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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介绍 

欢迎使用万深 叶面积分析系统 简易版，恭喜您选择了这款业界领先的叶面

积分析软件，本软件主要优点是简单易用，能满足大部分用户的需求。 

叶面积分析系统 简易版能帮助您精确测量叶面积、叶周长、叶长、叶宽等

指标；系统不仅能实现对单叶的测量，还能实现对多叶的测量；本系统可在野外

使用，进行活体叶面积分析。 

叶面积分析系统 简易版还包含大量的图像调整工具，您可以使用裁剪、锐

化、模糊、色彩调整等工具来增强或校正图像。 

 

 

重要说明（按实际值输入标定栏对应项）： 

背光背景板的 2黑圆点距约：长 285.0mm，宽 195mm 

或者，无背光背景板的 2黑圆点距约：长 323.0mm，宽 234.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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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界面 

叶面积分析系统 简易版用户界面提供便捷的方式来帮助您完成各项操作，

其主要由两个部分组成:“分析主界面”，“图像调整主界面”。 

 

1、分析主界面 

“分析主界面”是系统的主体部分，启动程序就会看到它。其主要完成图像

摄取、分析、结果保存输出等功能。 

“分析主界面”包含一个工具栏、一个状态栏、一个图像显示面板、一个功

能操作面板。 

2、图像调整主界面 

“图像调整主界面”从“分析主界面”启动。其包含了一些常用的图像调整

工具，您可以使用它来增强或校正图像。叶片颜色与背景近似会造成分割错误，

【图像调整】主要用于增大叶片颜色与背景颜色的反差对比度，以保证获得正确

的叶片目标分割结果。“图像调整主界面”包含两个工具栏，一个图像显示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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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安装 

系统运行环境：Windows 7 或者 Windows XP + .Net Framework2.0。 

推荐配置：CPU 主频 2.0GHz或以上，内存 1GB或以上，硬盘 40GB或以上。 

软件是绿色的，不需要安装：将光盘小心放入光驱中，通过资源管理器将光

盘上的整个目录拷贝到本地机的 D盘或 E盘等数据盘上，即可。如果您的操作系

统不是 Windows 7，而是 Windows XP，则需要安装.Net Framework2.0：鼠标双

击本系统的【[1]软件环境驱动】\软件环境驱动（Vista或 Win7不装）目录中

的“【1】NetFx20SP1_x86.exe”（若系统中已有 Framework 2.0及以上，就可

不装），按照向导提示确认安装操作。安装完成后，再双击“【2】

CRRedist2008_x86.msi” ，按照向导提示确认安装操作。安装完成后，再双击

“【【3】CRRedist2008_x86_chs.msi” ，按照向导提示确认安装操作。最后双

击“【4】NDP20-KB925488-X86（可不装）.msp”，按照向导提示确认安装操作。

上述 4个软件是本系统的运行环境。请在运行本系统前，安装好对应扫描仪的驱

动程序，并从网上下载安装好其最新驱动程序。软件安装完毕后就可以启动运行。 

启动本系统软件前，务必将软件锁插在有效的 USB 口上，以免因找不到软

件锁而丢失系统配置信息！若配置丢了，需重新标定等。 

下图为野外活体叶成像时用的背光背景板上的移动电源输入输出口位置： 

  

注意移动电源上的开关：用电脑的 USB 线来充电，以及 12V 输出时，开关均在

OFF 上；只有需 5V 从 USB 口输出给电脑或手机供电时，开关才在 ON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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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光背景板（如下图）的输入电压为 DC12V，上图的移动电源可以为其在野

外使用来供电。若在室内用，可以插上 DC12V电源适配器来供电。移动电源可以

用电脑的 USB口来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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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面积分析 

分析界面 

叶面积分析操作主界面如下图所示。 

 

主要分为工具栏、状态栏、图像显示区、操作区、结果显示区。 

工具栏 

：从硬盘打开图像文件（图像格式包含.bmp，.png，.tif，.jpg）。 

：从扫描仪获取图像（所有支持 Twain接口的扫描仪）。 

：恢复当前打开图像的初始状态。 

：保存当前图像。 

：打开图像调整工具箱。 

工具栏 

图像显示区 

状态栏 

操作区 

结果显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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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系统标定对话框。 

：打开系统设置对话框。 

：显示叶面积分析面板。 

：将操作切换到移动图像。 

：使显示区刚好容纳整幅图像。 

：使显示图像与原图像一样大小。 

：点按可放大显示图像。 

：点按可缩小显示图像。 

：设置分析区域，区域形状分为方形、圆形、多边形和任意形状，如下图所

示。 

 

：将操作切换到移动分析区域。 

系统标定 

为了达到精确测量目的，需要做 1 次尺寸标定（请依【计量法】半年复核 1

次）。点击工具栏上的【标定】按钮 弹出如下图所示标定对话框。 

用背景板野外拍照叶片来分析前，需先点【标定】栏中的【通过标识自动标

定】，分别输入黑圆标识的实际横向中心距，以及纵向中心距，最后点【确定】。

其它情况下，若要手工标定，可点击【通过测量进行标定】，再点击【测量】按

钮将操作切换到测量状态，这时可打开放大镜，以便更精确地定位测量点。测量

时，先点击起始点，然后拖动鼠标到终点再点击，测量点像素值会显示在输入框

中，然后在框中输入实际的测量尺寸，点击确定完成标定。如果标定成功状态栏

会显示当前标定比例。 

将操作切换到设置“方形”区域 

将操作切换到设置“圆形”区域 

将操作切换到设置“多边形”区域 

将操作切换到设置“任意”区域 

删除分析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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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采用

扫描仪获取

图像时，请

选上【扫描

自动标定】

系统会根据

扫描仪的分

辨率自动换

算标定比

例。扫描图

像有可能会

出现光学误

差，造成 X方向和 Y方向不一致时，需选上【扫描图像纠正】，再输入扫描仪长、

宽向的对应比例关系，系统会根据此比例关系进行修正。点【扫描图像纠正】后

输入的横向、纵向的参数值应该在 0.9～1.1之间，不能为 0.0。 

系统设置 

为避免过多操作的重复执行，可在“设置”栏中预先设置好选项和参数。启

动系统之后点击工具

栏上的 按钮弹出

设置对话框，如下图

所示。其中的【去阴

影】设置，可按阴影

的大小分别选【高】

【中】【低】操作。

无阴影或不需要去阴

影时，如：黑背景，

请选择【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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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影】是对白色背景成像操作的，若为黑背景，请将其反色后再做。为避免叶片

中的孔洞干扰，可选【填充孔洞】。 

设置包含分割方法，标记颜色和一些其他设置。注意：背景颜色的确定，可

选【自动识别】，若自动搞不定，则可根据实际来选择【亮背景】或【暗背景】。 

分割方法的功能是将叶片和背景分离出来，方法一共有 10种，9种自动，一

种自定义。选择【自定义】时，在分析过程中会弹出对话框让用户调整阈值，如

下图所示（拖动右侧的阈值滚动条，可直接观察目标分割的效果：当目标区内无

杂点，边界紧贴叶片边缘时为最好）。 

 

在【设置】栏，如果要查看所选不同方法的分割效果，可点击 按钮（有

图像打开的情况下），一般而言，前面的方法效果好于后面的方法。通道一般选

择【全部】，如果出现严重的色偏，可以选择其他通道。 

标记颜色能在图像中体现分析结果的好坏，使您能客观评价分析数据。若选

上【显示外接矩形】，则在叶面积分析结果上会自动标出其叶片、叶柄的外接矩

形。当您的分析对象是单个叶片时，选择【单叶】，多个叶片时，选择【多叶】。

同时，您可以通过面积来限制一些干扰物。所有设置完成之后，点击

按钮保存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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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调整 

图像调整用来增强或校正图像，一般情况下，此操作不需要进行。图像处理

工具箱包含图像查看、旋转、翻转、剪裁、尺寸调整、亮度调整、对比度调整、

色调调整、灰度系数调整、反色、灰度化、直方图修正、灰度腐蚀、灰度膨胀、

卷积运算、中值滤波、均值滤波等基本的图像处理工具，具体用到哪一个工具要

视图像而定。 

图像调整界面 

打开/获取图像之后，点击工具栏上的 按钮调出图像处理工具箱，如下图

所示。处理完成之后，点击顶部工具栏上的 按钮，返回叶面积分析主界面。 

 

主要分为顶部工具栏、左侧工具栏、图像显示区和状态栏。 

顶部工具栏 

左侧工具栏 
图像显示区 

状态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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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栏 

顶部工具栏 

：从硬盘打开图像文件（图像格式包含.bmp，.png，.tif，.jpg）。 

：保存当前图像。 

：撤销操作。 

：重复操作。 

：将操作切换到移动图像。 

：使显示图像与原图像一样大小。 

：使显示区刚好容纳整幅图像。 

：点按可放大显示图像。 

：点按可缩小显示图像。 

：将图像向左旋转 90 度。 

：将图像向右旋转 90 度。 

：将图像左右翻转。 

：将图像上下翻转。 

：裁剪图像。 

：缩放图像尺寸。 

：增加图像亮度。 

：减小图像亮度。 

：增加图像饱和度。 

：减小图像饱和度。 

：增加图像红色成分。 

：减小图像红色成分。 

：增加图像绿色成分。 

：减小图像绿色成分。 

：增加图像蓝色成分。 

：减小图像蓝色成分。 

：增加图像对比度。 

：减小图像对比度。 

：增加图像灰度系数。 

：减小图像灰度系数。 

：返回主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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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侧工具栏 

：拾取指定点的 RGB 颜色值。 

：反色。 

：灰度化。 

：直方图均衡化。 

：直方图规定化。 

：直方图拉伸。 

：直方图平方根变换。 

：直方图 Log 变换。 

：模糊化图像，去除一些噪声的干扰。 

：柔化图像，使图像更平滑。 

：（高斯 3×3）模糊化图像。 

：（高斯 5×5）模糊化图像。 

：锐化图像，是图像边缘更加清晰。 

：中值滤波，去除一些噪声的干扰。 

：径向模糊化图像。 

：清晰化图像。 

：灰度膨胀，使图像暗的部分变粗。 

：灰度腐蚀，使图像亮的部分变粗。 

：修复图像，提高图像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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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举例 

将软件锁插入电脑 USB接口，连接好扫描仪，启动“LA-S叶面积分析系统【智

能版】.exe”软件。注意：若被分析对象并无阴影，在【设置】栏请选【去阴影】

选项的【无】。如：对用背光拍照的图像，请不选【去阴影】。 

单叶测量 

点击工具栏上的 按钮弹出设置对话框，分割方法选择【自动 B】，分析模

式选择【单叶】，如下图所示。 

 

完成之后，点击【确定】按钮。注意：以上操作设定一次，以后的操作便可

继承保留。若背景分割选在自动识别时，无法获得好结果的话，可根据实际成像

后的背景，来点选【亮背景】或【暗背景】。 

点击工具栏上的 按钮弹出如下图所示标定对话框，选择【扫描自动标定】，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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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之后，

点击【确定】按

钮。注意：以上

操作只需要设

定一次即可。 

如果用扫描

仪成像，则回到

主操作界面，将

要测量的叶片

放入扫描仪，点

击工具栏上的

按钮连接到

扫描仪（对叶面积分析，用户可选择任何扫描仪来成像，但模式必须选择【专业

模式】或【高级控制模式】，图像类型选择【24-位全彩】，分辨率推选【300dpi】，

其它设为默认。该设置完后，点击【扫描】按钮进行扫描，待图像扫描完成之后，

将会自动回到主操作界面。这时，叶片图像将会显示在图像显示区内，状态栏将

会出现自动标定的比例，如下图所示为【当前 1mm=11.81 像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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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用发光背景板拍照成像，则在标定栏选【通过标识自动标定】（如输入：

标识点长距 284mm，短距 194mm），打开图像，标识即被自动识别，选取目

标区后，点【计算叶面积】，即可。 

若在【设置】栏中选择【自定义...】分割，可拖动滚动条来对比查看叶边

缘是否已分割到位。直到叶内刚好不出现杂点为合适，可移动和缩放图像，以便

对比观察边缘分割是否到位。点【确定】来计算出结果，如下图： 

 

图像获取之后，就可以进行叶面积分析了。点击【分割叶柄】按钮，这时，

鼠标指针将会变成“十”字形状，然后在叶柄处用鼠标画一条分割线，分离叶片

与叶柄，如下图所示。 

点击【计算叶

面积】按钮，系统

将会自动计算分析

结果，同时图像上

也会出现标记，如

右图所示。 可割掉叶柄 

动态对比边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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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保存分析结果，点击【保存】按钮，结果会追加到已经打开的数据文

件，如果没有打开的数据文件，系统会让您输入文件名建立一个新的数据文件，

如果不追加到打开的数据文件，点击【另存为】按钮。 

多叶测量 

点击工具栏上的 按钮弹出设置对话框，分割方法可选择【自动 B】等（可

预览查看分割效果。若都不合适，可选【自定义...】任意拖动滚动条来调节到

合适阈值），分析模

式选择【多叶】，如

上图所示。 

完成之后，点击

【确定】按钮。标定

及图像获取与单叶

分析一样，在分析多

叶时，不能分割叶

柄，设置完成之后，

直接点击【计算叶面

积】按钮，即算出结

可任意目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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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如下图所示。注意：若无阴影，请选【设置】栏中【去阴影】选项的【无】。 

 

如果一幅图像中扫描了多个叶片，而您需要分析其中的一个叶片，这时，可

以设定一个分析区域。具体操作为： 

首先进入设置对话框将分析模式设为【单叶】；然后点击工具栏上的 按

钮，在图像上用鼠标圈定您要进行分析的叶片，但要注意的是分析区域应包含且

仅包含整个要进行分析的叶片，如下图所示。设定完成之后，其它操作与单叶测

量一样。各叶片上的自动标号是按自左至右、自下而上的顺序标记的。 

 

多叶测量结果的保存操作与单叶的是一样的。 

总结果 

对应每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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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野外拍照叶片的自动测量 

最新款的叶面积分析系统都配有 1块拍照成像白色背景板和透明压板。该成

像背景板上有 4个自动标定识别用的黑色圆，其是自动标定测量点，其不能被任

何遮挡，应该保持清晰可见。只要在拍照叶片对象时，包含了该 4个标记点，在

【标定】栏选上【通过标识自动标定】，输入真实圆点距离值后，对新打开的牌

照图像，将实现对测量叶片尺寸的自动识别、校正与标定。如下图：

 

如果你想制作更大

的背景板，只要仿照下

图粘上标定测量点（4 角

位置上，圆点直径为

20～50mm），在【标定】

栏中输入对应的标定测

量点中心距，即可。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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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大批量地自动测量分析，请在拍照时，保持基本相类似的视野大小，叶片位于

4黑圆连线之内。对于白色背景上可能出现的阴影，可在【设置】栏上选去阴影

的【中、高】，然后点【批量处理】按钮，选原始图像目录，以及输出结果目录，

即可。 

 

注意：野外拍照采集样本，要求被拍摄的目标与背景板的差异尽可能大，并

避免不均匀光线的直射，以及反光的影响。因此，一定要逆光成像，以避免反光

对叶片目标的分割干扰。首次需在【标定】栏中手工输入其标识点的中心距，以

后便能自动识别完成各尺寸的自动标定。测量分析结果图如下所示： 

如果您所处的拍照环境下，用透明板压平叶片还是造成反光，则必须带背光

照明的背景板来拍照成像活体叶片，以尽可能避免反光对被分析叶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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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量处理】自动分析多叶面积 

点图标按钮 ，将弹出如下的【批量处理】对话框，选定待分析的图像文

件目录，再选定结果输出目录，点【开始处理】便可执行全自动的分析。所有分

析在结果图上都有标记，以便您最后进行核对，分析结果数据在结果目录的

EXCEL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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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1文件名要避免出现同名的情况；2、扫描分辨率必须一致，如：300dpi；

3、设置栏中选【多叶】，图像的背景应为【亮背景】（若用 i800 plus扫描仪，

请用正片扫描。拍照请用背景板）；4、框定的分析目标区要求一样。 

 

图像调整 

图像调整工具不常用，这里以一幅图像中扫描了多个叶片，而您需要分析其

中的一个叶片为例。这里要用到的工具是图像裁剪，点击工具栏上的 按钮进

入图像调整工具箱。点击顶部工具栏上的 按钮，然后用鼠标在图像上圈定要

保留的区域，松开鼠标即完成操作。调整完成之后，点击顶部工具栏上的 按

钮，返回叶面积分析主界面，继续进行其他操作。 



                      杭州万深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www.wseen.com 

 21 

 

快捷键 

Ctrl + A：连接到扫描仪。 

Ctrl + O：打开图像文件。 

Ctrl + S：保存图像。 

Ctrl + Z：撤销。 

FAQ 博士答疑（见网站【FAQ 答疑】栏）： 

1、在扫描叶片时，有时会留下阴影，这会对分析结果产生较大误差吗？ 

答：LA－S 系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普通系统，而是高智能化的分析系统。若存

在干扰分析的阴影，可在设置栏选上【去阴影】项，执行计算分析后便能自动地

去除掉投射阴影，从而保证了分析的精准性。阴影被自动去除的前后对比效果图

详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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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何扫描成像才能保证没有一点阴影呢？ 

答：只有用反射稿方式成像时，才可能产生图像目标的阴影。用背光（正片）成

像是不会产生阴影的。彻底解决的办法也很简单：尽量使分析目标与其背景的颜

色对比强烈。对墨绿色叶片，则背光照明灯板、逆光拍照或对扫描仪覆盖白纸来

成像。 

3、自动算出的叶面积包含了叶内的孔洞面积吗？ 

答：没有包含。若要分析叶内的孔洞面积，请在【设置】选用【单叶】来计算，

能自动计算出叶面积，以及其叶内的各孔洞面积。按【多叶】计算，主要关心的

是总叶面积，以及每片叶的叶面积，而各孔洞面积是被剔除在外的。若选上了【填

原图阴影 

阴影被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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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孔洞】，则结果叶面积是包含孔洞面积的。 

4、LA-S可以批量计算叶面积吗？如何操作？ 

答：采用【万深】LA-S 植物叶面积分析系统【智能简易版】可以批量计算叶面

积。方法是：1、在【设置】栏中，选上【多叶】、去阴影定在【低】或【中】、

分割栏选【自动 B】等（效果不佳时，选【自定义...】，以便您自己来定义最佳

阈值），最后点【确定】保存设置。2、将待分析的几百张多叶叶片图像扫描在相

同目录下，点【批量处理】按钮，选待分析处理目录，再点结果存放目录，即可

全自动地分析所有图像中的所有叶片面积，以及总面积、叶平均长宽比等信息。

3、\【2】使用手册和教学视频\目录下有很多参考操作视频，帮助您理解各操作。 

5、我们进行多张叶片的叶面积分析时，需要其平均值，以及每张叶片的参数，

如何做？ 

答：LA-S 植物叶面积分析的智能简易版尤其适合野外使用，因其操作是智能的。

其中，【多叶】分析输出叶面积参数的内容，能输出叶面积参数的平均值，以及

对应每张叶片的叶面积、周长等参数值等。 

自主【在线升级】特性： 

为方便用户同步享用【万深】系统特性进一步提升所带来的好处和便利。【万

深】系统内含了自主【在线升级】特性。点击【产品升级】按钮，便出现如下提

示框。先点【网络设置】按钮来检测您是否已连上网了。若您不能确定，可选择

网络设置：可选【使用 IE 连接设置】，再点【测试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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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点【检测更新】。若系统检测到新版本，可点【下载安装】。 

 

 

完成后，便能自动升级到最新版本： 

 
最后，点【自动重启】即可完成全部升级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