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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AgriPhenoTM Platform 

 

• Set up in 2014, belong to Zealquest Scientific Technology Co.,Ltd  

• The First High throughput plant phenotyping-genotyping-breeding platform in Asia. 

• Services including 

 Research cooperation  

 Government research projects 

 Independent research & development  

 Other services & exhibitions  

 



Research Services at  AgriPheno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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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ny development history 

Focused on products in 
Agriculture, Plant 
Physiology and Ecology, 
Soil Science, et al. 

System 
intergration, 
Total Solutions. 

Phenotyping 
Services&Consult
ants & Solutions 
 

National&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Genotyping-
Phenotyping Services 
 

Philosophy 

To Improve China'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develop 

agriculture 

2000-2008 

2008-2012 

2012-2017 

Future 



About Us 



A wide 
range of 
products 

任意类型
电话计费
系统接口 

VOD
点播 

KTV
计费 

财务
系统 康乐

系统 

…
… 



植物表型测量的挑战 



国际上的植物表型平台 

私有的平台 

 产业界：巴斯夫、拜耳作物、先正

达、陶氏、日本烟草、英国烟草等。 

 科研界: 法国农科院、德国IPK、波恩

大学、德国巴伐利亚农业中心、英国

Aberystwyth大学、意大利Metaponto

研究所、加拿大McGill大学、日本理化

学研究院、印度农业委员会、英国洛

桑研究所（田间高通量）、美国

Maricopa大学（田间高通量）等。 

公共服务平台 

 澳洲：Plant Accelerator（2010

年） 

 欧洲：PhenoFab（2011年） 

                LfL（2013年） 

 美国：DDC（2013年） 

 亚洲：AgriPhenoTM（2015年）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
所 

 中国科学院逆境生物学研究中心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 

 北大荒垦丰种业 

国内代表客户 



油料作物表型研究的意义 

油料作物表型研究的策略 

表型研究应用案例 



Lab 
scanalyzer 

LS10 

Lab 
scanalyzer 

LS30 

Phenobox Keybox Germinati
on 

scanalyzer 

Phenocent
er 

HyperBot 

实验室型及便携表型平台 



便携式表型测量系统—Keybox 

可测量的参数：种子、花
卉、果实相关的参数 
 



台式表型测量系统—Lab scanalyzer LS10 

• 可选VIS、NIR、IR或荧光成像中的一种 

• 样品最大可达25 cm x 30 cm 

• 最大样品高度25 cm 

• 多孔板最多可到96孔 

• 需手工更换样品 

可通过可见光成像对植物等小型样品进行测量，分析植物的
结构、宽度、密度、对称性、叶长、叶宽、叶面积、叶颜
色、叶病斑、种子颜色、种子颜色面积等外在表型特征参
数。 
 



      品种12 ：  原图                     分析1                                      分析2 

品种6 ：原图                    分析1                            分析2 

Lab scanalyzer LS10 
应用案例 



PhenoBox 

• 通过可见光成像，获取果实
和种子等植物材料的图像； 

• 果实、种子和其它植物材料
形状和颜色分析； 

• 开源软件，可增加不同植物
材料分析算法； 

• 自动生成表型参数，可以通
过CSV文件导出； 

• 触屏电脑，操作简单，中
文、英语和德语操作界面； 

• 自动生成检测报告，对检测
结果进行方差分析等常规统
计； 

• 仪器坚固可靠，易于搬动 

 



 
图像获取  

颜色分布 

 
数据输出（csv） 

 
报告 

苹果形状与颜色分析流程 



种子大小&形状 
图像获取 

种子 
图像分析 

种子 
分析报告 



实验室高通量植物表型系统——Lab scanalyzer LS30 

 可选VIS、NIR、IR、荧光成像或激光3D成像中的一种或多种 

 高通量测量大量样品，可选4、21、42、63、84个多孔板或穴盘的版本 

 兼容较大样品 

 可选择分辨率，适用于96孔板测量 

 进行动物/昆虫的游动/运动测试时，可自动获取图像 



PhenoCenter 

 灵活的扩展区，包括植物

培养架 

 灵活的成像设备，可以手

动加载（ RGB镜头、近

红外镜头、荧光镜头、激

光高度剖析扫描） 
 



Bernd Mueller-Roeber et al., New 
Phytologist (2011) 191: 895–907 



种子相关指标测定实验 

 

• 种子纯度：HTS可见光成像后，利用分析软件基于种子形态、大小筛
选。 

• 种子萌发过程温度变化测定 

Lab scanalyzer LS30 
应用案例 



种子相关指标测定实验 

• 种子水分分布：种子含水量分

布（相对值）由近红外成像，

分析软件对灰度值进行分析。

灰度值高，含水量高；灰度值

低。含水量低。 

Lab scanalyzer LS30 
应用案例 



• 种子发芽率 

 

1.基于种子出芽后形态与出芽前形态变化

进行筛选。（参数：紧密度、边界点圆
度） 

              

种子相关指标测定实验 
 

2.基于种子出芽后芽的颜色与种子颜色不同进行筛
选。 

Lab scanalyzer LS30 
应用案例 



种子发芽检测系统—
Germination scanalyzer 

 种子发芽率（%） 

 种子发芽速率（时间） 

 种子形态学指标（大小，圆度） 

 种子颜色及色泽分布 

 幼苗形态参数（根长，胚轴长度） 

 幼苗颜色及色泽分布 

 



机器人激光雷达-高光谱装置 

激光雷达模块 

•高精度的3D激光扫描系统（三维上

精度均为0.25mm） 

•可以构建3D点阵云图的同时，计算

植物的生物量、植物结构等参数 
 

高光谱模块 

• 380nm至1000nm的光谱带 

• 可以分析的参数包括叶黄素、叶绿
素等色素的反射峰值、叶片组织构
造如海绵组织的反射率、叶片生化
组分、主要植被指数（NDVI、RVI、
GVI等） 

机器人装置 



温室型高通量植物表型系统—Greenhouse scanalyzer systems 

 



温室型高通量植物表型系统—Greenhouse scanalyzer systems 

• 可选VIS、NIR、IR、根系NIR成像、荧光成像、高光谱中的一种或多种 

• 包括顶部和（多个）侧面成像，获得全方位成像信息； 

• 样品高度可达2 m、3 m或订做更高版本； 

• 可选传送10、50、100、150、250、375、500、800、1400盆或更多

盆的传送装置； 

• 可增加自动浇水、自动称重、自动喷淋（农药）装置； 



Daniel Arend et al., SCIENTIFIC DATA | 3:160055 | 
DOI: 10.1038/sdata.2016.55 



branch angle 

Qiong Hu et al., Sci Rep. 2016 

Branch angle as a plant architecture 
component tra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for high density planting and yield 
performance. 



田间表型系统——field 
scanalyzer 



宽度 成像面积宽度在10m面积范围 

长度 100m面积范围 

X轴精确度 ±50mm (关于铁轨) 

Y轴精确度 ±5mm (关于Y轴) 

Z轴精确度 ±5mm (关于Z轴) 

X轴运行速度 最大60m/min 

Y轴运行速度 最大20m/min 

Z轴运行速度 最大5m/min 



可选传感器 

可见光镜头 
叶绿素荧光镜头 
近红外镜头 
高光谱镜头 
激光3D 

经典参数 

冠层高度 
叶片结构 
生物量 
植被指数 
水分含量 
光合效率 
空气温度 
风速 
空气湿度 

控制器 专用电脑以及数据服务器 

软件 程序控制、图像处理、数据分析 

田间表型系统——field scanalyzer 主要配置 



广泛适合各种农作物：油菜、小麦、

水稻等。（用户—英国洛桑研究所、

美国Maricopa大学） 



田间可移动式表型系统 



Phosphate (Pi) deficiency in soils is a major limiting factor for 
crop growth worldwide. Plant growth under low Pi conditions 
correlates with root architectural traits and it may therefore be 
possible to select these traits for crop improvement 

Fangsen Xu and John P. 
Hammond et al., Ann Bot. 2013  

关注植株干重、根干重、初生根长度、侧根
长度、侧根数目、根密度等参数。 

X-光根系系统 



已经发表论文的情况 



玉米叶片分析 

植物结构、叶角度、节间长度、叶长、投影面积、开展度、
紧密度、周长、偏心率、圆度、颜色分级、病斑分析、外接
多边形面积 



Lloren, Cabrera-Bosquet et al., New Phytologist(2016) 
 

通过顶部和侧面的3D成像，分析、提取出不同品种的玉米植株骨
架数据，可进一步计算包括叶倾角在内的多种参数。 

丌同品种的玉米表型成像系统 



结构、宽度、密度、对称性、叶
长、叶宽、叶面积、叶颜色、叶病
斑、种子颜色、种子颜色面积 

Emilio Vello et al., Frontiers in Plant 
Science 2015 



数字冠层面积与生物量的关系 

Samuel Joalland et al., Plant Soil. 2015 



逆境胁迫下水稻表型分析 

A-C，水稻

栽培变种
Fatmawati

可见光侧
面和顶部
成像 

Aris Hairmansis, Stuart John Roy et al., Rice(2014) 

D-E，水稻

栽培变种
Fatmawati
荧光成像 

不同浓度NaCl处理20天后水稻
的表型 



1. 利用3D表型技术，逆境
胁迫下重要的参数—生物

量的测定可以用植株投
影面积表示，进而实现
对植物的无损测量。 

2. 随着盐分胁迫时间的延
长，水稻衰老部分的面
积有不同程度的增加。 



以不同处理的大麦表型数据为基
础，进行模型建立和验证，所得
模型结果可用来预测生物量。 

A代表投影面积，HD代表植物年龄、PC代表植物紧密度 

http://iapg2p.sourceforge.net/modeling/#dat
aset 



丌同灌溉条件下棉花的田
间表型分析 

 
1. 利用高通量田间表型成像，

同步测量冠层温度、NDVI、
冠层高度和叶面积指数等。 

2. 相关性分析，冠层温度与产
量之间呈负相关关系。 

Duke Pauli, Michael A. Gore et al.,G3:Genes/Genomes/Genetics(2016) 



小麦表型不基因型分析 

Takahashi, F. et al., PLoS One(2015) 

盐分胁迫后，不同品种小麦投影面积(A-D)
与生长速率(E-H)的动态变化曲线测定。 

利用转录组分析方法，揭示了在叶鞘中可
能存在的植株生物量与耐盐性相关的基因
功能。 



盐分胁迫下转基因大麦的
表型分析 

可见光3D成像后，计算得出

植株的投影面积，整体而
言，AVP1基因过表达的大麦

株系投影面积大于对照的，
说明AVP1基因可以提高植物
的耐盐能力。 

Rhiannon K. Schilling , Darren C. Plett et 

al., Plant Biotechnology Journal(2014) 



干旱和复水处理下
大麦的表型分析 

1. 植株高度及其动态变化 

2. 生物量 

3. 有效分蘖数变化 

 

干旱和复水处理下，利用3D
系统大麦进行表型分析。 

Dijun Chen, Christian Klukasa et al., The Plant 

Cell(2014) 



逆境胁迫下大麦的表型分
析 

1. 植株含水分布情况（近红外
成像分析） 

2. 植株生理变化（荧光成像分
析） 



丌同浓度N处理以及干旱处理下大麦的表型分析 

N处理：植株大小、颜色分
析。 
 

干旱处理：植株形态、生物
量、叶面积、叶卷曲度。 

E.H.Neilson,R.M.Gleadow et al.,Journal of 

Experimental Botany(2015) 



丌同品种扁豆干旱和盐分胁迫处理下表型分析 

A. Muscolo, T. Altmann et al.,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Botany(2015) 

植株高度
及其动态
变化曲线 



燕麦穗的发育 

Roger Boyle, Catherine Howarth et al., Plant Biology(2015) 

通过穗部检
测过滤器，
提取不同时
期燕麦的表
型特征参
数。 



表型分析下番茄的筛选 

Giovanni Povero*, Juan F. Mejia, Donata Di Tommaso et al., 

Frontiers in Plant Science(2016) 

在 LemnaTec-Scanalyzer 3D 系
统下用RGB，NIR成像 



Lloren, Cabrera-Bosquet et al., New Phytologist(2016) 

丌同品种的玉米表型成像系统 

植物骨架 
平均叶倾角 



法国INRA以LemnaTec 3D表

型设备为基础，进行系统
改造与集成，可以完成植
物3D模型重建 



• AgriPhenoTM平台基础建设 

• AgriPhenoTM平台科研服务 

• AgriPhenoTM平台项目介绍 



AgriPhenoTM平台建设 



CONVIRON BDW80步入式植物培养室 
 

CONVIRON植物培养箱建设 



人工气候室建设 

16~32℃±1℃ 45%-75%±5% 200~600 Umol/ m2s 

GE氙钠灯和金卤灯模组 



农业物联网建设 

农业物联网建设的各项配件 



栽培仓改建-潮汐灌溉 

潮汐灌溉移动苗床 

潮汐灌溉控制器 

潮汐灌溉苗床的应用 



栽培仓改建-移动苗床 

移动苗床 

增加滴灌系统的移动苗床 

移动苗床的应用 



环境监控系统 

360度无死角摄像头 
 

环境监控摄像头 
 



AgriPhenoTM科研服务 



泽泉项目管理系统-lims 



AgriPhenoTM项目介绍 



应用高通量表型平台分析有机氮对生菜的影响 
AP20151102-11-SJTU 



杨树表型与生理性状分析 
AP20151105-12-SIPPE  

已结题项目 



表面活性剂对纳米二氧化钛在大豆中吸收-迁移
的影响 

AP20160414-02-SNHM 



水稻关键生育期表型指标差异性研究 
AP20151012-13-SHJTU 

在研项目 



拟南芥干旱表型及光合生理研究 
HN-20150916 

在研项目 



基于图像分析及三维建模技术的黄瓜长势快速评价
方法研究 

ZQ20151125-14-SHAAS 

在研项目 



应用高通量表型平台分析水分对甜瓜的影响 
AP20160329-01-SHJTU 

在研项目 



丹参地上部表型与地下部根生长相关性分析  
AP20160426-03-TSMMU 
AP20160426-04-TSMMU 

 

在研项目 



不同培养条件下烟草种子萌发特征研究 
ZQ20160506-05-SHAAS 

 

在研项目 



科观赏花卉分子育种技术研究与产业化应用 
AP20160816-09-SLF 

在研项目 



菜心耐热性表型和生理分析 
AP20160920-11-FSSNKS 

在研项目 



青菜高通量表型图谱标准的建立 
ZQ20161205-13-SHAS 

在研项目 



不同处理下小麦表型分析 
AP20160405-YH01-ECNU 

免费项目 



橡胶种子萌动至幼苗各个时期表型成像分析 
AP20160405-YH02-CATAS 

免费项目 



四种黄瓜品种的表型分析 
AP20160704-YH06-TASSA 

免费项目 



内部课题 

基于图像分析和模型建立的马铃薯长势评价方法
研究 

AP20160405-ZY01-AP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