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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红外光谱光纤探头的创新设计
用于骨关节炎的原位检测
符娟娟， 唐金兰， 包一麟， 尚 慧， 吴进锦， 王 潇， 尹建华*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自动化学院 生物医学工程系，江苏 南京

211106）

摘要：创新设计了一款操作灵活、方便、适于生物医学原位检测的反射式近红外（NIR）光纤探头，通过将自聚焦透镜
耦合到 NIR 光纤探头的顶端，并对探头结构、光纤排布进行全新设计，使光纤探头具有更高的测量精度和收集效
率。通过耦合傅里叶变换近红外光谱仪对蔗糖样本进行 NIR 光谱采集，发现该反射式 NIR 光纤探头具有高效便捷
的特点以及较高的光谱重复性和信噪比。采用该光纤探头对犬膝关节股骨端关节软骨进行 NIR 光谱离体原位检
测，这些光谱数据经一阶导数 2 次多项式 21 点 Savitzky-Golay 平滑预处理后再进行主成分分析和 Fisher 判别分析。
模型初始案例和交互验证案例正确识别率分别为 97. 62%、90. 47%，样本预测集的识别率达 96. 43%，证明了采用该
NIR 光纤探头进行 NIR 光谱原位检测的有效性及骨关节炎识别的可行性，可为骨关节炎的临床诊断奠定实验基础。
关 键 词：自聚焦透镜；反射式近红外光纤探头；骨关节炎；近红外光谱；主成分分析-Fisher 判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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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el design of a NIR fiber optic probe
for in situ detection of osteoarthritis
FU Juan-Juan， TANG Jin-Lan， BAO Yi-Lin， SHANG Hui， WU Jin-Jin， WANG Xiao， YIN Jian-Hua*
（Department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Nanjing 211106，China）
Abstract：An innovative reflective near-infrared（NIR）fiber probe with flexibility and convenience was designed for
biomedical in-situ detection. When the brand-new fiber probe structure and fiber arrangement were designed，further，a
gradient-index（grin）lens was coupled to the top of the reflective NIR fiber bundles to make it have higher measurement
accuracy and collection efficiency. When measuring NIR spectra of sucrose samples by coupling the grin NIR fiber
probe to Fourier transform near infrared spectrometer，it was found that the grin NIR fiber probe had the advantages of
convenience，high efficiency and spectral repeatability and SNR. The NIR spectra of articular cartilage at the femoral
end of the canine knee joint were measured in situ by the grin NIR fiber probe and were preprocessed by first-derivative
quadratic polynomials 21-point Savitzky-Golay smoothing for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and Fisher discrimination
analysis（PCA-FDA）. The correct recognition accuracies of PCA-FDA model in initial cases and cross validation cases
were 97. 62% and 90. 47%，respectively，as well as 96. 43% for the prediction set，which confirms the effectiveness of
NIR fiber probe detection in situ and the feasibility of osteoarthritis recognition and lays the foundation for basic re‐
search and early clinical diagnosis of osteoarthritis.
Key words：gradient-index lens， reflective near-infrared （NIR） fiber probe， osteoarthritis， near-infrared （NIR）
spectra，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and Fisher discrimination analysis（PCA-FDA）

引言
关节软骨是覆盖于骨关节表面的半透明、光滑

的结缔组织，具有弹性和韧性，能减少关节面间的
摩擦、承受高负荷和缓冲震动［1］。关节软骨主要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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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骨细胞（占总体积的 1%-2%）和软骨基质（占总体
积的 98%～99%）组成。基质中主要含有水、胶原蛋

785

在集成光学领域应用广泛［14］。采用光纤束耦合自
聚焦透镜的方法则可使照射样品上的漫反射光有

白（Collagen）、蛋白多糖（PG）和少量无机盐离子 ，

效收集、准直、减少能量在光纤传输过程中的损耗，

其中胶原蛋白排列成网架结构，维持软骨的结构和

进而可提高光纤探头的收集效率［14-15］。

［2］

形状，并能有效固定 PG［3］，而 PG 可以保证关节软骨

主成分分析（PCA）是一种通过降维技术从多个

的弹性和耐压性。肥胖、增龄、负伤和过度使用等

原始数据提取重要信息的分析方法。为了尽量减

因素都可能会导致关节软骨整体结构和成分含量

少变量和研究对象数据信息的损失，多选取累计贡

的变化，从而导致骨关节炎（OA）。OA 的初级病变
主要表现在细胞外基质成分含量和软骨细胞形态
的变化，在临床上的表现并不明显，且现有的临床

献率达 85% 以上主因子作为主成分分析［16］。Fisher
判别（FDA）是通过方差分析建立判别函数，FDA 的

原则是使类别间的分散尽可能大，类别内的分散尽

方法和实验方法并不能较准确地识别 OA 的早期病

可能小。通过比较分类中心和样本之间的距离，快

傅里叶变换近红外（FTNIR）光谱技术近年来因

lagen、PG 和水的特征谱带在 6 000∼4 000 cm-1 范围

，这对 OA 的早期诊断造成极大困难。

［4-7］

变

速对数据集进行分类识别［17］。关节软骨主成分 Col⁃

为其分析速度快、成本低、易于穿透组织并含有对

内［18］，将此波段的光谱进行分析并与化学计量学算

应组织成分信息等特点而发展应用较为迅速，已被

法相结合有利于实现样本的快速分类和识别［19］。

用于手术导航、无损检测和疾病诊断等各个领域。
近红外（NIR）光谱范围内的光谱吸收主要来自 X-H
键伸缩振动的合频和倍频（X 为 O、C、N 和 S 等），不

同的基团或是同一基团在不同的化学环境中的 NIR
吸收的波长和强度存在差异［8］。关节软骨基质成分
中的 Collagen 和 PG 中含有 NIR 可探测的 X-H 键，这

使得 NIR 光谱学成为探测关节软骨微观和宏观变化

目前国内外采用 NIR 光谱技术对 OA 病变诊断

的研究鲜有报道，且多采用 NIR 光纤探头对关节软
骨的厚度以及功能特性进行研究［19-20］。采用 NIR 光

谱技术对 OA 识别的研究，也仅是通过某种成分含
量的变化实现软骨样本的间接
间接分类［21］。本实验室

前期已实现基于 NIR 光谱分析技术结合 PCA-FDA
的关节软骨切片和 OA 识别的基础研究［22］，因此本

合适的光学技术［9-10］。

研究拟设计一种获取光谱信号更优的反射式 NIR 光

芯）、中间为低折射率硅玻璃包层、最外层是树脂涂

PCA-FDA 的方法直接
直接对健康和病变关节软骨样本

光纤一般包括 3 层：中心是高折射率玻璃芯（纤

覆层，它具有柔性光导、热稳定性、对电磁干扰不敏
感、传输信号能量集中、价格低廉等特点。基于光
纤构造的 NIR 探头结构简单、使用灵活，是光谱仪的

有效补充配件，备受各行业的青睐。而漫反射式
NIR 光纤探头可以用来测量多种类型样本（如：较

厚、不透明样本），并适用于医疗环境中的生物组织
进行异常或疾病诊断［11］。然而，由于 NIR 信号相对
较弱以及组织内漫反射路径的香蕉型特征，现有的

NIR 光纤探头探测端的直径通常较大及光纤数目较
［12-13］

多

，在对复杂形貌特征样本的微区测量中，由于

大直径探测端与样本无法全方位接触，使测得的光
谱质量受到影响；同时光纤数目也影响了制作的成
本和难度系数。另一方面，也因为 NIR 光谱自身信

号弱，且关节软骨样本自身透明度高造成反射衰
减，而后经出射光纤传输后能量损失导致信号更

纤探头，与 NIR 光谱仪联用，并通过联用机器学习

进行原位分析和诊断，同时也为其它病变的原位诊
断提供借鉴和有效技术方法。

1
1. 1

实验与方法
样品

用于 NIR 光谱分析的比格犬的膝关节样本，均

由江苏南京亚东实验动物研究中心提供，并经伦理

审查机构批准。选择 8 只健康比格犬，对其中编号

Y1、Y2、Y3 的犬左后腿膝关节股骨端进行原位提
取，获取 3 只健康样本；对编号 Y4、Y5、Y6、Y7、Y8 的

犬进行任一单后腿的膝关节前交叉韧带横切（ACL）
手术后［23］，培养 3-7 个月，再从相应手术侧的后腿膝
提取关节股骨，即获得 5 只股骨 OA 样本。蔗糖（分
析纯）购自天津市科密欧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1. 2

NIR 光纤探头设计
探头探测端的设计是整个光纤探头设计的核

弱，所以亟需设计一种获取光谱信号更优的反射式

心，该探头采用分叉光纤束检测 NIR 光谱，包括 6 根

变分布的柱状透镜，具有准直、聚焦和成像等特性，

化石英光纤 FIP300330370：芯径 300 μm、包层直径

NIR 光纤探头。自聚焦透镜是一种折射率沿径向渐

出射光纤和 13 根入射光纤且参数相同（近红外光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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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 μm、涂覆层直径 370 μm，数值孔径 NA 为 0. 22

建立仿真模型，选用的自聚焦透镜同实际组件，直

排列的方式合并在一起，且自聚焦透镜与顶端光纤

情况下对模型进行简化，综合考虑，对参数进行如

± 0. 02）。具体结构如图 1 所示：顶端光纤束按固定
束耦合，从而构成反射式 NIR 光纤探头的探测端，具

体如图 2（a）所示；出射光纤与入射光纤分成两束，
其中 6 根出射光纤合并在一起，围成一个圆形，且相

邻的两根出射光纤之间相互接触。合并后的末端

端面排列如图 2（b）所示，并由第三光纤保护套包
裹，且末端连接出射光纤跳线；13 根入射光纤合并
在一起后包括三层，其末端端面排列如图 2（c）所

径为 2 mm。为方便模型的建立，在保证重要参数的
下设置：总光源能量 6 W，波长 1550 nm，分析光线数
20 万；光纤长度 1 cm，在光纤出射端 0. 01 mm 处放

一与纤芯直径等边长的矩形探测器。分别按照空
间坐标在出射光纤的位置放置光纤模型，统计 6 根

出射光纤出射端的总能量，即是反映光纤探头仿真
收集效率的参数。
1. 3

示，并由第二光纤保护套包裹，且末端连接入射光
纤跳线。自设计 NIR 光纤探头的外径为 2. 5 mm，窗
口直径为 2 mm。

NIR 光谱数据采集及处理

将所设计的 NIR 光纤探头通过自制的固定耦合
与 FTNIR 光 谱 仪（Vertex 70，德 国 Bruker 公

［25］

设备

司）联用，实现光纤探头和光谱仪的高效耦合，以及

光纤探头入射端和出射端的固定，如图 3 所示。NIR

光经入射光纤（入射端）传输至光纤探头的探测端，
并将携带样本信息的光经出射光纤（出射端）传输

至检测器，从而获得样本的 NIR 光谱图。以漫反射

白板（复享光学公司 STD-WS 系列，反射率> 98%）
为背景，对样品（蔗糖粉末、股骨）进行光纤探头 FT⁃
图1

NIR 光纤探头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Fig. 1

Overall structure diagram of NIR fiber probe

NIR 原位光谱采集。每个股骨样本随机选择 14 点

进行光谱采集（无需任何预处理）。作为对照检验，
选择溴化钾（KBr）压片法来获取蔗糖的常规透射
FTNIR 光谱。100 mg KBr 充分研磨后制成透明压

片 ，并 以 此 为 测 量 背 景 ，对 6 mg 蔗 糖 混 合 100 mg
KBr充分研磨后制成的质量浓度为 5. 66%透明压片进
行常规透射 FTNIR 光谱采集。常规透射 FTNIR 光谱

和（自 聚 焦）光 纤 -FTNIR 光 谱 采 集 在 系 统 自 带 的
图 2 （a）出射光纤与入射光纤顶端的端面示意图，
（b）6 根
出射光纤的末端端面排布示意图，
（c）13 根入射光纤末端端
面排布示意图

OPUS 7. 0 软件中进行，光谱采集范围 8 000~4 000
cm-1，光谱分辨率 16 cm-1，扫描 64 次。

Fig. 2 （a）Schematic diagrams of the top end of the exit and
entrance optical fibers，
（b）the end face arrangement of 6 exit
optical fibers，
（c）the end face arrangement of 13 incident op‐
tical fibers

分束处保护套设置在出射光纤与入射光纤分
开与合并的过渡区，以避免操作过程中纤芯折断，
分束后的光纤束均由光纤保护套包裹。手柄套包
裹在自聚焦透镜上，防止自聚焦透镜损坏且手柄套

图3

NIR 光纤探头联用 FTNIR 系统装置图

Fig. 3

Setting photo of NIR fiber probe coupled with FTNIR

system

的材质为不锈钢材料，降低了探测端的光源能量损
失。光纤跳线通过 SMA905 接口与装置的光纤连接

器相连，便于光纤探头的拆卸。以上探头设计已获
［24］

专利授权

。

仿真环节是基于 ZEMAX 光学软件中混合模式

光谱的信噪比（S/N）评估和预处理（基线校正

（BC）、一阶导数 2 次多项式 21 点 Savitzky-Golay 平

滑（1st-2-21SG）、二阶导数 3 次多项式 25 点 Savitz⁃
［23］
ky-Golay 平 滑（2nd-3-25SG））
分 别 采 用 OPUS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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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和 Unscrambler X 软件（CAMO Software ，Inc. ，

和 0. 011 W；当芯径和涂覆层直径分别为 0. 2 mm、

软件对光谱数据进行 PCA，再选择适当主成分因子

5 mm 时 ，6 根 出 射 光 纤 出 射 端 的 总 能 量 分 别 为

Woodbridge ，NJ）进行。使用 IBM SPSS Statistics 20

数进行 FDA，对样本进行准确识别。在本研究中，
训练集由 84 条光谱组成（随机选择 2 个健康样本 28

径分别为 0. 3 mm、0. 52 mm，光纤束顶端与自聚焦
总能量分别为 0. 733 W、0. 552 W 和 0. 103 W。

（健康和 OA 样本各一个）作为预测集。
2. 1

0. 566 W、0. 294 W 和 0. 012 W，当芯径和涂覆层直
透镜的距离为 0、2、5 mm 时，6 根出射光纤出射端的

条光谱、4 个 OA 样本 56 条光谱），剩余的 28 条光谱

2

0. 245 mm，光纤束顶端与自聚焦透镜的距离为 0、2、

从表 1 中的结果可得到：当芯径和涂覆层直径

结果

固定时，光纤束顶端与自聚焦透镜距离越远，则出

NIR 光纤探头仿真

射光纤出射端收集的总能量越低，距离为 0 mm 时收

与文献报到的已有探头［26］相比，本设计采用的
光纤数目较少，节约成本；出射光纤数目相对较多，

集的总能量最高；纤芯直径为 0. 3 mm 时的收集能量
最高，主要原因是纤芯直径大，光纤损耗小，传输的

能量多；当纤芯直径为 0. 2 mm，光纤束与自聚焦透

可收集更多反射信号使出射端能量更多。相较于

镜 的 距 离 为 0 mm，涂 覆 层 直 径 为 0. 32 mm、0. 245

相同光纤排列无透镜耦合的探头，光纤束顶端耦合

mm 时，6 根出射光纤出射端的总能量分别为 0. 533

透镜使探头出射光纤出射端能量大幅增加，增强效

果（功率）近 50 倍［24］。在本文的光谱仪上进行皮肤

W、0. 566 W。所以当纤芯直径相同、光纤束与自聚

样本的 NIR 光谱检测，以对有无自聚焦透镜耦合的

焦透镜的距离也相同时，涂覆层直径越小则总能量

2 种 NIR 光纤探头进行比较实验验证。结果表现为

越高。

综上所述，在 NIR 光纤探头直径允许的情况下，

自聚焦透镜光纤探头的漫反射率（漫反射强度）相

对提高近 10 倍，且光谱平滑度高，有效降低了杂散

纤芯直径为 0. 3 mm 时，涂覆层直径越小，光纤探头

效率和对反射光的收集效率，可使探头更高效地采

最高，即收集效率最高，此结果可以作为 NIR 光纤探

光的干扰。因此，本设计可有效提高光与组织作用

中自聚焦透镜与光纤束贴合时出射光纤收集能量

集样品信息。

头光纤参数选择的依据。
2. 2

自聚焦透镜与光纤束顶端的距离也是影响信
号收集效率的一个因素，所以须做进一步的仿真。

光谱评估

图 4（a）所示分别为蔗糖粉末的常规透射 FT⁃

表 1 分别是纤芯直径 0. 2 mm，涂覆层直径 0. 32 mm；

NIR 光谱和光纤-FTNIR 光谱，图 4（b）为蔗糖粉末相

0. 3 mm，涂覆层直径 0. 52 mm 光纤束顶端与自聚焦

的两光谱对比发现，二者的主吸收峰峰位完全对

纤 芯 直 径 0. 2，涂 覆 层 直 径 0. 245 mm 和 纤 芯 直 径
透镜距离 0、2、5 mm 的仿真结果。从表 1 中发现，当

芯径和涂覆层直径分别为 0. 2 mm、0. 32 mm，光纤
束顶端与自聚焦透镜的距离为 0、2、5 mm 时，6 根出

射光纤出射端的总能量分别为 0. 533 W、0. 285 W
表1

同位置重复测量的光纤-FTNIR 光谱。通过图 4（a）
应，且光纤-FTNIR 光谱中 7 500∼5 500 cm-1 吸光度

值远高于透射光谱。这种现象主要是由于反射模
式下样本的反射较强，可收集更多光强信息；另一
方面也归因于在透射模式下测试光程短且压片法

光纤束顶端与自聚焦透镜不同距离的仿真结果

Table 1

The simulation results of gradient-index (grin) lens with different distances to the top of fiber bundle
纤芯直径/mm

涂覆层直径/mm

光纤束与自聚焦透镜的距离/mm

0. 2

0. 32

0

0. 32

5

0. 2
0. 2

0. 32

0. 2

0. 245

0. 2

0. 245

0. 2
0. 3
0. 3
0. 3

0. 245
0. 52
0. 52
0. 52

2
0
2
5
0
2
5

6 根出射光纤出射端的总能量/W
0. 533
0. 285
0. 011
0. 566
0. 294
0. 012
0. 733
0. 552
0.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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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制的被测样本的浓度较小（5. 66%）。相较于常规

光纤探头在同一位置连续检测 10 次蔗糖粉末样本

∼7 500 cm 波段存在少量噪声。

的吸收峰之间都非常一致，表明本探头具有很高的

透射模式，蔗糖粉末原位测量的反射光谱仅在 8 000
-1

由图 4（a）两条光谱计算可知，蔗糖粉末样本的

常规透射 FTNIR 光谱和光纤-FTNIR 光谱的均方根

且经 BC 预处理后的光谱图，发现每个波数和相应
光谱重复性［25］。

综上所述，通过对蔗糖样本的常规透射 FTNIR

信噪比分别为 73. 133、70. 781。高信噪比是透射模

光谱和光纤-FTNIR 光谱对比，及探头重复性的分

常规透射 FTNIR 光谱具有很接近的信噪比，表明该

即可获得全面充分的光谱信息且光谱稳定、可重复

式特有的优点，而蔗糖样本的光纤-FTNIR 光谱和

探头具有高信噪比和平滑度的优点。图 4（b）为 NIR

析实验，证实了 NIR 光纤探头检测无需样本预处理
性较高的优点、适用于样本的原位检测。
2. 3

关节软骨原位 NIR 光谱分析

2. 3. 1

软骨 NIR 光谱的特征

图 5（a-b）分别是经 BC 和 2nd-3-25SG 后的健康

和 OA 样本的 NIR 吸收平均光谱图，可发现，健康和

OA 样本的 NIR 光谱谱形基本相似且具有相同的特
征峰，在 6 890 cm-1 和 5 200 cm-1 附近具有宽而强烈
的峰（图 5（a）），在 4 300∼5 000 cm-1 之间有较小的峰

值。图 5（b）中 5 285 cm-1 和 7 100 cm-1 处具有很高的
二阶导数光谱值，4 374、4 605 cm-1 附近可观察到较

低的二阶导数光谱值（取绝对值），说明 4 374、4 605
cm-1 为原光谱的肩峰。关节软骨的 NIR 光谱特征峰
的分配具体的对应关系如表 2 所示：5 150 cm-1 的谱
带归因于“游离”水和结合水的结合，6 890 cm-1 光谱

区的吸收峰归因于游离水；4 050、4 610 和 4 898 cm-1
带被报道主要来自胶原蛋白［18］。图 5（b）的 OA 组中

4 590 cm-1 和 4 302 cm-1 特征峰与健康组中 4 605 cm-1
和 4 374 cm-1 相比，均发生红移现象，这可能是由于
软骨病变其成分含量的变化引起的。由于 NIR 光谱
图 4 （a）蔗糖粉末的常规透射 FTNIR 光谱和光纤-FTNIR 光
谱，
（b）蔗糖（粉末）相同位置经 10 次重复测量的光纤-FTNIR
光谱
Fig. 4

(a) Conventional transmission FTNIR spectra and opti‐

cal fiber - FTNIR spectra of sucrose powder, (b) optical fiber FTNIR spectra of sucrose powder by 10-time repeated mea‐

像 MIR 特征带分配定义较为清晰，易于分析。所

以，仍需将 NIR 光谱结合化学计量学方法进行进一
步的定性研究。
2. 3. 2

PCA-FDA

经 1st -2-21SG 预 处 理 后 的 NIR 光 谱 经 PCA 降

维，随着因子数的增加，样本的正确识别率上升，本

surement at same position
表2

的吸收带多是 X-H 基团振动的重叠，比较复杂，不

关节软骨 NIR 光谱特征带与主成分官能团的对应关系[18]

Table 2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NIR spectral characteristic bands and main components, functional groups of
articular cartilage

[18]

主成分

波数/cm-1

官能团

胶原蛋白

4 890

N-H 面内弯曲振动

胶原蛋白
胶原蛋白
多糖
自由水
自由水和结合水

4 610

C-H 反对称伸缩振动和变形振动

4 050

蛋白分子的 C-H 组合和 C-H-C 对称伸缩震动的一级倍频

6 890

N-H、水伸缩振动的一级倍频和 C=O 伸缩振动的三级倍频

4 310
5 150

C-H 伸缩振动和 CH2 变形振动
O-H 的伸缩振动和变形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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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损伤，该部位基质成分也并未出现明显的变化；
在交叉验证的结果中健康组 3 个点被误判到 OA 组

中，可能是由于个体差异的影响，此部位基质成分

含量发生了少量变化导致的。预测集中 OA 样本中

的 1 个点被误判到健康组中，原因可能是由于个体
差异的影响，即该部位并未发生病变。

FDA 过程中，出现的参数 Wilk’s Lambda 是组

内的平方和与总平方的比，范围从 0 到 1。Wilk’s
Lambda 值越低，说明类间差异就越大［27］。sig. 为显

著性水平假设检验，sig. 值小于 0. 05，说明函数判别

显著。本研究中，样本原位 NIR 原位光谱数据经 1st2-21SG 预 处 理 后 ，PCA-FDA 显 著 性 检 验 结 果 中
Wilk’s lambda 和 sig. 值 分 别 为 0. 213 和 0. 000，这

表明 NIR 光谱数据经 1st-2-21SG 预处理后对健康和
OA 组织的分类具有很好的辨别能力，可为 OA 识别
提供新的技术手段和数据支持。
图5

基线校正（BC）
（a）和二阶导数（2nd-3-25SG）
（b）预处理

后的关节软骨（健康和 OA 样本）原位 NIR 平均光谱
Fig. 5

Average in-situ NIR spectra of articular cartilage

(Health and OA tissues) BC (a) and second derivative (2 -3nd

25SG) (b)

研究选择前 24 个主成分因子（累计贡献为 90%）进
行 FDA 处理，所得判别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3

理后的 PCA-FDA 的结果
FDA

results

of

in-situ

NIR

healthy and OA tissues after 1

spectra
st

of

-2-21SG

pretreatment
类别
初始案例
交叉验证
预测集

健康
OA

健康
OA

健康
OA

27

OA

96. 43%

3

89. 29%

55

5

51

1

13

14

识别率

1

1

25

本文通过优化光纤束排列并耦合自聚焦透镜
创新设计了一款操作灵活、方便、适于生物医学原

位检测的反射式 NIR 光纤探头，可以更高效地收集
样品信息、获得高质量的 NIR 光谱。较小的探测端
直径有利于本探头实现 NIR 原位微区测量。比较蔗

糖样本透、反射的 NIR 光谱，发现该探头在对目标组

本探头与 FTNIR 光谱仪联用对离体关节软骨进行

原位光谱检测，经 1st-2-21SG 预处理后结合 PCAFDA 方法，使模型初始案例、交互验证案例和预测

集 的 识 别 率 分 别 达 到 97. 62%、90. 47%、96. 43%。
这一结果和我们采用中红外空芯光纤衰减全反射

判别结果
健康

结论

织的光谱测量中具有足够的可靠性和可重复性。

健康和 OA 样本的原位 NIR 光谱经 1st -2-21SG 预处

Table 3

3

0

98. 21%
91. 07%
100%

92. 86%

识别率（总）

探头结合红外光谱仪及 PCA-FDA 方法［28］获得的结

97. 62%

别的准确性和可行性，可为 OA 的临床诊断及应用

90. 47%
96. 43%

从表 3 知，经 1st-2-21SG 预处理后初始案例的

健康和 OA 样本的总体识别率为 97. 62%；交叉案例
的健康和 OA 样本的整体识别率为 90. 47%。对预

测集健康和 OA 样本的整体识别率为 96. 43%。OA
组个别样本点在交叉验证中被误判到健康组，误判

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在 OA 造模后该测量部位无明显

果相接近，进一步证明了本 NIR 光纤探头对 OA 识

基础性研究奠定基础，在临床医学、生物学、工程学
等诸多领域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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