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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于视觉的自动液-液萃取方法，
其特征在于，
包括以下步骤：
S1：
将N级移液器置于一排放置，
主控计算机发出指令控制相机和光源移动并对准第一
级移液器；
开启相机和光源，
采集移液器图像并保存为移液器模板；
S2：
主控计算机控制机械臂夹持开盖的锥形试管放置于第一级移液器下方，
设定机械
臂以预设速度C上移，
相机实时采集图像从而检测锥形试管中两相液体交界面位置和移液
器尖头位置；
S3：
当检测到移液器尖头位置处于两相液体交界面位置下方达到预设值A时，启动移液
器阀以预设的移液速度开始移液，
并且设定夹持试管的机械臂以预设速度B向上移动，
使得
移液尖头始终处于两相液体交界面位置下方达到预设值A+X；
所述X为设置的误差范围；
S4：
当利用相机检测到两相液体交界面位置处于锥形试管的锥形口时，
降低移液器移
液速度，
保持移液尖头处于两相液体交界面位置下方达到预设值A+X；
S5：
当检测到移液尖头位置到达锥形试管底部时，
停止夹持试管的机械臂向上运动；
利
用相机检测两相液体交界面位置，
当两相液体交界面位置距离试管底部的距离小于预设值
D时，
主控计算机关闭移液器阀停止移液，
从而完成第一级液-液萃取；
S6：
重新返回步骤S1进行下一级萃取，
直到完成N级试管液液萃取。
2 .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基于视觉的自动液-液萃取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相机和光源
分别搭载在两个滑台上，
所述滑台分别置于N级移液器两侧，
并且滑台上设置有能够控制相
机或光源移动的模块；
所述相机和移液器的距离可调，
所述光源和移液器的距离可调。
3 .按照权利要求2所述基于视觉的自动液-液萃取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相机为微型
工业相机。
4 .按照权利要求2所述基于视觉的自动液-液萃取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光源为蓝色
背光光源，
用于补偿图像采集过程中的光源。
5 .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基于视觉的自动液-液萃取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两相液体交
界面位置的获取包括以下步骤：
对采集的图像采用平滑方法去除噪声；
所述图像中包含背景、锥形试管、移液器、两相
液体交界面；
将去除噪声后的图像转换到频域，
先后采用离散傅里叶变换和高通滤波器对图像进行
高频提升滤波，
增强图像边缘信息；
对增强后的图像选取双阈值法对图像进行阈值分割；
获取包含试管外侧、移液器、
两相
液体交界面的图像边缘；
所述双阈值法中阈值的选取根据背景、
试管、
移液器和两相液体交
界面的灰度值确定；
将图像边缘中的8连通区域合并，
再利用方向性阈值和面积大小阈值剔除试管外侧边
缘和移液器边缘，
保留两相液体交界面的图像边缘；
对两相液体交界面的图像边缘，
采用形态学中的膨胀算法合并断裂的相邻区域，
获取
两相液体交界面位置。
6 .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基于视觉的自动液-液萃取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移液器尖头
位置的获取包括以下步骤：
将相机采集的移液器图像与移液器模板进行比对，
获取移液器区域，
从而确定移液器
下方的尖端为移液器尖头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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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基于视觉的自动液-液萃取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锥形试管的
锥形口位置、
锥形试管底部位置的获取包括以下步骤：
预先采集锥形试管的图像，
将锥形试管锥形口到试管底部的区域图像作为模板，
将相
机实时采集的锥形试管图像与该区域图像模板进行比对寻找匹配区域，
匹配区域上端位置
为锥形试管锥形口位置，
底端位置为锥形试管底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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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视觉的自动液-液萃取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计算机视觉技术领域 ,具体的说是一种基于视觉的自动液-液萃取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液液萃取是将两个因溶解度差而互不相溶的液相进行分离的过程，
待分离的相称
为萃取相，
萃取后的溶剂称为萃余相。液液萃取试验是核工业中常用的重要试验之一，
该实
验中经常会用到一些具有一定放射性或腐蚀性的试剂，
萃取试验操作繁杂，
重复性强，
持续
时间长，
而且具有连续性要求。如果完全人工完成这一系列复杂的试验操作，
一方面对人体
伤害较大，
另一方面长时间试验会导致注意力下降，
随着试验级数的增加，
误操作率也同时
增加。
[0003] 目前现有的液液萃取的方法仍然采用人工进行萃取 ,为了避免放射性或腐蚀性的
试剂对人体的伤害以及对环境的污染，
本发明采取在手套箱借助于控制平台和机器视觉进
行液液萃取，
自动完成一系列复杂试验流程。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上述不足之处，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基于
视觉的自动液-液萃取方法，
实现核工业中有机相的多级分离，
实现串级萃取试验的自动化
作业。
[0005] 本发明为实现上述目的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基于视觉的自动液-液萃取方法，
包
括以下步骤：
[0006] S1：
将N级移液器置于一排放置，
主控计算机发出指令控制相机和光源移动并对准
第一级移液器；
开启相机和光源，
采集移液器图像并保存为移液器模板；
[0007] S2：
主控计算机控制机械臂夹持开盖的锥形试管放置于第一级移液器下方，
设定
机械臂以预设速度C上移，
相机实时采集图像从而检测锥形试管中两相液体交界面位置和
移液器尖头位置；
[0008] S3：
当检测到移液器尖头位置处于两相液体交界面位置下方达到预设值A时，
启动
移液器阀以预设的移液速度开始移液，
并且设定夹持试管的机械臂以预设速度B向上移动，
使得移液尖头始终处于两相液体交界面位置下方达到预设值A+X；
所述X为设置的误差范
围；
[0009] S4：
当利用相机检测到两相液体交界面位置处于锥形试管的锥形口时，
降低移液
器移液速度，
保持移液尖头处于两相液体交界面位置下方达到预设值A+X；
[0010] S5：
当检测到移液尖头位置到达锥形试管底部时，
停止夹持试管的机械臂向上运
动；
利用相机检测两相液体交界面位置，
当两相液体交界面位置距离试管底部的距离小于
预设值D时，
主控计算机关闭移液器阀停止移液，
从而完成第一级液-液萃取；
[0011] S6：
重新返回步骤S1进行下一级萃取，
直到完成N级试管液液萃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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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所述相机和光源分别搭载在两个滑台上，
所述滑台分别置于N级移液器两侧，
并且
滑台上设置有能够控制相机或光源移动的模块；
所述相机和移液器的距离可调，
所述光源
和移液器的距离可调。
[0013] 所述相机为微型工业相机。
[0014] 所述光源为蓝色背光光源，
用于补偿图像采集过程中的光源。
[0015] 所述两相液体交界面位置的获取包括以下步骤：
[0016] 对采集的图像采用平滑方法去除噪声；
所述图像中包含背景、锥形试管、移液器、
两相液体交界面；
[0017] 将去除噪声后的图像转换到频域，
先后采用离散傅里叶变换和高通滤波器对图像
进行高频提升滤波，
增强图像边缘信息；
[0018] 对增强后的图像选取双阈值法对图像进行阈值分割；
获取包含试管外侧、
移液器、
两相液体交界面的图像边缘；
所述双阈值法中阈值的选取根据背景、
试管、
移液器和两相液
体交界面的灰度值确定；
[0019] 将图像边缘中的8连通区域合并，
再利用方向性阈值和面积大小阈值剔除试管外
侧边缘和移液器边缘，
保留两相液体交界面的图像边缘；
[0020] 对两相液体交界面的图像边缘，
采用形态学中的膨胀算法合并断裂的相邻区域，
获取两相液体交界面位置。
[0021] 所述移液器尖头位置的获取包括以下步骤：
[0022] 将相机采集的图像与移液器模板进行比对，
获取移液器区域，
从而确定移液器下
方的尖端为移液器尖头位置。
[0023] 所述锥形试管的锥形口位置、
锥形试管底部位置的获取包括以下步骤：
[0024] 预先采集锥形试管的图像，
将锥形试管锥形口到试管底部的区域图像作为模板，
将相机实时采集的图像与该区域图像模板进行比对寻找匹配区域，
匹配区域上端位置为锥
形试管锥形口位置，
底端位置为锥形试管底部位置。
[0025] 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及优点：
[0026] 1 .本发明所述的液液萃取方法将试验人员从危险、
繁重的人工作业中解放出来，
可自动完成串级萃取试验。
[0027] 2 .本发明所述的液液萃取方法效率高，
误操作率低。
[0028] 3 .本发明所述的液液萃取方法取代了现有的人工试验方法，
在液液萃取方面取得
了巨大的进步。
附图说明
[0029] 图1为本发明方法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面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31] 参照附图1，
本发明所述基于视觉的自动液-液萃取方法的具体步骤如下：
[0032] 步骤一：
将N级移液器置于一排放置，
微型工业相机和用于增强图像对比度的蓝色
背光光源分别搭载在两个滑台上，
两个滑台分别置于N级移液器两侧，
并且滑台上设置有能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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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控制相机或光源移动的模块；
相机和移液器的距离D1可调，
光源和移液器的距离D2可调，
主控计算机发出指令控制相机和光源移动并对准第一级移液器；
开启相机和光源，
采集移
液器图像并保存为移液器模板，
实验中N＝24，
D1＝40mm，
D2＝20mm。
[0033] 步骤二：
主控计算机控制机械臂夹持开盖的锥形试管放置于第一级移液器下方，
设定机械臂以预设速度C上移，
相机实时采集图像从而检测锥形试管中两相液体交界面位
置和移液器尖头位置，
实验中C＝2mm/s；
[0034] 两相液体颜色相近，
对比度较低，
液-液交界位置不明显，
利用蓝色背光光源去除
环境光的干扰，
增强了两相交界面灰度值对比度。
[0035]
利用微型工业相机实时采集图像，
为了避免图像在生成或传输过程中各种噪声的
干扰和影响，
采用图像平滑的方法减弱、抑制或消除这类噪声而引起的图像质量下降的问
题；
[0036] 将去除噪声后的图像转换到频域，
先后采用离散傅里叶变换和高通滤波器对图像
进行高频提升滤波，
增强图像边缘信息；
[0037] 对增强后的图像选取双阈值法对图像进行阈值分割；
获取包含试管外侧、
移液器、
两相液体交界面的图像边缘；
所述双阈值法中阈值的选取根据背景、
试管、
移液器和两相液
体交界面的灰度值确定；
[0038] 将图像边缘中的8连通区域合并，
再利用方向性阈值和面积大小阈值剔除试管外
侧边缘和移液器边缘，
保留两相液体交界面的图像边缘；
[0039] 由于移液器进入液体容易形成张力，
得到的两相液体交界面的图像边缘出现断裂
的现象，
因此采用10×1的矩形结构对图像边缘进行膨胀合并断裂的边缘，
获取两相液体交
界面位置；
[0040] 将相机采集的图像与移液器模板进行比对，
获取移液器区域，
从而确定移液器下
方的尖端为移液器尖头位置。
[0041] 步骤三：
当检测到移液器尖头位置处于两相液体交界面位置下方达到预设值A时，
启动移液器阀以预设的移液速度开始移液，
并且设定夹持试管的机械臂以预设速度B向上
移动，
使得移液尖头始终处于两相液体交界面位置下方达到预设值A+X，
所述X为设置的误
差范围，
实验中A＝1mm，
B＝1mm/s，
X＝±0 .2mm。
[0042] 步骤四：
当利用相机检测到两相液体交界面位置处于锥形试管的锥形口时，
降低
移液器移液速度，
保持移液尖头处于两相液体交界面位置下方达到预设值A+X；
[0043] 预先采集锥形试管的图像，
将锥形试管锥形口到试管底部的区域图像作为模板，
将相机实时采集的图像与该区域图像模板进行比对寻找匹配区域，
匹配区域上端位置为锥
形试管锥形口位置，
底端位置为锥形试管底部位置。
[0044] 步骤五：
当检测到移液尖头位置到达锥形试管底部时，
停止夹持试管的机械臂向
上运动；
利用相机检测两相液体交界面位置，
当两相液体交界面位置距离试管底部的距离
小于预设值D时，
主控计算机关闭移液器阀停止移液，
从而完成第一级液-液萃取，
实验中D
＝0 .1mm；
[0045] 步骤六：
重新返回步骤一进行下一级萃取，
直到完成N级试管液液萃取。
[0046] 为了验证本发明方法的有效性和正确性，
采用德国basler工业微型相机(分辨率：
1624×1234)，
相机配置了Computar公司的16mm精工镜头，
相机帧率为30fps，
所有的仿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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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均在Windows 7操作系统下采用Visual Studio 2008软件实现。
分相之后 ,两相夹带精度
高于3％ ,满足实际萃取需求，
实现了自动化液液萃取，
避免了两相交叉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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