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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图像特征信息提取分析鲁西黄牛肉新鲜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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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实时图像捕捉装置的设计，将牛肉图像信息与挥发性盐基氮（total volatile basic nitrogen，TVB-N）

值相关度进行拟合，构建牛肉新鲜度与颜色色度值之间的关系模型。图像实时捕捉装置由电荷耦合元件摄像机、

镜头、发光二极管漫反射光源和暗箱组成，运用基于C++语言编写的软件程序对获得的图像进行颜色特征信息的

提取，运用SPSS软件将颜色特征信息与TVB-N值进行逐步回归分析，获取了颜色特征信息与TVB-N值之间关系的

模型，TVB-N含量/（mg/100 g）=103.205 9－100.300 4aveS－0.283 2 varB，参照拟合方程及GB 2707—2005《鲜

（冻）畜肉卫生标准》，实现对牛肉新鲜度的快速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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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ng the Freshness of Beef from Luxi Yellow Cattle Based on Image Color Feature Ext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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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e conducted this study to establish a predictive model of beef freshness as a function of color features. Images 

of beef striploin from Luxi yellow cattle were acquired using a real-time image capture apparatus made up of charge-coupled 

device (CCD) camera, lens, light emitting diode (LED) and camera obscura. Color features were extracted from the images 

using a software design using the C++ programming language and the relationship with total volatile basic nitrogen (TVB-N) 

values was fitted as follows: TVB-N (mg/100 g) = 103.205 9 − 100.300 4 aveS − 0.283 2 varB by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using SPSS software. The fitted model enabled rapid detection of beef freshness according to the Chinese National Standard  

GB 2707—2005 (Hygienic Standard for Fresh (Frozen) Meat of Live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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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肉富含蛋白质、脂肪酸、维生素和矿物质，烹饪

后香味浓郁，而深受消费者喜爱。但由于牛品种、饲养

条件不同，屠宰方式和环境各异以及贮藏和冷链物流不

完善，导致市场上的牛肉质量参差不齐，存在较大的安

全隐患，因此对牛肉新鲜度检测的意义显得尤其重要[1]。

针对畜肉新鲜度的检测，目前采用的是人工感官

评价、化学分析技术、电化学技术和光谱技术等，相对

于电化学手段较易受环境因素条件影响、光谱技术需要

较高的投资和人工感官评价使用受限等因素，目前最为

普遍和最有可信度的检测方法是用化学方法对畜肉的挥

发性盐基氮值（total volatile basic nitrogen，TVB-N）定

量。TVB-N是动物性食品在酶和微生物的作用下产生氨

及胺类等碱性含氮物，其含量与畜肉的腐败程度成正相

关，是鉴定畜肉新鲜度的重要指标也是国标中用于评价

肉质鲜度的唯一理化指标
[2-8]。

尽管通过对TVB-N的检测分析畜肉新鲜度具有无可

比拟的优势，但是国家标准中无论是半微量定氮法，还

是微量扩散法，均需要对样品进行粉碎、浸液提取、酸

液吸收和滴定等操作，过程繁琐、耗时长、易引入干扰

因素等，难以满足快速、无损、实时在线检测的要求；

而通过计算机视觉技术和图像处理技术对畜肉颜色和品

质之间的关系研究显示，畜肉颜色会影响到主观评价，

通过对畜肉颜色信息的提取可以实现对畜肉进行分级和

成分含量的预测[2,4,9-14]。

通过计算机对牛肉图像捕捉和软件对图像进行处

理，构建TVB-N含量与颜色信息之间的关系模型，则可

以实现对牛肉新鲜度的实时在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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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试剂

鲁西黄牛通脊肉购于北京新发地牛羊肉批发市场，切

块后由保鲜盒包装置于4 ℃冷库保存。为确保实验的准确

性，每次摄取图像和TVB-N的测定均在新切面操作[15]。

阿拉伯树胶粉、甲基红、次甲基蓝、丙三醇、碳酸钾 
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无水乙醇 北京化工厂；

盐酸（0.010 9 mol/L） 国家化学试剂质检中心。

1.2 仪器与设备

6031-02微量分析器 日本柴田科学株式会社；HWS-150 
型恒温恒湿培养箱 上海森信实验仪器有限公司。

1.3 牛肉图像的实时摄取装置

牛肉图像摄取装置由耦合元件摄像机（charge-coupled 
device，CCD）、镜头、发光二极管漫反射光源（light-
emitting diode，LED）和暗箱组成，见图1。牛肉图像的摄

取和分析由自主开发的硬件装置摄取和软件进行分析。

1. 肉样支架；2. LED；3. CCD摄像机；4. 镜

头；5. LED电源（12 V）；6. 图像分析软件。

图 1 牛肉图像获取装置图（工作面）

Fig.1 Beef image acquisition device (working face)

1.4 TVB-N值的测定

参照GB/T 5009.44—2003《肉与肉制品卫生标准》方

法测定[16]。取采集图像同一位置牛肉10.00 g，剪碎后溶

于100 mL纯净水中，晃动后静置30 min，过滤取滤液。

微量分析器中以硼酸（4 g/100 mL）为吸收液，以甲基

红（0.1 g/100 mL）和亚甲基蓝（0.1 g/100 mL）为指示

剂，将1 mL碳酸钾（1 g/mL）和1 mL样品溶液混合，用

配制的阿拉伯树胶密封后置于37 ℃培养箱恒温2 h，然后

用标准盐酸滴定。

1.5 数据分析

TVB-N含量的测试均进行3  次重复，采用SPSS 
18.0进行数据相关性关系拟合，采用SPSS软件逐步回

归法进行模型相关度拟合，用Auto CAD 2014进行装

置的设计。

2 结果与分析

2.1 牛肉图像特征颜色信息的提取

牛肉图像特征信息包括红、绿、蓝色彩（RGB）模

型，色调、饱和度、亮度颜色（HSV）模型，色调、饱

和度、强度颜色（HSI）模型，亮度、红绿度、黄蓝度色

彩（LAB）模型，灰度的平均值及方差。通过颜色信息

判断新鲜度的软件采用C++语言编写[17]。

以TVB-N含量为9.16 mg/100 g的牛肉样本为例，其

特征参数如表1所示。

表 1 牛肉样品图像信息

Table 1 Image information of beef sample with TVB-N value of  

9.16 mg/100 g

色彩模型 参数 数值

RGB 

aveR 194.331 3
aveG 46.000 5
aveB 53.008 4
varR 1 063.425 3
varG 1 248.871 5
varB 1 128.876 4

HSV 

aveH 259.784 2
aveS 0.788 0
aveV 0.762 1
varH 24 185.867 1
varS 0.016 6
varV 0.016 4

HSI

aveH 4.534 1
aveS 0.750 5
aveI 0.466 0
varH 7.367 4
varS 0.017 7
varI 0.013 7

LAB 

aveL 77.539 6
aveA 177.136 8
aveB 142.054 9
varL 1 069.744 8
varA 83.444 9
varB 58.258 1

灰度
aveG 90.647 9
varG 1 013.236 5

注：ave.平均值；var.标准差；HSV色彩模型中H为色彩，S为纯度，V为

亮度；HSI色彩模型中H为色调，S为饱和度，I为强度；G为灰度。

2.2 牛肉颜色特征信息与挥发性盐基氮值的模型拟合

模型构建过程中，控制总样本数为300 个，其中按

照TVB-N含量的大小分别控制为200 个新鲜样本、50 个次

新鲜样本和50 个腐败样本。并从中分别随机抽取40 个新鲜

样本、10 个次新鲜样本和10 个腐败样本，留作验证[8]。采

用逐步回归法进行牛肉颜色特征信息与TVB-N含量关系

的拟合，分析时设定240 个样品图像的26 项颜色信息为

自变量，TVB-N含量为因变量，设置95%的置信区间，

进行模型拟合度分析。

通过逐步回归法确定与新鲜度相关的回归方程为：

TVB-N含量/（mg/100 g）=103.205 9－100.300 4aveS－ 

0.283 2varB
式中：aveS为HSV颜色空间中S平均值，aveB为RGB

颜色空间中B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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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模型准确度的验证

牛肉新鲜度的判断参照国家标准[16]，TVB-N含量小于

15 mg/100 g的样品属于新鲜，判定为1级；TVB-N含量介

于15～20 mg/100 g之间的样品归于次新鲜，判定为2级；

TVB-N含量大于20 mg/100 g的样品归于腐败和变质肉，判

定为3级。由表2可知，将获得的拟合模型通过额外60 个样

本进行验证分析时发现，模型预测的准确率为95%，其中

对新鲜牛肉的判定无误，将1 个次新鲜牛肉样本判定为腐

败样本，将2 个腐败牛肉样本判定为次新鲜样本。

表 2 牛肉新鲜度预测值与真实值比较

Table 2 Predicted versus measured TVB-N values of beef

样品数
TVB-N预测值/
（mg/100 g） 等级

TVB-N真实值/ 
（mg/100 g） 正确数/总数

40 6.53～14.61 1 6.53～14.61 40/40
10 16.04～18.90 2 16.04～21.31 9/10
10 20.81～23.31 3 17.42～23.31 8/10

3 结 论

本实验通过对牛肉颜色特征信息与TVB-N含量关系

模型的构建，为牛肉新鲜度的评价提供了一种快速准确

的分析方法、硬件装置和软件系统。与其他分析技术相

比，本系统所需的投入相对较少，尤其适合中小型企业

的使用；比拟传统化学分析，该系统不仅具有良好的准

确度，而且克服了人工操作繁琐、耗时较长和易受其他

因素干扰等不足。

该方法在分析次新鲜和腐败样品的准确度上尚有不

完美之处，可以通过大量数据的拟合来增加软件系统的

准确性；同时，针对其他亚种牛肉亦可以通过数据的采

集和模型的构建，实现对牛肉新鲜度的快速分析。本分

析方法为牛肉新鲜度的判定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为无损

快速准确的工业化装置的开发提供了技术支持，具有良

好的应用价值和重要的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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