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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鹰眼”——面向食品安全检测的多维成像质谱分析系统 

 

摘要 

 

质谱分析法在食品安全检测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表面解吸常压化学电离质谱凭借着其简

便易行的电离方法为质谱分析法在更多场合的使用提供了可能。为了能够更为直观的观察质

谱分析的结果，“鹰眼”——面向食品安全检测的多维成像质谱分析系统（“鹰眼”系统）提出

了解决方案。“鹰眼”系统基于表面解吸常压化学电离质谱，通过多点采样，综合分析，最终

形成可与原图像实时同步的质谱成像图，便于研究人员精确得到检测结果。 

本文从项目背景出发，给出系统的相关原理以及项目的主要研究开发内容、系统架构等，

并从上位机和下位机的各项功能指标分别进行分析，然后介绍各个模块的工作原理，最后给出

系统的测试结果以及相关的分析。 

 

关键词：表面解吸常压化学电离质谱，食品安全检测，目标识别，神经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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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GLE EYE"-A MULTIDIMENSIONAL IMAGING 

MASS SPECTROMETRY ANALYSIS SYSTEM  

FOR FOOD SAFETY  

 

ABSTRACT 

 

Mass spectrometry is widely used in the field of food safety detection. Surface desorption 

atmospheric pressure chemical ionization mass spectrometry provides the possibility for mass 

spectrometry analysis to be used in more occasions due to its simple and easy ionization method. In 

order to observe the results of mass spectrometry analysis more intuitively, "Eagle Eye", a multi-

dimensional imaging mass spectrometry analysis system for food safety detection ("Eagle Eye" 

system), proposed a solution. The "Eagle Eye" system is based on surface desorption atmospheric 

chemical ionization mass spectrometry. Through multi-point sampling and comprehensive analysis, a 

mass spectrometry imaging map that can be synchronized with the original image in real time is finally 

formed, which is convenient for researchers to accurately obtain the detection results.  

Starting from the background of the project, this paper gives the relevant principles of the system, 

the ma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ontents of the project, the system architecture, etc., and analyzes 

the functional indexes of the upper computer and the lower computer respectively, then introduces the 

working principles of each module, and finally gives the test results of the system and relevant analysis.  

 

Key words: Surface Desorption Atmospheric Pressure Chemical Ionization Mass Spectrometry, 

Food Safety Detection, Target Recognition, Neural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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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食品安全指食品无毒、无害，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对人体健康不造成任何急性、

亚急性或者慢性危害。根据倍诺食品安全定义，食品安全是“食物中有毒、有害物质对人

体健康影响的公共卫生问题”。食品安全也是一门专门探讨在食品加工、存储、销售等过程

中确保食品卫生及食用安全，降低疾病隐患，防范食物中毒的一个跨学科领域，所以食品

安全很重要。人们熟知的三聚氰胺事件、广州毒酒事件、致癌毒米事件、湖南黄花菜事件

等影响重大的食品安全事件都暴露了我国在食品安全检测方面的种种不足。针对食品安全

检测工作，需要应用科学有效的技术，以预防不合格、不安全、不卫生的食品流入市场。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食品安全检测的方法也在不断发展。仪器分析方法凭借着

其便捷、准确的特点在检测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目前已经应用于食品安全检测领域主流

的仪器分析法包括电化学分析法、光学分析法、色谱分析法、质谱分析法等。其中，质谱

分析法因其具有较高的精准性和消耗时间短等特点，在食品安全检测中得到了广泛的应

用。“鹰眼”——面向食品安全检测的多维成像质谱分析系统（“鹰眼”系统）就是基于质

谱分析法的一次性对待测平面的有效区域进行多点取样、智能分析、切片成像并将结果同

步传至云端的综合质谱分析系统。“鹰眼”系统将在食品安全检测工作中应用质谱成像技

术，从而提高食品安全检测精度，助力国家食品安全检测发展。 

1.1 项目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 人工智能在化学领域的发展 

人工智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且已经开始逐渐从各个层面

开始慢慢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小到我们日常用的智能手机，大到各种智能机器人等等，

我们都已经离不开人工智能。那么什么是人工智能？从字面理解的话，人工智能就是指能够

像人类一样对信息进行接受，加工处理的人造机器。但是由于目前对于智能的定义争议比较

大，所以对人工智能的定义也是很难精确表述的。一般来说凡是能够对信息进行收集和处理

的人造系统都可以成为人工智能。我们研究人工智能的目的就是使用计算机来模拟人的某些

思维过程和智能行为（如学习、推理、思考、规划等），从而使计算机能实现更高层次的应

用，部分以至于完全取代人脑的功能。[1] 

由于化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目前人工智能在化学领域主要还是辅助人类进行化合的性

质和化合物相互之间的作用进行预测，这两个方面也是化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当然实现人工

智能的完全自主性，将会是人类不断追求的目标。人工智能的工作方式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1）人类告知机器信息的收集和处理方式，机器完全没有自主性，这时候机器更像是一个计

算器；2）人类告知机器的信息收集方式，以及部分的处理方式，机器会自动完善数据处理

方式，也就是所谓的“机器学习”；3）人类告知机器数据收集方式，机器自己学习数据处理

方式，也就是所谓的“深度学习”。在化学领域，现在机器最擅长的还是第一种方式，比如说

根据薛定谔方程衍生的 DFT 算法或高斯算法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可以用于药物化学中

的结构优化和药物设计。机器学习目前还是在起步阶段，比如说目前比较火的 Chemtica 设

计的合成路线，就是一种机器学习的人工智能。机器在对已有的合成反应进行收集和比较学

习，利用 Corey 等提出的逆合成分析策略，选择和设计更加合理的合成路线。或者对同一类

型的数以千万计的反应进行学习，从而预测该类型反应结果。最后一种是深度学习，这对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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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有更加高的要求，目前虽然在概念上是可行的，但是实际操作起来存在很大难度，特别是

对于复杂体系。这个将会是未来的一个发展的方向。 

可以预见人工智能在化学中的作用会越来越重要，例如自动反应筛选装置和自动反应设

计仪器。人工智能将会越来越接近人类的智力，并取代大部分的化学家的工作。从逻辑上来

说，没有任何理由可以阻止人工智能超越人类，无论从物质基础上还是智能发展的轨迹上来

看。从早期的有生命的单细胞的生命的简单的神经系统到如今代表最高智能的人类大脑，都

是智能在不断的自我进化。也许人工智能就是突破生物体智能限制的一个可能的方向，人类

本身是无法阻止这一进程的。 

1.1.2 质谱及质谱仪简介 

质谱与核磁共振、红外、紫外合称四大谱，是一种分析化学领域的谱学研究方法。质谱

分析通过将物质离子化，按离子的质荷比分离，然后测量各种离子谱峰的相对强度，从而实

现分析目的的一种分析方法。通过质谱分析，可以得到物质的分子量、分子式和分子结构等

信息从而对分析物进行鉴别。 

质谱仪基本组成如图 1-1 所示。 

 

图 1-1 质谱仪结构图 

质谱仪是用来进行质谱分析的仪器。待测物进样前，需要利用离子源进行离子化处理，

经电场加速形成离子束进入质谱仪。质荷比不同的离子由于受到质谱仪内部磁场提供的洛伦

兹力作半径不同的圆周运动，经过相应的传感器检测后，从而得到各质荷比离子的相对强度。 

质谱仪可以按照离子质量分析器不同分成离子阱质谱仪和四极杆质谱仪。四极杆质谱仪

技术发展较早，相比之下，离子阱质谱仪技术发展起步较晚，虽然不能精准的对化合物进行

定量的分析，但其在结构小型化和对化合物定性分析方面更有优势。采用小型离子阱质谱仪，

有利于系统的集成和运输，为适应不同检测环境创造了可能。 

1.1.3 离子源简介 

待测物进入质谱仪进样口前，首先要经过离子源离子化，可见离子源在质谱分析中的关

键作用。常用的离子源包括电喷雾电离（ESI）、解吸离子化（DI）、纸喷雾电离（PSI）等技

术。20 世纪 70 年代，大气压化学电离（APCI）出现，这项技术提高了质谱分析的灵敏度，

但需要对样品进行复杂的预处理，效率不高。2004 年，Takats 等人发明了电喷雾解吸电离

（DESI）技术，可以在不需要对样品进行预处理的情况下完成对复杂样品快速质谱分析的

功能。但是，DESI 存在灵敏度不高、污染被检测物品等缺陷。 

表面解吸常压化学电离源（SDAPCI）结合了电喷雾解吸电离和大气压化学电离的优点，

不需要对待测样品进行预处理的同时，提高了质谱分析的灵敏度。该电离方法的电离试剂可

以直接利用空气中的水分，因此对环境无污染，符合绿色环保的要求。表面解吸常压化学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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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源与常压化学电离源和电喷雾解吸电离源的比较如表 1-1 所示。 

表 1-1 表面解吸常压化学电离源,常压化学电离源,电喷雾解吸电离源的比较表[2] 

离子化方法 SDAPCI APCI DESI 

所用试剂 
气体（如空气、甲烷）

或液体（氨水等） 

液体（甲醇/水）等各

种有机溶剂 
液体（甲醇/水）溶液 

试剂离子的

产生 
电晕放电 电晕放电 电喷雾电离 

待测物离子

的产生 
常压表面解析化学电离 常压气相化学电离 

常压表面电喷雾解析电

离 

样品形态 固体，含粉末 液体，稀溶液 块状固体，非粉末 

样品处理 不需要样品预处理 
需样品预处理，只分析

不含基体的稀溶液样品 
不需要样品预处理 

电离环境 常压，室温 常压，一般450℃左右 常压，室温 

分析对象 极性和非极性物质 极性和弱极性物质 强极性物质 

电离模式 正、负离子模式 正、负离子模式 正、负离子模式 

载气流速 
低速气流

（0~0.2 MPa） 

高速气流

（0.3~0.8 MPa） 
高速气流 

（≥ 1.5 MPa） 

选择性 
选择气体试剂实现对不

同物质的选择性测定 

通过选择溶剂实现对不

同物质的选择性测定 

一般不具有选择性，但

可通过表面修饰获得 

 相比于其它电离方式，SDAPCI 最大的优势在于不需要喷雾系统和钢瓶，气体仅需要一

个小型气泵即可满足需求。这一特点也为系统的小型化设计提供了便利，提高了系统的灵活

性与稳定性。[3] 

1.1.4 质谱成像及其在食品安全领域的应用 

质谱成像（mass spectrometry imaging，MSI）技术受到高度关注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它是一种结合质谱分析和影像可视化的分子成像技术，不需要任何特异性标记，一般针对生

物组织样品可进行多点检测、多维数据获取，可实现不同分子或多种分子、高灵敏度的同时

检测，并能够直接提供目标化合物的空间分布和分子结构信息。 

质谱成像将图像处理与质谱检测结合到一起。与原始的成像方法相比，质谱成像不需要

使用显影剂，更不需要对待检测物进行复杂的预处理，降低了操作复杂度和成本。此外，质

谱成像不会局限于目标的一种或几种分子，可以对非目标性物质同时进行成像分析，分析结

果更加全面。 

图 1-2 为普渡大学 Cooks 团队进行临床激酶药物靶点的研究过程中，利用质谱成像进行

鉴定肽的质谱强度的效果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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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针对临床激酶药物靶点的质谱成像图 

在传统的食品质量安全评估中，食品中的化学组成和含量同城由样品的平均值决定，忽

略了不同化学成分在食品中的空间分布。对不同化学成分空间分布的检测能够快速定位食品

污染、食品添加、表面瑕疵或过敏源。将食品中有害物质的分布可视化可以大大降低已知或

未知污染可能引起的风险因子，确保食品安全和食品质量。此外，质谱成像技术还可用来检

测食品来源。通过对食品成分分布和含量等多方面特征与数据库进行匹配，研究人员便可对

食品的真假做出初步判断。 

1.2 国内外发展趋势分析 

质谱成像技术是质谱领域的研究前沿和热点。如今的质谱成像技术主要包括三类：需要

在真空条件下进行离子化的二次离子质谱、基质辅助激光解吸电离质谱，以及常压敞开式离

子化质谱成像技术。 

近几年，以解吸电喷雾离子源为代表的常压敞开式离子化质谱成像技术得到了迅速发 

展。2004 年，Cooks 等开发出了解吸电喷雾离子化技术，并成功用于质谱成像分析。2007

年，张新荣等提出了一种介质阻挡放电离子源，并与 Cooks 课题组合作，改进了放电电极结

构，称为低温等离子体探针。 

如今，质谱成像技术已成为生命科学、材料科学及生物医学等领域的关键研究手段之一。

未来还将在精度、灵敏度、检测效率、3D 成像等方面继续发展。 

1.3 未来应用前景 

 目前，“鹰眼”系统的主要功能初步定位在食品安全检测方面。与其它质谱成像技术相

比，该系统可以实现原图像与质谱成像后图像的实时对比，更容易进行后续检测与分析。完

成系统初步制作后，将会对其性能进行测试，并进一步对其完善，为其能够应用于毒品检测、

病原体检测、医学病理检测等其它领域创造条件。 

  



                                “鹰眼”——面向食品安全检测的多维成像质谱分析系统 

第 5 页 共 22 页 

 

第二章 系统方案 

2.1 系统方案架构 

系统整体架构如图 2-1 所示。 

 

图 2-1 “鹰眼”系统架构图 

2.2  系统实现方式概述 

上位机程序主要完成四个重要功能：一是完成将参数、命令等设置编码完成并传输给单

片机和质谱仪；二是根据接收到的数据进行实时的谱图绘制以及质谱成像；三是根据相机采

集到的图像对待测的感兴趣区进行实时跟踪定位，从而保证采样点与预期一致；四是利用

SCN 网络对从质谱仪读取的数据和质谱成像数据进行分类鉴别，确定被测样品是否符合安

全要求。 

下位机负责根据上位机发出的命令，执行相应的动作。下位机主要完成两个重要功能：

一是驱动十字滑台，使滑台可以在二维平面内自由运动，二是控制离子源放电。通过上位机

与下位机的协同工作，即可实现对待测样品的检测与多维成像。 

AI-BoxX Gen.1 

(WHL-U+HDDL-R8) 

硬件平台 

综合控制系统 

MINI2000 

质谱仪 

质谱成像 图像采集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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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子源的制作拟采用滴管与针管连接，通过升压模块获得 5000V 的高压，利用湿润的

空气气流，将等离子体吹送到样品表面，具有较高能量的等离子体迅速碰撞到待测样品，发

生解吸电离。获得的样品离子受电场作用，进入离子阱质谱仪的进样口被质谱分析。 

第三章 功能与指标 

3.1 系统功能 

质谱成像是以质谱技术为基础的成像方法。质谱成像通过质谱仪对样品表面以遍历的方

式进行检测，并经过对数据的分析最终得到检测结果的成像。以蔬菜叶表面的农药检测为例，

质谱成像部分结构如图 3-1 所示，实际的质谱成像结构如图 3-2 所示。 

 

图 3-1 质谱成像结构设计及预期效果图 

 

图 3-2 质谱成像结构图 

可以看到，样品放置于 XY 轴十字滑台的载物台上，离子化探头和质谱仪进样口保持相

对静止。通过十字滑台的运动，取样点会发生变化，对不同的取样点进行取样，质谱仪进行

分子成份分析，得到每一个取样点对应的谱线。在众多谱线中筛选出特征明显的质荷比切片，

对筛选的切片以不同的颜色对应含量的多少进行图像生成，从而得到待测物在样品表面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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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实际成像实际效果图如图 3-3 所示，其中左侧黄色框选部分为待测区域，右侧为该区域

的质谱成像图。 

 

图 3-3 质谱成像实际效果图 

3.1.1 上位机部分的功能 

上位机程序采用 C#编程，预计分为三个线程：计算机视觉、质谱仪参数配置、数据处

理。上位机的功能框图如图 3-4 所示。 

 

图 3-4 上位机功能框图 

3.1.2 下位机部分的功能 

下位机可分为综合控制系统和小型离子阱质谱仪两部分，均受上位机控制。下位机的功

能框图如图 3-5 所示。 

上位机初始化 

质谱仪参数下发 质谱数据处理 

目标检测 切片成像 

图像处理 

SCN 网络分类 

上位机显示 发送待测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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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下位机功能框图 

 

3.2 系统指标 

3.2.1 系统指标 

（1）电离源能够进行电离并喷出等离子体到样品表面。 

（2）XY 轴十字滑台能够精准控制位置坐标。 

（3）目标检测区域稳定，不会发生严重失真。 

（4）可实现进样、检测功能，并将结果实时显示在上位机。 

（5）可对采集数据自动根据质荷比切片并成像。 

（6）可利用 SCN 网络实现对样品安全度的分析。 

3.2.2 具体指标分析 

（1）上位机指标分析 

上位机部分的重点在于人工智能算法的实现、利用机器视觉对目标检测的实现。 

经实验检测，上位机可实现人工智能算法的研究。 

（2）电控部分指标分析 

 电控部分主要为主控板利用步进驱动控制十字滑台移动至指定坐标并结合限位开关对

滑台进行复位以及防止电机受损。 

经实验检测，已完成对步进电机每一步对应的滑台运动步长的确定，并能及时修正由于

较大累计误差而导致最大步长误差，并能结合限位开关作为保险与调节装置，电控部分已实

现实现对 XY 坐标的精确控制。 

（3）质谱仪相关模块指标分析 

质谱仪相关模块主要包括离子源和小型离子阱质谱仪。 

待测物进入质谱仪进样口前，首先要经过离子源离子化。常用的离子源包括电喷雾电离

（ESI）、解吸离子化（DI）、纸喷雾电离（PSI）等技术。20 世纪 70 年代，大气压化学电离

（APCI）出现，这项技术提高了质谱分析的灵敏度，但需要对样品进行复杂的预处理，效率

不高。2004 年，Takats 等人发明了电喷雾解吸电离（DESI）技术，可以在不需要对样品进

行预处理的情况下完成对复杂样品快速质谱分析的功能。但是，DESI 存在灵敏度不高、污

综合控制系统 

初始化 

等待指令信息 

驱动十字滑台 下发待测坐标 

电离源放电 下发电离命令 

离子阱质谱仪 

初始化 

配置工作参数 质谱参数下发 

质谱进样分析 

数据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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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被检测物品等缺陷。 

表面解吸常压化学电离源（SDAPCI）结合了电喷雾解吸电离和大气压化学电离的优点，

不需要对待测样品进行预处理的同时，提高了质谱分析的灵敏度。该电离方法的电离试剂可

以直接利用空气中的水分，因此对环境无污染，符合绿色环保的要求。 

经实验检测，已完成基于表面解吸常压化学电离技术自制电离源制作，并可利用高压使

待测样品离子化。 

第四章 实现原理 

4.1 上位机与下位机的连接 

上位机与综合控制系统通过 UART 协议进行通信，利用 CH340G 芯片实现了 USB 与

UART 的转换。如果 CH340G 芯片传输稳定性不能满足系统的需求，将考虑选用传输稳定性

优良的 FT232RL 芯片用作 USB 转串口。FT232RL 的驱动经过微软认证且和 Windows 的最

新版本保持一致，保证了兼容性。由于 FT232RL 芯片内部集成了时钟晶振且只需要少量外

围无源器件，所以该芯片的抗干扰性能很高。上位机与小型离子阱质谱仪通过 MSTP 协议

进行通信，二者直接通过网线直接连接。 

利用各自的通信协议，可以实现上位机向下位机发出指令、下发参数并能够对下位机的

数据进行读取，为数据处理做准备。 

4.2 利用 OpenCV 进行目标检测 

OpenCV 是一个基于 BSD 许可（开源）发行的跨平台计算机视觉和机器学习软件库，可

以运行在 Linux、Windows、Android 和 Mac OS 操作系统上。它轻量级而且高效——由一系

列 C 函数和少量 C++ 类构成，同时提供了 Python、Ruby、MATLAB 等语言的接口，实现

了图像处理和计算机视觉方面的很多通用算法。OpenCV 用 C++语言编写，它具有 C ++，

Python，Java 和 MATLAB 接口，并支持 Windows，Linux，Android 和 Mac OS，OpenCV 主

要倾向于实时视觉应用，并在可用时利用 MMX 和 SSE 指令， 如今也提供对于 C#、Ch、

Ruby，GO 的支持。 

OpenCV 应用领域广泛，主要包括 1、人机互动 2、物体识别 3、图像分割 4、人脸识别

5、动作识别 6、运动跟踪 7、机器人 8、运动分析 9、机器视觉 10、结构分析 11、汽车安全

驾驶等。 

系统应用 OpenCV 进行目标检测[5]。实现方式是在 VS2019 工作环境调用 OpenCV 强大

的库函数，最终完成对待测样品所在区域的定位以及检测结果回显，整个过程大概分为以下

几点。 

(1) 图像文件的读取、显示、存储。将摄像头中的数据读取到内存，将处理后的图像

在上位机显示出来，并将结果按需求存储到指定的磁盘位置。 

(2) 对图像进行处理，实现预期功能。将读取的图像转成灰度图，经过滤波处理后，

设定合适的阈值对图形进行二值化处理，得到二值图。对得到的二值图进行边缘

提取，并进行相关的图形拟合，得到待测区域的坐标区间。 

(3) 根据数据处理结果，回显到图像。经过对待测区域按参数进行划分，对每一个子

区域检测后的结果在图像的指定位置进行成像，通过设定不同的质荷比，得到不

同的图像切片，并对存在问题的区域高亮处理，实现多维成像功能。 

4.3 神经网络的实现 

（1）VGG16 网络[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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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度卷积神经网络是当代人工智能领域的基础，在众多领域得到应用，尤其在机器视觉

领域应用极其广泛。VGG 网络包括三个浅网络(VGG-F,VGG-M and VGG-S)和一个深网络

(VGG-VD)。VGG-VD 由 VGG-16(13 卷积层，3 个 FC 层)和 VGG-19(16 卷积层，3 个 FC 层)

组成。凭借着能够快速逼近目标函数和提取重要特征的优良特性，VGG 网络可以很好地完

成图像处理相关任务。 

VGG 是由 Simonyan 和 Zisserman 在文献《Very Deep Convolutional Networks for Large 

Scale Image Recognition》中提出卷积神经网络模型，其名称来源于作者所在的牛津大学视觉

几何组(Visual Geometry Group)的缩写。 

该模型参加 2014 年的 ImageNet 图像分类与定位挑战赛，取得了优异成绩：在分类任

务上排名第二，在定位任务上排名第一。 

由于我们应用神经网络目的是进行图片识别，因此卷积神经网络也是我们所要考虑的网

络，在这里，我们小组选用了经典的 VGG 16 网络模型。VGG16 网络由 13 个卷积层，5 个

池化层和 3 个全连接层组成。该网络结构示意图如图 4-1 所示。 

 

 

图 4-1 VGG16 卷积网络结构示意图 

VGG16 的突出特点是简单，网络结构如下，具体体现在： 

1、卷积层均采用相同的卷积核参数 

该网络卷积层采用的卷积核的尺寸是 3×3，即宽和高均为 3，3×3 是很小的卷积核尺

寸，设定步幅 stride=1，使用填充方式来保证卷积后输出的尺寸不发生变化。 

2、池化层均采用相同的池化核参数 

池化层的参数均为 2×2，步幅 stride=2，max 的池化方式，因此经过池化层后的尺寸会

变为原来的一半。 

3、采用的激活函数为 ReLU（代替了 sigmoid，避免了训练过程中梯度消失的现象），最

后一层采用 softmax（目的是完成多分类任务）。 

该网络分为 5 个块和最后的三个全连接层。从上图中我们可以看到每个块相卷积核的

通道数分别为 64,128,256，512,512。 

https://arxiv.org/abs/1409.1556
https://arxiv.org/abs/1409.1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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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GG16 具有如此之大的参数数目，可以预期它具有很高的拟合能力；但同时缺点也很

明显： 

1、即训练时间过长，调参难度大。 

2、需要的存储容量大，不利于部署。例如存储 VGG16 权重值文件的大小为 500 多 MB，

不利于安装到嵌入式系统中。 

采用 CNN 网络可以很好的提取 RGB 图片的特征，提高分类识别的准确率，但是也有

训练时间长，浪费计算资源的缺点。 

（2）SCN 网络[7] 

SCN 网络属于随机权重网络，此种网络具有规模小，不消耗过多计算资源，训练速度快

等优点，同时又有别于传统的随机权重网络（比如 ELM），根据自身的算法特点在保证训练

速度快的前提下，提高了识别的准确率和网络的泛化能力。 

SCN 网络背后的一个普遍的基本思想是两步训练范式，即通过使用众所周知的最小二

乘法及其正则化方法求解线性方程组，随机分配神经网络的输入权重和偏差，并评估输出权

重。从实现的角度出发，SCN 网络设计中涉及的两个关键参数：隐藏节点的数量和随机参数

的范围。实际上，作为这类学习者模型的特殊功能之一，必须在很大程度上设置与建模精度

相关的第一个参数。第二个参数与一类随机基函数的逼近能力有关。显然，这些设置对于成

功构建面向现实应用的随机学习者模型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SCN 网络通过不等式约束系

统生成随机权重和偏差解决了随机权重的这个难点，另外，其训练过程从一个小的网络开始，

逐渐增加隐藏层节点的数量，直到达到设置的误差范围，这种建设性的网络结构构建方式又

解决了隐藏层结点这个超参数设定的难点。因此，SCN 网络在精度和速度上都有了很好的

表现。 

下面介绍 SCN 的网络结构，此网络为浅层网络，仅由输入层，隐藏层和输出层构成。

隐藏层随机产生的权重 w 和偏置 b 均满足规定的约束不等式，其隐藏层输出为： 

𝐻 = g(𝑤𝑇 ∗ 𝑋 + 𝑏) 

上式中，X 为输入数据，H 为隐藏层输出。 

接下来输出权重β通过广义逆的方式求出，如下： 

𝛽 =  𝐻𝐿
†𝑌 

至此，网络参数创建完毕，训练过程中，通过隐藏层数量的增加，计算真实标签与预测

输出之间的误差值，当误差值小于某个设定门限，该网络训练结束，网络参数产生完毕。最

后便可以通过测试集来评估网络特性。 

 

图 4-2 SCN 网络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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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网络模型的选择 

我们小组采用 TensorFlow 框架根据 VGG16 的原理图和参数搭建此网络，并且使用

MATLAB 搭建了 SCN 网络，两者进行了对比实验，实验结果发现二者均可以很好的完成食

品安全检测，但是 VGG16 网络训练时间太长，实时性较差，我们选择了（2）中的 SCN 网

络来完成检测识别任务。 

在该作品中，我们采用摄像头拍摄食品图片，根据训练好的 SCN 网络来完成食品是否

安全的检测。训练网络模型的具体步骤如下，首先拍摄大量食品图片样本，分别为其打上安

全或者不安全的标签（0 或 1）；接着将图片均划分为10 × 10的矩阵（特征值为 100），同时

将其转化为行向量，并完成归一化操作（提高神经网络模型的准确度）；然后将其放入我们

搭建出的 SCN 网络中，凭借着 SCN 网络的特点，逐个增加隐藏层的结点数，直至误差小于

预先设定的值，完成模型训练，从而得到网络模型参数：第一层权重 w，第一层偏置 b，输

出层权重β。若训练集的数量为 M，隐藏层结点数为 L，则输入的数据为𝑀 × 100的矩阵，

w 为100 × 𝐿的矩阵，b 为1 × 𝐿的矩阵，β为𝐿 × 1的矩阵。 

测试食品安全的步骤是，摄像头采集待测食品的像素点，采用下述公式 

𝑇 = 𝛽 × g(𝑤𝑇 × 𝑋 + 𝑏) 

通过已得到的网络模型参数，带入公式中得到结果 T。由于需要检测食品的安全性，因

此这属于二分类问题，结果 T 大于 0.5 则说明食品有安全隐患，反之食品安全。 

通过实验检测，此模型可以很好的完成食品安全检测问题，同时该模型训练速度快，网

络规模小的优点也大大提高了检测的速率，在准确率不损失的情况下，具有良好的实时性。 

4.4 小型离子阱质谱仪的实现 

质谱仪以离子源、质量分析器和离子检测器为核心。离子源是使试样分子在高真空条件

下离子化的装置。电离后的分子因接受了过多的能量会进一步碎裂成较小质量的多种碎片离

子和中性粒子。它们在加速电场作用下获取具有相同能量的平均动能而进入质量分析器。质

量分析器是将同时进入其中的不同质量的离子，按质荷比 m/e 大小分离的装置。分离后的离

子依次进入离子检测器，采集放大离子信号，经计算机处理，绘制成质谱图。离子源、质量

分析器和离子检测器都各有多种类型。质谱仪按应用范围分为同位素质谱仪、无机质谱仪和

有机质谱仪；按分辨本领分为高分辨、中分辨和低分辨质谱仪；按工作原理分为静态仪器和

动态仪器。 

质谱分析是先将中性分子离子化，再顺次分离和记录各种离子的质荷比和丰度（强度），

从而实现分析目的的一种方法。不同质荷比的离子经质量分析器分离，而后被检测 并记录

下来的谱图叫做质谱图。 

质谱仪原理是离子通过前级电极轴向方向被引入离子阱，在射频电场的作用下被束缚存

储。离子阱内充满缓冲气体（通常为氮气或氦气），以保持较低真空。离子在与缓冲气体分

子发生碰撞后，造成动能损失，直至离子进入离子阱中心区域，这个过程被称为离子冷却。

之后，通过在轴向施加激发信号，根据质荷比的差异将感兴趣的离子和其它离子进行分离，

利用共振激发从中间电极的狭缝喷射感兴趣的离子，后进行离子检测。 

本系统利用质谱仪完成质谱分析。小型离子阱质谱仪使用安益谱 MINI2000 便携式连续

大气压接口质谱仪。该质谱仪具有连续大气压接口，稳定性强，分析速度快并且兼容多种不

同开放式大气压离子源。由于引入了微型离子漏斗，仪器的离子传输速率提高了五倍以上。

该仪器实现了对不同状态样品的兼容，可以更好地做到现场实时检测，符合系统对样品检测

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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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图像采集模块的实现 

图像采集模块采用 USB 工业相机，利用 OpenCV 对采集的图像进行处理，实现目标识

别的需求。 

第五章 硬件框图 

5.1 主控板的设计框图 

主控板初步确定为 Tiva-C 平台以及自主设计的外围电路。主控芯片为 TM4C123G，外

围扩展电路使用 24S12 电源模块、opa2134 芯片、CH340G 芯片等。通过对单片机编程，结

合 CH340G，利用 UART 协议实现与上位机的通信，同时通过运算放大器对控制信号的放

大，实现驱动器能够采集到输入信号高低电平的变化，进而控制传动装置运动。外围扩展电

路如图 5-1 和图 5-2 所示。 

 

图 5-1 外部扩展电路仿真图       

 

图 5-2 外围扩展电路实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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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主控板的外围扩展电路完全自主设计，大量的走线可以在 PCB 板内完成，不占用

多余的空间，提高系统的稳定性。 

5.2 步进驱动的设计框图 

步进电动机是一种将电脉冲转化为角位移的执行机构，当步进驱动器接收到一个脉冲信

号，它就驱动步进电机按设定的方向转动一个固定的角度（这个角度叫做歩距角）。我们可

以通过控制脉冲的个数来控制电机的角位移量，从而达到精确定位的目的;同时还可以通过

控制脉冲频率来控制电动机转动的速度和加速度，从而达到调速的目的。 

“鹰眼”系统的驱动器采用步进驱动 FMDD50D40NOM，如图 5-3 所示。该步进驱动是基

于 DSP 控制的二相混合式步进电机驱动器，是新一代数字步进电机驱动器。具有定位精度

高，运行平稳，震动和噪声极小的特点。该电机驱动器最高响应频率可达 200KPPS，支持 16

档等角度恒力矩细分，最高分辨率 40000 脉冲/转。驱动器优良的特性亦可提高系统运行的

精度和稳定性。 

 

图 5-3 FMDD50D40NOM 步进电机驱动器 

 

5.3 传动装置的设计框图 

步进电机是一种专门用于速度和位置精确控制的特种电机，它旋转是以固定的角度一步

一步运行的，故称为步进电机。步进电机相对于其它控制用途电机的最大区别是，它接收数

字控制信号（电脉冲信号）并转化成与之相对应的角位移或直线位移，它本身就是一个完成

数字模式转化的执行元件。而且它可开环位置控制，输入一个脉冲信号就得到一个规定的位

置增量，这样的所谓增量位置控制系统与传统的直流控制系统相比,其成本明显减低，几乎

不必进行系统调整。步进电机的角位移量与输入的脉冲个数严格成正比，而且在时间上与脉

冲同步。因而只要控制脉冲的数量、频率和电机绕组的相序,即可获得所需的转角、速度和方

向。 

传动装置使用 XY 轴十字滑台加 54 步进电机，如图 5-4 所示。十字滑台的运动范围为

10cm × 10cm，结合离子源，能够实现对样品表面进行遍历。54 步进电机具有大转矩、低发

热、高平稳性、高一致性等特点，可以进一步提高系统运行的精度。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7%92%E4%BD%8D%E7%A7%BB/89503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C%80%E7%8E%AF/3245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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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 带 54 步进电机的 XY 轴十字滑台 

5.4 电离源的设计框图 

电离源采用表面解吸常压化学电离源（SDAPCI）。因为 SDAPCI 同时具有电喷雾解吸电

离和大气压化学电离的优点，无需过多的复杂操作，所以 SDAPCI 的使用将大大降低系统电

离源部分的复杂度，能够满足在不同场景下进行食品安全检测的需求。 

 由于直接购买电离源成本过高，且电离源本身的制作难度并不是很大，故决定自制表面

解吸常压化学电离源。表面解吸常压化学电离源示意图如图 5-5 所示，进样部分如图 5-6 所

示。 

  

图 5-5 表面解吸常压化学电离源示意图         图 5-6 进样部分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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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软件流程 

软件流程框图如图 6-1 所示。 

 

图 6-1 软件流程框图 

6.1 质谱分析 

质谱分析法，就是用电场和磁场将运动的离子按它们的质荷比分离后进行检测的方法。

测出离子的准确质量，即可确定出离子化合物的组成。 

在众多的分析测试方法中，质谱学方法被认为是一种同时具备高特异性和高灵敏度且得

到广泛应用的普适性方法。如图 6-2 为质谱分析仪的内部结构原理图。 

 

图 6-2 质谱分析仪内部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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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对于不同质荷比的离子，在磁场中的旋转半径是不同的，基于这一原理，经

过进一步的数据处理，即可实现质谱分析的功能。 

6.2 计算机视觉 

计算机视觉技术（CV）是一门包括了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神经生理学、物理学、信号

处理、认知科学、应用数学与统计等多门科学学科的综合性科学技术。由于计算机视觉技术

系统在基于高性能的计算机的基础上，其能够快速的获取大量的数据信息。基于智能算法，

计算机能够快速进行信息处理。 

1999 年，Intel 建立了 OpenCV（Open Source Computer Vision Library），现在由 Willow 

Garage 提供支持。OpenCV 是基于 VC++语言构建的编译环境运行的开源算法数据库,具有较

强的可移植性和通用性，是数字图像处理和计算机视觉的得力工具。OpenCV 能够实现多种

计算机视觉、图像处理的功能，大部分库函数可以在 C 语言开发环境中直接调用，简单方

便。 

6.3 深度学习 

深度学习是神经网络、人工智能、图形化建模、优化、模式识别、信号处理等研究的交

叉领域。作为机器学习的子领域，深度学习试图通过多层非线性变换对数据进行抽象。 

深度学习为了模拟数据之间的复杂关系，基于表示学习，一个观测值可以通过多种方式

来表示，如用强度值矩阵表示像素等。 

如今，深度学习已相当普及，原因有三。首先，芯片的处理能力大幅提高，如 GPU 的

出现；其次，硬件计算的成本显著降低；第三，机器学习和信号/信息处理研究的进步。这些

原因使得深度学习可以有效地利用复杂的、集成的非线性函数，来学习分布式和分层的特征

表示，并有效的利用有标签和无标签的数据。 

6.4 边缘计算 

在当今世界，在大量数据和移动设备的支配下，基于云的系统正在遍布全球。这种现象

增加了连接设备的数量、广播带宽和信息交换。这些细粒度的互联系统以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IoT）的名字命名，为大量设施（远远超过当前的设备数量）提供互联网连接。在这

种情况下，移动设备具有与电池容量、每个周期执行的操作次数和交换数据量成比例的操作

时间。由于将数据传输到中心云是一种非常耗费能源的操作，因此已经实现了新的计算范式。

计算不完全在云中进行，在系统节点间分配电力负荷，压缩数据以降低传输功率需求。在边

缘计算范式中，一部分计算能力被转移到数据收集源，并且，只有在第一次精化之后，收集

的数据才被发送到中央云服务器。 

实际上，“边缘”一词指的是物联网设备所代表的系统的末端。边缘计算就是需要阻止数

据潮威胁着云计算所基于的超尺度数据中心的过度流动，因为未来几年将有数以万亿计的设

备上线并连接到互联网。这些设备都将产生大量的信息，需要以各种方式进行处理。其中一

些处理将需要在大规模的数据集合上完成，但有些处理的范围和意义将非常有限。边缘计算

是一个可以在本地、靠近数据源的地方执行的处理示例，从而减少需要传输到数据中心和返

回的数据，从而减少网络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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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串口 UART 通信协议 

UART 协议，也就是异步串行通信协议，是属于链路层的协议。它规定了数据传送在 bit

级的格式。UART 通信的单位为帧，一帧里面包括起始位、数据位、奇偶校验位、停止位，

如图 6-3 所示。 

 

图 6-3 UART 通信的数据帧格式 

 

图 6-4 UART 通信接线示意图 

UART 主要由两根信号线进行通信：RXD 和 TXD，并通过 GND 相连保证两设备具有

相同的地。图 6-4 展示的是两台设备通过 UART 通信的接线示意图。UART 空闲时，两条通

信线均为高电平。 

UART 通信特点如下： 

I. 通信数据线少，比较节约 IO 资源； 

II. 通讯协议简单，硬件设计复杂性较低； 

III. 通讯速率较低； 

IV. 通信效率不高； 

V. 抗干扰性差。 

第七章 测试与结果分析 

7.1 系统测试方案 

7.1.1 待测物的制备 

在橘子表皮放一萘块模拟受污染的食品，其中萘块为待测的污染物。 

7.1.2 检测方法 

将待测物放置在十字滑台的平台上，对待测区域进行检测，若质谱成像图中有明显的色

彩差异，则说明检测区域中存在污染物；若质谱成像图中色彩分布较为均匀，则说明检测区

域中不存在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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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测试设备 

测试装置，即“鹰眼”系统如图 7-1所示。 

 

图 7-1 测试装置图 

7.3 测试结果 

测试结果如图 7-2、7-3、7-4 所示。 

 

图 7-2 测试结果一 

 

图 7-3 测试结果二 



                                “鹰眼”——面向食品安全检测的多维成像质谱分析系统 

第 20 页 共 22 页 

 

7-4 测试结果三 

7.4 结果分析 

根据测试得到的结果，质谱成像很好的分辨出了污染物的位置，一目了然。由于质谱分

析的灵敏度过高，且可以展现出待测物品的多项特征，在特殊情况下，还需由化学研究人员

对具体到每一点的质谱图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得到最终的检测结果。 

7.5 实现功能 

(1)基于表面解吸常压化学电离技术自制电离源。 

(2)具有与原图像实时匹配的质谱成像技术。 

(3)上位机采用多线程协同工作。 

(4)通过数据分析，自动根据得到数据对质荷比进行切片。 

7.6 特色 

(1)成像结果可以与原图像实时对比，提高检测效率。 

(2)对不同质荷比的切片进行二维或三维的成像，检测结果更直观。 

(3)系统采用模块化设计，集成度较高，稳定性好。 

(4)小型化的设计使系统能够适应不同使用环境。 

(5)基于.net 平台，设计多个 dll 库加速运行，同时保留 C#托管代码可读性强，改动方便

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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