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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图像二值化阈值的确定，直接影响二值化图像对纹理轮廓特征的表现程度，而不同中药
饮片横切面图像纹理又由于复杂程度、均匀程度、粗细程度等方面存在差异，使得图像在二值化时阈
值的确定存在多变性。为了能自动选取较好的二值化阈值，使得中药饮片横切面图像二值化后较好地
表现其纹理轮廓特征，故提出一种基于研究图像复杂度来确定二值化阈值的方法。该方法根据二值化
图像每个像素点与其相邻像素之间的同异性，确定二值化图像的复杂度，并通过研究不同阈值下二值
化图像复杂度的变化来确定阈值。本文选取在饮片切片纹理上具有代表性的槟榔、苍术、地榆、甘草、
黄芪 5 种中药饮片做为研究载体，涉及放射状纹理、散点状纹理、环状纹理，探讨并提出一种二值化阈

值的确定方法——
—邻域法。实验结果证明利用邻或法所求阈值的二值化图像能较好地表现中药饮片
横切面图像纹理轮廓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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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鉴定是中药研究的基础，包括中药的来源、
质量评价等内容。近年来，
中药鉴定发展
品种的鉴别、
了多种新的途径和手段，为中药鉴定的客观化、科学
化提供了依据。中药的性状鉴定也叫“直观鉴定法”，
是用感官来鉴定中药性状是否与规定的标准或对照
品相符合的一种方法[1]。其传统鉴别方式主要用目测、
近年来出现的电子鼻、电子舌等仪器设
口尝、
鼻嗅等，
备，可作为“直观鉴定法”中鼻嗅、口尝等方式的客观
化手段。中药饮片横切面的形状、纹理特征反映了不
同中药品种的差异性，例如“菊花心”
、
“车轮纹”
、
“网
纹”等，然而这些特征的鉴别，仍局限于人工方式，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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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只能直观描述，缺乏客观标准。借助于图像处理和
人工智能技术，能将这些纹理特征通过数字图像提取
出来，
并利用计算机进行自动、
智能、精准的识别。
图像二值化是纹理特征提取的关键技术之一。
然而，由于不同中药饮片横切面图像纹理复杂程度、
均匀程度、粗细程度等不同，在二值化过程中所设置
的阈值存在差异。对于层次变化不大，轮廓较稀疏的
纹理，阈值过小，得到的二值化图像纹理轮廓不明
显；而对于层次变化明显，轮廓较清晰的纹理，阈值
过大，得到的二值化图像纹理轮廓会过于浓重，而掩
盖了纹理轮廓的特征。为了研究不同阈值对中药饮
片横切面图像的二值化影响，本文以 5 种中药饮片
的各 20 个样本的横切面图像为例，探讨并提出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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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值化阈值的确定方法——
—邻域法，并证明了方法
的可行性。
一、邻域法
二值化图像是图像灰度化后，将所得图像中所

有像素点的灰度值除以 255 后，与给定的阈值进行

比较，如果大于或等于给定阈值则对应像素点的灰
度值为 255，小于给定阈值则对应像素点的灰度值为

0，从而将灰度图像转化为灰度值只有 0 和 255 的黑
白图像[2] 。因此，阈值的设置直接影响二值化图像纹
理轮廓特征的表现程度。
由于阈值的取值范围只能在区间[0 1]之间，为

了研究不同阈值下二值化图像对中药饮片横切面纹
理轮廓特征的表现程度，设 0.05 做为初始阈值，每增
加 0.05 做为一个新的阈值，使阈值变化到 1，分别求

i=0.05，0.1，…1

m=2，…M-1
n=2，…N-1

A i 的大小为 M*N
生成一新矩阵，记为 B，其大小为（M-2）*（N-2），将
得到的 K（m，n）值，赋予 B 的对应位置，如图 2 所示。
将矩阵 B 的总和与（M-2）*（N-2）*8 的比值，做
为二值化图像 A i 的复杂度，记为 COMi 即：

COMi =sum （B）（
/ M-2）* （N-2）*8 （i=0.05，0.1…，1）
（M、N 分别为二值化图像矩阵的行、列数）
对于同一种中药材计算其 20 个饮片样本不同阈值
20

下的 COMi 的平均值，记为 COMi ，即：COMi = 移 A ki/
K =1

20（i=0.05，0.1，…1）求 i 由 0.05 到 1 时，COMi 的最小
值所对应的阈值，即所求的阈值。

不同阈值下中药饮片横切面图像的二值化图像。当
三、结 果
阈值由小到大时，二值化图像所包含的信息逐渐增
多，而对于不同纹理，随着阈值的改变，信息的反映
阈值的取值决定了二值化图像对中药饮片横切
程度不一样，二值化图像对不同中药饮片横切面纹
面纹理轮廓特征的反映程度。由于中药材品种繁多，
理轮廓特征的反映程度也不一样，如图 1 所示。因
横切面纹理特征各异，不能对所有纹理特征一一进
此，本文提出邻域法，其主要思想是通过考察不同阈
行讨论，本文选取在饮片横切面纹理上具有代表性
值下二值化图像的复杂度，来确定不同中药饮片横
的槟榔、苍术、地榆、甘草、黄芪 5 种中药饮片做为研
切面图像的二值化阈值。
1. 图像获取条件
用 4800dpi 数字平板式扫描仪将中药饮
片的横切面输入计算机，所得图像均为 24
a 槟榔饮片横切面阈值由 0.3 变化到 0.55 时的二值化图像
位真彩图像，
格式为 jpg，
分辨率为 200ppi，
并
根据饮片横切面边缘对图像进行裁剪。
2. 邻域法原理
邻域法的基本思想如下：
b 甘草饮片横切面阈值由 0.5 变化到 0.75 时的二值化图像
将不同阈值下得到的二值化图像记为
图 1 槟榔、甘草饮片横切面在不同阈值下二值化图像
Ai ，以 Ai 的任 意 像素 点为 中 心 点，计 算 在
该中心点的 8 个邻域位上与其相等的点的
个数，记为 K（ m，n），即：
A（m，
n）=A（m+1，
n）或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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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将 K（m，n）值赋予 B 的对应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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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载体，涉及放射状纹理、散点状纹理、环状纹理。从
每种药材各选取 20 个样品，共 100 个样品。由于篇幅

值化阈值的具体应用过程中，仍有一些问题值得深
入研究。

所限，不能将 100 个样本的横切面图像均在

文中列出，仅给出其中 25 个样本的横切面
图像，如图 3 所示。
由图 3 可以看出，槟榔横切面呈棕白相

a 槟榔饮片横切面图像

间的大理石样花纹；苍术横切面呈不规则散
点状纹理，习称“朱砂点”；地榆、甘草、黄芪
横切面均呈放射状纹理，其中地榆横切面的
放射状纹理不太明显，且没有明显环纹，纹

理较紧致；甘草横切面、黄芪横切面放射状
纹理较明显，纹理较稀疏，纹理间存在多处
裂纹，靠近饮片边缘处有较明显的环纹；黄

b 苍术饮片横切面图像

芪横切面的环纹层次较强、且突出，而甘草
横切面的环纹层次略微平滑。由于纹理存在
视觉上的差异，将中药饮片横切面的纹理轮
廓特征提取出来，对于中药饮片横切面的图
像模式识别具有重要意义。
利用邻域法，考察了 100 个样本在不同
阈值下的二值化图像，分别求出 5 种中药饮
片对应的阈值为槟榔 0.35，苍术 0.6，地榆
0.45，甘草 0.75，黄芪 0.8，如图 4。
计算 5 种中药饮片的 100 个样本的横
切面图像在所求阈值下的二值化图像，从这

c 地榆饮片横切面图像

d 甘草饮片横切面图像

些二值化图像中可以看出，5 种中药饮片横
切面的二值化图像均能较好地表现其纹理
轮廓特征，如图 5。
四、讨

论

结合中药饮片的性状鉴定知识对所选
取的 5 种中药饮片的 100 个样本所有阈值
下的二值化图像进行对比观察，发现槟榔的
二值化阈值在 0.35~0.5 之间，苍术的二值
化阈值在 0.55~0.6 之间，地榆的二值化阈
值在 0.45~0.5 之间，甘草的二值化阈值在
0.65~0.75 之间，黄芪的二值化阈值在 0.7~
0.80 之间时，其纹理轮廓表现较好，与利用
邻域法所得到的结果一致，验证了利用邻域
法确定合适阈值的可行性。
然而，中药饮片横切面的纹理变化繁
多，同种中药饮片纹理也存在相异性，不同
种中药饮片又存在相似性，因此邻域法求二

图3

e 黄芪饮片横切面图像

5 种中药饮片横切面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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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5 种中药饮片不同阈值下二值化图像复杂度平均值变化折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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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阈值的可变性。由于同一种中药饮片，不
同样本的横切面图像纹理存在一定的差异（图 3）。对

础阈值，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细微调整，细微调整的客

用过程中需要以最小值点所对应阈值做为二值化基

片，其纹理特征仅只代表了部分中药的纹理特征。在

同种中药饮片的不同样品，在相同阈值下得到的二
值化图像，其纹理特征的表现也存在差异，在具体应

观方法有待进一步研究，以达到最优效果。
其次，样本的代表性。由于中药品种繁多，饮片
横切面纹理特征各异，而本文所选择的 5 种中药饮

后续的工作中需要对更多不同纹理特征进
行研究，以探讨邻域法针对更多纹理的应用
方法。
最后，对阈值量化评价标准的建立。本
研究中最佳阈值的确定，仅仅是在阈值变化
a 槟榔横切面图像阈值为 0.35 时的二值化图像

b 苍术横切面图像阈值为 0.6 时的二值化图像

c 地榆横切面图像阈值为 0.45 时的二值化图像

d 甘草横切面图像阈值为 0.75 时的二值化图像

过程中，通过视觉直观判断二值化图像对纹
理特征的表现情况，尚缺乏定量的评价标
准，这也是后续研究的内容，进一步建立客
观、科学、精确的方法进行中药饮片的图像
模式识别。
五、结

论

本文针对中药饮片横切面图像模式识
别中纹理特征的提取问题，提出确定图像二
值化阈值优选的邻域法。实验结果证明了利
用该方法所得到的二值化图像能较好地表
现中药饮片横切面纹理轮廓特征。这一方法
为中药材图像识别提供了一种简洁有效的
途径，是后续进一步对中药材纹理进行模式
识别研究的基础。在后续的研究中，我们将
针对阈值的微调、方法的适用性和阈值的量
化评价标准等问题进行更细致深入地研究，
以使该方法更趋完善与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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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黄芪横切面图像阈值为 0.8 时的二值化图像

5 种中药饮片横切面图像在所求阈值下的二值化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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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etermination Algorithm for Binaryzation Threshold of
Cross-Section Texture Images of Chinese Herbal Pieces
Tao Ou, W ang Y un, Qiao Y anjiang
(School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102, China)
Abstract: The resolution of contour feature of images directly relies on the optimization and determination of the
threshold value in image binaryzation process. However, the binaryzation threshold value of an image has turned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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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be rather flexible as cross-section of Chinese herbal pieces varies dramatically in terms of complexity, evenness
and shape. It is meaningful to develop a method to definitely choose a proper threshold value in order to portray the
contour feature of cross-section texture images of Chinese herbal pieces clearly after the image binaryzation process
when it comes to image pattern recognition. A method based on image complexity research was proposed to deter鄄
mine a proper value of binaryzation. In this method, the binaryzation threshold value varies with the variation of im鄄

age complexity, while the image complexity was determined according to differences between one pixel and its
neighborhoods of an image. The result showed that binaryzation images whose threshold value derived from the
method proposed in this study were well able to depict the features of cross -section texture of Chinese herbal
pieces.

Keywords: Image binaryzation, threshold, cross-section texture of Chinese herbal pie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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