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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多源感知信息融合的牛肉新鲜度分级检测
姜沛宏，张玉华*，陈东杰，张长峰，郭风军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山东省农产品贮运保鲜技术重点实验室， 

山东国家农产品现代物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山东 济南 250103）

摘  要：利用机器视觉和近红外光谱的多源感知信息融合技术评判牛肉新鲜度，并开发了相关的识别系统。以牛后

腿肉为研究对象，对获取的图像特征信息和光谱特征信息，采用BP神经网络建立牛肉新鲜度分级模型。其中，通

过主成分分析提取相应的主成分因子作为建模输入，根据挥发性盐基氮含量划分新鲜度等级作为模型输出。结果发

现，在图像特征信息因子数为6、光谱信息主成分因子数为6时，建立的模型预测识别率可达98.31%。结果表明，基

于机器视觉和近红外光谱技术的多源感知信息融合技术评判牛肉新鲜度的方法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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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ment of Beef Freshness Grading Based on Multi-Sensor Information Fusio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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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tested a new idea that beef freshness could be discriminated with multi-sensor information fusion from 

machine vision and near infrared spectroscopy, meanwhile, successfully developed a system one can do this work on. In this 

experiment, rump steak was used as experimental target. Based on feature variables from image information and spectral 

information, back propagation (BP) neural network was adopted to establish a beef freshness classification model.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 was implemented and the principal components (PCs) were extracted as the inputs, the freshness 

divided by total volatile base nitrogen (TVB-N) contents as the outputs.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discrimination 

rate equaled 98.31% under PCs = 6 for both image information and spectral information. The overall results showed that it 

was feasible to discriminate beef freshness with two-sensor information f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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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鲜度是衡量肉类品质优劣的重要指标，传统的新

鲜度检测一般采用感官、理化和微生物分析的方法，这些

方法存在主观性强、检测步骤繁琐、操作复杂、检测周期

长且对样品具有破坏性等缺点[1-2]，难以实现肉品流通过

程中的快速、无损监测。近些年来，出现了基于近红外

漫反射和机器视觉等传感信息技术检测肉类品质的分析

方法，如利用近红外光谱分析技术定量检测肉制品的pH

值、肌内脂肪、蛋白质、水分和挥发性盐基氮含量[3-6]； 

利用机器视觉分析牛肉的肌肉颜色在贮藏过程中的变化

规律[7-9]，并通过建模对新鲜度进行评价等。这些检测技

术具有无需样品预处理、无损、操作快速便捷等优势，

特别适用于肉类流通过程中的在线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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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肉制品的腐败变质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单靠某

一种手段或指标无法实现准确、全面、客观的判定。为

了避免单一测量手段的局限性，应用多源感知信息融合

技术提取多种特征信息，利用多项指标综合分析，可以

提高检测的全面性、可靠性和灵敏度[10-11]，也将是肉品新

鲜度快速、无损检测的发展趋势。

本实验提出了基于近红外光谱和机器视觉技术的快

速、无损评判牛肉新鲜度等级的研究思路。针对牛肉在

贮藏过程中色泽和内部品质变化，以图像和近红外光谱

信息为特征指标，构建多源感知信息融合模型，通过对

模型融合层次的选择、特征值的提取，以及融合算法的

研究，以期获得更高的识别率，同时也为多源感知信息

融合技术在牛肉新鲜度检测上的软件开发和应用提供理

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及预处理

以生鲜牛后腿肉为实验对象，是屠宰后经过排酸的

冷鲜肉，购于山东济南银座超市。将牛肉分割成每份约

50 g样品，分装于封口袋中，编号后贮存待测。为了增加

模型的适应性，实验选取0～10 ℃之间多组不同冷藏温度

条件下的样品一同建模[12]。每天选取一组样品进行光谱

扫描和图像采集，同时进行感官和理化指标挥发性盐基

氮（total volatile base nitrogen，TVB-N）含量的测定，直

至有明显的腐败特征，每组样品设3 个平行。保持实验室

温度在25 ℃左右，湿度基本一致。

1.2 仪器与设备

Antaris Ⅱ傅里叶变换近红外光谱仪（配有积分球漫

反射采样系统、Result操作软件、TQ Analyst光谱分析软

件） 美国赛默飞世尔科技公司；MV-VS1600机器视

觉图像处理实验平台 维视数字图像技术有限公司；

Hanon K9840全自动凯氏定氮仪 济南海能仪器股份有

限公司；BPHJS-060B恒温箱 上海一恒科学仪器有限

公司。

1.3 方法

1.3.1 图像采集

将牛肉切割成5 cm×5 cm×1 cm方块，平铺在培养

皿中，置于载物台图像采集区域，固定摄像头及照明系

统，通过机器视觉系统配套软件采集牛肉图像。设定

“图像显示”参数为R=170、B=100、G=100，保证每天

系统设置一致，并使样品放入实验平台后图像清晰，色

彩正常。

1.3.2 近红外光谱采集

取约20 g肉糜装入旋转杯，利用近红外光谱仪的旋

转器使其匀速转动，用积分球漫反射[13]采集其近红外光

谱。光谱采集条件：以仪器内置背景为参比，扫描范

围10 000～4 000 cm－1，扫描次数32，分辨率8 cm－1， 

每条光谱含有1 557 个变量。每个样本连续采集光谱

3 次，取其平均值作为该样本的原始光谱。近红外光谱

图采用Result软件记录，数据处理采用仪器配套的TQ 

Analyst软件。

1.3.3 信息融合的方式

信息融合（或数据融合）是对不同信息源或多个传感

器所获得的数据进行综合处理，消除多源传感器信息之间

可能存在的冗余和矛盾，利用信息互补，降低不确定性，

以获得被测对象综合的最佳的估计和评价。因此在建模之

前必须对数据融合层面进行选择。根据融合系统所处理的

信息层面可分为原始数据层融合、特征层融合和决策层融

合3 种方式[14]。在本融合系统中，由于机器视觉和近红外

光谱它们的特性不一致，检测得到的信息模式不同，信息

跨度大，很难对其直接关联，因此不易进行原始数据层融

合。另外，肉类的品质可通过感官和理化等多指标反映，

如果利用决策层融合，就需要有这些指标与先验知识组成

的庞大数据库。因此，较为实用的是采用特征层融合，即

把原始数据经特征处理，送入融合中心进行分析和综合，

完成对被测对象的综合评价，融合方式如图1所示，这种

方式不仅保留了足够数量的原始信息，又实现了一定的数

据压缩，有利于实时处理。

TVB-N

图 1 基于近红外和机器视觉技术的牛肉新鲜度检测特征层融合

Fig.1 Flowchart of feature layer fusion to discriminate beef freshness 

based on NIR spectroscopy and machine vision

2 结果与分析

2.1 特征提取

2.1.1 图像预处理及特征值提取

色泽是描述图像内容最直接的视觉特征，肌肉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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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牛肉品质的重要评价指标之一，不仅影响到消费者

的购买意向，还可以间接反映牛肉的新鲜程度[15]。冷鲜

牛肉最佳色泽为鲜亮的樱桃红色，并且脂肪稍多的肉光

泽度好[16-17]。在众多色彩模型中，RGB和HIS色彩空间

是其中较具有代表性的，前者是基于显示设备的颜色模

型，后者是从人的视觉系统出发，二者分别从红、绿、

蓝值和色调、饱和度、亮度来描述色彩[18]。机器视觉获

取的原始数据是图像（图2a），按照牛肉颜色特征的提

取方法[19-20]，经均值滤波去除噪声、图像二值化后迭代法

分割图像背景及肌内脂肪（图2b）、再对图像进行“膨

胀”运算（图2c）和“与”运算（图2d）得到可用于后

续颜色特征提取的肌肉组织图像。从处理后的牛肉图像

中提取红（R）、绿（G）、蓝（B）值和色调（H）、

饱和度（I）、亮度（S）6 个颜色特征值，作为数据融合

中机器视觉部分的特征输入。

a b

c d

a.牛肉原始图像；b.去除背景及肌内脂肪；

c .经膨胀处理； d .图像经“与”运算。

图 2 机器视觉系统采集的牛肉样本图像

Fig.2 Images of beef samples acquired by machine vision

2.1.2 近红外光谱预处理及特征值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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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牛肉的原始近红外漫反射光谱图

Fig.3 Near infrared spectra of beef 

Antaris Ⅱ傅里叶变换近红外仪采集到的牛肉原始图

谱如图3所示，通过配套的TQ Analyst软件提取光谱测试

数据为1 557 维的特征向量，由于近红外采集到的牛肉原

始数据较大，将其直接代入模型输入层会导致后继的建

模复杂度增加，影响检测精度，因此需要采用主成分分

析技术对光谱数据进行降维处理。为了提高光谱信号的

有效利用率，并且同时避免出现“过拟合”现象，需要

对主因子的个数进行合理选择。

提取光谱测试数据1 557 维的特征向量，再利用SPSS

软件进行主成分分析，选取累计贡献率达到99.9%的主

成分作为信息融合建模时近红外光谱技术部分的特征输

入。根据各主因子成分的贡献率统计表（表1），选取主

因子数为6，认为这6 个主成分因子几乎能反映全部光谱

特征信息。

表 1 近红外光谱数据的各主成分因子方差贡献率

Table 1 Variance contribution rate of each principal component factor 

from NIR data

%

主成分 贡献率 累计方差贡献率

PC1 88.295 88.295

PC2 10.656 98.951

PC3 0.573 99.523

PC4 0.239 99.762

PC5 0.091 99.853

PC6 0.058 99.911

2.2 牛肉新鲜度分级模型的建立与识别效果

对于牛肉样本所提取的图像特征信息和光谱特征

信息，最终需要通过一个合适的算法来将它们进行融

合，以综合判别牛肉的新鲜程度。本研究采用BP（back 

propagation）神经网络的方法来建立牛肉新鲜度等级的

判别模型。BP神经网络是神经网络中使用最广泛的一

类，系统设计主要考虑输入层、中间层和输出层单元数

以及作用函数等网络特征参数[21-22]。

2.2.1 BP神经网络设计

网络层数以及各层神经元个数：对任何在闭区间的连

续函数，都可以用含有一个隐层的BP神经网络来逼近。针

对本实验，采用了典型的3 层网络结构，即包含输入层、一

个隐含层、输出层。BP神经网络模型的输入层单元数是来

自两个信息系统的主成分因子数；输出层单元数为3，即以

TVB-N含量为依据划分的牛肉新鲜度等级（表2）。

表 2 肉类新鲜度等级与TVB-N含量的对应关系

Table 2 Levels of meat freshness corresponding to TVB-N contents

肉类新鲜度等级 TVB-N含量/（mg/100 g）

新鲜肉 ＜15

次新鲜 15～25 

变质肉 ＞25

模型的相关参数经优化后如下：隐含层神经元个数

为8，传递函数为双曲正切函数，学习速率为0.1，动量因

子为0.1，初始权重为0.3，训练迭代次数为1 000。

2.2.2 模型的识别效果

根据前面的分析可知，图像的特征值为6 个，光谱

的主成分因子数为6，因此首先提取6 个图像特征值和

6 个光谱主成分，将这些变量数据归一化处理后作为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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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网络模型的输入，共抽取712 个样本（所有样本的

80%）用于训练模型，其余20%作为预测数据，与样本真

实值比对，计算识别准确率。其中，模型对预测集的评

判结果见表3，总体识别率为98.31%，其中，新鲜肉全部

评判正确，仅将2 个次鲜肉误判为新鲜肉和1 个变质肉误

判为次鲜肉。

表 3 模型对预测集的评判效果

Table 3 Accuracy rates of prediction sets

级别 样本数
预测集中的识别结果

识别率/% 总体
识别率/%新鲜肉 次新鲜 变质肉

新鲜肉 85 85 0 0 100.00

98.31次新鲜 50 2 48 0 96.00

变质肉 43 0 1 42 97.67

2.3 牛肉新鲜度评判软件的实现

基于以上多源感知信息融合思路，开发了相应的牛

肉新鲜度评判系统。运行程序后出现如图4所示主界面，

分为“系统”和“数据分类识别”两个菜单，在“系

统”菜单下加载近红外和机器视觉的实验数据后便可在

“数据分类识别”菜单中对建模参数进行设置。

图 4 多源感知信息融合技术的肉类新鲜度评判软件示意图

Fig.4 Software diagram of beef freshness grading based on  

multi-sensor information fusion technology

在使用过程中，将加载后的近红外和机器视觉特

征值送入BP神经网络，网络的输出即为TVB-N值所对

应的新鲜度等级。图5是对某批次样品进行检测分级的

操作截图，由图5可见，实验数据经归一化处理，近红

外光谱的主成分因子选为6，在牛肉的整个光谱波段采

用神经网络进行建模，通过“多源数据集成”按钮，

将近红外与机器视觉数据融合后，指定的20 个预测样

本的测试结果输出，并且其中发生误判的组别用红色

进行标注。

图 5 软件操作及测试结果显示

Fig.5 Software operation and test results

3 结 论

信息融合是生物体所具备的一个基本功能，人类本

能地将各感官获得的信息与先验知识进行综合，对周围

环境和发生的事件做出估计和判断，当运用各种现代信

息处理方法，通过计算机实现这一功能时，就形成了多

源感知信息融合技术[23]。因此，信息融合就是要充分利

用多个传感资源，将数据通过适当的方式综合以获得比

任何单一信息源所能表达的更精确的信息，即通过采用

多传感器协调和联合运作的优势提高检测系统的决策判

断力[24]。

肉类的品质是决定消费者购买意向和市场价格的主

要因素，在肉品的生产和流通过程中对其品质进行及时

检测和监控，对保障食品安全、促进肉制品生产及合理

消费，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通过研究肉品无损

检测技术和方法，使其质量检测达到在线、快速、准确

的目的，可以保证和提高产品质量，促进畜产品质量改

善，提高我国肉品的市场的竞争力，提高经济效益。

本研究采用机器视觉和近红外光谱技术分别采集牛

肉样本的图像信息和光谱信息，利用主成分分析，将2 种

不同信息源数据实现特征层融合，建立了基于BP神经网

络的牛肉新鲜度等级识别模型。该模型可对牛肉的新鲜

度等级进行预测，预测准确率达到98.31%，优于本课题

组通过单一无损检测手段对牛肉新鲜度等级的判定[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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