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噬菌斑电子图像的计算机处理及其自动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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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t：Plaques counting is a routine method in the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d application of 

microbiology．Because of weak contrast between plaque an d the background of the plate，an d the 

plaques linking together,a serious error was produced using automatic counting by computer．So that 

plaques have been counted by artificial method．In the present study，a new method was established for 

automatic counting plaques by computer．At first，The plaques were formed by infecting Escherichia 

coli with 入 bacteriophage，and prepared as the method of soft—agar layer plate．Th e electrical images 

counted the plaques were obtained by screening the plaques plates．A representative area，in which the 

plaques were linked each other,was picked out from each image，an d han ded with watershed algorithm． 

Th e plaques linking together were separated into individual plaque alone in the images．And then，the 

images were counted with the method of growth algorithm based on area by computer．Th e exact effect 

of counting plaques was in agreement with artificial method ．It indicates the new method of counting 

plaques can  be used in automatic counting by computer． 

Key words：Han dle image；Watershed algorithm；Automatic counting；Growth algorithm based on area． 

摘要：噬菌斑平板计数是微生物学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中常用的方法之一。但由于平板上噬菌斑与背景反差小， 

而且往往出现几个噬菌斑相连，计算机识别时出现较大的误差，因此噬菌斑计数目前仍为人工方法。本文以 噬 

菌体为材料，感染 E．coli宿主细胞，获得噬菌斑。然后将噬菌斑制成电子图像。抽取图像中有代表性的区域，利 

用分水岭算法对图像进行分割处理，将相连的噬菌斑分割成单独的噬菌斑，然后利用基于区域生长法进行计数， 

结果与人工计数完全相同，表明我们建立的新方法可以用于噬菌斑计算机 自动计数。 

关键词：图像处理：分水岭算法：自动计数；基于区域生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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噬菌体是生命科学、医学以及发酵：[业研究与 

应用的重要内容 ，噬菌斑数量是微生物学的基本数 

据之一，通过测定噬菌斑的数 目确定噬菌体的效价 

及病毒存在的数量。虽然计算机技术已广泛用于生 

命科学的诸多领域 ，但噬菌斑计数依 旧为人工方 

法。其主要原因是因为噬菌斑与测定平板背景反差 

太小，图像效果不好；另外一项关键技术 尚未很好 

地得到解决 ，即当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噬菌斑相连 

时，计算机只能将其计数为 1个 ，由此产生很大的 

误差 。 

计算机图像处理方法很多，基于小波理论的图 

象分析法一直是研究的热点。王积分【l1等曾以 “绿 

僵菌”为研究对象，采用基于小波理论的图象分析 

法实现菌种的自动分类。小波分析的方法存在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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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复杂，图像处理速度有限的问题。基于形态学的方 

法进行 图像处理也是常用的方法之一。陆建峰等【2】 

采用基于形态学方法首先对 图像进行腐蚀操作，以 

确定聚集细菌最终分离为单个细菌的个数，然后再 

根据腐蚀后结果找到分离点，将重叠细菌分离为单 

个细菌。但这种方法的图像处理试验效果与腐蚀和 

膨胀操作的初始点关系很大，初始点选择的不同最 

终结果会有所差异。 

分水岭算法 (watershed)是近几年来发展起来 

的一种数学形态学分割方法【3．4】，在 图形处理方面 

已经达到广泛的应用 ' 。Beucher和 Joul[71最早应 

用分水岭算法进行 图像分割，并提出分水岭算法模 

拟浸入实现过程。相继 Vincent和 SoilleE8]进一步完 

善分水岭算法，提出应用先进先出(FIFO)结构，使其 

算法变得快速可行。分水岭算法对微弱边缘很敏感， 

并且可以保证分割边缘的封闭性和连续性 ，很适宜 

对相连噬菌斑电子图像中相聚物体地分割处理。 

本研究将噬菌斑 的电子 图像进行灰度处理获 

得清晰的电子图像，然后应用分水岭算法将两个或 

两个以上的噬菌斑有效分割开，再通过基于区域生 

长法进行 自动计数，建立了一种 自动计数噬菌斑的 

方 法 。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溶原菌 E．coli k12(入 )、指示菌 E coli k12 

(入一)均由中国典型培养物保藏中心 (CCTCC) 

提供。LB培养基，YT培养基的配制参考文献⋯． 

1．2 方法 

1．2．1 噬菌斑平板的制备：按照软琼脂法制备噬菌 

斑平板⋯。 

1．2．2 噬菌斑图像的制作与处理：将噬菌斑平板进 

行扫描或用数码照相制成噬菌斑 电子图像。 从 中 

选取具有噬菌斑 (几个噬菌斑相连)的区域，先对 

噬菌斑电子 图像进行抽取，进行背景处理，然后进行 

二值化转换，增强其灰度，使图像 中噬菌斑 的形态 

更加清晰，最后应用分水岭算法即可得到分割噬菌 

斑的清晰图像。 

1．2．3 噬菌斑的 自动计数：模拟噬菌斑 由小到大生 

长的形成过程，在噬菌斑电子图像的中心选取一点， 

以此为起 点向周围扩展生长，直至遇到边界不能生 

长为止，将此定义为一个噬菌斑 。分水岭算法则可 

将图像中两个或者多个相连的噬菌斑分割开，获得 

的信息经计算机 处理后显示 出图像 中实际噬菌斑 

形成单位(plaque forming units，PFUs)数。 

2 结果分析 

2．1 噬菌斑电子图像的处理过程 

按照软琼脂法制备的含噬菌斑平板，从中选取 

两类平板：1)以单个噬菌斑存在的平板 (图 1A)； 

2)含两个或两个相连噬菌斑的平板 (图 1B)，从原 

图开始，先进行图形的背景转换，由图A、图B分别 

转换成为 initial imagine，再对图像的背景进行处理。 

二值化处理，利用分水岭算法，最后得到分割图像。 

处理的过程如下图。它表明经过分水岭算法处理后 

将原来两个或两个 以上相连 的噬菌斑很好地分开． 

便于利用计算机的后续处理。 

2．2 噬菌斑计数 

增加灰度 的平板上噬菌斑与背景 的反差 明显 

增强(图 1A4一图 1A1，图 1B4一图 1B1)，在此基 

础上，采用基于区域生长法对所选取区域噬菌斑电 

子图像中噬菌斑数 目进行计数。从图 B可知所选定 

的噬菌斑电子图像中噬菌斑数 目为 40个，包括 4个 

相连体。利用基于区域生长法对未经处理的图像计 

数，结果显示只有 34个 (见表 1)。这是因为基于区 

域生长法不能将连在一起的噬菌斑相连体分开，它 

只能将每一个相连体计为 1个噬菌斑。表 1中未处 

理图像计数 的计 数结果就是相连噬菌斑与单独 的 

噬菌斑数 目之和。由此可见，不经分割处理即用基 

于区域生长法计数产生的误差率高达 25％(与人工 

计数相 kk)，但是经过分水岭算法处理后，图像中相 

连的噬菌斑被有效地分割成单个噬菌斑。再利用基 

于区域生长法进行计数，这样便可获得与人工计数 

相同的结果(见表 1)。而利用基于区域生长法对单个 

的噬菌斑计数很准确，与人工计数的结果相 同 (见 

下表 )。 

表 1 几种不 同方法对图像中噬菌斑计数效果的比较 

Table Comparison of the effect of cell counting in the image with several methods 

注：人工计数是三次结果的平均值，计算机计数也重复三次，结果每次都与人工计数结果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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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噬菌斑图像的分水岭分割及计数计算机演示过程 

A，以单个噬菌斑存在为主的分割及计数计算机过程：B，含两个或两个相连噬菌斑分割及计数计算机过程。 

Fig．1 111e process of the plaque image cropped by watershed and the PFUs automatic counted by computer 

1，Representative al'ca of the image-- 2，Initial image~ 3，Subtracted image~ 4
，
The gray image-- 5，Distance transform-- 6，Image cropping and the 

numbering． 

3 讨论 

模拟噬菌斑 由小到大的形成过程对噬菌斑计 

数，实验结果表 明采用基于区域生长法对单个噬菌 

斑计数与人工计数相同，但是如果几个噬菌斑相连 

便会造成很大的误差，这就是采用基于区域生长法 

的缺陷，在这种情况下则需根据实际数 目进行人工 

调整。如果图像中相连生长的噬菌斑数 目较少，调 

整幅度则小，反之调整幅度则随之增加，最终的结果 

浮动较大。因此必须先对图像中相连得噬菌斑进行 

。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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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使之能有效地将几个连在一起得噬菌斑分割 

开，成为几个独立的噬菌斑，便于计算机 自动计数。 

本研究的 目的是解决上述问题 ，在实验的开始 

采用如下方法进行试验：选择从提取图像的关键点 

开始，得到 图像 中对象的边界 曲线，然后通过相应 的 

算法得到拐点 (comer point)即定义满足一定条件 

的边界曲线上凹陷点。如果相连拐点之间曲线的弯 

曲度小于 9O。，则设此 曲线与凹陷点之间所在直线 

围成的线段形成 的封闭区域为一个独 立的噬菌斑， 

但在应用时要特别注意图象边界的选取很容易受到 

噪声的影响。如果先对图像中对象的边界曲线进行 

高斯滤波，虽然可 以滤 除一部分噪声并得到光滑 的 

曲线，但同时也会滤掉一些关键 点，使图像处理的效 

果不理想；如果通过搜索位于异侧且距离局部最小 

两个 点构成的点对，则会存在运算复杂以及事先无 

法确定需要搜索点对的数量 问题，特别是多个噬菌 

斑相聚集在一起的情况下需要搜索 的点对可能会有 

多个 ，如果点对的个数无法事先得到，该方法则无法 

运算。 

通过运用提取 图像 的关键点法 以及先对 图像 

中对象的边界曲线进行高斯滤波再提取图像的关 

键点法两种方法，均不能得到理想的分割效果 ，因此 

考虑通过 图像变化增加 图像中前景和背景 图像之 

间的灰度差值，滤掉一些背景噪声再进行分割和计 

数 ，分水岭算法便是很适宜的一种算法。 

分水岭算法基本思想是把图像看作为测地学 

上的拓扑地貌，由此而建立的一种算法，其计算过程 

是 一 个 迭 代 标 注 过 程 ，其 经 典 的 计 算 方 法 由 

Vincent[71提出。该算法算分两个步骤。一个是排序 

过程，一个是淹没过程。通常分水岭算法的实现过 

程采用模拟淹没过程，从而使各个区域正确划分。 

根据分水岭算法的工作原理，本研究将最初图 

像在一个低灰度值上二值化，该灰度值把图像分割 

成正确数 目的物体，但是它们的边界偏 向物体的内 

部。每次增加一个灰度级，随着 阈值逐渐增加，物体 

的边界将随着阈值增加而扩展。当边界相互接触时， 

这些物体并不合并。因此，这些初次接触的点便成为 

相邻物体间的最终边界。此过程在阈值达到背景灰 

度级之后中止，这就是说，在被恰当分割的物体边界 

确定时中止。 

本研究结果显示原来照片中不太清晰或不便 

于计算机处理 的图像，经过一系列的处理后即达到 

很好的效果，能有效地将相连的多个噬菌斑分割开， 

成为可以被计算机 自动计数的单个独立噬菌斑，达 

到了预期的要求；并且计算机具有很好的辨别能力， 

这为人工计数带来了方便。分水岭算法对微弱边缘 

具有 良好的响应，是得到封 闭连续边缘 的保证，这是 

得到完整噬菌斑形态的基础 ，它能使相连的噬菌斑 

相连体很好地分开，便于计算机 自动计数 。另外， 

此算法也可以得到封闭集水盆，这使分析图像特征 

的区域成为可能。 

分水岭算法并不是简单 的将图像在最佳灰度 

级进行阈值处理，它是从一个偏低但是仍能够正确 

分割的物体阈值开始 。然后随着阈值逐渐上升到最 

佳值，使物体不会合并，最后得出一个封闭的曲线，即 

独立的噬菌斑形态 。 

考虑到算法的广泛意义，利用分水岭算法和基 

于区域生长法能有效地分割相连生长的噬菌斑与 

菌落并把获得 的数据通过计算机准确计数很快显 

示出来，这种设计可以达到对噬菌斑、菌落 自动计数 

的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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