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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传统果蔬质量分类模型特征提取困难、训练耗时长、分类准确率低等问题，提出一种基于支持向量
机（support vector machine，SVM）和预训练的 VGG16 深度学习网络混合模型图像分类方法。即在迁移学习
的基础上使用 SVM 代替 VGG16 网络的全连接层及 Softmax 层进行分类，形成新的特征提取-特征分类
（VGG16-SVM）模型结构。运用此方法在测试集上的分类准确率为 99.1%，AUC（area under ROC curve）值
达到 0.999 6. 通过与普通卷积神经网络及各机器学习模型比较，验证了此方法能有效提高果蔬质量分类模型
的训练速度与分类准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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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quality classification of fruits and vegetables
based on transfer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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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ibo,
Shandong 255049, China)
Abstract: Aiming at the difficulties in feature extraction, long training time and low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of traditional fruits and vegetables quality classification models, an image classification method
based on 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 and pre-trained VGG16 deep learning network hybrid model is
proposed. On the basis of transfer learning, SVM is used to replace the fully connected layer and Softmax
layer of the VGG16 network for classification, forming a new feature extraction-feature classification
(VGG16-SVM) model structure. Using this method, the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on the test set is 99.1%,
and the AUC (area under ROC curve) value reaches 0.999 6. Compared with ordinary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and various machine learning models, it is verified that this method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training speed and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of fruits and vegetables quality classification
models.
Key words: computer applications; VGG16 deep learning network; transfer learning; support vector
machine; image class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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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如今更是世界蔬菜生产和贸易第一大国[1~2]。近年来，果蔬产业迅猛发展，在

农产品种植中占据了很大比例，伴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们的生活质量也飞速提高，从上世纪的“吃
得饱”到现在的“吃得好”，可以看出人们对果蔬的安全、健康要求更加严格，对绿色果蔬青睐有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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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优、品相好的果蔬更能得到消费者的喜爱。
果蔬质量检测是蔬菜种植与贸易中的重要一环，在国内大多数大型果蔬质量检测分类工作仍依靠人
工分拣的方法，此方法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资源，且长时间的工作会导致视觉疲劳，效率大大降低。机
器视觉非接触工作的方式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思路，如刘禾等[3]根据苹果光学反射特性即缺陷部分与非
缺陷部分反射系数的不同建立了一套适用于苹果表面缺陷的自动检测系统；SATPUTE 等[4]将在特定条件
下拍摄的西红柿图像转换为灰度，通过 OTSU 阈值化的方法（最大类间方差法）对图像进行二值化处理，
结合斑点检测技术根据缺陷和非缺陷区域颜色的不同完成缺陷检测，再通过计算主轴数据完成大小的分
级。AKTER 等[5]先使用中值滤波对采集的茄子图像进行降噪，然后用 OTSU 阈值化技术和二值变换分割
茄子图像的缺陷区域，通过将图像的 RGB 像素值相乘判断大小和形状，灰度共生矩阵（gray-level
co-occurrence matrix，GLCM）提取颜色特征，最后使用 K 最近邻（K nearest neighbor，KNN）算法对特
征进行分类，达到了 88%的分类准确率。以上方法基于传统的计算机视觉方法，需要在特定条件下获取
图像数据，而图像特征提取过程复杂，甚至需要人工进行干预，难以满足数量大、任务重的大型果蔬质
量分类任务的需要。
近年来，深度学习网络的兴起极大助力了计算机视觉的发展。神经网络仿生人的视觉功能即抽象和
迭代功能[6]，人的视觉处理过程大致为将感知到的具体像素抽象为有意义的概念，然后人脑将这些抽象
概念进行组合连接，这些概念又会往上迭代，变得更加抽象，经过一系列的抽象迭代过程后，最终得出
感知对象。神经网络改变了传统计算机视觉复杂的特征提取过程，将特征提取变成自动化，只需将原始
图片输入网络，便能自动提取对分类有用的特征。
目前，深度学习网络在农业中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果蔬质量检测中也得到了极大推广。SAITO 等[7]
使用茄子彩色图像，利用一个具有 2 个输入单元、5 个隐藏层单元和 5 个输出单元的三层神经网络完成
了对茄子四类擦伤及无擦伤的五分类质量分级任务，其网络结构虽简单，但与传统的机器学习分类模型
相比，在工作量与识别精度上有了很大提升。PURWANINGSIH 等[8]使用包含 2 层卷积层、2 层池化层、
1 层全连接层和 Softmax 分类层的卷积神经网络完成了对小红辣椒的质量分类任务。张烈平等[9]将基于误
差逆传播的多层前馈神经网络与计算机视觉技术相结合，应用于芒果表皮损伤的检测与分类，得到了
85.5%的分类准确率。深度学习在一些传统计算机视觉难以处理的领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其变得强大
的同时也需要很大的代价，如进行深度学习需要海量的数据、高性能的硬件等。迁移学习的提出极大地
改善了训练样本不足导致的过拟合问题[10]，同时极大地提高了模型训练速度。通过分析传统分类模型与
深度学习网络模型在果蔬质量分类中的优点与不足，在迁移学习基础上提出使用深度学习和机器学习相
结合的混合模型图像分类方法。

1

数据集获取
数据集图像分为 4 类：优质辣椒、劣质辣椒、优质茄子、劣质茄子。优质辣椒颜色青绿且直，劣质辣

椒弯曲且部分颜色发红；优质茄子呈亮黑色且长直，劣质茄子弯曲呈畸形。训练集中每一类含 1 625 个样
本，共计 6 500 张图片。测试集共 1 800 张图片，每类 450 个样本。训练集、测试集各类样本数量均衡。
采用固定手机位置的方式模拟机器摄像，使用纯色背景，与实物形成鲜明对比。四类图像样本如图 1 所示。

2

模型设计
为提高模型训练速度，能够在小样本数据集上获得良好的训练结果，改善因训练样本不足导致的过

拟合问题，本文应用了迁移学习技术[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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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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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类图像样本

Four types of image samples

VGG16 迁移学习模型
VGG16 模型是由 SIMONYAN 和 ZISSERMAN[14]提出的卷积神经网络模型，其结构如图 2 所示。大

致可以分为三部分：特征提取层、全连接层和分类层。特征提取层由 13 层卷积层和 5 层池化层组成，浅
层卷积层提取线条轮廓等浅层特征，随着网络的加深，提取的特征会更加抽象和深入。在卷积层提取特
征图后，使用池化层降低特征图尺寸达到降维与提高网络抗干扰能力的目的。由 2 层含 4 096 个神经元
的全连接层将学到的“分布式特征表示”映射到样本标记空间[15]。分类层由含 1 000 个神经元和 Softmax
分类器的全连接层组成，1 000 个神经元对应着 ImageNet 数据集的 1 000 类样本。

图2
Fig. 2

2.2

VGG16 模型结构
VGG16 model structure

SVM 分类器
SVM 提出于 1964 年，之后衍生出众多改进和扩展算法，并广泛应用于人脸识别、文本分类等领域[16~18]。

SVM 分类器的目的是找到能够正确划分训练数据集并且几何间隔最大的分离超平面。
将 SVM 扩展为多类问题的方法之一为一对一法（one-versus-one，OVO），也是本文采用的方法。其
做法是将包含 M 个类别的数据集设计为 M(M−1)/2 个 SVM 分别进行训练，采用投票的形式得到属于每
一类的次数，投票数最多的类就是该多分类预测的结果。分类过程如表 1 所示，首先初始化四类标签样
本的票数 A=B=C=D=0.
表1
Tab. 1

SVM 一对一法分类过程

SVM one-versus-one classification process

分类器

结果 1

结果 2

分类器

结果 1

结果 2

（A, B）

若分类结果为 A，则 A=A+1

反之，B=B+1

（B, C）

若分类结果为 B，则 B=B+1

反之，C=C+1

（A, C）

若分类结果为 A，则 A=A+1

反之，C=C+1

（B, D）

若分类结果为 B，则 B=B+1

反之，D=D+1

（A, D）

若分类结果为 A，则 A=A+1

反之，D=D+1

（C, D）

若分类结果为 C，则 C=C+1

反之，D=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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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A,B,C,D)即获得票数最多者为分类结果。此方法优点是当增加数据集果蔬种类时不需要重新训
练已训练的 SVM，只需要重新训练与新增果蔬种类相关的分类器即可。
2.3

VGG16-SVM 模型
本文设计的 VGG16-SVM 模型如图 3 所示，将 VGG16 用于特征提取的卷积层迁移出来，保留第一个

全连接层，用于将池化层输出转化为特征向量输入 SVM 进行分类。

图3
Fig. 3

VGG16-SVM 果蔬质量检测模型

VGG16-SVM fruits and vegetables quality detection model

本文使用在含有 1 000 种类别的大型图片数据集 ImageNet 上预训练的 VGG16 模型作为迁移学习模
型，保留特征提取模块的参数与权重，应用到本文果蔬质量分类数据集的特征提取过程中，用上述模型
在本文数据集某一样本上的特征提取过程如图 4 所示。

图4
Fig. 4

VGG16 特征提取

VGG16 feature extraction

由图 4 可以看出，随着网络的深入，提取的特征越来越抽象。使用预训练的网络省去了重新训练特
征提取层的过程，在小数据集上也可以取得好的特征提取效果，减少了训练时间，提高了训练效率。
SVM 分类器可以解决特征提取过多带来的高维空间复杂性[19]，利用核函数可将问题映射到对应的高
维空间，从而寻找最大间隔超平面。与其他传统学习方法（如模式识别、神经网络）相比，它基于结构
风险最小化原则，减少了过拟合问题，模型泛化能力更强。SVM 分类器使用折叶损失（hinge loss），函
数定义如式（1）所示。
Li =

∑ max(0, Sj − Syi + Δ) ，

（1）

j ≠ yi

其中， j ≠ yi 为所有错误的分类； S j 为第 j 个类别的得分； S yi 为分类正确的得分； Δ 为损失函数希望
SVM 正确分类的得分始终比错误分类的得分高出一个 Δ 边界值，如果正确分类的得分与错误分类的得分
之差小于这个值，就开始计算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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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结果与分析

表2
Tab. 2

实验环境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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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环境

Experimental environment

硬件

详细信息

系统

Windows 10 专业版

CPU

Intel(R) Core(TM）i7-7700HQ CPU @ 2.80 GHz

为找到适合本文数据集的特征提取模型，使用

内存

16 GB DDR4 2133 MHz

VGG16、ResNet50、MobileNet 3 个迁移学习模型和一个

显卡

NVIDIA GTX1060

自定义的卷积神经网络（CNN）模型进行对比实验 。

硬盘

希捷 1 TB，7 200 r/min

3.1

模型选择

ResNet50 为残差神经网络，网络深度为 50，采用重复叠加卷积块和识别块的思想，解决了随着网络加深
会出现梯度弥散或爆炸的问题；MobileNet 是专注于移动端或嵌入式设备的轻量级卷积神经网络，该网
络有 28 层，使用步数等于 2 的卷积操作代替池化层进行降采样，提高了网络速度；自定义的卷积神经网
络共有 3 层卷积层，卷积核大小为 3×3，使用 Relu 激活函数，每层卷积层后连接一层池化层。4 个模型
均使用一层含有 1 024 个神经元的全连接层，均使用随机梯度下降（stochastic gradient descent，SGD）函
数作为优化器，均采用 Softmax 作为分类器。4 个模型在测试集上的准确率与损失率随迭代次数的变化
如图 5 和图 6 所示。

图5
Fig. 5

各模型在测试集上的准确率

Accuracy of each model on the test set

图6
Fig. 6

各模型在测试集上的损失率

Loss rate of each model on the test set

由图 5 可看出，随着迭代次数的增加，除 MobileNet 模型外，其余 3 个模型都有较高的识别准确率，
实验过程中也发现 MobileNet 模型在训练集上准确率很高，而在测试集表现很差，极大可能是出现了过
拟合现象。自定义的卷积神经网络约在 15 个 epoch 达到收敛状态，经过预训练的迁移学习模型在 2～3 个
epoch 就完成收敛，由此可以看出使用预训练的模型提升了模型训练速度。
由图 6 可以看出，MobileNet 网络损失曲线波动大且没有下降趋势，验证了之前可能出现过拟合的
假设，自定义的卷积神经网络获得了更低的损失，但拟合速度比预训练的 ResNet50 和 VGG16 模型慢，
达到相同的模型精度其可能需要更长的训练时间。综上所述，预训练的 VGG16 模型较其他预训练模型
复杂度低、在保证识别精度的同时比需要重新训练的神经网络模型收敛速度快，故采用预训练的 VGG16
模型作为本文数据集的特征提取器。
3.2

分类器选择
通过实验一，选择出了适合本文数据集特征提取的迁移学习模型。为选择对所提取特征分类效果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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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的分类器，实验二在 VGG16 模型提取特征后分别对 SVM、KNN、逻辑回归（logistic regression，LR）、
朴素贝叶斯（naive Bayes，NB）和 Softmax 五种分类器从分类精度与训练分类器所需时间进行实验对比，
验证 SVM 分类器对本文数据集特征分类的优越性。不同分类器在测试集上的准确率如图 7 所示，各分
类器训练耗时如图 8 所示。

图7
Fig. 7

图8

不同分类器在测试集上的准确率

Accuracy of different classifiers on the test set

Fig. 8

不同分类器训练耗时

Training time-consuming of different classifiers

由图 7 可知，除 NB 之外，其余分类器均获得了较高的分类准确率，原因可能是迁移模型提取的特
征之间相关性较大，而 NB 模型是假设属性之间相互独立，因此 NB 分类器不适合作为最终分类器。结
合图 8 分类器训练耗时来看，除 NB 外，LR 用时最少，而 Softmax 的结果要反向传播用于全连接层的权
重更新，因此用时最长，图 8 为 Softmax 在 1 个 epoch 下的耗时，其余分类器耗时相差不大皆在可接受
范围内。结合本文研究背景，在综合模型准确率与分类器训练耗时情况下，选择分类准确率最高的 SVM
作为最终分类器。
3.3

SVM 核函数选择
引入核函数的 SVM 使线性不可分问题得到解决，通过核函数将线性不可分的低维特征映射到线性

可分高维空间，使用低维特征空间上的计算避免了高维空间中产生的恐怖运算量。核函数的选择是构造
一个具有良好性能 SVM 的关键，但为具体数据集选择恰当的核函数却是 SVM 应用领域的一大难点，目
前依然没有明确的理论或方法来指导核函数的选择。
实验中使用网格搜索的办法，在 linear（线性核函数）、poly（多项式核函数）、rbf（径像核函数/高
斯核）以及 sigmoid 核函数中选择适合本文数据集的核函数。SVM 参数上使用默认的惩罚系数 C=1.0；
核函数系数 gamma=1/n_features（该项只对“rbf”，“poly”，“sigmoid”有效）；max_iter=−1，表示不限
制最大迭代次数，其余参数均采用默认值。不同核函数表达式为
linear：k ( x, z ) = φ ( x) ⋅ φ ( z ) ，

（2）

其中， x 和 z 为任意的低维特征向量。线性可分的问题大多采用此核函数，其具有参数少、速度快的明
显优势。
poly：k ( x, z ) = (γ x ⋅ z + r ) d ，

（3）

其中，参数 d 默认值为 3， d 增大会使映射的维度升高，增加学习复杂度，导致过拟合问题的发生； γ 参
数为 gamma 的值； r 为 coef 0 的默认值，通常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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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bf：k ( x, z )=e

−γ || x − z||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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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该函数等价于低维映射到无穷维展开后的点积，它对数据中存在的噪声有着较好的抗干扰能力。
sigmoid：k ( x, z )=tanh(γ x ⋅ z +r +.

（5）

使用 sigmoid 核函数的 SVM 可看作一种多层感知器神经网络。
不同核函数模型在测试集上的准确率如图 9 所示，使用不同核函数的分类器训练耗时如图 10 所示。

图9
Fig. 9

图 10

不同核函数模型在测试集上的准确率

Accuracy of different kernel function models on the
test set

Fig. 10

不同核函数分类器训练耗时

Training time-consuming of classifiers with
different kernel functions

由图 9 和图 10 实验结果可知，不同核函数的分类器在本文数据集上的分类精度相差不大，但训练耗
时差异明显，其中使用 sigmoid 核函数的分类器耗时最长，其余核函数分类器耗时差别较小。在耗时可
接受范围内，本文使用分类精度最高的 rbf 核函数作为 SVM 分类器的核函数。
3.4

模型评价
通过不同的模型评价指标，可以验证在本文数据集上使用 VGG16-SVM 模型比其他分类器模型具有

更高的分类准确率。
准确率是最常用的分类性能指标，即预测正确的样本数/总样本数，但在数据集各类别样本数不平衡
的情况下只关注准确率会有较大误差；AUC 值是 ROC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曲线下的面
积，通过查看 ROC 曲线与 AUC 值可以直观地反映模
型的分类性能。各模型的 ROC 曲线如图 11 所示，不
同评价指标下的模型性能对比如表 3 所示。
通过实验对比可以看出，本文提出的基于迁移学
习的 VGG16+SVM 模型比普通卷积神经网络有着更快
的训练速度，卷积神经网络与 SVM 的结合使得模型比
单一的机器学习模型有着更优的特征提取和特征分类
能力。实验结果表明，VGG16+SVM 模型在本文果蔬
质量分类任务中展现出了良好的分类能力。

图 11 各模型 ROC 曲线
Fig. 11 ROG curve of each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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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评价指标下的模型性能对比

Comparison of model performance under different evaluation indexes

模型

准确率/%

AUC

模型

准确率/%

AUC

VGG16+SVM

99.14

0.999 6

自定义的 CNN

97.77

0.999 1

VGG16+LR

98.60

0.998 7

SVM

96.60

0.998 6

VGG16+KNN

95.04

0.988 7

结论
在本文研究背景下通过实验得出以下结论：
1）使用迁移学习的方法，将预训练的 VGG16 模型特征提取模块作为本文数据集特征提取器使果蔬

质量分类模型的训练速度得到提升，缓解了小数据集带来的过拟合现象；
2）用 SVM 分类器替换 Softmax 分类器进行特征分类，使 VGG16-SVM 模型在测试集上获得了 99.1%
的分类准确率，AUC 值达到了 0.999 6，验证了 VGG16-SVM 模型在本文果蔬质量分类任务中比其他分
类模型拥有更好的性能。
本研究为解决现阶段果蔬质量分类自动化程度低、模型训练速度慢以及准确率不足等问题提供了新
思路，使果蔬质量分类的速度与准确率得到大幅提升，节省了人力资源，解放了生产力。在今后工作中
可继续扩充其他农作物种类与样本数量，以应对大规模的果蔬质量分类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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