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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微型近红外光谱仪油菜籽粗脂肪
与粗蛋白校正模型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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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验证微型近红外光谱仪的现场分析实用性，利用该光谱仪测定了油菜籽中粗脂肪与粗蛋白的含量。
采集油菜籽样品的近红外反射光谱，光谱经预处理和异常样本剔除后，结合偏最小二乘法回归（PLSR）建立油菜
籽的粗脂肪与粗蛋白定量分析模型。结果表明，粗脂肪的模型校正相关系数（Rc）、校正均方根误差（RMSEC）、
预测相关系数（Rp）和预测均方根误差（RMSEP）分别为 0.9187、1.1873、0.8162 和 1.3895；粗蛋白的模型校正
相关系数（Rc）
、校正均方根误差（RMSEC）
、预测相关系数（Rp）和预测均方根误差（RMSEP）分别为 0.8773、
0.8153、0.8033 和 0.7532。验证了该光谱仪在油菜籽的粗脂肪含量和粗蛋白含量检测方面是可行的，为进一步拓展
微型近红外光谱仪的应用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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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ment of a calibration model for rapeseed crude fat and crude protein using
a miniature near-infrared spectrom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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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verify the practicability of using a miniature near-infrared spectrometer for live analysis, the
crude fat and crude protein contents in rapeseeds were determined. The near infrared reflectance spectra of the
rapeseeds were collected followed by pretreatment and elimination of the abnormal samples. Partial least squares
regression (PLSR) model was established for crude fat and crude protein of rapeseed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for
the crude fat model,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Rc) and root mean square error (RMSEC) of the calibration set and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Rp) and 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the prediction set were 0.9187, 1.1873, 0.8162 and
1.3895, respectively. For the crude protein model,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Rc) and root mean square error
(RMSEC) of the calibration set and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Rp) and 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the prediction set
were 0.8773, 0.8153, 0.8033 and 0.7532, respectively. These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detection of crude fat and
crude protein in rapeseeds using the miniature near-infrared spectrometer is feasible, which built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further application of the miniature near-infrared spectrometer.
Key words: rapeseed; miniature near-infrared spectrometer; crude fat; crude protein
油菜是我国主要农作物之一，是世界上仅次于
大豆的第二大植物油脂来源[1]，油菜籽中的蛋白质
也是饲料蛋白质和人类蛋白质的来源之一[2]，所以
油菜籽的粗脂肪含量和粗蛋白含量是评价油菜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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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重要指标。传统的化学分析方法检测这 2 个指
标，耗时长、分析过程复杂和需化学试剂处理 [3]，
而近红外光谱检测技术以其快速、无损及无污染等
优点普遍应用于油菜籽的品质检测[4]。国外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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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 等[5]研究小样品油菜籽含油率近红外光谱分析
模型，Sidhu 等[6]研究二极管阵列检测型近红外光谱
仪的油菜籽含油率分析模型，Daszykowski 等[7]研究
了近红外光谱分析技术应用于油菜籽粗蛋白、粗脂
肪模型建立；国内，高建芹等[8]研究近红外光谱法
测定油菜籽含油量及脂肪酸，袁建等[9]研究了油菜
籽整籽粒和粉碎样品蛋白质、脂肪等含量。以上这
些研究都是通过大型的台式仪器进行的，而使用微
型近红外光谱仪检测油菜籽粗脂肪和粗蛋白却鲜有
报道。
近红外光谱分析技术（near infrared spectroscopy，NIRS）被誉为分析界的“巨人”，它以高效、
快速、绿色和无损等优点在农业、石化和制药等领
域得到了广泛应用[10-11]。但是目前绝大部分近红外
光谱仪体积大、价格高且结构复杂，难以满足现场
分析的要求[12]。
近红外光谱仪在不断提高信噪比、增加仪器稳
定性和采样方便的方向发展的同时，也在仪器的小
型化、便携化和微型化方向发展。采用一些最新的
光学原理、加工技术和 MEMS 技术，使得仪器达到
了小型化、微型化的阶段。如江苏大学食品与生物
工程学院的近红外研究团队与济南海能仪器股份有
限公司合作研制出一种微型近红外光谱仪。
本研究旨在验证微型近红外光谱仪的实用性。
以研制的微型光谱仪 N100 样机（简称 N100）基础，
检测油菜籽的粗脂肪、粗蛋白含量，并与 FOSS 公
司的 FOSS NIRSystem 6500 近红外光谱仪检测的结
果比较。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2016 年 5 月 20 日到 6 月 30 日期间，收集产自
江苏、山东和重庆等地的油菜籽样品 104 个，置于
室内通风阴干、人工去壳过筛后，依次编号并于 25
℃恒温保存备用。
1.2 试验仪器
N100 型微型近红外光谱仪集光源、探测器、内
置电路控制系统、电池和样品杯于一体，无需任何
移动部件[13]，重量仅为 590 g 左右，如图 1 所示。
光源：光源采用 Welch Allyn 公司的 997418-21
型卤钨灯，其参数：电压 3.5 V，电流 0.43 A，色温
2 330 K，寿命 10 000 h。其特点是光源稳定和一致
性优良。
探测器：仪器以日本滨松光子学株式会社生产
的 C11708MA 近红外探测器为核心。探测器整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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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S 技术和图像传感器技术，其中 MEMS 技术
具有微型化、智能化、多功能、高集成度和适于大
批量生产等特点，也是近红外光谱仪器发展的新趋
势。具体参数如表 1 所列。

图 1 微型近红外光谱仪样机外形照片
Figure 1 The miniature near-infrared spectrometer prototype
photos
表 1 型号 C11708MA 主要技术参数
Table 1 Main technology parameters of C11708MA
技术参数 Technical parameter

规格 Standard

波长范围 Spectral response range

640～1 050 nm

波长分辨率 Spectral resolution

≤20 nm

波长重现性
Wavelength reproducibility
频谱杂散光
Wavelength temperature dependence
积分时间 Integral time

–0.5～+0.5 nm
–0.05～+0.05 nm·℃-1
5～10 000 ms

信噪比 SNR

15 000:1

扫描次数 Scan times

1～32 767 次

电源电压 Supply voltage

4.75～5.25 V

功率 Power

30 mW

主机接口 Master interface

USB2.0

检测器 Detector

Si

检测器尺寸 Dimensions

27.6 mm×13 mm×16.8 mm

A/D

16 bit

运行环境温度
Operating temperature
仪器保管温度 Storage temperature

+5～+40℃
–20～70℃

1.3 光谱采集
如图 2 所示，样本杯中心位置是偏离光源中心
的，因此转动样品杯可采集样品不同部位的漫反射
光谱。试验温度 25℃，湿度 40％RH，仪器的积分
时间 16 ms，扫描次数 32 次。以镀金白板作为背景，
将 104 个油菜籽样品依次均匀地装于样品杯中，装
样厚度接近样品杯高度的 2/3。每个样品漫反射光谱
采集 3 次，取 3 次平均值为最终的样本光谱，共 104
条油菜籽样本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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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5 模型建立与评价
基于 Matlab 平台和江苏大学近红外工作室
NIRS Ver4.4.5 数据处理系统完成光谱数据的预处理
和定量分析模型的建立。选用校正相关系数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calibration，RC）、预测相
关系数（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prediction，RP）、
校正均方根误差（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calibration，RMSEC）和预测均方根误差（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prediction，RMSEP）作为模型的评价标准。
好的模型应该有较低的均方根误差，较高的相关系
数：RC 越高，RMSEC 越小，表明模型稳定性越好；
RP 越高，RMSEP 越小，表明模型预测能力越强[14]。

微型近红外光谱仪样机主要结构示意图
The main structure diagram of miniature
near-infrared spectrometer prototype

1.4 粗脂肪与粗蛋白的测定
依据 GBT 5512-2008，测得油菜籽样品的粗脂
肪含量；依据 GBT 14489.2-2008，测得油菜籽样品
的粗蛋白含量。使用的仪器分别是海能仪器股份有
限公司生产的 SOX406 脂肪测定仪、K1100Q 全自
动凯氏定氮仪。每个样本平行测 3 组，取 3 组平均
值做最终化学值。粗脂肪平行试验结果相对误差不
大于 2％，粗蛋白平行试验结果相对误差不大于

Table 2

2

结果与分析

2.1 校正集与预测集划分
校正集和预测集采用 Kennard-Stone 法进行划
分，粗脂肪、粗蛋白含量分布分别如表 2 和表 3 所
示。校正集的粗脂肪、粗蛋白含量范围大于预测集
的范围，有利于使预测模型更加稳健。

表 2 油菜籽粗脂肪含量分布情况
The content distribution of crude fat in rapeseeds

％

数据集
Dataset
校正集 Calibration set

样品数
Sample number
70

最小值
Minimum
31.963

最大值
Maximum
47.763

平均值
Mean
40.079

标准差
Standard deviation
2.867

变异系数
Variable coefficient
7.153

预测集 Prediction set

31

36.308

44.332

39.624

1.733

4.373

Table 3

表 3 油菜籽粗蛋白含量分布情况
The crude protein content distribution Content distribution in crude protein of rapeseeds

％

数据集
Dataset
校正集 Calibration set

样品数
Sample number
69

最小值
Minimum
16.472

最大值
Maximum
25.288

平均值
Mean
20.873

标准差
Standard deviation
1.699

变异系数
Variable coefficient
8.140

预测集 Prediction set

31

19.040

23.415

21.425

1.260

5.881

图 3 油菜籽原始光谱
Figure 3 Original spectra of rapeseeds

2.2 光谱预处理与异常样本剔除
采集得到的原始光谱（图 3）中不仅携带样本的
化学成分信息，还包含了其他无关的信息和噪声[15]；

在建立油菜籽的近红外光谱定量分析模型时，异常
样本的存在则会降低校正模型的相关性。因此建立
模型前，对原始光谱进行预处理和异常样本剔除就
变得十分关键。预处理可以减弱甚至消除非样本信
息；剔除异常样本可以提高光谱与化学值相关性。
对采集到的光谱数据进行移动平滑滤波（moving
average filter，MAF）
、卷积平滑滤波（savitzky-golay
filter ， SGF ）、 归 一 化 （ normalization ）、 中 心 化
（centralization）
、多元散射校正（multiplicative scatter
correction，MSC）和标准正态变换（standard normal
variate transformation，SNV）等预处理后，再利用
PLS 结合马氏距离，进行识别异常样本并剔除处理，
图 4 和图 5 是对原始光谱采用归一化+SGF+剔除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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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异常样本和 MSC+剔除 4 个异常样本方法处理后
的光谱。

图 4 归一化+SGF 预处理+异常样本剔除后油菜籽光谱
Figure 4 The spectrum of rapeseeds after Normalization +
SGF + Abnormal samples disposed

图 5 MSC 预处理+异常样本剔除后油菜籽光谱
Figure 5 The spectrum of rapeseeds after MSC + Abnormal
samples disposed

Tabl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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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校正模型建立
偏最小二乘回归（partial least squares regression，PLSR）可以在自变量存在多重相关和样本数
少于变量个数的条件下进行回归建模。它不是直接
考虑因变量与自变量的建模关系，而是将变量中的
信息进行综合筛选后，选取最具有解释能力的新综
合变量进行建模[7]。表 4 和表 5 分别是经预处理和
异常样本剔除后，粗脂肪、粗蛋白的 PLSR 校正模
型和预测结果。对于粗脂肪模型，虽然经过 SGF、
归一化、中心化和 MSC 预处理后，模型的校正相
关系数（RC）要好于归一化+SGF，但是其预测相关
系数却劣于归一化+SGF，但出现了过拟合现象。分
析原因可能是粗脂肪模型的主成分数过多，将噪声
信息当作样本的化学成分信息参与了模型的建立，
而经过归一化+SGF 预处理后，模型的主成分数由
最高的 14 个减少到 10 个，有效地简化了模型的复
杂性和冗余性，提高了模型的预测能力和稳定性；
同样对于粗蛋白模型，也出现相似结果，经过 MSC
预处理后，模型的主成分数由最高的 13 个减少到 9
个，模型效果较优。因此可以确定经归一化+SGF
预处理+异常样本剔除后的粗脂肪模型和经 MSC 预
处理+异常样本剔除后粗蛋白的模型效果较优。

表 4 多种预处理方法所建粗脂肪 PLSR 校正模型和预测结果
Results of calibration and prediction for the crude fat PLSR model established using different pretreatment methods
校正集 Calibration set

预测集 Prediction set

预处理方法
Preprocessing

主成分数
PLS component number

Rc

RESEC

Rp

RMSEP

Raw

13

0.9708

0.6327

0.5994

1.6541

MAF

11

0.8956

1.1733

0.4790

1.6348

SGF

14

0.9626

0.7144

0.6414

1.5399

归一化 Normalization

11

0.9519

0.8345

0.8100

1.3660

中心化 Centralization

13

0.9708

0.6327

0.5994

1.6541

MSC

10

0.9700

0.6525

0.5604

1.6709

Table 5

SNV

10

0.9445

0.8942

0.7452

1.5330

归一化+SGF

10

0.9187

1.0772

0.8162

1.3895

表 5 多种预处理方法所建粗蛋白 PLSR 校正模型和预测结果
Results of calibration and prediction for the crude protein PLSR model established using different pretreatment methods
预处理方法
Preprocessing

主成分数
PLS Component number

Raw

校正集 Calibration set

预测集 Prediction set

Rc

RESEC

Rp

RMSEP

11

0.9173

0.6469

0.5541

0.5541

MAF

13

0.8785

0.7668

0.5692

1.2887

SGF

11

0.8881

0.7467

0.6165

1.1824

归一化 Normalization

11

0.9365

0.6011

0.6820

0.9575

中心化 Centralization

11

0.9173

0.6469

0.5541

0.5541

MSC

9

0.8773

0.8153

0.8033

0.7532

SNV

11

0.9484

0.5034

0.6213

0.9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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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6

表 6 2 种仪器的粗脂肪模型精度比较
The comparison of crude fat model precision between N100 and FOSS 6500

仪器
Instrument

主成分数
PLS Components

N100
FOSS 6500

10
11

Table 7

校正集 Calibration set
Rc
RESEC
0.9187
1.0772
0.8739
1.3281

预测集 Prediction set
Rp
RMSEP
0.8162
1.3895
0.7312
1.4892

表 7 2 种仪器的粗蛋白模型精度比较
The comparison of crude protein model precision between N100 and FOSS 6500

仪器
Instrument

主成分数
PLS component number

N100
FOSS 6500

9
14

校正集 Calibration set
Rc
RESEC
0.8773
0.8153
0.9265
0.6356

2.4 仪器模型精度比较
为检验微型光谱仪建模精度，同时采用 FOSS
NIRSystem 6500 近红外光谱仪（简称 FOSS 6500）
建立油菜籽的粗脂肪、粗蛋白定量分析模型，将两
种仪器建立的模型进行比较，结果如表 6 和表 7 所
示。FOSS 6500 的波长范围为 400～2 500 nm，为保
证对比一致性，选取与微型近红外光谱仪样机相同
波长范围(640～1 050 nm)。对于粗脂肪模型，光谱
仪样机模型精度优于 FOSS 6500 的建模效果；对于
粗蛋白模型，FOSS 6500 的模型精度优于 N100 的
模型精度，但二台仪器所建立的模型优劣相差不大。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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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对于油菜籽粗脂肪，经归一化+卷积平滑（SGF）
光谱预处理+异常样本剔除后的校正模型和预测结
果较优：校正相关系数（RC ）、校正均方根误差
（RMSEC）
、预测相关系数（RP）和预测均方根误差
（RMSEP）分别为 0.9187、1.0772、0.8162 和 1.3895；
对于油菜籽粗蛋白，经多元散射校正（MSC）光谱
预处理+异常样本剔除后的校正模型和预测结果较
优：校正相关系数（RC）
、校正均方根误差（RMSEC）
、
预测相关系数（RP）和预测均方根误差（RMSEP）
分别为 0.8773、0.8153、0.8033 和 0.7532。
N100 建立的油菜籽粗脂肪和粗蛋白的模型效
果与 FOSS 6500 建立的模型效果相差不大，甚至粗
脂肪模型还要优于 FOSS 6500 建立的模型，完全满
足实际生活中农产品的检测要求。
N100 的波长范围属于短波段，与全波段仪器
（如 FOSS 6500）相比，信息量相对小些，测量低
含量组分精度可能会下降。但综合考虑仪器的价格
及实用性，N100 体积小、成本低和方便便携的特点
更适合用于实际应用中，其分析精度基本能适应生
产过程的质量检测。

预测集 Prediction set
Rp
RMSEP
0.8033
0.7532
0.8404
0.7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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