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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基于Python数据融合的藏药全缘叶绿
绒蒿产地判别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Python数据融合的
藏药全缘叶绿绒蒿产地判别方法，
属于药材检测
领域，
方法对不同产地的全缘叶绿绒蒿样品进行
NIR光谱采集和ATR光谱采集，
将采集到的NIR光
谱数据和ATR光谱数据进行初级融合；
利用多种
分类方法分别对初级融合得到的数据进行建模，
并比较不同模型的分类效果；
利用Python软件进
行特征值融合，
得到中级融合数据；
根据中级融
合数据结合分类效果最好的分类方法建立中级
判别模型，
根据初级融合分类效果较好的多种方
法决策形成高级判别模型，
并利用判别模型对全
缘叶绿绒蒿进行产地判别。本发明首次利用红外
光谱技术结合Python数据融合方法分析全缘叶
绿绒蒿，
实现了全缘叶绿绒蒿产地的快速准确的
溯源，
有效提升产地判别准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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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基于Python数据融合的藏药全缘叶绿绒蒿产地判别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方
法包括：
采集得到不同产地的全缘叶绿绒蒿样品；
对所述不同产地的全缘叶绿绒蒿样品进行NIR光谱采集，
得到NIR光谱数据，
对所述不
同产地的全缘叶绿绒蒿样品进行ATR光谱采集，
得到ATR光谱数据；
将所述NIR光谱数据和ATR光谱数据进行融合，
得到初级融合数据；
利用多种分类方法
分别对初级融合数据进行建模，
并比较不同模型的分类效果，
得出分类效果最好的分类方
法；
利用Python软件提取初级融合数据中每个光谱数据的特征值，
计算每个特征值的贡献
度，
并抽取贡献度大的特征值进行融合，
得到中级融合数据；
并利用所述
根据所述中级融合数据结合所述分类效果最好的分类方法建立判别模型，
判别模型对全缘叶绿绒蒿进行产地判别。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基于Python数据融合的藏药全缘叶绿绒蒿产地判别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方法还包括：
选取分类效果靠前的几种分类方法分别对所述中级融合数据进行建模，
将多种模型的
输出结果进行高级融合，
所述高级融合包括：
对多种模型的输出结果分别赋予权重，
构建出一种新的决策方式，
并根据所述决策方
式对样品分子的理化性质进行分析。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基于Python数据融合的藏药全缘叶绿绒蒿产地判别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采集不同产地的全缘叶绿绒蒿样品，
包括：
采集青海省内14个不同产地的、
共631份全缘叶绿绒蒿全草样品。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基于Python数据融合的藏药全缘叶绿绒蒿产地判别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对所述不同产地的全缘叶绿绒蒿样品进行NIR光谱采集，
包括：
将所述全缘叶绿绒蒿样品置于样品杯内，
进行摊平和压实的预处理；
对预处理后的样品进行NIR光谱扫描：
扫描范围为10000‑4000cm‑1 ，
分辨率为8cm‑1 ，
扫描
64次；
取所述NIR光谱扫描后的平均谱图做分析，
得到样品的一维近红外谱图。
5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基于Python数据融合的藏药全缘叶绿绒蒿产地判别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对所述不同产地的全缘叶绿绒蒿样品进行ATR光谱采集，
包括：
将所述全缘叶绿绒蒿样品置于ATR红外探头上，
采集ATR一维红外谱图，
其中，
扫描范围
‑1
‑1
为4000‑400cm ，
分辨率为4cm ，
扫描32次。
6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基于Python数据融合的藏药全缘叶绿绒蒿产地判别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将所述NIR光谱数据和ATR光谱数据进行融合，
包括：
利用Python软件将所述NIR光谱数据和ATR光谱数据进行串联。
7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基于Python数据融合的藏药全缘叶绿绒蒿产地判别方法，
其特征在于，
利用逻辑斯谛回归计算每个特征值的贡献度。
8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基于Python数据融合的藏药全缘叶绿绒蒿产地判别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抽取贡献度大的特征值进行融合，
得到中级融合数据，
包括：
将每个光谱数据中贡献度大的特征值提取出来，
形成一个新的CSV数据集，
所述CSV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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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集用TQAnalyst软件打开。
9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基于Python数据融合的藏药全缘叶绿绒蒿产地判别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根据所述中级融合数据结合所述分类效果最好的分类方法建立判别模
型，
包括：
利用Python软件采用支持向量机的分类方法建立定性判别模型。
10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一种基于Python数据融合的藏药全缘叶绿绒蒿产地判别方法，
其特征在于，
采用支持向量机、
Adaboost、
随机森林、
极限树和K近邻算法进行高级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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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Python数据融合的藏药全缘叶绿绒蒿产地判别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药材检测领域，
尤其涉及一种基于Python数据融合的藏药全缘叶绿绒
蒿产地判别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全缘叶绿绒蒿(Meconopsisintegrifolia(Maxim .)Franch .)为罂粟科绿绒蒿属为
多年生草本植物，
高30‑60cm，
全体被锈色和金黄色平展或反曲、
具多短分枝的长柔毛，
主要
产于西藏、
青海、
四川、
云南西北部和甘肃，
生于海拔3000‑4800m的高山草甸和灌丛中。作为
经典藏药，
全缘叶绿绒蒿以干燥全草入药，
具有清热解毒、消炎止痛等功效，
用于治疗肺炎、
肝炎、
头痛、
水肿等病症。
[0003] 药材质量与其所在生态环境密切相关，
适宜的产地是生产优质药材的重要基础，
因此，
有必要对全缘叶绿绒蒿的产地进行准确鉴别，
但目前还未有文献对全缘叶绿绒蒿的
现有的对于药材产地的鉴别方法多采用传统的鉴别方法，
费时费力，
具有一
产地进行鉴别，
定的局限性。
[0004] 红外光谱技术具有快速、
准确、无污染、
同步分析等优点，
在中药领域得到了广泛
的应用。但现有的红外光谱分析方法多为单一光谱分析方法，
不能全面反应藏药材的复杂
化学成分，
对产地溯源和质量评价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 在于攻克对全缘叶绿绒蒿的 产地鉴别的难题 ，
提供了一种基于
Python数据融合的藏药全缘叶绿绒蒿产地判别方法。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的：
[0007] 主要提供一种基于Python数据融合的藏药全缘叶绿绒蒿产地判别方法，
所述方法
包括：
[0008] 采集得到不同产地的全缘叶绿绒蒿样品；
[0009] 对所述不同产地的全缘叶绿绒蒿样品进行NIR光谱采集，
得到NIR光谱数据，
对所
述不同产地的全缘叶绿绒蒿样品进行ATR光谱采集，
得到ATR光谱数据；
[0010] 将所述NIR光谱数据和ATR光谱数据进行融合，
得到初级融合数据；
利用多种分类
方法分别对初级融合数据进行建模，
并比较不同模型的分类效果，
得出分类效果最好的分
类方法；
[0011]
利用Python软件提取初级融合数据中每个光谱数据的特征值，
计算每个特征值的
得到中级融合数据；
贡献度，
并抽取贡献度大的特征值进行融合，
[0012] 根据所述中级融合数据结合所述分类效果最好的分类方法建立判别模型，
并利用
所述判别模型对全缘叶绿绒蒿进行产地判别。
[0013] 作为一选项，
所述方法还包括：
[0014] 选取分类效果靠前的几种分类方法分别对所述中级融合数据进行建模，
将多种模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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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输出结果进行高级融合，
所述高级融合包括：
[0015] 对多种模型的输出结果分别赋予权重，
构建出一种新的决策方式，
并根据所述决
策方式对样品分子的理化性质进行分析。
[0016] 作为一选项，
所述采集不同产地的全缘叶绿绒蒿样品，
包括：
[0017] 采集青海省内14个不同产地的、
共631份全缘叶绿绒蒿全草样品。
[0018] 作为一选项，
所述对所述不同产地的全缘叶绿绒蒿样品进行NIR光谱采集，
包括：
[0019] 将所述全缘叶绿绒蒿样品置于样品杯内，
进行摊平和压实的预处理；
[0020] 对预处理后的样品进行NIR光谱扫描：
扫描范围为10000‑4000cm‑1 ，
分辨率为8cm
‑1
，
扫描64次；
[0021] 取所述NIR光谱扫描后的平均谱图做分析，
得到样品的一维近红外谱图。
[0022] 作为一选项，
所述对所述不同产地的全缘叶绿绒蒿样品进行ATR光谱采集，
包括：
[0023] 将所述全缘叶绿绒蒿样品置于ATR红外探头上，
采集ATR一维红外谱图，
其中，
扫描
‑1
‑1
范围为4000‑400cm ，
分辨率为4cm ，
扫描32次。
[0024] 作为一选项，
所述将所述NIR光谱数据和ATR光谱数据进行融合，
包括：
[0025]
利用Python软件将所述NIR光谱数据和ATR光谱数据进行串联。
[0026] 作为一选项，
利用逻辑斯谛回归计算每个特征值的贡献度。
[0027] 作为一选项，
所述抽取贡献度大的特征值进行融合，
得到中级融合数据，
包括：
[0028] 将每个光谱数据中贡献度大的特征值提取出来，
形成一个新的CSV数据集，
所述
CSV数据集用TQ Analyst软件打开。
[0029] 作为一选项，
所述根据所述中级融合数据结合所述分类效果最好的分类方法建立
判别模型，
包括：
[0030]
利用Python软件采用支持向量机的分类方法建立定性判别模型。
[0031] 作为一选项，
采用支持向量机、
Adaboost、
随机森林、
极限树和K近邻算法进行高级
融合。
[0032]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
上述方法各选项对应的技术特征可以相互组合或替换构成
新的技术方案。
[0033] 与现有技术相比，
本发明有益效果是：
[0034]
(1)首次利用红外光谱技术结合Python数据融合策略分析全缘叶绿绒蒿，
实现快
速准确的溯源全缘叶绿绒蒿产地，
有利于从药材源头控制原药材品质，
并为其他药材产地
判别提供新方法。
[0035]
(2)利用Python软件采用数据融合策略提升产地判别准确率，
较之单一光谱建模
分析可有效提升产地判别准确率，
更加准确有效的区分不同产地全缘叶绿绒蒿，
也为其他
药材分类模型性能的提升提供理论依据与技术指导。
[0036]
(3)采用支持向量机、Adaboost、
随机森林、
极限树和K近邻算法进行高级融合，
模
型的识别效果得到进一步提升。
附图说明
[0037] 图1为本发明一种基于Python数据融合的藏药全缘叶绿绒蒿产地判别方法的流程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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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为本发明NIR一维光谱图；
图3为本发明ATR一维光谱图；
图4为本发明全缘叶绿绒蒿NIR模型图；
图5为本发明全缘叶绿绒蒿ATR模型图；
图6为本发明未经处理的原谱图；
图7为本发明截掉前面20个值和后面50个值得到的谱图；
图8为本发明多元散射校正得到的谱图；
图9为本发明Norris平滑得到的谱图；
图10为本发明一阶导数处理得到的谱图；
图11为本发明NIR光谱数据和ATR光谱数据串联后的谱图；
图12为本发明中级融合数据得到的图谱；
图13为本发明SVM模型参数寻优结果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50]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
完整地描述，
显然，
所描述的实施例
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
本领域普通技术人
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
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
[0051] 此外，
下面所描述的本发明不同实施方式中所涉及的技术特征只要彼此之间未构
成冲突就可以相互结合。
[0052] 本发明主要利用红外光谱技术结合Python数据融合策略分析全缘叶绿绒蒿，
实现
快速准确的溯源全缘叶绿绒蒿产地，
同时利用数据融合策略提升产地判别准确率，
为从药
材源头控制原药材品质提供科学依据，
并为其他药材产地判别提供新方法。
[0053] 实施例1
[0054] 在一示例性实施例中，
提供一种基于Python数据融合的藏药全缘叶绿绒蒿产地判
别方法，
如图1所示，
所述方法包括：
[0055] 采集得到不同产地的全缘叶绿绒蒿样品；
[0056] 对所述不同产地的全缘叶绿绒蒿样品进行NIR光谱采集，
得到NIR光谱数据，
对所
述不同产地的全缘叶绿绒蒿样品进行ATR光谱采集，
得到ATR光谱数据；
[0057] 将所述NIR光谱数据和ATR光谱数据进行融合，
得到初级融合数据；
利用多种分类
方法分别对初级融合数据进行建模，
并比较不同模型的分类效果，
得出分类效果最好的分
类方法；
[0058]
利用Python软件提取初级融合数据中每个光谱数据的特征值，
计算每个特征值的
贡献度，
并抽取贡献度大的特征值进行融合，
得到中级融合数据；
[0059] 根据所述中级融合数据结合所述分类效果最好的分类方法建立判别模型，
并利用
所述判别模型对全缘叶绿绒蒿进行产地判别。
[0060] 具体地，
由于单一光谱获得的化学信息忽略了多种成分与机制的协同作用，
反应
的信息较为片面，
难以反应中藏药材的复杂化学成分，
对产地溯源和质量评价具有一定的
局限性，
因此，
分别对不同产地的全缘叶绿绒蒿样品进行NIR光谱采集和ATR光谱采集，
将所
述NIR光谱数据和ATR光谱数据分别进行单光谱建模分析，
将所述NIR外光谱数据和ATR光谱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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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进行融合，
使用数学方法剔除无用信息而保留有效信息，
增加样品被检测化学信息，
弥
补单一析方法上的不足，
增强模型的稳健性。其中，
NIR为近红外光谱，
ATR为衰减全反射光
谱。
[0061] 进一步地，
对融合后的NIR光谱数据和ATR光谱数据，
利用Python软件提取其中每
个光谱数据的特征值，
计算每个特征值的贡献度，
并抽取贡献度大的特征值进行融合，
得到
中级融合数据，
对中级融合数据进行分析可以获得更准确的信息。
[0062] 本发明首次利用红外光谱技术结合Python数据融合策略分析全缘叶绿绒蒿，
实现
快速准确的溯源藏药全缘叶绿绒蒿产地，
有利于从药材源头控制原药材品质，
并为其他药
材产地判别提供新方法。
[0063] 实施例2
[0064] 基于实施例1，
提供一种基于Python数据融合的藏药全缘叶绿绒蒿产地判别方法，
所述方法还包括：
[0065] 选取分类效果靠前的几种分类方法分别对所述中级融合数据进行建模，
将多种模
型的输出结果进行高级融合，
所述高级融合包括：
[0066] 对多种模型的输出结果分别赋予权重，
构建出一种新的决策方式，
并根据所述决
将多种模型的输出结果进行投票，
每一种模
策方式对样品分子的理化性质进行分析。其中，
型得到一个投票预测结果，
再融合投票结果，
综合成一个模型，
完成高级融合，
这个模型可
称之为高级判别模型，
利用该高级判别模型对全缘叶绿绒蒿进行产地判别，
能够在实施例1
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识别率。
[0067] 具体地，
实施例1中的初级融合数据是原始数据层的融合得来的，
仅需要对来源不
同的数据简单串联即可，
中级融合数据的得来是特征层数据融合，
相较于初级融合数据而
言它需要对来自于不同的数据先进行特征信息提取，
再根据相应的融合方法对获得的特征
变量进行融合，
对融合后的数据进行分析可以获得更准确的信息。该实施提出在前两次融
合后进行再次融合即高级融合，
高级融合是决策层数据融合，
是通过对不同来源的数据分
析建立模型，
对这些模型的预测结果进行分析，
并通过投票的方法对其分别赋予其权重，
从
而构建出一种新的决策方式，
进而根据这种决策对样品分子的理化性质进行分析，
能够进
一步提升识别效果。
[0068] 实施例3
[0069] 基于实施例1，
提供一种基于Python数据融合的藏药全缘叶绿绒蒿产地判别方法，
所述采集不同产地的全缘叶绿绒蒿样品，
包括：
[0070] 采集青海省内14个不同产地的、
共631份全缘叶绿绒蒿全草样品。具体地，
于全缘
叶绿绒蒿花期期间，
在青海省范围内，
自南向北采自14个不同产地，
共采集到631份全草样
品，
样品先鉴定为全缘叶绿绒蒿，
将样品带回实验室洗涤、干燥、粉碎，
过100目筛后放入干
燥器中待分析用。
[0071] 实验器材包括：
iS50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分析仪(美国，
Thermo Fisher公司) ，
配
有 近 红 外 和 A T R附 件 ，样 品 杯 直 径 1 .2 0 c m ，干 燥 器 (中 国 ，上 海 一 恒 技 术 有限 公 司 ，
DHG9245A)。
[0072] 进一步地，
所述对所述不同产地的全缘叶绿绒蒿样品进行NIR光谱采集，
包括：
[0073] 将所述全缘叶绿绒蒿样品置于样品杯内，
进行摊平和压实的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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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预处理后的样品进行NIR光谱扫描：
扫描范围为10000‑4000cm‑1 ，
分辨率为8cm
‑1
，
扫描64次；
[0075] 取所述NIR光谱扫描后的平均谱图做分析，
得到样品的一维近红外谱图。
[0076] 具体地，
取全缘叶绿绒蒿样品适量置于样品杯内、摊平、压实，
采集过程中实时扣
‑1
除CO2和水的背景干扰，
以空气为参比 ，
在10000‑4000cm 范围内扫描近红外光谱(n＝3) ，
以
‑1
平均谱图做分析用，
扫描分辨率8cm ，
扫描64次，
光谱采集前预热仪器至少30min。如图2所
示为样品的一维近红外谱图。
[0077] 进一步地，
所述对所述不同产地的全缘叶绿绒蒿样品进行ATR光谱采集，
包括：
[0078] 将所述全缘叶绿绒蒿样品置于ATR红外探头上，
采集ATR一维红外谱图，
具体地，
采
‑1
集过程中实时扣除CO2和水的背景干扰，
以空气为参比，
在4000‑400cm 内采集ATR光谱(n＝
‑1
3) ，
以平均谱图做分析用，
扫描分辨率4cm ，
扫描32次，
光谱采集前预热仪器至少30min。如
图3所示为样品的一维ATR红外谱图。
[0079] 将所述NIR和ATR光谱数据分别进行单光谱建模，
以下是使用单一光谱对全缘叶绿
绒蒿产地判别的分析：
[0080] 全缘叶绿绒蒿NIR光谱数据产地判别分析：
将14个产地的全缘叶绿绒蒿共631份
NIR一维光谱导入TQ Analyst软件，
利用单因素试验优化建模条件，
优化的建模条件为：
DA+
‑1
SNV+D1+Norris平滑，
建模波段为8918‑4095cm ，
此建模条件下建立的模型识别率80 .52％，
预测率80 .75％，
总正确率80 .59％，
模型3D图如图4所示。
[0081] 全缘叶绿绒蒿ATR光谱数据产地判别分析：
将14个产地的全缘叶绿绒蒿共631份
ATR一维光谱导入TQ Analyst软件，
利用单因素试验优化建模条件，
优化的建模条件为：
DM+
‑1
Constant+D1+Norris平滑，
建模波段为3928‑472cm 。此建模条件下建立的模型识别率
总正确率81 .32％，
模型3D图如图5所示。
97 .18％，
预测率49 .53％，
[0082] 单一光谱获得的化学信息忽略了多种成分与机制的协同作用，
反应的信息较为片
面，
难以反应中藏药材的复杂化学成分，
对产地溯源和质量评价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由上述
可知，
单一光谱方法下，
模型的预测率均不高。
[0083] 进一步地，
所述将所述NIR近红外光谱数据和ATR红外光谱数据进行融合，
包括：
[0084] 将所述NIR近红外光谱数据和ATR红外光谱数据进行串联，
从串联之前需要对谱图
进行预处理，
如图6‑10所示，
依次为未经处理的原谱图、
截掉前面20个值和后面50个值得到
的谱图、
多元散射校正得到的谱图、
Norris平滑得到的谱图，
由于经过处理的谱图建模效果
不如原谱图的建模效果，
因此选用原谱图进行后续操作，
串联后的谱图如图11所示。
[0085] 进一步地，
利用逻辑斯谛回归计算每个特征值的贡献度。
[0086] 进一步地，
所述抽取贡献度大的特征值进行融合，
得到中级融合数据，
包括：
[0087] 将每个光谱数据中贡献度大的特征值提取出来，
形成一个新的CSV数据集，
所述
CSV数据集用TQ Analyst软件打开。如图12所示为中级融合数据图谱，
此时横坐标已不是波
故横坐标范围为0‑4086)。
数，
而是自己重新编排的共4086个特征值，
[0088] 具体地，
逻辑斯蒂回归虽然被称为回归，
但其实上是分类模型，
是一种连续型的概
率分布，
其本质是假设数据服从这个分布，
然后使用极大似然估计做参数的估计。设定逻辑
斯蒂回归模型中预测目标物种的存在概率为P，
以P为因变量，
建立线性回归方程为：
[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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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其中，
k为评价因子序号，
n为评价因子总数，
bk为第k个因子逻辑回归系数，
xk为第k
个因子的数值。
[0091] 进一步地，
所述根据所述中级融合数据结合所述分类效果最好的分类方法建立判
别模型，
包括：
[0092]
利用Python软件采用支持向量机的分类方法建立定性判别模型。
[0093] 具体地，
常用分类方法共有8种：
支持向量机(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
自
适应提升算法(Adaboost)、
决策树(Decision Tree)、
朴素贝叶斯(Naive Bays)、
随机森林
(Random Forest)、
逻辑斯蒂回归(Logistic Regression)、
极限树(Extra Trees)、
K近邻算
法(K Neighbors) ，
利用Python软件结合8种分类方法对初级融合后的光谱进行建模，
模型
结果如下表所示：
[0094] 表1
[0090]

[0095]

[0096]

由表1可知，
SVM方法下的模型效果最好，
识别率100 .0％，
预测率89 .0％。
[0097] SVM是利用核函数将训练数据集从输入空间非线性的映射到一个高维特征空间，
使原先在低维空间线性不可分的样本在高维空间得到线性分开的效果。其机理是寻找一个
满足分类要求的最优分类超平面，
使得该超平面在保证分类精度的同时，
能够使超平面两
侧的空白区域最大化。在解决小样本、
非线性和高维模式识别问题中表现出许多特有的优
势，
被广泛应用于分类识别。
理论上，
SVM能够实现对线性可分数据的最优分类。
[0098] 以两类数据分类为例，
给定训练样本集(xi ，
yi) ，
i＝1 ,2 ,3…l，
x∈Rn ，
y∈{±1}，
超
平面记作(w·x)+b＝0，
为使分类面对所有样本正确分类并且具备分类间隔，
就要求它满足
如下约束：
[0099] y [(w·x )+b]≥1i＝1 ,2 ,3…l
i
i
[0100] 可以计算出分类间隔为2/||w||，
因此构造最优超平面的问题就转化为在约束式
下求：
[0101]

为了解决该个约束最优化问题，
引入Lagrange函数：

[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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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ai>0为Lagrange乘数。约束最优化问题的解由Lagrange函数的鞍点决定，
并
且最优化问题的解在鞍点处满足对w和b的偏导为0，
将该QP问题转化为相应的对偶问题即：

[0103]

[0104]
[0105]
[0106]
[0107]

解得最优解a*＝(a1* ，
a2* ，
…，
ai*) T。
计算最优权值向量w*和最优偏置b* ，
分别为：

[0108]
[0109]

式中，
下标j∈{j|aj*}>0。因此得到最优分类超平面(w*·x)+b*＝0，
而最优分类函

数为：
[0110]

对于线性不可分情况，
SVM的主要思想是将输入向量映射到一个高维的特征向量
空间，
并在该特征空间中构造最优分类面。将x做从输入空间Rn到特征空间H的变换Φ，
得：
x
T
→Φ(x)＝(Φ1 (x) ,Φ2 (x) ,…Φl (x)) 。
[0112] 以特征向量Φ(x)代替输入向量x，
则可以得到最优分类函数为：
[0111]

[0113]

在上面的对偶问题中，
无论是目标函数还是决策函数都只涉及到训练样本之间的
内积运算，
在高维空间避免了复杂的高维运算而只需要进行内积运算。
[0115] 进一步地，
利用多种分类方法对中级融合后的数据进行建模，
得到的结果如下表：
[0116] 表2
[0114]

[0117]

[0118]

进一步地，
如图13所示，
给出了本发明SVM模型参数寻优结果图，
利用Python软件
采用SVM建立定性模型，
模型识别率99 .8％，
预测率93 .0％。调节SVM的C和γ参数，
其中C为
惩罚系数，
即对误差的宽容度，
C值越大越不容忍出现误差，
容易过拟合；
C值越小容易欠拟
合。γ则决定了数据映射到新的特征空间后的分布，
γ越大支持向量越少，
γ越小支持向量

[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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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多，
支持向量个数影响训练与预测的速度。初级融合和中级融合结合SVM建立的分类模型
识别效果好，
检测结果准确度最高达100％。
[0120] 实施例4
[0121] 基于以上实施例，
提供一种基于Python数据融合的藏药全缘叶绿绒蒿产地判别方
法，
采用支持向量机、
Adaboost、
随机森林、
极限树和K近邻算法进行高级融合。
[0122] 从实施例3中可以看出，
支持向量机、Adaboost、
随机森林、
极限树和K近邻算法的
分类效果较好，
将这五种方法进行决策层融合，
模型的识别率100 .0％，
预测率94 .0％，
效果
较中级融合略有提升。
[0123] 下表给出了红外光谱结合逐级数据融合对全缘叶绿绒蒿产地判别的效果比较：
[0124] 表3

[0125]

可见结合多次融合后，
预测的准确率逐级提高。
[0127] 以上具体实施方式是对本发明的详细说明，
不能认定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只局
限于这些说明，
对于本发明所属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
在不脱离本发明构思的前
提下，
还可以做出若干简单推演和替代，
都应当视为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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