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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HOUSE POTTED PLANTS

HIGH-THROUGHPUT PHENOTYPING SYSTEM



ABOUT US
公司简介 武汉谷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谷丰光电”）依托华中农业大学作物遗传改良国

家重点实验室和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作为技术支撑和研究合作平台, 公司

运营在武汉光电工业技术研究院和华中科技大学鄂州工业技术研究院开展规模化生产应用

和市场推广的产业孵化平台，致力于植物表型、光机电仪器，农业科研和机器视觉系统集

成领域的高新科技企业。

谷丰光电注册于武汉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秉承“立足光谷，面向全球”的理念。是

国内最早，最权威自主研发植物表型平台的高校孵化企业，具备核心图像处理、自动化电

控制、以及系统集成技术，掌握一批自主知识产权，为公司远景发展创造了坚实的基础。

谷丰光电作为以植物表型系统相关产品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高新科技企业，具有高

效的技术研发能力以及成熟的生产工艺。谷丰光电以技术为先导，拥有多位具有专业背景

和丰富实践经验的教授，博士和高级工程师组成的核心技术团队，均具有十年以上作物表

型仪器开发经验，同时聚集了专业从事图像处理，工业控制，自动化工厂等方向的高端技

术人才，凭借优秀的的研发团队和丰富的植物表型行业经验，公司已自主研发了作物籽粒

数字化考种机和植物表型平台等系列产品，仪器测量精准、高效的特点，获得了众多使用

者的赞誉，公司目前已经申请多项国家专利和软件著作权；产品广泛应用于农业科研，功

能基因组研究，植物科学研究等领域。

无论在植物表型，遗传育种，功能基因组研究，还是现代化农业、植物学研究等领域，谷

丰光电将以“自主创新，创国际品牌”为目标，坚持高科技、高价值、高效益，致力于成

为高端农业科研仪器，植物表型系统及系统解决方案的顶尖开发商与供应商。

谷丰光电，您身边的植物表型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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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 暗室尺寸： 2000mm×3300mm×2000mm （可定制）

◎ 最大植物尺寸：幼苗至 8m

自动传送单元  控制/采集单元

成像暗室单元

系统介绍

INTRODUCTION

系统构成

SYSTEM

STRUCTURE

成像暗室单元 

IMAGING 
DARKROOM UNIT

温室盆栽高通量植物
表型成像系统

01

02

03

SYSTEM  

温室盆栽高通量植物表型成像系统集光电技术、自动化控制技术和计算机图形处理技术于一体，实现水稻、玉米、小麦、油

菜、棉花、烟草、柑橘等盆栽植物表型参数全自动、无损、高通量准确提取。系统整体包括栽培单元、输送单元、成像单元、

图形工作站，根据用户选配情况可在线获取植物RGB可见光图像(VISI)、远红外图像(FIRI)、近红外图像(NIRI)、荧光图像

(FLUI)、高光谱图像(HYPSI)、３D激光图像(3D-LSI)、CT断层图像(CT-I)、多光谱图像(MSI)，通过数据软件分析可

得到盆栽植物的株高、株宽、叶片面积、叶片角度等株型参数、鲜重干重等生物量参数、分蘖参数，此外还可根据用户需要定

制化感兴趣的二级性状参数。

植物成像暗室为植物图像采集提供了良好的成像环境，有高精

度旋转平台、成像传感器（可同时搭载多个）、电动感应门、

LED成像光源、自动调焦运动模组等组成，具有高稳性、高效

率，精准采集等特点；采用先进的自动化运动控制技术，保障

植物平稳有序精准采集，并且实时远程传输到采集控制单元；

成像暗室设计了工业可视窗口，可观察任务进度，实时显示舱

内运行情况。

成像暗室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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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传送单元

AUTOMATIC

TRANSFER UNIT  

自动传送单元采用铝型材钢架结构配合不锈钢滚筒输送线或皮带传动构成，全工业自动化输送运行控制，美观大气，维护操作

简单；整个输送部分分为盆栽种植区域和输送循环线，由控制系统进行自动化运行控制；可以对盆栽植物精准调出检测并归

位，每盆植物的定位精度（离原位置的误差）应≤5mm；模块化设计，使用标准的单元模块，保证系统的可扩展性和二次开

发能力，易于维护和降低维护成本。

自动传送单元

功能特点

技术参数：

◎ 传送速度：0-2m/s

◎ 传送线宽度：500mm

◎ 定位精度：≤±2mm

◎ 承重：50-300kg/ 盆（可定制）

匹配性 /
——

与温室环境设备、温室喷淋设备之间的较

好匹配性

适应性 /
——

适应温室栽培环境、作物栽培要求、作物

试验要求以及作物生理要求

可靠性 /
——

在系统设计和软件设计上，充分考虑系统的

自恢复能力和冗余设计，确保系统的抗干扰

能力、作业过程实现自动化与管理信息化

——

模块化设计，使用标准的单元模块，保

证系统的可扩展性和二次开发能力；为

后期增加的水肥精准喷灌系统、日常栽

培管理系统等软硬件留有扩展接口

从系统使用全寿命周期成本最低出发，

减少系统的使用维护费用

控制/采集单元

CONTROL

ACQUISITION UNIT 

控制/采集单元由高性能自动化控制系统和植物图形采集工作站组成，为植物表型成像系统的大脑中枢；可编程序控制器、工

业通讯系统、变频器等均采用国际名牌产品，提供符合Windows标准的友好的人机界面，方便人员操作；单元中充分考虑环

境对设备的影响，保证意外状态下不影响正常运行：故障单元的停机、离线对系统没有任何影响，运用自动均载技术，保证运

行平稳；按照设计规范安装各种探测开关和限位装置防止越程、误操作，并进行信息反馈；采用标准开发协议，支持自有或第

三方平台实时获取植物扫描图像、监控等数据；储存空间无限扩容，以应对不同阶段对数据库性能和存储空间的需求。



  GREENPHENO    05  /  06

成像传感器单元

IMAGING

SENSOR UNIT

RGB可见光成像单元

RGB成像单元主要技术参数

传感器数量 标配：2（侧视 / 顶视），可扩展至 3-4 个，可双目成像模式

视野面积

分辨率

镜头焦距

单株植物拍摄图像帧数

物距

RGB 图像分析软件

软件功能

RGB水稻图像分析软件界面 水稻植株性状提取展示

RGB玉米图像分析软件界面

玉米植株性状提取

功能包括图像采集、图像分析和性状提

取；根据用户需要定制RGB图像分析软

件，实现植物图像分割、数字化生物

量、株型、植株紧凑度、卷叶、绿叶

比、生长速率等性状计算。

RGB成像单元主要提取性状参数I-trait

小麦性状参数

分类 I-trait 描述

植株生物量

相关性状参数

植株持绿

相关性状参数

株型

相关性状参数

植株直方图纹理

相关性状参数

植株灰度共生矩

阵纹理性状参数

总投影面积

凸包面积

周长

TPA

CHA

P

绿色投影面积

绿色投影面积比例

绿色程度 量化持绿

黄色投影面积 量化衰老

黄色投影面积比例 量化衰老

GPA

GPAR

GCV

YPA

YPAR

无图像裁剪的分形维数 无图像裁剪的分形维数

图像裁剪后的分形维数 图像裁剪后的分形维数

株高 株高

株宽 株宽

分蘖角度相关 分蘖角度相关

卷叶相关 卷叶相关

卷叶相关 卷叶相关

卷叶相关 卷叶相关

PC1-PC6 植株紧凑度相关 植株紧凑度相关

相对频数 相对频数

FDNIC

FDIC

H

W

HWR

TBR

TCR

PAR

F1-F20

均值 均值

标准差 标准差

三阶矩 三阶矩

一致性

平滑度

熵 熵

M

SE

MU3

E

自相关性

T4 能量 能量

1607 mm (height) x1347 mm (width)

5000(height) x 4000 (width)

8 mm

20（可任意设置）

1520 mm



分类 I-trait 描述 标注

植株灰度共生矩阵

纹理性状参数

T5 强度不均匀性 强度不均匀性

T6 持绿和株型相关 持绿和株型相关

T7 平均灰度

T8 平均梯度

T9

T10

T11

T12

T13

T14 灰度均方差

T15 梯度均方差

植株生长速率

相关性状参数

AGRi(i=1,..,x)，

此处参数个数与拍

摄时期相关

绝对生长速率，反映植株生长快慢

MEAN_AGR 绝对生长速率平均值 绝对生长速率平均值

RGRi(i=1,...,x)，

此处参数个数与拍

摄时期相关

相对生长速率，反映植株生长快慢 相对生长速率，反映植株生长快慢

MEAN_RGR 相对生长速率平均值 相对生长速率平均值

稻穗

相关性状参数

TPA_P 稻穗面积 稻穗面积

P_P 稻穗周长 稻穗周长

H_P 稻穗外接矩形长 稻穗外接矩形长

W_P 稻穗外接矩形宽 稻穗外接矩形宽

CHA_P 稻穗凸包面积 稻穗凸包面积

TBR_P 稻穗面积 / 外接矩形面积 稻穗面积 / 外接矩形面积

CHR_P 稻穗面积 / 凸包面积 稻穗面积 / 凸包面积

PTR_P 稻穗周长 / 稻穗面积 稻穗周长 / 稻穗面积

FDNIC_P 分形维数 分形维数

GPA_P 绿色面积

YPA_P 黄色面积

TPAR_P 黄色面积比例 黄色面积比例

分类 I-trait 描述 标注

稻穗直方图纹理相

关性状参数

M 均值 均值

SE 标准差

MU3 三阶矩

U 一致性

S 平滑度

E 熵

稻穗灰度共生矩阵

纹理性状参数

T1 自相关性

T2 小梯度优势 小梯度优势

T3 大梯度优势 大梯度优势

T4 能量 能量

T5 强度不均匀性 强度不均匀性

T6 持绿和株型相关 持绿和株型相关

T7 平均灰度 平均灰度

T8 平均梯度 平均梯度

T9 灰度熵 灰度熵

T10 梯度熵 梯度熵

T11 混合熵 混合熵

T12 差矩 差矩

T13 逆差值 逆差值

T14 灰度均方差 灰度均方差

T15 梯度均方差 梯度均方差

稻穗生长速率

AGRi(i=1,..,x)，

此处参数个数与拍 绝对生长速率，反映植株生长快慢 绝对生长速率，反映植株生长快慢

MEAN_AGR 绝对生长速率平均值 绝对生长速率平均值

RGRi(i=1,...,x)，

此处参数个数与拍 相对生长速率，反映植株生长快慢 相对生长速率，反映植株生长快慢

MEAN_RGR 相对生长速率平均值 相对生长速率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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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性状参数： 油菜性状参数：

性状分类 性状 性状缩写

均值 M_TEX_SV

标准差 SE_TEX_SV

S_TEX_SV

MU3_TEX_SV

U_TEX_SV

E_TEX_SV

TPA_SV

H_SV

W_SV

HWR_SV

FDNIC_SV

分形维数（crop） FDIC_SV

叶面积 / 最小外接矩面积 R_SV

周长 / 投影面积 PAR_SV

HA_SV

叶面积 / 凸包面积 AC_SV

M_TEX_SV_FL

SE_TEX_SV_FL

S_TEX_SV_FL

MU3_TEX_SV_FL

F 一致性 U_TEX_SV_FL

F熵 E_TEX_SV_FL

花形状

参数

花投影面积 YPA_SV_FL

花最小外接矩高 H_SV_FL

花最小外接矩宽 W_SV_FL

花最小外接矩高 / 宽 HWR_SV_FL

花分形维数 FDNIC_SV_FL

花分形维数（crop） FDIC_SV_FL

花面积 / 花最小外接矩 R_SV_FL

周长 / 花投影面积 PAR_SV_FL

花凸包面积 HA_SV_FL

花面积 / 花凸包面积 AC_SV_FL

花数目 FN_SV

绿色投影面积 GPA_SV

绿色投影面积 /

总投影面积
GPAR_SV

黄色投影面积 /

总投影面积
YPAR_SV

PD1 PC1_SV

PC2_SV

PC3_SV

PC4_SV

PD5 PC5_SV

PD6 PC6_SV

棉花性状参数：

性状分类 性状 性状缩写

植株纹理参数

均值 M_TEX_SV

标准差 SE_TEX_SV

平滑度 S_TEX_SV

三阶矩 MU3_TEX_SV

一致性 U_TEX_SV

熵 E_TEX_SV

植株株形参数

总阴影面积 TPA_SV

外接矩高 H_SV

外接矩宽 W_SV

外接矩长 / 宽 HWR_SV

分形维数 FDNIC_SV

分形维数（crop） FDIC_SV

叶面积 / 最小外接矩面积 R_SV

周长 / 投影面积 PAR_SV

凸包面积 HA_SV

叶面积 / 凸包面积 AC_SV

棉铃纹理参数

F 均值 M_TEX_SV_FL

F 标准差 SE_TEX_SV_FL

F 平滑度 S_TEX_SV_FL

F 三阶矩 MU3_TEX_SV_FL

F 一致性 U_TEX_SV_FL

F熵 E_TEX_SV_FL

棉铃形状参数

棉铃投影面积 YPA_SV_FL

棉铃最小外接矩高 H_SV_FL

棉铃最小外接矩宽 W_SV_FL

棉铃最小外接矩高 / 宽 HWR_SV_FL

棉铃分形维数 FDNIC_SV_FL

棉铃分形维数（crop） FDIC_SV_FL

棉铃面积 / 棉铃最小外接矩 R_SV_FL

周长 / 棉铃投影面积 PAR_SV_FL

棉铃凸包面积 HA_SV_FL

棉铃面积 / 棉铃凸包面积 AC_SV_FL

棉铃数目 FN_SV

绿色投影面积 GPA_SV

绿色投影面积 / 总投影面积 GPAR_SV

植株紧密程度参数

PD1 PC1_SV

PD2 PC2_SV

PD3 PC3_SV

PD4 PC4_SV

PD5 PC5_SV

PD6 PC6_SV

性状分类 性状 性状缩写

植物形态

学性状

侧视最大株高 MPH

侧视自然株高 NPH

侧视茎长

侧视植物宽度

总投影面积 /

侧视外接矩面积比

侧视植物周长

周长 / 侧视投影面积比

侧视植物密实度

侧视无裁剪图像

分形维数

侧视裁剪图像分形维数

颜色性状 侧视绿色值

生物量

相关性状
侧投影面积

直方图

及纹理特征

均值

标准误差 SE_TEX

三阶矩 MU3_TEX

均一性 U_TEX

平滑度 S_TEX

E_TEX

生长

相关性状

绝对生长速率
AGRi 

(i=1,...,15)

15 个绝对生长速率的算

术平均值
MEAN_AGR

相对生长速率
RGRi 

(i=1,...,15)

15 个相对生长速率的算

术平均值
MEAN_RGR

IMAGING 
SENSOR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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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红外成像单元

成像模式

像素分辨率

像素尺寸

波段范围

增益

光学接口

相机控制接口

数据采集接口

触发信号 TTL 电平信号

帧率 25Hz/90Hz 

相机制冷方式 强制对流制冷

功耗 最大 30W

工作环境温度 0℃-50℃

尺寸大小 100mm×100mm×100mm

重量 1.8kg

供电 DC12V-5A

荧光成像传感器测量参数：

可获取 Fo, Fo', Fs, Fm, Fm', Fp, 

FtDn, FtLn, Fv, Fv'/ Fm', Fv/ Fm, 

Fv',Ft,ΦPSII, NPQ_Dn, NPQ_Ln, 

Qp_Dn, Qp_Ln, qN, qL, QY, QY_Ln, 

Rfd, ETR 等 50 多个叶绿素荧光参数。

近红外传感器测量参数：

可测量作物植株的水分含量、胁迫生理学

性状、水力学研究相关性状。

IMAGING 

SENSOR UNIT

远红外成像单元

远红外成像单元主要技术参数

远红外成像单元测量参数

作物冠层温度分布、叶片蒸腾作用、作物干旱胁迫等相关性状

成像模式

视野面积 1900mm×1400mm（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成像物距 1500mm（可根据作物大小调整）

成像帧数

探测器类型

分辨率

测温范围

测温精度（环境温度0℃-50℃）

工作环境温度

存储温度

冲击 30g，11ms， 所有轴向

振动 4.3g，随机振动，所有轴向

湿度 5%~95%，非冷凝

单株水稻作物远红外图像效果展示

单株玉米作物荧光图像效果展示

荧光成像传感器主要技术参数

荧光成像单元

成像模式 侧视

分辨率 4006×2672

帧率 全分辨率下可达5fp

像素大小 9um×9um

像素扫描速率 2×8/2×32MHz

功耗 25W/50W

供电 90-260VAC

工作温度 +5℃~+40℃

存储温度 -20℃~+70℃

近红外下作物对不同养分光照的影响

a)  Fv/Fm：测量参数包括Fo，Fm，Fv，QY等

b)  Kautsky诱导效应：Fo，Fp，Fv，Ft_Lss，QY，Rfd等荧光参数

c)  荧光淬灭分析：Fo，Fm，Fp，Fs，Fv，QY，ΦII，NPQ，Qp，

      Rfd，qL等50多个参数

d)  光响应曲线LC：Fo，Fm，QY，QY_Ln，ETR等荧光参数

C-Mount

USB2.0

USB2.0/CameraLink

侧视

640×512

20um

0.9um-1.7um

可设置4倍增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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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光谱成像单元主要技术参数

成像模式 侧视

光谱范围
400-1000nm / 900-1700nm / 

380-2500nm（3 种波段范围可选）

光谱分辨率

5.5nm(400-1000nm)/8mm(900-

1700nm)/3.5nm(380-970nm)、

10nm(970-2500nm)

狭缝宽度 30 um

空间像素数 1024/640/1024

像素大小 8×8um/15×15um/15×15um

成像速度

全谱段采集为 330Hz/670Hz/670Hz

ROI 波段选择后可达

9900Hz/15000Hz/15000Hz

FOV 38°/38°/40°

高光谱成像暗室结构图

光圈 F/1.7   F/1.7   F/2.4

探测器
CMOS detector/InGaAs detector/ 

CMOS 热电冷却器（TEC）

相机输出 Digital 12 bit

输出模式 IWR/ITR

相机接口 CameraLink or GigE 

最大功耗 4W/24W/150W

防护等级 IP52

配件

另有 FOV12 °、47°、51°、83°

镜头可选，标准 C-mount 接口相机

集成开关和 OBF 滤光片，运行温度在

0-40°C，无冷凝

高光谱成像单元

IMAGING

SENSOR UNIT  

无损动态提取海量光谱特征性状，获取不同波段下

高光谱图像参数的光谱指数、并基于模型计算植株

叶片营养元素含量(N、P、K)、叶绿素含量、水分

含量等相关性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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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光谱成像单元主要提取参数指标：

常用光谱指数（叶绿素、叶黄素等色素含量、氮磷钾等营养元素含量、水分等，此处以 2.4nm 为例，共 250 个波长）

* 1≤i≤250,1≤j≤250

* 若单计算平均反射率相关指数，共 250+500+750+560250+280125+20=841895 个；

如加上总反射率相关指数，共841895×2=1683790个

参数名称 解释

可见光测量所有颜色、形态及纹理参数，高光谱均可测量（RGB 为三通道，高光谱为 250 通道）

简单指数

原始反射率
各个波长下感兴趣区域

的反射率，共 250 个

伪吸收系数
共 250×2=500 个

一阶导数
共 250×3=750 个

二阶导数
共 250×3=750 个

基于光谱位置

及特征的参数 
红边、黄边、绿边、蓝边幅度、位置及面积 20 个

平均值、标准差、

变异系数及频数

提供程序，可自主选择各级参数进行计算

（防止数据冗余，一般在后期需要时有选择进行计算）

其他类型 根据需求定制，提供程序输入接口，可自行计算

3条激光+字线（+额外1束）

3D 激光成像单元

3D激光传感器主要技术参数：

扫描区域 275x250nm

测量速率 480000 次测量 / 秒

光源

激光类别 Ⅱ类 ( 人眼安全 )

分辨率 最高可达 0.05nm 扫描区域

扫描精度 最高 0.02nm

体积精度 0.02+0.06nm/m

体积精度（结合photoshot） 0.02+0.25nm/m

景深 250mm（自动）

基准距 300nm

传输方式 USB3.0

工作温度 -20~40℃

工作湿度 ( 非冷凝 ) 10~90%

输出格式 stl，obj，asc，ply，txt，xyz等（可定制）

3D激光传感器可获取作物三维形态结构，可计算获取作物株高、茎秆粗细、分支数量、分支夹角、叶片面积、叶片宽度、叶

片长度、叶片夹角以及作物果实的体积、直径等形态参数。

3D激光传感器数据采集 水稻3D点云效果/分割效果展示

数据分析展示 油菜3D点云效果

205000 次测量 / 秒

最高0.03mn

0.03+0.06nm/m

0.03+0.25nm/m

Ri

lg(R ), lg(1/Ri i)

d(R ), d(lg(R )), d(lg(1/R ))i i i

dd(R ), dd(lg(R )), dd(lg(1/R ))i i i

复杂指数

比例指数
共 250×249×9

=560250 个

归一化指数
共 250×249×9

=280125 个

Ri

Rj

, 
lg(R )i

lg(R )j
, 

lg(1/R )i

lg(1/R )j
, 

d(R )i

d(R )j
, 

d(lg(R ))i

d(lg(R ))j

, 

d(lg(1/R ))i

d(lg(1/R ))j

, 
dd(R )i

dd(R )j
, 

dd(lg(R ))i

dd(lg(R ))j

, dd(lg(1/R ))i

dd(lg(1/R ))j

R -Ri j

R +Ri j

, lg(R )-lg(R )i j

lg(R )+lg(R )i j

, dd(R )-dd(R )i j

dd(R )+dd(R )i j

, 

lg(1/R )-lg(1/R )i j

lg(1/R )+lg(1/R )i j

, dd(lg(R ))-dd(lg(R ))i j

dd(lg(R ))+dd(lg(R ))i j

, 

d(R )-d(R )i j

d(R )+d(R )i j

, dd(lg(1/R ))-dd(lg(1/R ))i j

dd(lg(1/R ))+dd(lg(1/R ))i j

d(lg(R ))-d(lg(R ))i j

d(lg(R ))+d(lg(R ))i j

, 

d(lg(1/R ))-d(lg(1/R ))i j

d(lg(1/R ))+d(lg(1/R ))i j

7条激光+字线（+额外1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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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光谱成像单元

主要技术参数

用途和特点

01 0302

CT 成像单元

CT 成像单元测量参数

CT 成像传感器主要技术参数

焦点到检测器的最大距离（mm） 850

焦点到被测物的距离（mm） 740

视野面积（cm） 20x20

焦点尺寸（μSv/h） 约 0.8

工作电压范围（kV） 40-80

工作电流范围（mA）

实际工作电压（kV）

实际工作电流（mA） 1

剂量当量率（μSv/h） 0.06

发射器焦点到旋转平台距离（mm） 1122 

发射器焦点到检测器距离（mm） 1412 

放大倍数

横截面视野范围（mm）

X-射线检测器

X-射线管电压范围（kV）

像素数目

像素间距（mm）

像素高度（mm） 0.6

像素宽度（mm） 0.3

最大扫描速度（cm/s） 80

三维多光谱冠层扫描仪

CT IMAGING UNIT

MEASURES PARAMETERS

CT成像暗室结构图

三维多光谱冠层扫描仪适用于室外自然光照条件下

农作物冠层的三维多光谱表型数据快速采集，可在

室外自然光条件下采集多光谱数据时，同步测量农

作物冠层的三维点云数据。

◎ 8幅高分辨率光谱影像；

◎ 多光谱三维点云，每个点既有三维坐标信息也包括对应的7个光谱波段的强度；

◎ 点云在每幅光谱影像上的对应像素；

◎ 一次可采集6+2个不同光谱波段的信息（6个可选波段和一个固定波段的不同角度），其中可选波段的波长灵活可调，

     默认为450nm、550nm、670nm、710nm、800nm和900nm，固定波段为810nm。

在采集多光谱数据时，仪器同步测

量农作物冠层的三维结构

采用成熟可靠的基于激光的结构光

三维重建技术，并针对农作物冠层

的特定应用进行优化，为实现复杂

自然条件下的植被冠层结构快速自

动测量，为消除农作物冠层形态差

异导致的光谱信息失真提供准确的

基础数据。

同时以通用数据格式和文本文件格

式保存数据

农作物冠层形态复杂，通用的点云

格式利于数据快速处理和分析，而

完整的多光谱点云数据保存为文本

格式，为研究者进行数据处理与分

析提供便利。

仪器经过几何检校，多光谱点云精

度高，光谱波段灵活可调

输出的三维点云与光谱影像配准精

度高，每个三维点都有对应的7个

多光谱强度信息以及在每幅多光谱

影像上的投影信息；支持用户开发

新型处理算法，实现农作物冠层与

背景的点云滤波和分类，以及光谱

影像自动化分割。

主要用于测量温室盆栽的禾本科植物的分蘖数、分蘖角度、分蘖大小、分蘖形状等分蘖参数、作物植株的茎秆壁粗、壁厚、维

管束等茎秆相关参数以及植株内部形态结构、成分含量变化等。

1.26

244

线阵X-射线检测器

X scan 0.4f3-205

20-380

768

0.4

0.21-1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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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成像案例展示

CT IMAGING CASE 
DISPLAY

水稻稻穗扫描

白菜CT扫描结果

XCT-3DRGB成像系统获取投影图，图像重建后，
从土壤中分割提取的作物根系三维结构

黄色土壤中玉米根系CT扫描结果 黄色土壤中水稻根系CT扫描结果
土壤中玉米CT扫描结果-

土壤和植物原位扫描2D和3D显示

Haitao Li, Hui Feng, Chaocheng Guo, Shanjing Yang, Wan Huang, Xiong Xiong, Jianxiao Liu, Guoxing 

Chen, Qian Liu, Lizhong Xiong, Kede Liu and Wanneng Yang. High-throughput phenotyping accelerates the 

dissection of the dynamic genetic architecture of plant growth and yield improvement in rapeseed. Plant 

Biotechnology Journal. 2020.

Nunzio Briglia, Kevin Williams, Dan Wu, Yaochen Li, Sha Tao, Fiona Corke, Giuseppe Montanar, Angelo 

Petrozza, Davide Amato, Francesco Cellini, John H. Doonan, Wanneng Yang and Vitale Nuzzo. Image-

Based Assessment of Drought Response in Grapevines. Frontiers in Plant Science. 2020.

Baoqi Li, Lin Chen, Weinan Sun, Di Wu, Maojun Wang, Yu Yu, Guoxing Chen, Wanneng Yang, Zhongxu Lin, 

Xianlong Zhang, Lingfeng Duan and Xiyan Yang. Phenomics-based GWAS analysis reveals the genetic 

architecture for drought resistance in cotton. Plant Biotechnology Journal. 2020.

Di Wu, Zilong Guo, Junli Ye, Hui Feng, Jianxiao Liu, Guoxing Chen, Jingshan Zheng, Dongmei Yan, 

Xiaoquan Yang, Xiong Xiong, Qian Liu, Zhiyou Niu, Alan P. Gay, John H. Doonan, Lizhong Xiong, and 

Wanneng Yang. Combining high-throughput micro-CT-RGB phenotyping and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to dissect the genetic architecture of tiller growth in ric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Botany. 2019.

◎ 

◎ 

◎ 

◎ 

* 持续更新中，更多参考文献请访问华中农业大学作物表型中心网站
 （http://plantphenomics.hzau.edu.cn/）

河南大学抗逆改良中心高通量作物表型平台

集成高通量表型检测平台、植物生长平台、根系生长平台、植物春化平台，快速高通量计算样品相应表型信息，获取大量高价值

的表型数据，建立表型数据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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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

TYPICAL CASE

选型配置表

CONFIGURATION TABLE

产品名称 型号 配置

温室盆栽高通量植物表型成像系统

RAP-RGB RGB图像传感器

RAP-FIRI 远红外图像传感器

RAP-NIRI 近红外图像传感器

RAP-FLUI 荧光图像传感器

RAP－HYPSI 高光谱图像传感器

RAP－３D－LSI 激光雷达图像传感器

RAP－CT CT传感器

RAP－MSI 多光谱图像传感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