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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种类智能识别管理系统技术规范 家禽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家禽类种类智能识别系统的术语和定义、系统组成架构、系统设备要求、系统性能要求、

通用要求、家禽种类识别准确率的确定、识别速度的确定、系统验收、系统运行维护保养。

适用范围为：农场、超市、菜市场、农贸市场等场所的家禽类品种识别。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DB44/T 745-2010 阳山鸡

DB44/T 202.1-2004三黄胡须鸡 第1部分:三黄胡须鸡种鸡

DB36/T 384-2002 宁都黄鸡品种

DB44/T 669-2009阳江鹅

GB/T 36177-2018畜禽品种标准编制导则 家禽

GB/T 32751-2016林甸鸡

GB/T 24702-2009藏鸡

NY/T 813-2004丝羽乌骨鸡

NY/T 823-2004家禽生产性能名词术语和度量统计方法

GB/T 24707-2009邵伯鸡(配套系)
GB/T 24698-2009攸县麻鸭

GB/T 32761-2016溧阳鸡

GB/T 32750-2016茶花鸡

GB/T 36784-2018扬州鹅

GB/T 34735-2017兴国灰鹅

GB/T 26617-2011皖西白鹅

GB/T 37117-2018黄山黑鸡

DB44/T 1251-2013地理标志产品 清远鸡

GB/T 23396-2009地理标志产品 卢氏鸡

3 术语与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识别准确率 Recognition accuracy

识别准确率是就正确识别出家禽的数量占总家禽量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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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识别速度 Recognition speed

计算机视觉识别家禽所需要的时间。

3.3

摄像头角度和高度 Camera Angle and Height

识别家禽摄像头的高度和摄像头的角度需要合理。

3.4

物体识别区域 Object Recognition Area

家禽识别在此区域识别准确率会最高，此区域从图像上看包含了物体的全部像素。

3.5

农产品市场经营者 Agricultural Product Market 0perator

自主经营或接受委托经营谷物市场的单位、组织。

3.6

农产品市场 Farm Produce Mart

农产品交易或买卖的场所。

3.7

家禽种类智能识别管理系统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telligent Management System

家禽种类智能识别管理系统是通过电子秤、智能识别服务器群、管理平台对家禽种类进行自动识别、

信息展示的平台。

3.8

智能电子秤 Intelligent Electronic Scale

智能电子秤具有称重、图像采集、计费、小票打印等多功能设备。

3.9

智能分析服务器 Intelligent Analysis Server

对采集过来的物体图像进行建模，分析，比对，从而识别出该物体种类的服务器设备。

3.10

重力传感器 Gravity Sensor

采用弹性敏感元件制成悬臂式位移器，与采用弹性敏感元件制成的储能弹簧来驱动电触点，完成从

重力变化到电信号的转换。

4 系统组成架构

家禽种类智能识别管理系统应包括智能电子秤子系统、家禽识别子系统、平台管理子系统。家禽种

类智能识别管理系统组成构架见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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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家禽种类智能识别管理系统组成架构图

4.1 智能电子秤子系统

智能电子秤子系统，应是通过传感器技术、电子技术和图像转换技术，主要通过家禽识别摄像头，

称重传感器对谷物的的图像、重量进行采集，并且进行重要、产品名称显示和打印。系统组成4.1。

系统主要由输入部分（秤盘、称体，摄像头），转换部分（重力传感器，图像传感器），输出部分

（电子显示仪表，打印机）三部分组成。输入部分配备秤盘、称体，摄像头对家禽的重量和图像进行采

集，然后通过传感器对非电信号(质量、图像)转换成电信号的转换元件，最后在输出部分的显示仪表上

进行显示，对数据进行打印。

图4.1 智能电子秤子系统组成架构图

4.2 家禽识别子系统

家禽识别子系统，应是通过图像采集技术，物体识别技术，计算机技术等，对前端采集到的图像进

行分析，并识别出家禽的种类的智能化识别系统。

系统主要主要由前端图像采集部分摄像头，局域网及互联网和智能分析服务器群和数据库服务

器等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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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表示必选 表示可选

图4.2 智能电子秤子系统组成架构图

4.3 平台管理子系统

平台管理子系统，应通过计算机软件技术，数据加密技术、网络通信技术等计算机技术，对家禽相

关识别信息进行汇总、展示。

系统主要由前端的智能电子秤，WEB服务器，数据库服务器，及电脑、手机等相关客户端。

注： 表示必选 表示可选

图4.1 平台管理子系统组成架构图

5 系统设备要求

5.1 家禽种类智能识别管理系统要求

a）识别率：全天候的家禽品种识别率不应小于97%；

b）识别时间：识别时间<50毫秒；

c）识别最小像素：32*32像素 ；

d）可实现产品信息，销售数据，分类汇总等多项功能；

e）全面兼容国内主流厂商IP-Camera，而且通过设备厂商提供稳定的SDK，可以兼容几乎所有前端

接入设备；

f）操作系统：主要架构基于WINDOWS操作平台，各模块可独立运行并与现有系统完美结合；

g）数据库兼容性：可以兼容多种数据库，包括SQL Server 、MYSQL、Oracle等，多数平台只能支

持一种数据库；

h）对操作系统平台的兼容能力：兼容PC、服务器和小型机上的各类操作系统。

i）系统应提供数据查询、统计及生成报表等功能。

j）系统应支持用户权限配置管理,不同级别的用户可设定不同操作权限

k）应具有对采集的原始数据进行存储备份和对采集的数据实现断点续传的功能。由于传输网络故

障等因素，采集的数据未能及时上传，待传输网络恢复正常后应能实现历史数据的断点续传；

5.2 家禽种类智能识别管理系统的设备要求

a）设备电源供电长时间待电，能耗低；

b）摄像头应支持根据环境亮度自动调节参数、自动补光同步，夜间增强技术；

c）全视角数字显示，清晰，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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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网络连接支持有线网络、WIFI网络；

e）智能电子秤操作简单、易懂；

f）电子秤拥有图像采集，智能识别功能；

g）电子电路板覆盖专用防水涂层，防水，防蟑螂等，防水等级IP41；

h）打印机设计防水，专业打印头使用寿命50KM以上。

i）应配置稳定可靠且性价比高的设备，确保系统全天候、24小时的正常运行；

j）设备面板上的商标、名称、型号、文字说明等应清晰准确，易于辨识；

k）设备应具有产品合格证，并能提供型式检验报告；

l）设备应配套说明书，说明书应包括下列文件：使用说明书，安装说明书，维护说明书，其他有

关说明资料。

6 系统性能要求

6.1 家禽种类智能识别管理系统环境适应性应符合以下要求：

a）电子秤、摄像头等室外设备的工作温度应为-30℃~70℃；

b）智能分析服务器、管理计算机等室内机房设备的工作温度应为0℃~50℃；

c）家禽智能识别管理系统设备的相对湿度应为10%~90%。

6.2 家禽种类智能识别管理系统供电、防雷接地设计要求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安全防范工程技术规

范》GB50348 中 3.9 节防雷与接地设计的有关规定。

6.3 家禽种类智能识别管理系统机房防火要求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电子信息系统机房设计规范》

GB50174 中 6.3 节防火与疏散的有关规定。

6.4 家禽种类智能识别管理系统识别准确率应符合表 6.4 的要求。

表6.4家禽种类智能识别管理系统数据准确率

系统类型 白天识别准确率 晚上识别准确率

家禽种类智能识别管理系统 ≥99.7% ≥98%

6.5 家禽种类智能识别管理系统响应时间应符合表 6.5 的要求。

表 6.5 家禽种类智能识别管理系统响应时间

系统类型 响应要求 响应时间

家禽种类智能识别管理

系统

从家禽放稳到电子秤显示屏显示的响应时间 ≤1s

家禽种类智能识别后到系统可查询信息的时间

间隔
≤15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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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家禽种类智能识别管理系统图像应采用 JPEG、JPG 格式，图像完整度、清晰度应能满足人工对农

产品品种判定的要求。家禽种类智能识别管理系统图像分辨率应符合表 6.6 的要求。

表6.5家禽种类智能识别管理系统图像分辨率

子系统类型 设备名称 图像分辨率

家禽种类智能识别管理系统 电子秤摄像头 640*480

6.7 家禽种类智能识别管理系统自动存储能力应满足以下要求

a）家禽种类智能识别管理系统服务器数据信息存储时间不应少于1年；

b）家禽种类智能识别管理系统图片存储时间不应少于90天。

7 通用要求

7.1 家禽根据它生物特性来进行种类分类。

7.2 家禽种类识别应建立家禽种类确定程序，科学确定家禽的种类分类，并对家禽的种类进行验证。

7.3 家禽种类的确定和验证应有记录，记录内容宜包括种类名称、来源信息等基本信息，家禽确定和

验证的方法，判定标准，试验情况，相关数据和分析过程以及结论等信息。

8 家禽种类识别准确率的确定

8.1 家禽种类识别准确率的确定的基本程序包括确定方案、设计试验方法、方案实施、结果分析、确

定家禽种类识别准确率的确定验证六个步骤（参见附录Ａ）。

8.2 实施方案：根据家禽的生物特征去识别到具体得种类，通过图像预处理增加网络的鲁棒性应对负

责的场景可以准确的识别家禽的种类。

8.3 结果分析：将训练好的模型移植到对应得系统或者实物进行测试，输出结果判断属于哪种家禽。

9 识别速度的确定

9.1 保证家禽的识别响应速度。

9.2 实施方案：将数据图像导入神经网络结构中进行训练，以达到快速识别的效果。

10 系统验收

10.1 系统验收

10.1.1家禽种类智能识别管理系统验收除符合本标准规定外，尚应按国家现行标准《安全防范工程技

术规范》GB50348 中第 8章安全防范工程验收的有关规定。

10.1.2 家禽种类智能识别管理系统系统检验项目、检验方法及指标要求应符合表 10.1.2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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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1.2 系统检验项目、检验方法及指标要求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指标要求

主

控

项

目

1
智能电子秤子系统

功能

系统试运行一个月，充分观察及考核系统

功能是否满足本标准 6.2要求
全部符合要求

2
家禽识别子系统功

能

系统试运行一个月，充分观察及考核系统

功能是否满足本标准 6.1要求
全部符合要求

3
平台管理子系统功

能

系统试运行一个月，充分观察及考核系统

功能是否满足本标准 6.1要求
全部符合要求

一

般

项

目

4 设备外观
现场随机抽查 5%-10%系统设备，通过目

测和手感进行检查是否符合 6.2要求
95%以上符合要求

5 设备外壳防护等

现场随机抽查 5%-10%系统设备，按《外

壳防护等级（IP代码）》GB/T 4208规定

方法进行检验是否符合 6.2要求

95%以上符合要求

6 产品合格证
现场随机抽查 5%-10%系统设备，检查是

否具有相应合格证
全部符合要求

7 设备说明书
现场随机抽查 5%-10%系统设备，检查是

否具有相应设备说明书
全部符合要求

主

控

项

目

8 系统环境适应性 按本标准 7.1的规定 全部符合要求

9 系统供电 按本标准 7.2的规定 全部符合要求

10 系统防雷接地 按国家标准 GB50348第 7章 7.7的规定 全部符合要求

11 系统数据准确率 按本标准 7.4的规定 全部符合要求

12 系统响应时间 按本标准 7.5的规定 全部符合要求

13 系统图像分辨率 按本标准 7.6的规定 全部符合要求

14 系统自动存储能力 按本标准 7.7的规定 全部符合要求

10.1.3家禽种类智能识别管理系统建设后，应按表 10.1.2系统检验项目、检验方法及指标要求对系统

进行合格判定，若有一项检验项目无法满足指标要求，则判定系统不合格。

10.1.4家禽种类智能识别管理系统验收不合格时，应整改后重新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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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系统运行维护保养

11.1 管理要求

a) 农产品市场经营者应取得行业主管部门认可的合法有效的经营资质证明。

b)农产品市场管理者应建立巡查制度、人员管理制度、安全规范等管理制度。制度应明确责任人、主

要工作程序和岗位职责。

c) 农产品市场的管理者应对菜场经营者进行相关培训，培训内容应包括经营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

管理制度、安全规范、消防知识、诚信经营、收费管理、纠纷处理、应急预案等。

11.2 日常维护保养

a) 每三个月对家禽种类智能识别管理系统进行设备保养和线路检护，保持良好的运行状态。

b)每三个月对硬件设施进行维护清理，对各种设施要定期监测。

c) 应每月检查各部件间的通信接头是否连接牢固，发现松动立即加固或重新连接，并做防护处理。

d)应每月对服务器或电脑客户端要及时检查线路是否正常，软件连接是否正常，不要轻易安装不相关

的软件。

e) 应每月检查服务器、管理计算机系统软件运行状况，并清理系统中的垃圾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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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识别准确率和速率的基本程序

A.1 步骤

本附录给出了家禽种类识别准确率和速率的基本程序涵盖了六个步骤，每个步骤又有不同的要素（参

加表A.1）,相关步骤在用于确定家禽种类的准确率时，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表A.1家禽种类识别准备率和速率确定步骤

序号 步骤 要素

1 确定方案 （1）识别准确率；

（2）识别依据；

（3）识别的速率；

2 设计试验方法 （1）确定实验项目和相应的检验方法；

（2）确定试验识别的样品；

（3）确定检测时间点、所需设备、安装情况以及测试人员等内容

3 方案实施 1）数据预处理及增强；2）深层卷积神经网络的训练；3）网络训练策

略；4）损失函数设计；5）对测试集进行测试

4 结果分析 试验法应根据试验的结果和数据经计算得出家禽识别的准确率和速度。

5 确定家禽种类识别

准确率和速率

应根据上一步骤的结论，结合家禽的性质，以及家禽在生物特征，可能

遇到的状况和条件，确定家禽种类的识别准确率和速率。

6 准确率和速率验证 包括以方式和内容

（1）可使用留样家禽通过长期稳定性试验进行验证，也可在实际贮存、

运输等条件下对已经上市的家禽进行跟踪验证；

（2）收集检测数据；

（3）得出验证结论。

A.2 确定方案

A.2.1 确定方案是家禽种类识别的基础，宜从多个方案中优选出适于实施的方案，并应尽可能祥实。

A.2.2 确定方案的步骤包括：明确家禽种类确定的目的；论证现有的依据和资料等研究基础；多角度

设计方 案；方案优选和明确家禽种类确定的具体方法。

A.2.3 1）对现有的技术方案1进行全面评估：人工识别家禽或者人工贴上条形码识别，2）对现有的技

术方案2进行全面评估：过颜色纹理形状等特征识别家禽；3）通过以上现有的技术综合分析得到相应方

案的缺点，并提出对应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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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设计试验方法

应在充分分析家禽的生物特性，对家禽的种类特性等基础上，确定实验室检测对象等试验内容。

A.4 方案实施

A.4.1 数据预处理及增强：数据预处理的方法要结合实际情况提高家禽的识别率，主要采用图像旋转、

加椒盐噪声、调节亮度和饱和度、图像模糊、直方图均衡化等方法

A.4.2 深层卷积神经网络的训练；查阅了大量的卷积神经网络的资料和做了大量的比对实验设计出来

的，识别准确率高并识别速度快，

A.4.3 网络训练策略；网络损失函数收敛时，将训练得到的模型在验证集上进行测试，对于家禽识别

错误的结果进行分析，根据错误的图像的类型在辅助训练集中找到一些对应类型的图像添加到训练集

中，对网络继续进行训练。

A.4.4 损失函数设计；直至网络损失函数收敛或在验证集上的检测结果稳定，这里的网络参数即为训

练好的具有检测家禽图像功能的深层卷积神经网络的参数。

A.4.5 对测试集进行测试：由于训练时网络的输入指定尺寸，因此检测未知图片时的输入也应调整到

相应尺寸，将固定尺寸后的图片作为本发明所涉及深层卷积神经网络的输入，判断是否为家禽的类别。

A.5 结果

由于训练时网络的输入的尺寸是设置好的最优尺寸，因此检测未知图片时的输入也应为相应的尺寸，

将固定尺寸后的图片作为本发明所涉及深层卷积神经网络的输入，判断家禽种类的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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