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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有效积温的玉米冠层图像特征参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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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揭示滴灌水肥一体化玉米冠层图像颜色特征参数随有效积温的动态变化规律，明确有效积温对玉米冠

层图像三基色 RGB 的动态变化影响机理，比较图像特征参数的拟合精度。以宁夏主栽品种天赐 19 为试验材料，
于 2018 年在宁夏平吉堡农场开展 6 个不同氮素处理的小区试验，利用防抖手持云台搭载手机相机遥控获取玉米
冠层垂直地面图像，提取图像色彩特征参数，以有效积温为自变量，对玉米冠层数字图像特征参数进行拟合分析
并比较，并分析图像参数与叶片氮浓度的相关性。结果表明：有效积温与红光值（R）符合有理函数关系，与绿
光值（G）和蓝光值（B）符合对数函数关系，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各图像特征参数中 R 拟合效果最好，B 和 G 次
之，均达到显著水平，图像参数与叶片氮浓度十叶期的相关系数高于六叶期。因此，数字图像参数 R 的拟合效果
最好，可作为宁夏滴灌玉米图像监测指标和群体结构分析的参考依据，十叶期可作为该地区滴灌玉米氮素营养诊
断的关键生育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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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作物长势和水肥营养进行及时有效的监测

而较多研究仅针对作物某一关键生育时期进行监测

诊断，进而改进相应的栽培管理是作物获得高产的

与诊断，并未贯通到作物全生育期［11］，导致模型

基础［1］。传统的监测手段与方法主要依靠栽培人

的通用性较差，且很少研究对玉米全生育期的冠层

员的自身经验对作物长势做出评价，易出现视觉疲

图像的动态变化规律进行深入分析，同时由于图像

劳，从而影响判断精度，且难以实现大面积快速无

RGB 等参数的获取易受光照、温度等外在条件的影

［2］

。随着数字图像处理技术的发展，运用数

响［5-6，12］，对玉米作物冠层动态随有效积温的影响

字图像对作物大面积的长势监测已成为精准农业发

很少进行分析。因此，为明确玉米冠层图像 RGB

展的重要趋势。

分量的动态随有效积温的响应机理，本研究以宁夏

损监测

［3］

、数码相

引黄灌区滴灌水肥一体化玉米为研究对象，在平吉

，获取作物的冠层数字图像信

堡农场玉米高产田开展不同氮素处理试验。用手机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通过无人机
［4-6］

机

［1］

和手机相机

息，通过图像处理，分割出作物冠层图像信息层，

相机获取玉米冠层图像，应用试验基地安装的小型

提取图像信息层的三基色 RGB 分量值，对各颜色分

气象站获取田间小气候数据，计算玉米全生育期有

量值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到红（R）绿（G）蓝（B）

效积温，拟合出基于有效积温的冠层图像色彩参数

［7-8］

光归一化标准值

，并对颜色参数值进行组合，
［1，9］

以提高图像色彩参数与农学指标间相关性

，进

而建立基于作物冠层图像特征参数的长势监测和氮
［10］

素营养诊断模型，达到指导农业栽培管理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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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模型，揭示玉米图像参数与积温的内在关系，
为宁夏滴灌水肥一体化玉米生长发育进程冠层图像
色彩特征的动态分析和预测提供新思路。

1
1.1

材料与方法
试验地概况
试验于 2018 年 4 ～ 9 月，在宁夏平吉堡农场

（E106°01′45″
，N38°26′42″
）玉米高产田开展，田
间土壤类型为淡灰钙土，质地是壤土，肥力中等。
试验田 0 ～ 20 cm 耕层土壤有机质含量 12.82 g/kg、

从事农业信息技术与精准农业研究。E-mail：jiabiao2008@163.com。

全氮 0.75 g/kg、全磷 0.48 g/kg、碱解氮 36.82 mg/kg、

通讯作者：贺正，E-mail：hezheng985@163.com。

有效磷 17.37 mg/kg、速效钾 95.31 mg/kg、pH 值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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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试验设计

供试肥料均为水溶性肥，结合当地推荐施肥
2

模式和张兴风等［13］在宁夏滴灌玉米不同施肥模式

试验设置 6 个氮素处理，分别为 N0（0 kg/hm ，
CK）、N1（90 kg/hm2）、N2（180 kg/hm2）、N3（270
2

2

的试验研究，其中氮肥为尿素（N 46%），采用水

2

kg/hm ）、N4（360 kg/hm ）、N5（450 kg/hm ），采

肥一体化滴灌模式施入，遵循“少量多次”的原

用随机区组设计，3 次重复，共 18 个小区，小区

则［14-15］，全生育期共施肥 8 次，随水施入，追施

面积为 67.5 m2（长 15 m× 宽 4.4 m），采用宽窄行

比例见表 1。磷肥为磷酸二氢钾（N-P2O5-K2O 为

机播种植模式，宽行 70 cm，窄行 40 cm，株距 20

0-52-34），钾肥为硫酸钾（K2O 52%），磷钾肥作

4

2

cm，密度约为 9×10 株/hm 。供试玉米为宁夏引

为基肥结合整地采用秋季全层施肥［16］，用量分别

黄灌区主栽的品种天赐 19（TC19），中晚熟型杂交

为 138 和 120 kg/hm2。其他管理过程同当地高产田

种，生育期 137 d 左右，半紧凑株型。

生产。

表1

1.3

玉米不同生育期氮肥追施比例

（%）

苗期

拔节期

小喇叭口期

大喇叭口期

抽雄 - 吐丝期

籽粒建成期

乳熟期

蜡熟期

施肥日期

5 月 30 日

6 月 10 日

6 月 22 日

7月4日

7 月 10 日

7 月 25 日

8月6日

8 月 15 日

氮肥（N）

10

15

15

15

20

10

8

7

玉米冠层图像获取
由于玉米等作物冠层图像的 RGB 值获取是瞬

时数据，不同时间段获取的图像参数差别较大，故
本研究获取具有一定代表性的玉米冠层图像时，其
获取时间严格控制在无风无云、天气晴朗、太阳
高度角相对稳定的 11：00 ～ 12：00（北京时间）之
间，用手机（iphone，1 200 万像素）相机获取玉米
冠层图像，从而减少不同天气情况与同一天内不同

图1

时间段对图像参数的影响。本试验采用自主研发的
便携式图像采集系统装置，主要由大疆灵眸（Osmo
Mobile）防抖手持云台手机稳定器、碳素纤维伸缩

玉米冠层图像参数提取

式（1）中 Tmax 和 Tmin 最高和最低临界温度分别

为 30 ℃ 和 10 ℃， 即 当 Tmax 或 Tmin 超 过 30 ℃ 时， 按

杆、固定支架、蓝牙遥控器组成，伸缩范围 0.6 ～

30℃计算，当 Tmax 或 Tmin 低于 10℃时，按 10℃计算。

3 m，能自由调节的伸缩杆角度获取冠层图像。拍

1.6

植株氮含量测定
将各处理玉米植株分器官烘干至恒重，粉碎、

摄时，将相机镜头距玉米冠层约 1.0 m 垂直高度，
与地面呈 90°进行，同时将相机调至 Auto 模式下，

研磨和过筛，利用消煮液和 H2SO4-H2O2 凯氏定氮

以自动曝光控制色彩平衡。图片分辨率为 3 024×

仪测定植株全氮含量，最后计算［17］。

4 032 像素。

1.7

1.4

玉米冠层图像参数提取
本文采用 Jia 等［5］冠层图像处理方法 ，将玉米

冠层图像导入计算机，通过基于 Visual Studio 平台、

析、Origin 8.5 数据拟合与作图。

Visual C++ 和 MATLAB 软件开发的数字图像分析系

2

统 ，分割玉米冠层图像和土壤 ，获取 R、G、B 通

2.1

全生育期内红光 R 值动态变化规律分析

理间红光值 R 均随有效积温的增加呈先增加后降低

有效积温测算
气 象 数 据 来 自 试 验 基 地 气 象 站， 有 效 积 温
［17-19］

（GDD）的计算公式为见（1）

（

GDD= ∑ ni=1
160

结果与分析
由图 2 可知，在玉米全生育期内，其各氮素处

道均值 。
1.5

数据处理与模型评价
采 用 Excel 2016 数 据 整 理、SPSS 22.0 方 差 分

Tmax+Tmin
2

d），有效积温在 300 ～ 600℃时，玉米 R 值快速增

。

）

-10 

趋势。从苗期（出苗 25 d）至拔节期（出苗后 37

（1）

加，之后以缓慢的速度持续增长至抽雄吐丝期（出
苗后 69 d）R 值达到最大，灌浆期（出苗后 81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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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 R 值呈现出持续下降趋势。方差分析表明，施

的 a、b、c 参数明显高于其他施氮处理，各处理间

氮不同显著影响 R 值的变化，在整个生育期低氮处

参数 c 变化范围最大，a、c 随施氮的变化较小，分

理（N0、N1、N2）一直处于较高的水平，N0 在生

析表明施氮主要通过降低参数 b 来影响模型的预

育后期显著高于 N1、N2 处理；而高氮处理（N3、

测值。

N4、N5）从出苗至蜡熟期均低于其他处理，N3、

表 2 不同氮素水平玉米冠层图像颜色分量 R 值动态变化参数

N4 在灌浆期明显高于 N5，说明施氮可以降低玉米
红光分量值 R，尤以生育后期差异明显。回归分析
表明，R 与有效积温的最优模型为开口向下的有理
函数关系，其表达式为 y=（b + cx）/（a + x）。

处理

拟合参数

R2

a

b

c

N0

-146.023

-29 170.123

152.923

0.951**

N1

-196.096

-31 262.100

142.714

0.936**

N2

-229.408

-35 631.795

143.383

0.890**

N3

-229.171

-35 346.320

143.507

0.890**

N4

-253.401

-37 962.035

143.938

0.872**

N5

-251.013

-37 632.321

142.232

0.878**

注：** 表示 0.01 水平相关显著。

2.2

绿光值 G 与蓝光值 B 动态变化规律分析
图 3a 表明，在玉米整个生育期内，G 值与 R

的动态变化趋势相似，且呈先迅速升高后缓慢增加
至最大值，最后开始呈现出下降趋势，一直持续到
蜡熟期，N5 降幅最大，N0 最低。方差分析表明，
G 值受氮素影响显著，尤其是从抽雄吐丝期开始，
N0 显著高于其他处理，N5 显著低于其他处理，说
图2

不同施氮水平红色分量 R 值动态变化特征

运用有理函数对 R 值的拟合参数（表 2），各

明施氮显著降低玉米的 G 值。
如 图 3b 所 示， 各 氮 素 处 理 B 值 在 出 苗 后
25 ～ 30 d 时 B 值增长最快，之后缓慢增加，抽雄吐

2

拟 合 曲 线 的 决 定 系 数 R 的 变 化 范 围 为 0.872 ～

丝期达到最大，之后的 10 d 内降幅较大，随生育期

0.951，以 N0 最高，N4 最低，各处理拟合度较好，

的推进 B 值无明显变化。施氮可显著提高 B，尤以高

精度较高，均达到显著水平，表明有理函数可以用

氮处理（N3、N4、N5）明显，N5 在全生育期内保持

来拟合预测 R 值，模型的各参数均随着施氮的增加

较高水平；低氮处理（N1、N2）B 值略高于 N0。G

呈现出下降的趋势，N4 略低于 N5，其中对照 N0

和 B 值最适曲线表达式为对数函数［y=a-bln（x+c）
］

图3

不同施氮水平绿色分量 G 值和蓝色分量 B 值动态变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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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3 所示，各处理 R2 均达到显著水平，拟

值介于 0.734 ～ 0.858，拟合度较高。各参数对施

合效果较好，模型参数 a 均随施氮量的增加呈现增

氮的响应不同（表 3），参数 c 无差异，且趋于恒

加趋势，b 和 c 随施氮量的增加，无明显上升或降

值，基于有效积温的玉米冠层图像蓝光 B 值拟合

低趋势，且参数 c 趋近于一个恒值，说明施氮主要

值为 -290，参数 b 随施氮的增加未呈现出明显的

影响曲线参数 a，进而影响模型的预测值。

增加或降低的趋势，而参数 a 随着施氮的增加而增

2

通过拟合曲线的绝对系数 R 发现，对数函数

加，在 N4 处理达到最大，N5 出现下降趋势，降幅

y=a-bln（x+c）可拟合蓝光 B 值在整个生育期的动

相对较小，说明施氮主要是改变模函数表达式中参

2

态变化，施氮对各处理的 R 取值无明显影响，其
表3

数 a 的值，进而影响模型的输出结果。

不同氮素水平玉米冠层图像颜色分量 G 值和 B 值动态变化参数

颜色分量 G 值

颜色分量 B 值

拟合参数

处理

a

b

c

N0

140.266

-4.739

-290.465

N1

157.450

-0.957

N2

156.154

N3

拟合参数

R2

R2

a

b

c

0.895**

86.610

-0.626

-290.500

0.834**

-290.500

0.729**

91.925

-0.602

-290.500

0.792**

-1.089

-290.500

0.782**

91.734

-0.637

-290.500

0.835**

157.305

-0.892

-290.500

0.795**

92.008

-0.499

-290.500

0.858 **

N4

159.541

-1.019

-290.500

0.692**

94.319

-0.572

-290.500

0.734**

N5

154.644

-1.298

-290.500

0.748**

92.611

-0.750

-290.500

0.848**

注：** 表示 0.01 水平相关显著。

2.3

玉米关键生育时期冠层图像参数与植株含氮

量动态关系

相关，六叶期 G 与 B/（R+G+B）则在不同时期具
有不同相关关系，除 G/（R+G+B）与植株氮含量呈

如 表 4 所 示， 本 文 重 点 探 讨 拔 节 期（ 六 叶

正相关外，其他参数均与植株氮含量呈负相关。其

期，V6） 和 小 喇 叭 口 期（ 十 叶 期，V10） 的 玉

中 R/（R+G+B）与含氮量的相关系数最高，B 相对

米 6 个 图 像 参 数 R、G、B 及 其 归 一 化 组 合 参 数

较低，大多数玉米冠层图像参数与植株氮含氮量相

R/（R+G+B）、G/（R+G+B）、B/（R+G+B） 与 叶 片

关系数为 V10 高于 V6，因此 V10 可作为滴灌玉米

含氮量的相关性。R、G、R/（R+G+B）、G/（R+G+B）

氮素营养诊断的关键生育时期。

与植株氮含量达到了 0.01 水平或 0.05 水平的显著
表4
生育时期

R

关键生育时期玉米图像参数与植株含氮量间相关关系
G

**

六叶期（V6）

-0.684

十叶期（V10）

-0.764**

-0.679

B
**

-0.526*

-0.482

R/（R+G+B）
*

-0.664**

-0.726

**

-0.873**

G/（R+G+B）

B/（R+G+B）

**

-0.492*

0.637**

-0.758**

0.583

注：* 和 ** 分别代表 0.05 和 0.01 水平相关显著。

3

讨论
宁夏引黄灌区玉米在氮肥管理方面，生产上习

一项农业生产新技术，即施肥与灌水融合为一体对
农作物进行施肥。该技术通过“随水施肥，少量多
次”的原则［21］，在保证作物根区水肥分布的均匀

惯采用“一炮轰”的施肥方式，这种“前重后轻”

度的同时［21］，能有效提高作物产量和水肥利用效

的施肥方式，导致玉米生育前期植株发育过旺，造

率［21］，且节水节肥。本研究结合宁夏当地推荐施

成后期倒伏，进而影响玉米产量［20］。多年来，在

肥模式和张兴风等［13］在宁夏滴灌玉米不同施肥模

我国北方地区，玉米生产上无法实现关键生育时期

式的试验研究，围绕水肥一体化条件下开展了 8 次

氮肥追施。而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是我国新疆、甘

随水追施氮肥研究（表 1），探究滴灌玉米不同氮

肃和宁夏等西北干旱地区近年来推广和广泛应用的

素处理冠层图像动态以及图像参数与植株含氮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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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关系等在推动农业生产的必要性，为基于数字

基于数字图像技术对滴灌棉花的生长监测研究结果

图像处理技术和信息化监测在农业生产上的应用提

类似［7］。
前人大量研究表明，不同的氮素营养状况直

供参考。
随着数字图像处理技术的日趋成熟，采用数码

接影响作物冠层颜色特征参数［4-7，24-25］，Adamsen

照相获取作物数字图像在作物长势监测等领域已

等［26］研究了颜色组合值 G/R 等与植株氮含量、作

初见成效［1，3，18］，通用方法即应用数字图像技术

物叶片 SPAD-502 值等相关性很好。Wang 等［27］对

直接获取田间作物冠层图像，利用图像处理软件

水稻营养生长阶段氮素营养状况进行了研究，经

［12］

，对应作物各

过图像分割，提取阈值的方法，认为冠层特征参

生育时期进行营养状况分析，但由于硬件设备不

数 G-R 与 G/R 是较好地表征水稻拔节期氮素营养

同，图像获取的角度与高度等标准不同，图像处理

状况的指标，并建立了相关函数关系。韩国学者

软件各异，从而导致图像参数的提取误差相对较

Lee 等［24］ 运用同样的方法，获取水稻出苗至拔节

大［1，10］。为减少图像参数提取误差，本研究采用

期这个关键时期冠层图像，对水稻冠层图像参数

对作物冠层的色彩分量进行提取

［5］

研发的冠层图像处理方法 ，将玉米冠层图

G/R、GMR（G-R）等进行了相关性分析。与其他

像传输至计算机，使用 Visual Studio 平台、Visual

研究认为玉米六叶期和九叶期与氮素营养指标具

C++ 和 MATLAB 软 件 联 合 开 发 的 数 字 图 像 分 析 系

有较高相关性［1，10］ 不同，本文重点分析探讨了玉

统，将玉米冠层图像与土壤背景进行深度分割 ，提

米六叶期（V6）和十叶期（V10）植株冠层图像参

取 RGB 模型各参数波段的像元平均值（图 1），软

数和植株氮含量的相关性，研究结果表明，图像

件自动分割，自动提取，自动保存数据，可实现多

参数 R/（R+G+B）与玉米植株氮含量的相关性最

点采样作物冠层图像数据分析，便于携带，可实现

高（表 4），且冠层图像参数与植株氮含量在 V10

在田间实时操作。

期 的 相 关 系 数 明 显 高 于 V6 期。 由 此 推 测 V10 期

Jia 等

迄今为止，基于图像处理技术提取作物冠层特

可作为该区滴灌玉米氮素营养诊断的关键生育时

征参数的研究，大部分建立在基于生长发育时间进

期，需要科技工作者进一步通过多年数据的验证与

［7-8］

，但按照作物生长发育规律来讲，积温

行分析

评价。

直接影响作物的生长发育进程，生长天数与作物发

近年来，手机照相技术在不断进步，手机成本

育进程并不是因果关系，所有本文选用有效积温而

迅速下降，手机用途全力拓展，利用手机相机对

未通过生长天数拟合冠层图像参数。分析了 6 个不

作物进行监测便于携带、易操作、性价比高等优

同施氮水平下宁夏滴灌玉米冠层图像特征参数的差

势。故应用手机相机提取玉米冠层图像参数应用前

异，并对基于有效积温的玉米冠层图像参数 R、G、

景广阔，可实现玉米的氮营养诊断，但在玉米不同

B（图 2 与图 3）进行了分析比较。不同施氮量对

生育时期，冠层颜色特征参数的变化与所需氮素临

三维颜色空间 RGB 颜色系统拟合结果表明，施氮

界值的关系需深入分析与探讨［1，9-10］，且不同玉

肥可显著降低图像特征参数 R、G 值，提高 B 值，

米品种间色差明显，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一问题，通

因为氮肥供应量不同，玉米作物的营养吸收状态不

常情况下需要对该地域范围内玉米主栽品种进行整

，为基于数

理［2］，通过归类建立基于该地区几个主要品种的

字图像特征参数的作物长势监测和营养诊断提供了

数字图像处理与氮素营养诊断参数，这都需要在今

一定的理论基础。本研究结果表明，虽然红光 R 值

后的研究中进行整理归纳，以大数据的形式为宁夏

和蓝光 B 值随生育期的推进呈先升高后降低趋势

滴灌玉米提供参考依据。

同

［19，22］

，导致图像特征参数不同

［23］

2

（图 3），但由决定系数 R 比较可知，蓝光 B 值随
施氮量的变化无明显规律，且拟合的参数 c 值也趋

4

结论

于恒值（表 3），这主要是因为蓝光 B 值不受作物

本文以不同施氮量玉米为研究对象，应用手机

冠层的影响而变化，其变化是受土壤背景面积大小

相机获取宁夏引黄灌区水肥一体化管理模式下的滴

［22］

决定的

。本研究结果表明，在玉米整个生育期

灌玉米各关键生育时期冠层图像，提取图像参数，

绿光 G 值一直高于红光 R 值（图 2 和图 3），是因

测算玉米全生育期内 GDD，开展基于 GDD 的滴灌

为玉米冠层叶片对绿光的反射率高于其红光值，与

玉米冠层图像特征分析，主要结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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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主研发手机获取玉米冠层图像装备，提
取宁夏引黄灌区滴灌玉米整个生育期内 RGB 模型
各参数波段的像元平均值。
（2）玉米冠层图像特征参数中，R 的拟合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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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characteristic parameters of maize canopy image based on effective accumulated temperature
JIA Biao，HE Zheng*（School of Agriculture，Ningxia University，Yinchuan Ningxia 750021）
Abstract：In order to reveal the dynamic variation of color characteristic parameters of drip irrigation water and fertilizer
integrated maize canopy image with effective accumulated temperature，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effective accumulated
temperature on dynamic changes of RGB in maize canopy image was determined，and the fitting precision of image feature
parameters was compared．Taking the Ningxia main plant TC19 as the experimental material，six different nitrogentreated plot experiments were carried out at Pingjibao Farm in Ningxia in 2018．The anti-shake handheld gimbal was
equipped with a mobile phone camera to remotely obtain the vertical canopy image of the maize canopy and extract images．
The color characteristic parameters，with the effective accumulated temperature as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were fitted
and compar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 parameters of the maize canopy digital image，a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image
parameters and the leaf nitrogen concentration were analyzed．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ffective accumulated temperature
and red value（R）ar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ational function relationship，and the green light value（G）and blue light
value（B）are in logarithmic function relationship．It can be seen from the comparison that R fits in each image feature
parameter and has the best effect，B and G are second，and all of them reach a significant level．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most image parameters and leaf nitrogen concentration in the tenth leaf stage i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sixth leaf stage．
Therefore，the fitting effect of digital image parameter R is the best，which can be used as the reference for the monitoring
index and population structure analysis of Ningxia drip irrigation maize．The tenth leaf stage could be used as the key growth
period for the nitrogen nutrition diagnosis of drip irrigation maize in this area.
Key words：maize；image parameters；accumulated temperature；nitrogen application；reproductive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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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accumulation，translocation and yield of adzuki bean under the condition of increasing density and reduced nitrogen
application with rhizobium inoculation methods in 2018．Our results indicated that applying F3 treatment under the same
planting density，compared to F1，N contents of vegetative organs increased by 4.44% ～ 11.2%（P<0.05）at full seed
stage，N accumulation increased by 5.61% ～ 9.28%（P<0.05）at full seed stage and harvest stage，N accumulation
increased by 4.31% to 24.5%（P<0.05）during beginning seed stage to full seed stage and full seed stage to harvest stage，
contribution rate of nitrogen translocation to seed（CNT）decreased by 7.0% to 11.1%（P<0.05），contribution rate of
nitrogen assimilation to seed（CNA）increased by 12.5% to 17.1%（P<0.05），and yield increased by 2.89% to 4.60%．
Within the same fertilization pattern，when the density increased from 210 000 plants·hm-2 to 280 000 plants·hm-2，
nitrogen accumulation after flower pod stage，CNA，N accumulation during beginning seed stage to full seed stage and yield
decreased with the increasing of planting density．Overall，the yield of reducing 50% nitrogen and rhizobium mixed seed
of adzuki bean under the planting density of 210 000 plants·hm-2 was higher than other treatments．The results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high yield and high efficiency cultivation techniques of adzuki bean under rotation conditions in this area.
Key words：adzuki bean；density；Rhizobium；N accumulation and translocation；y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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