually, the pH value of soil between 4.5 and 5.5 is
the most suitable range for the growth of tea plant. The soil pH values were divided into three ranges of <4.5,
4.5-5.5 and >5.5, respectively. Near infrared spectroscopy (NIRS) information combined with Bayesian discriminant was used to judge whether the base conditions are suitable for the normal growth of tea plant or not. On this
basis, a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LR) model was established for the quantitative prediction of the pH values.
The first derivative (1stDer) was used to preprocess NIRS data for removing redundant information. Twenty characteristic spectra were optimized and selected by stepwise discriminant analysis.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
spectral data combined with Bayesian discriminant, the qualitative prediction model was established, and the
quantitative prediction model of pH value was also established according to MLR.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stepwise discriminant analysis combined with Bayesian discriminant model was a promising tool for the discrimination of soil base conditions, and the total accurate recognition rate of 83.54% was achieved. In addition, the result
also showed that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of the three ranges were all above 0.928 6 by MLR model, and the
prediction accuracy was extremely high.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proven that rapidly and scientifically discrimination soil base conditions in tea garden can be achieved via the method developed in this paper.
Key words: first derivative; Bayesian discriminant; stepwise discriminant analysis;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tea garden soil; acid-base con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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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树的正常生长易受到土壤化学环境的影响，
其中土壤酸碱度、无机养分对其影响最大。土壤酸
碱度（通常用 pH 值表示）是土壤酸碱状况的综合
体现。茶树是多年生，喜酸植物，其生长受土壤酸
碱度影响较大，茶树生长的适宜 pH 值为 4.5～6.5
之间，最适 pH 值为 4.5～5.5[1]。当土壤过酸或偏碱
时，叶片发黄不利于光合作用，茶树的生长受阻，
从而影响茶叶的产量和品质。土壤 pH 的改变能影
响矿质盐分溶解度，从而影响土壤养分的有效性[2]。
当 pH＜4.5 或＞6.5 时，茶树对氮、磷、钾的吸收能
力显著下降[3]。因此，准确掌握土壤 pH 值的变化不
仅能维持茶树旺盛的生长势态，而且可以提高茶叶
产量和品质。传统实验室检测方法操作步骤繁琐、
成本高，不利于大规模、高效地实时掌握土壤养分
信息[4]。近红外光谱技术（near infrared spectrometry，
NIRS）具有操作简便、准确高效、不破坏样品、多
组分同时测定等优点，其在精准农业上的应用已受
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5-6]。
NIRS 在土壤学方面的研究始于 1965 年，Bower
和 Hanks[7]首次运用 NIRS 检测土壤，发现有机质影
响着太阳辐射能对土壤的反射和吸收。随后在土壤
肥力因子方面的研究日益增多。2003 年 Choe 等[8]
从佛罗里达 3 个不同类型 15 个取样点收集 270 份土
壤样品，基于偏最小二乘法（partial least squares，
PLS）建立预测模型预测样品的 pH 和营养（P，K，
Ca 和 Mg 等）含量，实验证明构建的模型可以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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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土壤养分传感器，用于现场的作物管理。
Marín-González 等[9]收集欧洲（捷克共和国，丹麦，
荷兰和英国）不同领域的 4 个农场 160 个土壤样品，
用同样的方法建模并加以验证实现极好的预测。而
Kissel 等[10]则认为采用一阶导数（first derivative，
1stDer）处理后，对波长在为 950～1 650nm 范围的
光谱进行分析，用改进的偏最小二乘回归（partial
least squares regression，PLR）来开发校准模型是有
前途的。Li 等[11]、李颉等[12]、董一威等[13]都基于
NIRS 对土壤的 pH 进行预测，研究结果大多都认为
是运用 PLS 预测效果最好，但很少有人针对样品的
最优制备条件进行研究。有的研究直接采用风干土
进行[14]，有的则风干研磨后进行检测，对土壤粒度
的选取也不统一[12-13]。另外，基于 NIRS 对土壤 pH
预测时特征光谱的选取上很少有人去关注，构建的
模型仅适应当地的土壤预测，具有一定局限性[10,15]。
本研究以中国 7 个省份的茶园 313 份土壤为研
究对象，采用近红外光谱仪获取土壤在 800～2 500
nm 波长范围的光谱信息，通过光谱预处理消除外
界因素的干扰后筛选特征波长下的光谱信息，结合
化学计量学方法构建茶园土壤酸碱状况的快速判别
模型，并尝试在定性判别的基础上采用多元线性回
归模型（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MLR）对茶园土
壤 pH 定量预测，从而实现对茶园土壤的酸碱状况
量化判别（主要技术路线如图 1）
，为田间实时便携
式传感器 pH 测定仪的开发奠定理论依据。

图 1 研究技术路线
Figure 1 Key steps of the main technique ro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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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1.1.1 制样条件优化 于 2016 年 7 月 23 日从安徽
省黄山市祁门县祥源茶厂采集的 90 份茶园土壤样
品（如图 2a），用来优化样品的制备条件。将风干
土样研磨后分别制成泥浆状土、水状土、风干土（如
图 3）3 种状态。通过实验，确定最优的土壤样品制
样方法。
1.1.2 茶园土壤酸碱状况的量化判别 本实验共收
集的 313 个茶园土壤样本，除了 1.1.1 中用于优化的
90 个土壤样本外，还包括福建、云南、湖北、四川、
山东、贵州和安徽 7 个省份不同土壤类型的产茶区
223 份样本（图 2b）。采用 5 点采样法取样。每个土
壤样品重约 1 kg，装于透明塑料袋内，并贴好标签
带回实验室，剔除杂质，放在通风阴凉处风干。根
据最优样品制备条件，将样品研磨、统一过筛后，
分为 2 部分。一部分用来采集近红外光谱信息，另
一部分用来进行土壤 pH 化学测定。数据分析前，
将 313 个样本以 3:1 的比例随机划分为校正集和预
测集（如表 1 所示），其中校正集样本用来构建校正
模型，预测集样本用于验证模型预测性能，验证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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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稳健性和适应性。
1.2 光谱信息的采集和处理
本研究采用傅里叶变换 MPA 型近红外光谱仪
（带有 PbS 检测器）进行茶园土壤样本近红外光谱
数据的采集。为了获得高质量的近红外光谱数据信
息，开始操作前需要对仪器预热 30 min 左右，并进
行系统适应性测试检验仪器性能。同时，对实验参
数光谱分辨率、扫描范围等进行调节设置，在漫反
射模式下获得土壤样品光谱数据。光谱扫描波数范
围约为：12 493～39 99 cm-1（波长范围约为 800～
2 500 nm），采样间隔为 3.86 cm-1，光谱分辨率为 8
cm-1，样本和背景都被一个积分球扫描 32 次。为了
减少实验误差，在整个实验过程要保持恒定室温
（25±1）℃和湿度（45±1）%。进行空白校正后，
风干土壤样本（约 20 g）装入样品杯（直径 97 mm）
中，经压样器充分压实使近红外光无法穿透样品后
放入光谱仪漫反射探头上，通过每次 120°手动转换
样品杯的位置 3 次旋转对土壤样本扫描 3 次，进行
光谱信息采集。
1.3 土壤 pH 值的检测
茶 园 土 壤 pH 值 的 测 定 按 照 国 际 标 准 ISO
10390:2005 执行[16]。

图 2 研究区域样点分布和每个区域样品数
The study area of all soil samples and the number of samples

图 3 不同状态下的茶园土壤样品
Figure 3 Tea garden soil samples in different 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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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范围的 pH 值
pH value of different ranges
总样本 Total

表 1 土壤样品集的划分
Table 1 The division of soil sample sets
每个范围样本数
校正集
Sample number
Calibration set
313
234
123

92

31

4.5～5.5

135

101

34

＞5.5

55

41

14

( xij 1  xij )
xij
i

预测集
Prediction set
79

＜4.5

1.4 数据分析与模型构建
1.4.1 光谱数据预处理 近红外光谱检测仪在采集
光谱信息时，容易受杂散光干扰。仪器性能的变化，
也可能使光谱产生很大的噪声。在构建模型之前，
对光谱预处理可以尽可能多地减少无关因素对光谱
的影响，使构建的模型更加准确、可靠。本研究采
用 1stDer 预处理光谱，将重叠的光谱进行分解，消
除与波长无关的光谱基线偏移、漂移，减少可能由
于背景干扰引起的系统误差[17]，增加样品间的光谱
特征差异，使原始光谱特征峰呈现的更加明显。具
体计算方法为：假设原光谱数据的 X 轴（波长）是
等间距的，则一阶导数为：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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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式（1）中 x j 表示第 i 个样本，第 j 条光谱。
1.4.2 判别指标的优化筛选 全光谱变量较多，相
邻波段间光谱矩阵的相关性可能存在信息冗余，影
响构建模型的预测精度和性能。因此，剔除不敏感
的波段，优选有效特征变量，不仅降低模型的复杂
度、提高运算速度，而且有助于增强模型的鲁棒性。
常用的特征波长提取方法有主成分分析（PCA）[18]、
竞争性自适应权重系数法（CARS）[19]、连续投影
算法（SPA）[20]等。经过反复实验用 PCA、CARS
和 SPA 来提取土壤 pH 特征变量光谱进行建模取得
较好的预测效果是相当困难的，因此本研究确定采
用逐步判别分析选取特征波长优选变量。逐步判别
分析是利用一些检验规则，根据筛选变量的重要性
逐步引入判别式因子的方法[21]。也就是说，通过对
所有变量进行筛选，从这些变量中优选最具影响力
的变量，这样逐步依次引入。在引入过程中，每引
入一个新变量，再对原有变量的判别能力进行检验，
筛除判别能力差的变量。如此循环，直至没有新的
变量可以继续引入，也没有已选变量可以筛除时逐
步筛选结束，然后利用已筛选的最优变量建立判别
函数[22]。其中，变量的重要性是根据构建的统计量
来判断的。这种根据重要性的大小筛选特征变量的
方法，更加准确客观。

1.4.3 定性判别模型选取 采用近红外光谱进行建
模和分类识别常见的方法有支持向量机（SVM）[23]、
线性判别分析法（LDA）[24]、极限学习机（extreme
learning machine，ELM）[25]等通过预测分类识别率
来确定最佳的分类判别模型。本研究使用的 Bayes
判别是一种基于先验概率，根据新的信息，获得后
验概率的方法，误判引起的损失更小[26]。在本研究
中，将 313 个总样本按 3:1 划分为训练集和测试集，
利用测试集样本，采用逐步判别筛选的指标变量，
使用 Bayes 判别方法构造判别函数，计算后验概
率[27-28]，以判断样本属于哪一个 pH 范围内的土壤，
并将校正集样本代入该判别函数进行检验。二次判
别函数表示为式（2）和式（3）：
1
1
Z j   D j ( X )   [2ln q j  ln S j  d 2j ( X )], j  (1, 2,3)
2
2





P X  Gj X 

e
k

（2）

zj (X )

e

zj (X )

（3）

j 1

式（2）中 qj 是先验概率，Sj 是协方差矩阵，dj2 是
样本 X 与第 j 类之间马氏距离，P 是后验概率。
1.4.4 定量预测模型的构建 在定性分类的基础
上，根据优化筛选的指标组合，采用原样本集的划
分方法，再基于定性判别模型结果，采用多元线性
回归（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MLR）进行多元定
量预测。MLR 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自变量共同来预
测或估计因变量的回归分析[29]。多元线性回归的一
般形式：Y=α0+α1X1+α2 X2…αPXP（P 为解释变量的
数目，α1、α2……αp 为偏回归系数，为随机误差项）。
运算形式为：逐步判别优选的原指标，用偏最小二
乘法进行回归估计，得到回归方程；对回归方程假
设检验。
1.4.5 数据处理和模型评价 采用 Matlab 2014a
（ The Mathworks Inc. ， Massachusetts ， USA ）、
OPUS6.5（MPA150，Bruker Optik GmbH，Ettlingen，
Germany）、Origin 9.0 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
定性判别模型的评价指标为构建的模型在校正
集和预测集的准确判别率，即每类判别正确的样品
总和与总样本数的百分比越接近 100%；定量预测

安

584

徽

农

业

模型的评价指标为校正集和预测集相关系数越接近
1，预测集分布范围越广，模型精度越高。

2

结果与分析

2.1 样品制样条件的优化
泥浆状土样虽然可以模拟土壤环境，但是由于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加入的量特别少，水分易挥发，
容易搅拌不均匀会使实验结果误差较大，故此方法
不可取。水状土样，目前还没有找到某种酶或者强
氧化剂就可以使土壤完全分解，因此无法用近红外
透射光谱进行透射分析。风干土壤样品是土壤养分
检测中最常用的，通过实验取得较好的预测效果。
本研究采用风干土壤样品，将其研磨成 60、80、
100 和 120 目 4 个不同粒度，以光谱吸光度标准偏
差值（standard deviation，STD）和差谱值（differential
spectrum height，DH）作为评价参数，来确定最优
的样品制备条件。实验表明：样品的粒度为 100 目
时，光谱重复性最好，并用 PLS 模型进行对单因素
实验加以验证。因此，样品的最优制备条件为 100
目，后续实验采用 100 目的风干样品进行研究。
2.2 不同地区茶园土壤样品 pH 值的分析
来自我国主要产茶省的不同土壤类型茶园土壤

取样地区
Location
安徽 Anhui

Table 2
样本集
Subsets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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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 pH 值的统计结果如表 2 所示。从表 2 可以看
出，茶树土壤 pH 值在 4.5～5.5 范围内，有 135 个
样本，所占的比例最大；其次在 pH 值＜4.5 的范围
内，有 123 个样本；pH 值从 3.04～7.45，标准偏差
为 0.68，pH 范围覆盖的广泛。表明选择的样本合理，
具有较好的代表性，有利于进一步分析建模。
2.3 光谱预处理方法的选取
计算 3 种不同 pH 范围土壤样本的平均值绘制的
光谱曲线如图 4a 所示。不同范围内样本 pH 的光谱
曲线趋势相似，大约在 1 415 nm、1 920 nm 和 2 207
nm 处出现明显的特征峰。当 pH 值介于 4.5～5.5 之
间时，图谱的吸光值在大约 800～1 156 nm 范围内迅
速降低，
在大约 1 157～2 203 nm 范围整体达到最小；
pH 值＞5.5 时整条光谱的吸光值都相对偏高。由于
总体样本数较多，3 个范围样本 pH 值差异较小存在
谱峰重叠。通过对 2 203 个光谱数据进行 1stDer 预处
理后最终得到 2 202 个光谱值，3 个范围样本 pH 光
谱曲线如图 4b 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预处理后样品
间的光谱特征差异增大，光谱特征峰更明显。这与
Kissel 等[10]分析的粒度为 2 mm 田间风干土壤的处理
相近。

表 2 茶园土壤样本的 pH 值统计结果
The statistical results of pH in tea garden soil sample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Maximum
Minimum
Mean
7.45
3.91
4.43

标准差
Standard deviation
0.66

云南 Yunnan

35

6.33

3.78

5.25

0.64

福建 Fujian

25

6.28

3.04

4.56

0.77

贵州 Guizhou

34

6.54

3.72

4.84

0.70

四川 Sichuan

9

6.58

4.43

5.54

0.76

山东 Shandong

26

6.87

3.98

5.15

0.74

湖北 Hubei

64

6.87

3.95

4.94

0.57

pH＜4.5

123

4.49

3.04

4.21

0.22

4.5≤pH≤5.5

135

5.50

4.51

4.90

0.26

pH＞5.5

55

7.45

5.51

5.98

0.41

总样品 Total sample

313

7.45

3.04

4.82

0.68

2.4 光谱特征波长的优选
经过 1stDer 预处理后的对应 2 202 个光谱数据
进行逐步判别分析。具体的筛选步骤如下：（1）根
据总离差阵与分组离差阵和构建统计量。选取判别
贡献率最大的，再对其构建 F 统计量。利用 F 检验
检验其显著性。
（2）若 F 检验结果显著，则引入该
新指标，然后对指标集中原引入的指标构建 F 统计
量检验。若不显著，则剔除原引入指标（3）如此循

环，直到没有新的指标可以继续引入，没有旧的指
标可以剔除。根据指标选取越少越好的原则，本研
究循环共进行 30 步，最终筛选 30 个特征变量。对
这 30 个变量进行判别组合分析，最终优选 879.45、
897.72、944.49、952.12、975.77、979.09、1 001.40、
1 013.93、1 031.69、1 039.13、1 047.53、1 128.21、
1 163.66、1 172.60、1 191.46、1 393.14、1 496.90、
1 516.16、1 701.20 和 2 052.75 nm 这前 20 条特征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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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用于后期盐基状况判别分析。
2.5 盐基状况定性判别模型的构建
光谱信息能表征茶园土壤内部特性，为了更好
体现土壤 pH 的变化，本研究将优选的前 20 个特征
变量对应的特征光谱数据作为 Bayes 判别模型的输
入值，建立盐基状况的判别模型，结果（表 3）显
示，通过逐步判别分析优选变量结合模式识别进行
Bayes 判别可以得到较高的准确判别率，校正集、
预测集的总体判别率分别达到 87.18%，83.54%；在
预测集中有 5 个 pH＜4.5 的样本被误判为 pH 值介
于 4.5～5.5，6 个 pH 值介于 4.5～5.5 的样本 4 个被

Figur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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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判为 pH ＜4.5，2 个被误判为 pH＞5.5。2 个 pH
＞5.5 的样本，2 个被误判为 pH＜4.5。通过比较可
知，pH＜4.5 和介于 4.5～5.5 产生误判的相对较多，
这可能是因为光谱数据综合了 7 个省份不同类型茶
园土壤的内部信息，而介于 pH 值 4.5～5.5 的样品
来源范围相对较小为建立高精度的模型增加一定难
度。但是，通过 1stDer 预处理，采用逐步判别分析
优选特征光谱，结合 Bayes 判别进行模式识别，这
种方法为茶园土壤酸碱状况的判别提供了一个可靠
的新思路。

图 4 不同 pH 范围样本（a）原始、（b）一阶导数预处理后的光谱曲线
The spectral curves of all samples with three different ranges: (a) Original spectra；(b)1st derivative preprocessing spectra

表 3 特征波长下茶园土壤酸碱状况的 Bayes 判别模型识别结果
Table 3 The predicted results of Bayes discrimination model based on characteristic wavelength in calibration and prediction set.
样本集
Sample sets
校正集
Calibration set
预测集
Prediction set

pH 值
pH value

样本(n)
Sample
number

＜ 4.5

92

4.5～5.5

正确判别结果 Correct discrimination results
＜ 4.5

4.5～5.5

＞ 5.5

78

7

101

9

86

6

85.15

＞ 5.5

41

0

1

40

97.56

＜ 4.5

31

26

5

0

83.87

4.5 ~ 5.5

34

4

28

2

82.35

＞ 5.5

14

2

0

12

85.71

2.6 酸碱状况定量预测模型的构建
在茶园生产管理过程中，土壤 pH 值随着自然
因素（生物、气候、母质等）和人为活动（施肥、
灌溉等）的影响一直处于动态变化。通过定性判别
可以监测到土壤相对稳定地分布在一定 pH 范围
内，判定茶树是否正常生长。但是，要采取科学合
理的手段改善土壤酸碱度（缓冲性、合理施肥等），
定量检测 pH 值来预测酸碱状况是十分必要的。为
了更加准确地量化判别茶园土壤酸碱状况，基于定
性判别的结果，对样本的 pH 值进行定量预测。采
用优选的 20 个特征变量对应的光谱数据构建 MLR
模型对 pH 值定量预测，依据评价指标对模型精度

7

正确判别率/%
Correct discrimination rate
84.78

总体识别率/%
Total discrimination
correct rate
87.18

83.54

进行判断。我国茶区分布范围较广泛，不同茶区样
本土壤类型多样，土壤内部特性差异很大，加上 3
个 pH 范围的取样相对集中，因此建模难度较大。
然而，从表 4 中看出，α1、α2、α3……α21 为 3 个
MLR 模型的回归系数。校正集的预测相关系数都达
到 0.99 以上。为验证模型的有效性和适应性，对每
个 pH 范围未参与建模的样品进行预测，预测相关
系数均在 0.928 6 以上。将预测值与实际测定值进
行方差分析，两种方法测的结果差异不显著。这表
示优选出的特征光谱用来预测 pH 值是可行的。可
见，采用 MLR 构建的模型预测土壤 pH 值效果极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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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茶园土壤 pH 值定量预测结果
Table 4 The predict results of soil pH value in tea garden using multivariat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回归系数
pH＜4.5
4.5≤pH≤5.5
pH＞5.5
Regression coefficient
α1
4.44
4.74
6.79

3

α2

12.04

–168.71

363.85

α3

61.14

–27.11

–79.10

α4

–129.05

–843.36

–2 604.07

α5

103.70

3.34

–183.20

α6

–231.63

–278.37

–24.88

α7

1226.91

180.05

1 885.25

α8

–109.16

171.78

64.89

α9

17.40

–1.44

–150.66

α10

128.38

–1.41

446.58

α11

–251.93

46.20

–738.90

α12

–50.45

134.50

427.39

α13

–17.52

–4.60

3.08

α14

16.52

–109.01

478.80

α15

–29.35

0.52

–25.27

α16

–1.35

88.90

117.02

α17

–389.85

–356.14

–1 107.18

α18

190.72

55.26

432.26

α19

–377.48

–160.28

–652.82

α20

203.35

–172.58

1 120.81

α21

71.70

125.82

–6.52

校正集 Calibration set

1

0.990 1

1

预测集 Prediction set

1

1

0.928 6

结论

本研究基于近红外光谱技术结合模式识别成功
实现了茶园土壤酸碱状况的量化判别。通过 1stDer
对光谱数据进行预处理，采用逐步判别分析优选 20
个特征变量及对应特征光谱值，结合 Bayes 判别构
建茶园土壤酸碱状况的快速判别模型，模型的判别
率分别达到 83.87%、82.35%和 85.71%。在定性判
别的基础上，仅用优选 20 个特征变量对应的光谱数
据结合 MLR 模型建立 pH 值的定量预测模型，预测
相关系数在 0.928 6 以上，预测效果较好。因此，快
速判别模型的成功构建，为以后开发便携式传感器
应用于茶园管理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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