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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臨床上，子宮頸組織病變與否需仰賴專業訓練之醫師透過陰道鏡(Colposcopy)
放大檢視可疑的部位，若為輕微者，以不具侵入性之抹片方式進行表層組織取樣;
若較為嚴重者，則以具侵入性之切片方式進行組織取樣，最後皆須透過病理醫師
進行樣本診斷。由於需經病理醫師判定，故其結果較為主觀且過程相當耗時。本
研究希望透過即時非侵入性光學診斷方式，萃取出可疑部位之組織光學參數，藉
由分析參數差異告知醫師組織變化情形，提供即時的醫療資訊，除能協助醫師診
斷外，以期提升醫院診斷效率。
本實驗室利用蒙地卡羅演算法模擬光子在不同散射及吸收特性組織內之行進
情形，藉此得到蒙地卡羅順向模擬光譜，再透過順向模擬光譜進行組織漫反射光
譜校正，目前採用光源光纖與六根不同距離(Source to Detection Separation, SDS)
光纖之分析模式，並以兩種不同直徑的擬組織散射小球(Polystyrene)及血紅素調配
而成之仿體進行校正，最後利用光譜擬合工具擬合校正後之子宮頸漫反射光譜，
萃取出組織特性之相關光學參數，如:散射係數、吸收係數、血氧飽和、血紅素濃
度、膠原蛋白濃度及上皮層厚度等。
本研究基於先前實驗室莊閔傑所架設之臨床可移動式光譜儀系統[1]結合多
根多模光纖提供光源光纖與不同距離之偵測光纖量測子宮頸黏膜組織，接著利用
逆向光譜擬合工具萃取組織光學參數，旨為探討正常與病變組織間漫反射光譜與
光學參數的差異與定量分析。
本系統已通過本校醫學院附設醫院科學研究與倫理委員會核可，其電性安全
也符合醫工部之規範。預計本系統未來可建立子宮頸黏膜組織之光學參數與光譜
特徵資料庫，作為判斷癌前病變進程的依據之一。

關鍵詞：漫反射光譜、蒙地卡羅法、黏膜組織、散射係數、吸收係數、癌前病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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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clinical, cervical tissue lesions or not need to rely on professional training
physician through colposcopy to enlarge the view of suspicious sites. In the case of
minor, the surface tissue is sampled in a non-invasive manner such as pap test. If more
severe, the tissue is sampled in a invasive manner, and the sample is diagnosed by the
pathologist. Due to the need to determine by the pathologist, the results are more
subjective and the process is quite time-consuming. This study hope to extract the
tissue optical parameters of the suspected sites through real-time non-invasive optical
diagnosis. By analyzing the differences in parameters inform physician organizational
changes and provide real-time medical information. In addition to assisting physician
diagnosis, also improve the hospital diagnosis efficiency.
In this laboratory, the Monte Carlo algorithm is used to simulate the traveling
conditions of photons in different scattering and absorption properties. The Monte
Carlo simulation spectra are obtained and used to correct the diffuse reflectance spectra
of the tissue. The analysis mode of source fiber and six different Source to Detection
Separation (SDS) fiber is used to calibrate with phantoms consist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of microspheres (Polystrene) and hemoglobin. The reverse spectral
fitting tools fit the corrected diffuse reflectance spectra of the cervix and extract the
relevant optical parameters of the tissue properties such as scattering coefficient,
absorption coefficient, oxygen saturation, hemoglobin concentration, collagen
concentration and epithelial thickness.
This study is based on the previous laboratory Zhuang Minjie set up by the
portable reflectance spectroscopy system combined with multiple multi-mode fiber to
provide light source fiber with different distance detection fiber measurement of
cervical mucosa. The optical parameters of the tissue were extracted by the reverse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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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tral fitting tool.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difference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between the diffuse reflectance spectrum and the optical
parameters between normal and precancerous lesions tissues.
The system has been approved by the Hospital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Ethics
Committee of NTUH. Its electrical safety is also in line with the Ministry of Medical
Standards. It is expected that the system can establish the optical parameters and
spectral characteristics database of cervical mucosa in the future as one of the basis for
judging the process of precancerous lesions.

Key words: Diffuse Reflectance Spectroscopy, Monte Carlo method, Mucosa tissue,
scattering coefficient, absorption coefficient, precancerous le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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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前言
隨著科技日新月異，生活水平不斷提升，醫療產業也愈趨於重視乃因人口結
構轉型為高齡化社會、國人對醫療服務意識提高，疾病型態也由急性、傳染性疾
病轉變成以惡性腫瘤、心血管等慢性疾病為主，此類慢性疾病若是能愈早發現，
則其根治率也能得到顯著提升，因此許多研究團隊陸續投入大量心力及時間於各
種不同之檢測技術上，如:光學、超聲波等。
以光學檢測技術為例，具有非侵入式、反應快速、高靈敏度以及高空間解析
度等優勢，利用光子做為生物系統結構與功能之信息傳遞媒介，透過生物系統以
光子形式釋放的能量，瞭解生物組織的變化，進一步做為疾病診斷的重要資訊，
甚至進行疾病治療[2]。
光與組織間所產生之相互作用如:反射、散射、折射、吸收等，可透過數學模
型推導及統計，分析其在不同波段及空間中的分佈，藉此得到組織之光譜，即光
在不同波長下的能量，並從光譜中萃取其能代表組織特性之光學參數，作為分析
組織結構成分的依據，不同波段之光譜分析對於組織的特性的詮釋也會有所不
同。
在臨床應用上，光學診斷儀器的目的在於萃取出量測位置之光學參數，且透
過統計的方式與組織的病變過程相呼應，提供醫師一臨床診斷的依據，概念上是
如此，但診斷的即時性、資料分析所需時間及降低病人檢測時的不適及心理障礙
都是此技術發展的目標和精隨。

1.2 研究動機
據民國 104 年行政院衛生署統計[3]，惡性腫瘤即癌症已連續 34 年蟬連十大
死因首位，占所有死亡人數之 28.6%，且近十年統計資料顯示，台灣女性子宮頸
癌發生率約為十萬分之十至十五，死亡率則約為十萬分之三至五，於女性癌症排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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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榜中常位居第六名或第七名。癌症具有的特性為早期相較於後期具極高的治癒
率及存活率，自民國 84 年全民健保始給付 30 歲以上婦女每年一次免費子宮頸抹
片檢查後，子宮頸死亡率由原本 11%下降至 3%，已減少了 3 倍以上，根據衛福
部 102 年統計[4]，2008 年至 2012 年癌症 5 年期別存活率，由其結果可發現子宮
頸癌若於第三期發現，存活率僅有 38.9%，但若於第 0 期及第 1 期發現，存活率
則分別為 96.9%及 88.2%，更顯早期篩檢之重要性，因此 ”早期發現早期治療” 乃
為迫切需要投入資源研究的項目。
組織癌病變之演變過程主要是由於致癌基因活化及抑癌基因缺失導致正常細
胞不正常生長，細胞之核質比隨病變程度而增加，血管便因此而增生[5]、結構蛋
白崩解[6]等。子宮頸癌或癌前病變則與人類乳突病毒(HPV)息息相關，其中以
HPV-16 及 HPV-18 是最常見的高致癌性病毒型，在子宮頸癌病例中佔 70%，大多
發生在轉化區(Transform zone, T-zone)，即為子宮頸鱗狀上皮與柱狀上皮的交界地
帶，亦為柱狀上皮逐漸轉化為鱗狀上皮之區域，由於此區域之細胞層較少，組織
較薄，當中細胞也較不成熟，對於傷口與感染的防護特別脆弱，因此特別容易發
展成癌前病變。
目前子宮頸抹片篩檢分為傳統抹片篩檢以及新式液基抹片篩檢技術，傳統抹
片雖價格低廉，但容易產生人為誤差，且較為耗時，相較於傳統抹片，新式液基
抹片技術敏感性較佳，異常細胞的偵測率可以提高 50%以上，且可同檢體直接進
行 HPV 病毒檢測，結果相對較準確，但由於成本昂貴及健保並未給付，故在台灣
並不普及，倘若直接進行切片易造成組織表面受損，除了造成病人不適外，亦有
傷口感染的風險，因此利用一不具侵入式且高精準度之光學診斷系統結合自製光
纖探頭進行量測，除可提高篩檢之可重複性及效率外，更能減少傷口感染的風險，
除此之外也可利用此移動式臨床系統搭配客製化光纖探頭進行人體其他部位如口
腔、食道等之篩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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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問題
1.子宮頸黏膜組織漫反射光譜校正方法之確立
本生醫光譜與影像實驗室過去已成功架設一移動式漫反射光譜系統且應用於
活體口腔黏膜組織光學參數萃取，並與文獻[7-8]相比證實其可行性，在此本人希
望利用此系統進行子宮頸黏膜組織之實測，量測組織病變及正常部位之漫反射光
譜，進而萃取出組織光學參數。臨床上，由於診間空間限制，此系統須時常移動，
因此以往實驗之校正流程需做修正，使不同次之量測光譜有共同的基準可以相互
比較，以確立子宮頸黏膜組織漫反射光譜之量測流程。
2.子宮頸黏膜組織光學參數定量
子宮頸主要由內膜及外膜所組成，外膜之黏膜組織結構以基底膜(basement
membrane)為分界，其上層為上皮層(epithelium layer)，主要由複層鱗狀細胞組成；
下層為基質層(stroma)，主要包含血管及膠原蛋白網絡。由於組織病變過程中，細
胞會形變、血管增生及結構蛋白崩解等，透過臨床上所量測之光譜經過校正後萃
取出不同光學參數，如"散射係數"、"上皮層厚度"、"吸收係數"、"血紅素濃度"、
"血氧比"及"膠原蛋白濃度"，再將這些光學參數與組織之變化現象作結合，如散
射係數可反應細胞之大小、形狀及核質比變化、上皮層厚度可瞭解上皮層細胞之
增生程度、血紅素濃度可瞭解血管增生的情形、血氧比可瞭解組織耗氧情形、結
構蛋白崩解可由膠原蛋白濃度得知，便有機會提供醫療人員一個可信度高的病理
資訊，提升診斷率並達到早期診斷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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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理論基礎
2.1 子宮頸組織結構與癌病變發展
子宮依照構造及位置可區分成子宮本體(fundus)及子宮頸(cervix)，本體之子
宮壁由子宮內膜(endometrium)、子宮肌膜(myyometrium)及子宮外膜(perimetrium)
組成，子宮內膜構造亦可分為功能層(functional layer or stratum functionalis)及底層
(basal layer)，其功能層隨月經週期變化而有組織增生修補、增厚、分泌、剝離或
脫落等影響。子宮與陰道連接處形成窄孔即稱為子宮頸，其連接子宮腔，由單層
之柱狀上皮覆蓋形成子宮頸內膜(endocervix)，其間分佈之腺體稱為子宮頸腺
(cervical glands)，其分泌易受到月經周期影響，但不會有剝離、脫落現象。子宮
頸下端突出陰道部分稱為陰道部分(portion vaginalis)，亦可稱為子宮頸外膜
(exocervix)。
圖 2-1(左)為子宮示意圖，其黑色框框處為子宮頸外膜，該區域之黏膜由複層
鱗狀上皮細胞所覆蓋，主要分成上皮層(stratified squamous epithelium)及基質層
(lamina propria)，中間以約 1~2 nm 之基底膜(basement membrane)作連結，基底膜
上方有一細胞新生層，負責初生細胞的生長，新生細胞向上生長成新的鱗狀細胞，
且呈堆疊排列，其主要的功用為物理及化學保護，下層基質層主要包含血管及膠
原蛋白網絡。
人類乳突病毒(Human papillomavirus, HPV)是一種 DNA 病毒，主要感染人體
的表皮及黏模組織，目前約有 170 種[9]，其中第 16 型人類乳突病毒(HPV-16)對
於子宮頸而言屬致癌之高危險類型，圖 2-1(右)可發現隨著病變程度增加，HPV-16
所佔的比例也大幅增加，其成因主要為抽煙、長期發炎、不安全性行為、免役不
全，促使子宮頸上皮鱗狀細胞分化不良(dysplasia)，進而癌化，最後演變成子宮頸
癌。演變成子宮頸癌約略 10 年[10]，此段期間稱之為”子宮頸癌前病變”(cervical
precancerous lesions)，目前臨床上針對病變期別分類及組織之病變過程如圖 2-1(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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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最下方紅色箭頭處為基底膜，下方為基質層，上方則為上皮層，越靠近組
織之表面，其細胞越趨於鱗狀，稱為鱗狀上皮細胞，癌前病變之期別隨著病變程
度 以 Bethesda 分 類 主 要 可 分 成 ” 低 度 鱗 狀 上 皮 病 變 (Low-grade squamous
intraepithelial, LSIL)”、”高度鱗狀上皮病變(High-grade squamous intraepithelial,
HSIL)”，以 Richart 分類可分成三個級別，皆稱為”子宮頸上皮內瘤樣病變(Cervical
intraepithelial neoplasia, CIN)”，根據嚴重程度分為”CIN 1”、”CIN 2”及”CIN 3”。
其病變程度的輕重主要為鱗狀上皮細胞分化不良所致，隨著分化不良的程度上升，
可發現鱗狀細胞逐漸消失、細胞核變大且核質比(nuclear-to-cytoplasmic ratio)上升，
最終導致整個上皮組織細胞皆為分化不良之狀態，細胞的分化功能因此喪失，結
構瓦解造成組織不再有分層之現象，此時稱之為退行性發育(anaplasia)，若上皮組
織病變細胞穿過基底膜進入基底層，此時之癌細胞即具有侵入性，稱之為侵襲癌
(invasive cancer)，易隨血液及淋巴系統轉移至身體其他部位。[11]

圖 2-1(左)子宮頸示意圖。(右)子宮頸黏膜組織病變過程示意圖 (a) 正常(Normal)
(b) 低度病變(LSIL) (c) 高度病變(HSIL) (d) 子宮頸癌(Invasive cancer)。[12]
臨床上，為了提高辨別靈敏度，醫師在陰道鏡檢測前會先於子宮頸塗抹
3%~5%冰醋酸(acetic acid)，其目的為溶解子宮頸黏液，使得細胞脫水以及蛋白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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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集，如為異常上皮組織，接觸醋酸後會呈現不透明白色[13]，檢測時主要依據
上皮組織的雪白程度、上皮白化區的邊緣變化和上皮白化區內的血管變化來預測
病變程度。圖 2-2 及圖 2-3 為子宮頸組織正常及病變之實體圖及示意圖，由兩張
圖中可發現隨著病變程度增加，其上皮組織白化程度也趨於嚴重，圖 2-2 CIN3 區
域及圖 2-3 Cancer 區域之血管也較為明顯。

圖 2-2 子宮頸組織正常及病變實體圖

圖 2-3 子宮頸組織正常及病變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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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子宮頸病變漫反射光譜診斷技術
漫反射光譜(Diffuse Reflectance Spectroscopy,DRS)技術由於原理較為單純且
便宜[14,15]，因此應用極為廣泛，如 D. Abookasis 等人利用漫反射之光譜差異評
估神經藥物治療情形[16]、D.L. Glennie 等人用來探討皮膚血紅素的變化情形[17]、
U.O. Goel 等人則利用此技術來判斷部分腎切除手術中腎缺血情形[18]。
1950 年，子宮頸抹片技術於美國問世，開起早期診斷的大門，但由於無法提
供及時診斷的資訊，自從 1994 年後，開始許多團隊陸續使用漫反射光譜技術針對
子宮頸黏膜組織正常及病變進行許多研究[19]，其技術的類型主要分為兩種，一
種為"使用微型探頭於特定部位進行量測"，如 Y.N. Mirabal 等人從 161 個病人中
取出 324 組切片，其鱗狀正常及高度鱗狀病變具 72%靈敏度及 81%特異性的辨別
度，柱狀正常及高度鱗狀病變則具有 72%的靈敏度及 83%的特異性[20]、S.H.
Tabrizi 等人利用單根光纖漫反射技術萃取出組織光學參數，透過吸收的特性計算
出血管平均直徑，發現低度鱗狀上皮病變(LSIL)明顯大於正常組織，其 P-value 小
於 0.05，且達 80%的靈敏度及 89%的特異性[21]及 V.T.C. Chang 等人從 46 位病人
經過陰道鏡檢查取出 76 組切片，利用漫反射技術發現 CIN2 以上之診斷結果中，
由於血管新生密度增加導致總血紅素濃度顯著增加[22]及膠原蛋白崩解導致散射
係 數 較 低 [23] 。 另 一 種 為 " 利 用 影 像 的 方 式 進 行 全 區 域 分 析 (Multispectral
imaging)"，C. Lau 等人同時利用漫反射及螢光技術於活體進行拍攝，搭配環形電
切法(LEEP)治療後，其所切下之組織送病理部，得其病變結果，再利用此結果進
行訓練，進而由拍攝之影像粹取出組織光學參數，發現高度鱗狀上皮病變(HSIL)
之 700 nm 的散射係數明顯低於正常組織、血氧飽和及膠原蛋白濃度略低於正常
組織；血紅素濃度(Hb)及煙醯胺腺嘌呤二核苷酸(Nicotinamide adenine dinucletide,
NADH)則略高於正常組織，若利用 700 nm 之散射係數區分高度鱗狀上皮病變可
達 89%靈敏度及 83%特異性[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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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漫反射原理
圖 2-4 為一漫反射模型示意圖，若假設組織為半無窮深，其概念主要是指入
射光進入組織後與組織之交互作用，由於組織是許多複雜物質所組成，當光進入
如 此 複 雜 混 沌 的 介 質 時 ， 過 程 中 會 受 其 影 響 而 有 吸 收 (absorption) 或 是 散 射
(scattering)的事件發生，分別如圖 2-4(a)(b)(c)及圖 2-4(d)(e)，經過多次散射與吸收
後，再次由組織表面反射回來，此現象即稱之為漫反射(diffuse reflectance)。入射
光 (Source) 與 光 能 量 接 收 器 (Detector) 之 間 的 距 離 稱 為 光 源 與 偵 測 器 間 距
(source-detection separation, SDS)，漫反射光譜(Diffuse Reflectance Spectrum, DRS)
即描述光能量接收器接收組織之漫反射在不同波段下之光能量。上述過程可先定
義吸收係數 µa (absorption coefficient, cm-1)及散射係數 µs (scattering coefficient,
cm-1)，然後利用波茲曼輻射傳遞方程式(Boltzmann radiative transport equation)進行
量化描述。

圖 2-4 漫反射模型示意圖
要計算光子在組織傳遞之漫反射情況，常見方式有兩種，分別為解析解形式
的擴散近似(diffusion approximation)[25]，及運用數值解析方式的蒙地卡羅演算法
(Monte Carlo algorithm)[26]，此法將於 2.4.1 節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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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子在組織內能量的傳播可根據波茲曼輻射傳遞方程式以及能量守恆定率推
導得出，如式(2.1)
̂)/𝑐𝑡
𝜕𝐿(𝑟,𝑡,𝑠
𝜕𝑡

= −𝑠̂ ∙ 𝛻𝐿(𝑟, 𝑡, 𝑠̂ ) −µtL(𝑟, 𝑡, 𝑠̂ ) +µs∫4𝜋 𝐿(𝑟, 𝑡, 𝑠̂ )𝑝(𝑠̂ ′, 𝑠̂ ) 𝑑𝜔′ + 𝑆(𝑟⃗, 𝑡, 𝑠̂ )
(Eq 2.1)

其中等號左式描述光的輻射率隨時間之變化量，L 為輻射能量密度(radiance,
L(r, t, 𝑠̂ ))，ct 為光子在組織中之傳遞速度，等號右式首項描述光子在微小組織邊界
流失之變化量，第二項為描述光子受到吸收與散射作用導致能量之變化，𝑆(𝑟⃗, 𝑡, 𝑠̂ )
為額外光源項，µt 為組織之總衰減係數(式 2.2)，即吸收係數(µa)與散射係數(µs)
之總和。
µt = µa + µ s

(Eq 2.2)

式(2.1)第三項為光子行進方向改變之能量變化，𝑝(𝑠̂ ′, 𝑠̂ )為散射相位函數(scattering
phase function)，當散射事件發生時，光子的路徑由傳遞方向𝑠̂ ′被射散至𝑠̂ 的立體角
𝛺 ′ 範圍的機率，此改變角度之平均 cosθ 值定義為非等向性因子 g，表示為式(2.3)
𝑔 = ∫4𝜋(𝑠̂ ′ ∙ 𝑠̂ )𝑝(𝑠̂ ′ ∙ 𝑠̂ )𝑑𝜔

(Eq 2.3)

式(2.3)第四項𝑆(𝑟⃗, 𝑠̂ , 𝑡)則為光源項。輻射傳導即描述介質中某點輻射功率密度之改
變，表光束於此點之吸收事件與散射事件導致光子能量的損失及介質中光源和散
射至此點之光子導致能量的增加之總和，故在此忽略光的同調性、極化及非線性。
為了降低式(2.1)的複雜度，可利用擴散近似(diffusion approximation)將其簡
化，做了兩項假設，其內容如下:
(1) 光子所遇到的散射事件必須遠大於吸收事件，在進行多次散射後，整體光
子的行進趨於均向 ，此時可利用減少散射係數 µs’(reduced scattering
coefficient)來取代原本的散射係數 µs，其等式為 µs’ = (1-g) µs，即輻射能
量密度僅與 µs’與 µa 有關。
(2) 相較於整體能量，光子經由一平均自由路徑(mean free path)傳遞的能量所
導致之光子流密度的改變是相當微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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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以上假設，可將輻射率近似式(2.4)
𝐿(𝑟, 𝑡, 𝑠̂ ) =

1

3

∅(𝑟, 𝑡) + 4𝜋 𝐽(𝑟, 𝑡) ∙ 𝑠
4𝜋

(Eq 2.4)

代入式(2.1)，整理後可得純量表示式(2.5)及向量表示式(2.6)
𝜕∅(𝑟,𝑡)/𝑐𝑡
𝜕𝑡
𝜕𝐽(𝑟,𝑡)/𝑐𝑡
𝜕𝑡

1

+ µa∅(𝑟, 𝑡) + 3 𝛻𝐽(𝑟, 𝑡) = 𝑆(𝑟, 𝑡)
1

+ (µa+µs’)𝐽(𝑟, 𝑡) + 3 𝛻∅(𝑟, 𝑡) = 0

(Eq 2.5)
(Eq 2.6)

由於擴散近似的第二項假設光子流經由一個平均自由路徑所造成的密度改變是微
小到可以被忽略的，即將光子流密度以擴散通量率之梯度項表示，式(2.6)可簡化
成式(2.7)，如同菲克氏定律(Fick’s Law)
𝐽(𝑟, 𝑡) =

−𝛻∅(𝑟,𝑡)
3(µ𝑎 + µ𝑠 ′)

(Eq 2.7)

最 後 再 將 式 (2.7) 代 回 式 (2.5) ， 即 可 得 到 組 織 漫 反 射 之 擴 散 方 程 式 (diffusion
equation)，如式(2.8)所示
𝜕∅(𝑟,𝑡)/𝑐𝑡
𝜕𝑡

其中 𝐷 =

1
3(µ𝑎 + µ𝑠 ′)

+µa∅(𝑟, 𝑡) − 𝛻 ∙ [𝐷𝛻∅(𝑟, 𝑡)] = 𝑆(𝑟, 𝑡)

(Eq 2.8)

。

若組織之光學參數為已知時，在確定邊界下利用擴散方程式即可求出光子在組織
內的擴散通量率∅(𝑟, 𝑡)，於光源強度已知之情況下，再經由光學儀器量測出組織
表面之漫反射，即可用反向模型估計特定波長下之吸收係數(µa)及減少散射係數
(µs’)。
如欲使用此擴散方程式求其組織漫反射模型之擴散近似解，務必滿足以下幾
項條件:
(1) 介質之減少散射係數 µs’需遠大於吸收係數 µa。
(2) 平均自由路徑遠小於介質厚度及光源端與偵測端之距離(SDS)。
雖然使用此擴散近似解之方法在獲得光學參數的速度上佔有絕對的優勢，但
若在真實組織漫反射訊號的量測中，光源端與偵測端之距離(SDS)並非遠小於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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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路徑時，將無法滿足上述(2)情況，而在精準度上會有很大的限制。故本研究
無使用此方法進行計算，而是使用前述第二種方式-蒙地卡羅演算法進行數值求解，
此部分將於 2.5.1 節詳細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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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蒙地卡羅演算法
1940 年代美國研發核子武器時，對於爆炸威力沒有概念，也無法隨意進行試
爆，因此透過電腦模擬進行研究，由於需大量運用亂數及機率來模擬中子碰撞造
成核子分裂的情形以估算其產生之能量，頗具賭博意味，所以便以當時世界上最
著名的賭場所在地「蒙地卡羅」來命名，稱其為蒙地卡羅法(Monte Carlo method)。
隨著電腦運算能力之提升，蒙地卡羅法也逐漸成為一個非常有力的研究工具，除
了用來模擬實驗過程外，也能作為高階微積分及多自由度系統的計算輔助工具，
亦或用以解決各種最佳化問題，因此被廣泛應用於諸多領域，如:物理、化學、金
融經濟學等，甚至是近期極為聞名的人工智慧圍棋機器人 AlphaGo。1988 年首次
將蒙地卡羅法應用於光子在複雜混濁介質中傳遞的推導運算上[27]，其後便廣泛
運用於生物組織中傳遞模型，2.4.1 節將敘述利用蒙地卡羅法模擬光子在組織中傳
遞之計算方式。

2.4.1 光子於組織中傳遞方式
蒙地卡羅法描述光子於組織中傳遞的核心概念即為利用隨機亂數的方式來決
定光子在組織中交互作用之情形，其發生的事件包含散射、吸收、反射、穿透及
光子行進之方向和大小，實際運算可由吸收係數 µa、散射係數 µs 及非等向係數來
表示，藉由產生隨機變數 r.n.，其數值均勻分布於[0,1]區間，透過機率累積分佈函
數(cumulative distribution function, CDF) F(X1)對應到光子平均自由路徑的機率密
度函數(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 PDF) 𝑝(𝑠)，如式(2.9)(2.10)
𝑋

𝐹(𝑋1 ) = ∫𝑎 1 𝑝(𝑥)𝑑𝑥
𝑝(s) = (µa

+

µs)𝑒 −(µ𝑎

+ µ𝑠)𝑠

(Eq 2.9)

= µt 𝑒 −(µ𝑡)𝑠

(Eq 2.10)

由上述關係換算得光子每兩次事件發生之間路徑長(S)，如式(2.11)
𝑆

𝑟. 𝑛. = 𝐹(𝑆) = ∫ 𝑝(𝑠)𝑑𝑠 = 1 − 𝑒 −(µ𝑎

+ µ𝑠 )𝑠

0

S = -ln(1-r.n.) / (µa

+

µs) = -ln(r.n.) / (µa

+

µs)

(Eq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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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子位置[x,y,z]及其傳遞方向向量[ux,uy,uz]，在取得路徑長後，將更新其位置:
x’ = x + Sux
y’ = y + Suy
z’ = z

+ Suz

(Eq 2.12)

由於組織為非等向性物質，故光子因發生散射事件導致行進方向改變之偏轉角度
θ之機率密度函數將由散射相位函數(scattering phase function)描述，常見即以宇宙
星雲散射情況 Henyey-Greenstein phase function 作為光子於組織間不同散射角度
之機率分佈[28]，如式(2.13)
𝑝(𝑐𝑜𝑠𝜃) =

1−𝑔2

(Eq 2.13)

3
2(1+𝑔2 −2𝑔𝑐𝑜𝑠𝜃) ⁄2

光子受散射之偏轉角度θ的隨機取樣如式(2.14)(2.15)
2(𝑟. 𝑛. )
c𝑜𝑠𝜃 = {

, 𝑔=0
1−𝑔2

1

{1 + 𝑔2 − (1−𝑔+2𝑔(𝑟.𝑛.))} , 𝑔 ≠ 0
2𝑔
𝜑 = 2𝜋(𝑟. 𝑛. )

(Eq 2.14)
(Eq 2.15)

光子散射後之行進方向向量為式(2.16)
𝑢𝑥′ =
𝑢𝑥′ =

𝑠𝑖𝑛 𝜃
√1 − 𝜇𝑧2
𝑠𝑖𝑛 𝜃
√1 − 𝜇𝑧2

(𝑢𝑥 𝑢𝑧 𝑐𝑜𝑠 𝜑 − 𝑢𝑦 𝑠𝑖𝑛 𝜑) + 𝑢𝑥 𝑐𝑜𝑠 𝜃
(𝑢𝑦 𝑢𝑧 𝑐𝑜𝑠 𝜑 − 𝑢𝑥 𝑠𝑖𝑛 𝜑) + 𝑢𝑦 𝑐𝑜𝑠 𝜃

𝑢𝑧′ = − 𝑠𝑖𝑛 𝜃 𝑐𝑜𝑠 𝜑 √1 − 𝑢𝑧2 + 𝑢𝑧 𝑐𝑜𝑠 𝜃

(Eq 2.16)

若方向過於接近組織法向量，則
𝑢𝑥′ = 𝑠𝑖𝑛 𝜃 𝑐𝑜𝑠 𝜑
𝑢𝑦′ = 𝑠𝑖𝑛 𝜃 𝑠𝑖𝑛 𝜑
𝑢𝑧′ = 𝜇𝑧 𝑐𝑜𝑠 𝜃 /|𝑢𝑧 |

(Eq 2.17)

當光子碰到邊界時，由於兩邊介質折射率的不同，其所發生之折射與反射現象將
遵循 Fresnel’s formul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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𝑠𝑖𝑛2 (𝜃1 −𝜃2 )
𝑠𝑖𝑛2 (𝜃1 +𝜃2

𝑡𝑎𝑛2 (𝜃 −𝜃 )

+ 𝑡𝑎𝑛2 (𝜃1 +𝜃2 ) ,
)

𝜃1 < 𝜃𝑐

,

𝜃1 > 𝜃𝑐

,

𝜃1 = 0

1

2

1

𝑅(𝜃1 )

(𝑛1 −𝑛2 )2

{

(𝑛1 +𝑛2 )2

(Eq 2.18)

其中 R 為入射光被邊界反射之比例，𝜃1 為入射角，𝜃𝑐 為臨界角，𝜃2 為折射角，透
過計算獲得 R 值後產生一隨機變數r. n.來決定為反射或是折射，若是反射回組織，
則光子行進方向將再度更新為
[𝜇𝑥′ , 𝜇𝑦′ , 𝜇𝑧′ ] = [𝜇𝑥′ , 𝜇𝑦′ , −𝜇𝑧′ ]

(Eq 2.19)

若為折射出組織，則其折射情況將依循 Snell’s law 計算得之，關係如式(2.20)
𝑛1 𝑠𝑖𝑛 𝜃1 = 𝑛2 𝑠𝑖𝑛 𝜃2

(Eq 2.20)

透過以上的方法，即可瞭解光子在組織中之行進情形。進入組織前之初始光子，
我們賦予完整的權重(weight)，即 W = 1，由於光子在組織中會經歷吸收事件，其
權重也將隨著事件的發生而有所改變，其變化的情況如下式(2.21)
∆𝑊 =

𝜇𝑎
𝜇𝑡

𝑊

(Eq 2.21)

其中∆𝑊為光子受到吸收事件後所減少之權重，而剩餘的權重(W-∆𝑊)將繼續於組
織中行走。然而經歷諸多的散射及吸收事件後，光子的權重也將逐漸少，若權重
小於預設的閥值(𝑊𝑡ℎ )，將藉由俄羅斯輪盤(Russian roulette)的方式來決定光子存活
1

與否，其具𝑚的存活機率使得光子權重更新為 m 倍以繼續行進於組織間，否則將
其權重歸零，結束追跡。圖 2.5 為利用蒙地卡羅法模擬光子傳遞之流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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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蒙地卡羅法模擬光子傳遞之流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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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組織模型
子宮頸外膜之結構及病變過程已詳述於 2.2 節，其主要分為上皮層及基質層，
中間以基底膜為分界，癌前病變主要以細胞不正常增生為始，依照嚴重程度主要
可區分為低度鱗狀上皮病變(LSIL)或 CIN I 及高度鱗狀上皮病變(HSIL)，而高度鱗
狀上皮病變(HSIL)又可根據細胞增生程度細分為 CIN 2 及 CIN 3，倘若細胞再繼
續增生直至突破基底膜，則稱為癌症(cancer)，由於突破基底膜進入基質層，因此
極容易藉由血液擴散至身體其他部位，即稱為癌症轉移(cancer metastasis)。
根據上述之病變過程，若以光學的角度進行思考，組織光學特性如散射、吸
收也會有一定程度之差異，如上皮層之細胞隨著病變的程度，將會有大小及形狀
的改變、核質比增加、厚度增加等現象及上皮層散射增加之趨勢[30-35]；基質層
會有血管增生導致吸收增加、膠原蛋白網絡減少導致基質層散射下降之趨勢
[23][36-37]，因此便可藉由組織光學性質上的差異來區分組織之病變程度，提供
醫師一參考之依據。
2.4.1 節已介紹利用蒙地卡羅法描述光子於組織中行進之情形，本論文所使用
之 組 織 模 型 為 雙 層 模 型 (two layer model) ， 假 設 各 層 為 平 行 平 面 且 呈 均 質
(homogenous)，有各自之散射及吸收係數。由於組織之上皮層(upper layer)並不具
有血管，故上皮層吸收(𝜇𝑎𝑢𝑝 (𝜆))是由 J.Qu 等人之研究團隊所提供之支氣管上皮細
胞吸收光譜(𝜇𝑒𝑝𝑖 (𝜆))[38]，其光譜如圖 2.6 所示[39]，再乘上一比例係數𝐶𝑢𝑝，如式
(2.26)
𝜇𝑎𝑢𝑝 (𝜆) = 𝐶𝑢𝑝 × 𝜇𝑒𝑝𝑖 (𝜆)

(Eq 2.26)

其中𝜆為波長，單位為 nm。
基質層吸收(𝜇𝑎𝑏𝑡 (𝜆))來源主要為血管中之血紅素及膠原蛋白網絡，故其吸收
如式(2.27)
𝛼𝜀(𝜆)

𝜇𝑎𝑏𝑡 (𝜆) = ℎ𝑐 ∙ 𝑙𝑛(10) [64532 +

(1−𝛼)𝜀 ′ (𝜆)
64500

] + 𝜇𝑐𝑜𝑙𝑙𝑎𝑔𝑒𝑛 (𝜆) ∙ 𝐶𝑐𝑜𝑙𝑙𝑎𝑔𝑒𝑛 (Eq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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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ℎ𝑐為血紅素濃度(g/L)，𝛼為血氧飽和度(%)，而𝜀(𝜆)及ε′ (λ)為帶氧血紅素與不
帶氧血紅素之摩耳消光係數(molar extinction coefficient)， 𝜇𝑐𝑜𝑙𝑙𝑎𝑔𝑒𝑛 (𝜆)為膠原蛋白
體積百分比為 100%之吸收光譜[40]，其光譜如圖 2.6 所示[39]，𝐶𝑐𝑜𝑙𝑙𝑎𝑔𝑒𝑛 為體積百
分比(%)，一般在人體皮膚基質層中含量約 15~30%。

圖 2.6 組織物質吸收曲線圖[39]
至於散射係數的部分，不論上皮層亦或是基質層，皆以 A、K 值進行描述，
其關係式如式(2.28)
𝜇𝑠′ (𝜆) = 𝐴(𝜆−𝐾 )

(Eq. 2.28)

根 據 上 述 之 公 式 介 紹 ， 總 共 有 9 個 變 數 ， 分 別 為 𝐴𝑢𝑝 、𝐾𝑢𝑝 、𝐴𝑏𝑡 、𝐾𝑏𝑡 、
𝐶𝑢𝑝 、ℎ𝑐、𝛼、𝐶𝑐𝑜𝑙𝑙𝑎𝑔𝑒𝑛 、𝑇ℎ，其中 Th 為上皮層厚度(Thickness)，藉由以上的公式
運算，即可求得組織中上皮層及基質層各自之吸收及散射係數，透過蒙地卡羅法
進行運算，最終得出組織之漫反射光譜。本研究欲探討之波段為可見光(VIS)波段，
其波段為 408~750 nm，圖 2.7 為完整流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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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組織模型流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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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3.1 節將介紹由本實驗室莊閩傑所架設之臨床可移動式漫反射光譜系統，其系
統整合了光源、光纖、光譜儀及儲存設備於一台客製化可移動之機櫃上，目前已
獲得台大醫院醫工部電性安全認可且開始與台大醫院醫師合作進行臨床實驗，現
階段合作之科別為婦產科及內科，量測之部位分別為子宮頸及食道。

3.1 漫反射光譜系統
圖3.1為漫反射光譜系統實體圖[1]，尺寸為61 cm(長) * 61 cm(寬) * 170 cm(高)，
其設計主要為三層機櫃，上層為偵測層，主要收取光路之區域，中層為光源層，
主要放置光源之區域，下層為儲存及控制設備層，主要放置電腦主機及元件控制
器。

圖3.1 漫反射光譜系統實體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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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為系統光路架構圖，其使用一個多重發光二極體光源(1. Bluloop，製造商
Ocean Optics，型號: Bluloop，功率: 12 W，波長: 395-750 nm)。光源率先經過透鏡
1 (2. Achromatic Lens，F = 50 mm)形成平行光束經過一光源切斷器(7. shutter)後再
透過物鏡(9. Microscope objective，放大倍率: 10X，NA: 0.3)聚焦在光源光纖
(10.Source fiber，製造商: Fiber Guide，Core/Cladding/Coating: 200/220/245 um，NA:
0.26)上，在此處的光路中，由於本系統亦可拍攝螢光光譜(Fluorescence Spectrum)，
因此藉由一分光鏡(6.Beam splitter)使得螢光光源(5. UV source，製造商Thorlab，型
號: M365L2，中心波長: 365 nm，半高全寬(FWHM): 7.5 nm)與二極體光源共用相
同光路，拍攝過程中再藉由檔板控制器(4.flag shutter)來控制檔板(3.flag)之開關以達
切換光源之功效。光源光纖接收激發光源後，便將能量傳遞至需量測的組織，再
藉由偵測光纖(11. Detected fiber，規格與Source fiber相同) 收集組織所產生之漫反
射訊號，然後透過透鏡2 (12. Achromatic Lens，F = 50 mm)及透鏡3 (15. Achromatic
Lens，F = 30 mm)將光束縮小1.35倍後聚焦在光譜儀(16. Spectrometer，製造商:
Andor，型號: Holospec，Slit : 163 um；) 狹縫處，縮小之目的只為符合光譜儀狹縫
開口大小，其中間經過一長波長濾光鏡(13. Long pass filter)過濾掉400 nm以下的波
長，目的為降低螢光光譜受到螢光光源之影響，最後再使用外接在光譜儀上的相
機(17. EMCCD，製造商: Andor)擷取光譜儀分光後的光譜訊號並儲存於電腦
(18.Computer)，本系統於106年4月8日起更換光譜儀(製造商: Acton 型號: 2150i 狹
縫: 140um)及相機(製造商: PointGrey 型號: GS3-U3-23S6M-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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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漫反射光譜系統光路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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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光纖探頭設計
本研究所使用之裸光纖其核心(core)為 200 um，折射率為 1.457，核心包覆層
(cladding)則為 1.434，數值孔徑(Numerical Aperture, NA)為 0.26，外層再包覆 PTFE
鐵氟龍套管，此套管具有高電阻值、耐燃性、耐熱性及抗化學腐蝕性，能防止漏
電流的情況發生。由於多根光纖排列利於偵測組織不同深度之光學特性[42]，圖
3.3 為其示意圖，因此本人將 7 根裸光纖組成光纖束，一端為探頭端 (7 根)，另一
端則將其分為光源端 (1 根)及偵測端 (6 根)，如圖 3.4(a)(b)(c)所示，探頭端光纖
的排列方式為直線排列，如圖 3.5 所示，由於子宮頸之位置位於陰道及子宮交接
處，考慮距離及量測便利性，探頭端之外層由直徑為 6 mm、長度為 21 cm 之不
鏽鋼管所包覆，其不鏽鋼前端外層再套上可多角度彎曲之塑膠套管。

圖 3.3 多根光纖排列與組織深度關係圖[41]

(c)

(a)
(b)

圖 3.4 光纖束之探頭端(a)、光源端(b)及偵測端(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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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光纖探頭排列示意圖
光纖探頭端排列如圖 3.5 所示，中間為光源光纖，而左右各分別 3 根緊密排
列之偵測光纖，其以光源光纖中心點為中心至各根偵測光纖中心點之距離(SDS)
由近而遠分別為 0.215、0.22、0.41、0.45、0.61、0.73 mm。此外壓力之大小對於
漫反射光譜也具有一定程度之影響[42-43]，因此在不鏽鋼尾端外層加裝彈簧裝置
以利針對壓力大小進行監控，彈簧裝置如圖 3.6 所示。

圖 3.6 彈簧裝置實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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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漫反射光譜校正流程
先前於 2.4.2 節”組織模型”已詳述藉由 9 個變數，分別為𝐴𝑢𝑝 、𝐾𝑢𝑝 、𝐴𝑏𝑡 、
𝐾𝑏𝑡 、𝐶𝑢𝑝 、ℎ𝑐、𝛼、𝐶𝑐𝑜𝑙𝑙𝑎𝑔𝑒𝑛 、𝑇ℎ 計算出組織之散射及吸收係數，再透過蒙地卡
羅演算法得組織之漫反射光譜，如何確定組織真實的散射及吸收係數就需要與光
譜儀系統實際量測之結果進行比較，但實際上系統所量測之結果會包含系統元件
之影響，即謂系統響應，此節漫反射光譜校正流程旨為建立一套標準流程以去除
系統響應，並校正臨床實驗所量測之活體組織漫反射光譜，最終再由 3.3.3 節之逆
向光譜擬合工具萃取出其光學參數以瞭解組織變化情形，其細節將闡述如下。

3.3.1 標準仿體
為了確立去掉系統響應之準確性，本研究進行兩階段實驗，如下:
STEP 1: Liquid phantom measurement
圖 3-7 為液態 仿體實體圖，其 以訂購之聚苯乙烯小球 (Polysciences,Inc.,
Polybead ® Microspheres )直徑為 0.5 μm 及 1 μm 作為擬組織之散射源、血紅素
(Hemoglobin, Hb)作為擬組織吸收源，由本研究團隊成員洪明華同學各別調配 5
種 0.5 μm 及 1 μm 不同濃度之小球溶液後，再與血紅素調入純水，最後加入仿腐
劑-苯氧乙醇以增長仿體的存放期限。其仿體所調配之濃度資訊如下表 3-1 (0.5
μm)、表 3-2 (1 μm)

圖 3-7 液態仿體實體圖(#A~#E : 0.5 μm、#AA~#EE : 1 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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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0.5 μm 小球液態仿體濃度資訊

仿體編號

散射源(Polystyrene)濃度

吸收源(Hb)濃度 (g/L)

#A

0.1456

0.2038

#B

0.0728

0.2038

#C

0.0539

0.2038

#D

0.0364

0.2038

#E

0.0214

0.4076

表 3-2 1 μm 小球液態仿體濃度資訊
仿體編號

散射源(Polystyrene)濃度

吸收源(Hb)濃度 (g/L)

#AA

0.0205

0.2038

#BB

0.0158

0.2038

#CC

0.0117

0.2038

#DD

0.0064

0.2038

#EE

0.0030

0.2038

由於液態仿體散射源及吸收源之材質與濃度皆為已知，在使用漫反射光譜系
統量測前，其仿體之散射係數可由米氏定理(MIE theory)進行計算、吸收係數則由
吸收光譜儀測得後再以濃度換算，因此可透過蒙地卡羅演算法求得各罐之漫反射
光譜，為了與量測結果有所區別，此時之漫反射光譜稱之為”漫反射模擬光譜”，
然後再實際以漫反射光譜系統進行量測，測得各別仿體之”漫反射實驗光譜”，在
本研究欲分析之可見光波長(408~750 nm)下，以漫反射實驗光譜當作 x 值，漫反
射模擬光譜當作 y 值，再分別搭配相同直徑小球、不同濃度之仿體，透過 y = ax+b
的線性迴歸式求得校正因子 a、b。
STEP 2: Two-layer phantom measurement
第二階段為量測本研究團隊成員洪明華同學實際配置擬組織雙層固態仿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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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仿體之散射源及吸收源皆與液態仿體相同，透過調入洋菜(agarose, 製造商
AMRESCO)使其固化。為符合子宮頸黏膜組織雙層結構特性，雙層仿體下層含散
射及吸收源，上層僅含散射源，其詳細之驗證結果已敘述於文獻[1]。
測得雙層固態仿體之漫反射實驗光譜(two-layer experiment spectra)後，在各波
長下，以實驗光譜為 x’值，再透過 STEP 1 之校正因子 a、b，利用 y’ = ax’ + b 得
y 值，其 y’值即為漫反射校正光譜(calibration spectra)，由於此雙層固態仿體上、
下層散射、吸收特性皆為已知，故亦可由蒙地卡羅法求得其漫反射模擬光譜，最
後再計算校正光譜與模擬光譜之光譜誤差，作為校正系統響應之準確性，圖 3-8
為其校正流程圖。

圖 3-8 標準仿體校正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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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臨床實驗光譜校正流程
3.3.1 節已詳述如何校正系統響應，原則上，臨床實驗所量測之實驗光譜亦是
以相同方法進行校正，在各波長下，將臨床實驗量測之活體光譜(In-vivo spectra)
當作 x’值，透過液態仿體所求得之校正因子 a、b 進行 y' = ax’+b 之線性式校正，
求得 y’值，即可得活體校正光譜(In-vivo calibrated spectra)，最後由 3.3.4 節之逆向
光譜擬合工具進行組織光學參數萃取。
根據上段描述，若臨床所量測之活體光譜欲去除系統響應，需仰賴液態仿體
的量測結果，也意謂每次臨床實驗時皆需量測液態仿體，由於仿體罐數較多，量
測上需耗時 10-15 分鐘，為了去除量測上的耗時性及可能變因如光纖探頭的清潔
程度、仿體經震盪後氣泡可能沾染光纖探頭等對系統響應之影響，校正方法需做
修正，闡述如下。
使用漫反射標準品(Diffuse Reflectance Standard , 廠牌: Ocean Optic , 型號:
WS-1-SL)，圖 3-9 為實體圖，其表面塗層為 Spectralon，厚度為 10 mm，適用波
長範圍為 250~2500 nm，在該波段範圍下，反射率為一定值且不會隨時間而有所
變化，如圖 3-10 所示。

Reflectance of WS-1-SL Diffuse Reflectance Standard
100

Reflectance (%)

99
98
97
96
95
94
93
250

750

1250

1750

2250

Wavelength (nm)

圖 3-9 漫反射標準品實體圖

圖 3-10 漫反射標準品不同波長反射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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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之完整臨床光譜校正流程分為四個階段，敘述如下:
STEP 1: Liquid phantom standard measurement
首先，量測液態仿體得其 ”標準液態仿體漫反射光譜” (Phantom standard
spectra, PS)作為往後實驗校正之標準。再者，固定漫反射標準品與光纖探頭端相
隔之距離及紀錄光源功率後，量測漫反射標準品之漫反射光譜，再將此光譜除以
量測之光源功率作為漫反射標準品之” 漫反射標準品漫反射標準光
譜”(Reflectance standard spectra standard, RS)。其中光源功率以一光功率計(製造
商:Thorlabs, 型號: PM100D)搭配感測器(製造商:Thorlabs, 型號: S130VC, 適用波
長: 200~1100 nm)量測，將設定值調整至光源中心波長 550 nm。
STEP 2: Calibrated phantom standard measurement
V. Sorgato 等人成功透過量測一固體白色樹脂(resin)，利用不同時間下量測該
物質之漫反射光譜並計算其比例，利用該比例進行不同時間下量測系統變異之校
正[44]，由於漫反射標準品也為固態且不會變質之物品，在確認漫反射標準品與
光纖探頭端相隔之距離與 STEP 1 相同後，量測每次臨床實驗時之漫反射標準品
漫反射光譜並將其除以當次實驗之光源功率得其” 漫反射標準品漫反射實驗光
譜 ”(Reflectance standard measurement spectra, RS’) ， 並 與 RS 計 算 其 比 例
(Reflectance standard ratio, RSr)作為該次臨床實驗系統響應變化之校正項，其比例
關係式如式(3.1)
RS(λ)

RSr(λ) = 𝑅𝑆′ (λ)

(Eq 3.1)

再將此比例與 STEP 1 所量測之標準液態仿體光譜(PS)進行校正，得到該次臨床實
驗之”液態仿體校正光譜”(Phantom calibrated spectra, PC)，校正關係式如式(3.2)所
示
PC(λ) =

PS(λ)
RSr(λ)

(Eq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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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3: Find calibration factor
量測漫反射標準品的目的為校正系統之變異性，其優點為量測方便及節省時
間，無需每次量測完活體光譜後再次量測液態仿體，除此之外，由於液態仿體之
吸收物質為血紅素，雖然在調配時有加入防腐劑，但仍舊免不了變質的問題發生，
若利用量測漫反射標準品之比例能代表系統變異性，即可降低再次配製仿體之花
費。本步驟與 3.3.1 節 STEP 1 相同，將液態仿體校正光譜(PC)與其模擬光譜進行
線性回歸，求得該次臨床實驗之校正因子 a、b。
STEP 4: In-vivo measurement calibrated
此步驟與 3.3.1 節 STEP2 相同，將臨床量測之子宮頸活體光譜(In-vivo
measurement spectra)以 STEP3 得到的校正因子 a、b 進行校正，得活體校正光譜
(In-vivo calibrated spectra)。下圖 3-11 為臨床實驗光譜校正之流程圖。

圖 3-11 臨床實驗光譜校正之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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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逆向光譜擬合工具
根據 3.3.2 節所介紹臨床實驗光譜校正之四個步驟，得其最後的結果為活體校
正光譜，此節將敘述如何由活體校正光譜中萃取其光學參數，若能累積足夠的樣
本數據，便可建立一可靠性極佳之數據資料庫，進而分析癌前病變與正常區域間
之差異。
本節欲介紹之逆向光譜擬合方法，乃使用先前本研究團隊許芳瑋所建立之
GPU 蒙地卡羅逆向擬合工具[45]，其核心的概念為反覆進行蒙地卡羅法得其漫反
射光譜並與活體校正光譜比較誤差直至收斂，細節流程敘述如下:

STEP 1 輸入一活體校正光譜作為目標光譜(target spectra)。
STEP 2 針對 2.5.2 節所介紹之 9 個組織光學參數給定一變化範圍，隨機產出 1000
組參數再利用蒙地卡羅法計算各組之漫反射光譜。
STEP 3 將產出之 1000 組漫反射光譜分別與目標光譜計算均方根百分比誤差
(root mean square error)作為光譜誤差(spectra error)，再根據誤差由小而大
進行排序。
STEP 4 挑出光譜誤差最小之前五組作為初始猜測值(initial guess)，藉由不同之初
始值以期找到最小之光譜誤差，然而再將各組初始值經蒙地卡羅運算，得
其光譜，並與目標光譜計算光譜誤差。
STEP 5 調整各別參數，調整方法為使用 MATLAB®(MathWorks, Inc., Natick,
Massachusetts)提供的遞迴式非線性曲線擬合工具 lsqcurvefit，針對每一個
參數之變化量進行一次蒙地卡羅運算，再利用 Trust-Region Reflective
Algorithm 調整各參數之應變量後，經蒙地卡羅法產生新的光譜，稱其為
擬合光譜(fitting spectra)，即為一次疊代迴圈，最後透過不斷的疊代直至
擬合光譜與目標光譜之均方根誤差無法再降低，判定收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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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STEP 2 隨機給定參數的流程中，雖然 9 個參數有給定一變化範圍，但散
射係數的部分，其關係式為𝜇𝑠′ (𝜆) = 𝐴(𝜆−𝐾 )，極易發生不同組合之 A、K 值所得
到之散射係數式相同的，故在此部分之作法上，有進行修正，其修正為建立一組
參數資料庫，限定上、下層之 K 值為 0.8、1、1.2 三種，其組數共有 59049 組，
以蒙地卡羅法計算各組之漫反射光譜作為往後初始猜測值之資料庫，圖 3.12 為修
正後之逆向光譜擬合流程圖。

圖 3.12 逆向光譜擬合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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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臨床子宮頸組織量測標準流程
每次量測子宮頸活體漫反射光譜前，醫師皆會先於子宮頸表面塗抹 3%~5%
的醋酸，由其白化程度辯別是否有異常之區域，然後會先針對醫師覺得異常的區
域進行一次漫反射光譜量測，再於其相隔 180˚左右擇正常之區域作為”對照組”進
行一次量測，量測完後需進行徹底的消毒，消毒流敘述如下:

1. 將探頭浸泡於 2%活化鹼性戊二醛至少 30 分鐘，其鹼性戊二醛能有效殺
死大部分的細菌、黴菌及病毒且對於金屬無腐蝕性，不損壞玻璃、橡膠或
塑料等材質。
2. 浸泡結束後，再將其浸泡於蒸餾水中 20 分鐘以清潔探頭表面所殘留之鹼
性戊二醛。
3. 浸泡結束後將光纖取出，使用無塵紙沾取 70%酒精擦式探頭端表面以達
清潔之功效。
4. 使用無塵紙將探頭擦乾後裝入全新夾鏈袋並將其封口以降低空氣中灰塵
之附著，等待下次量測再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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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本章為量測結果探討。4.1 節為系統於臨床使用上之光學特性與變因探討，最
後將確立臨床實驗流程，4.2 節呈現臨床量測結果並進行定量分析。

4.1

系統用於臨床實驗之光學特性與變因探討
此節將呈現影響臨床實驗量測的變因探討，藉由探討結果將臨床實驗流程確

立下來。4.1.1 節將呈現臨床移動式光譜儀系統的光學能力，確立臨床上量測之
可能性；4.1.2 節將探討不同壓力及時間對於量測結果之影響，以降低臨床量測
上的誤差；4.1.3 節將確立臨床實驗流程。

4.1.1 光譜解析度計算
本測試的目地欲瞭解臨床系統之解析度，其值越低表對於組織中血紅素的偵
測靈敏度越高，根據本實驗室先前莊閩傑的量測結果(光譜儀: Acton 2150i, 相機:
Andor, EMCCD)，其光譜解析度為 6.2 nm，且實際於口腔黏膜組織進行量側，證
實足以進行光譜分析[1]。
量測方式使用 532 nm 之綠光雷射當作光源，將其導入光譜儀狹縫，利用相
機拍攝其影像，如圖 4-1(a)(b)所示，再計算其半高全寬(Full width half maximum ,
FWHM , ∆K)，即 1/2 波峰值的寬度作為實際臨床系統之光譜解析度，結果如表
4-1 所示
表 4-1 臨床系統之半高全寬及光譜解析度
Acton 光譜儀
HoloSpec 光譜儀

Acton 光譜儀
+ EMCCD 相機

項目
+EMCCD 相機

+CMOS 相機
文獻[1]

半高全寬
8.1 pixels

28 pixels

4.5 pixels

4.29 nm

6.36 nm

6.2 nm

(FWHM), ∆K
光譜解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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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oSpec光譜儀 + Andor相機
1300
1250
1200
1150
1100

∆K

1050
1000
950
900
850
800
245

250

255

260

265

270

275

280

285

Acton光譜儀 + PointGrey相機
7000
6000
5000
4000

∆K

3000
2000
1000
0
670

680

690

700

710

720

730

740

750

760

圖 4-1 (a)上圖，HoloSpec 光譜儀搭配 Andor 相機量測 532 nm 雷射光譜
(b)下圖，Acton 光譜儀搭配 PointGrey 相機量測 532 nm 雷射光譜
根據表 4-1 結果所示，其光譜解析度足以用於臨床實驗之光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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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壓力應用於黏膜組織之分析
本研究所使用之臨床系統主要是透過光纖接觸組織進行量測，並擷取其漫反
射光譜，在接觸組織的過程中易有接觸壓力的問題產生，不少研究團隊也證實接
觸壓力確實對於漫反射光譜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46-50]，本小節針對口腔粘膜組
織進行量測，期望透過此結果預測實際量測子宮頸黏膜組織之壓力影響，藉此設
定一可接受光譜影響之壓力上限。
本次實驗量測五位不同健康受測者之口腔黏膜組織，每位受測者皆取四個不
同位置進行量測，每個位置以 0 kPa、6 kPa、9.4 kPa、16 kPa、26 kPa 五個不同壓
力進行量測，每個壓力皆進行長達 10s 之拍攝，其量測方法整理如表 4-2。
表 4-2 五位不同健康受試者口腔黏膜組織之量測方法
量測對象

量測部位

量測位置

5 位健康受試者

口腔

四個

選用壓力

曝光
時間

拍攝
張數

0.5 s

20 張

0 kPa、6 kPa、9.4
kPa、16 kPa、26 kPa

下圖 4-2 為五位受測者不同位置下 6 kPa、9.4 kPa、16 kPa、26 kPa 分別對上
0 kPa 時 408~750 nm 之光譜差異，並計算其平均值，虛線為其趨勢線。

Pressure effect on oral mucosal tissue
Total Spectra error (%)

35%
30%
25%
20%
15%
10%
6 kPa
5.59%

5%
0%
0

5

9.4 kPa
14.23%

16 kPa
17.90%

10

15

26 kPa
29.70%
20

25

30

Pressure (kPa)

圖 4-2 五位受測者不同位置下 6 kPa、9.4 kPa、16 kPa、26 kPa 分別對上 0 kPa
在 408~750 nm 之總光譜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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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 4-2 的結果可得知壓力確實會影響漫反射光譜量測之準確性，若壓力小
於 6 kPa，其差異可小於 6% 且隨著壓力的增加，其差異有逐漸增加之趨勢。
針對圖 4-2 不同壓力下之漫反射光譜利用 3.3.3 節提及之逆向光譜擬合工具進
行漫反射光譜之光學參數萃取，其結果如表 4-3 所示，其中𝜇𝑠_𝑢𝑝 為計算 408~750 nm
之平均值。
表 4-3

0 kPa、6 kPa、9.4 kPa、16 kPa、26 kPa 漫反射光譜之光學參數萃取結果
Fitting Parameters

Pressure

hc (mg/mL)

𝛼(%)

𝜇𝑠_𝑢𝑝 (cm-1)

Th (mm)

Spectra Error

0 kPa

5.98

98

347

0.300

22.98%

6 kPa

5.33

93

406

0.277

21.96%

9.4 kPa

3.00

76

639

0.203

19.20%

16 kPa

0.54

50

1057

0.104

17.62%

26 kPa

0.53

50

1025

0.106

18.78%

由表 4-3 的結果可以發現，隨著壓力的上升，組織中的上皮層厚度因此變薄，
使得其上皮層的散射係數增加，血管受到壓力後，使得血液不容易流動或被擠壓
出組織，使得血紅素的濃度(hc)及血氧飽和(𝛼)下降，下表 4-4 為計算 6 kPa、9.4 kPa、
16 kPa、26 kPa 與 0 kPa 之光學參數變化量。
表 4-4

6 kPa、9.4 kPa、16 kPa、26 kPa 與 0 kPa 之光學參數差異
Parameters Error

Pressure

hc (mg/mL)

𝛼(%)

𝜇𝑠_𝑢𝑝 (cm-1)

Th (mm)

6 kPa

-10.86%

-5.44%

16.89%

-7.78%

9.4 kPa

-49.86%

-22%

83.86%

-32.33%

16 kPa

-90.98%

-48%

204.26%

-65.34%

26 kPa

-91.16%

-48%

194.96%

-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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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表 4-4 結果所示，6 kPa 對於漫反射光譜之影響是最小的且其變動量也是
可以接受的。此臨床系統拍攝一次(含漫反射光譜及螢光光譜)需耗時約 2-5 秒，表
4-5 為五位健康受測者於探頭施加 6 kPa 壓力下不同 SDS 前 5 秒 408 ~750 nm 之變
異係數(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CV)，量測方法為光纖探頭在接觸組織並固定於 6
kPa 時開始計時，每隔 0.2 s 拍攝一張直至 5 s 止。

表 4-5 五位健康受測者於 6 kPa 壓力下不同 SDS 前 5 秒 408~750 nm 之變異係數
Average CV value of each SDS from different volunteers
SDS 0.22

SDS 0.41

SDS 0.61

SDS0.215

SDS 0.45

SDS 0.73

Case1

2.68%

2.39%

3.9%

2.46%

1.97%

2.39%

Case2

2.75%

2.27%

2.88%

2.02%

2.25%

2.66%

Case3

2.05%

2%

2.05%

1.63%

1.84%

2.59%

Case4

4.41%

3.63%

4.11%

2.63%

3%

4.78%

Case5

2.86%

3.22%

4.3%

2.1%

2.43%

3.64%

Average

3.21%

3.45%

2.95%

2.3%

2.17%

2.7%

表 4-5 結果顯示若組織於 6 kPa 壓力下持續 5 秒，其不同受試者各別 SDS 之
變異係數皆小於 5%，亦即醫師在操作上，其壓力不超過 6 kPa，5 秒內之光譜相
當穩定，故目前於臨床實驗上，於光纖探頭上貼上一黑色膠帶作為壓力 6 kPa 之
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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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量測漫反射標準品穩定性探討
臨床光譜校正流程主要透過量測漫反射標準品漫反射光譜之比例將標準液態
仿體漫反射光譜計算出液態仿體校正光譜，其細節已詳述於 3.3.2 節，由於漫反射
標準品漫反射光譜之比例代表系統響應之變異性，故在量測漫反射標準品時需極
為嚴謹，此節將針對量測漫反射標準品之穩定性進行探討以利確立臨床實驗光譜
校正流程。
圖 4-3 為本人自製欲裝入漫反射標準品之盒子，其表面以遮光布覆蓋防止環
境光干擾，盒子上方之開口為光纖探頭放置處，距離反射面之高度為 0.8 cm。穩
定性之探討流程如圖 4-4 所示，主要分為 3 個階段，分別為光源穩定性、漫反射
標準品盒可用性、系統變異性校正。

圖 4-3 漫反射標準品盒實體圖

- 38 -

doi:10.6342/NTU201701766

STEP1

光源穩定性

STEP2

STEP3

漫反射標準
品盒可用性

系統變異性
校正

圖 4-4 量測標準反射面穩定性探討流程圖
STEP 1 光源穩定性
圖 4-5 為針對臨床系統所使用之白光光源進行 72 分鐘之量測結果，其以光功
率器(製造商:Thorlab, 型號: PM100D)搭配感測器(製造商:Thorlab, 型號: S130VC,
適用波長: 200~1100 nm)進行量測。

White LED light Source
0.00325

0.003245
0.00324

power(W)

0.003235
0.00323
0.003225
0.00322
0.003215
0.00321
0.003205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Time (min)

圖 4-5 白光光源之長時間量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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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圖 4-4 之結果，其最大值及最小值差異僅 1.17%，顯示此光源之出光穩
定性極高，表 4-6 為每 10 分鐘分別對於第 70 分鐘之功率及相對差異，由其結果
可發現若於開機 10 分鐘後使用，其能量相較於 70 分鐘之能量，其誤差小於 1%，
故往後之實驗皆是待光源熱機 10 min 後始進行拍攝。
表 4-6 白光光源每 10 分鐘相較於第 70 分鐘之功率差異
min

Power(W)

Error

0

0.003230

-1.17%

10

0.003236

-0.82%

20

0.003221

-0.37%

30

0.003214

-0.15%

40

0.003211

-0.06%

50

0.003210

-0.03%

60

0.003210

-0.02%

STEP 2 漫反射標準品盒可用性
此步驟旨探討漫反射標準品盒量測之可重複性，其實驗做法為進行 10 次漫反
射標準品量測，每次間之差異僅為將漫反射標準品取出及放入漫反射標準品盒子，
圖 4-6 為 10 次實驗之漫反射光譜針對不同 SDS 進行變異係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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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V of Reflectance Standard spectra for 10 times
5%
4%
3%
2%
1%
0%
400

450
0.73

500
0.61

550

600

0.22

0.45

650

700

0.215

0.41

750

圖 4-6 10 次實驗之反射面漫反射光譜不同 SDS 之變異係數
根據圖 4-6 結果顯示，其不同波長及 SDS 下之變異係數大部分皆小於 1.2%，
表此漫反射標準品盒具極佳之穩定性。
STEP 3 系統變異性校正
本步驟旨製造一系統變異性，並利用量測漫反射標準品之比例(RSr)確立校正
系統變異之可行性。
本步驟進行 4 種不同系統變異性實驗，其實驗流程為率先量測液態仿體及漫
反射標準品作為標準，再製造一系統變異性，最後再次量測漫反射標準品及液態
仿體作為標準答案，利用漫反射標準品之比例(RSr)進行標準液態仿體之系統變異
校正(已論述於 3.3.2 節 STEP 2)並與標準答案進行光譜誤差分析以證實其可行
性。
量測液態仿體及漫反射標準品前，光纖探頭務必清潔乾淨，圖 4-7 顯示量測
仿體前後量測漫反射標準品各別 SDS 之光譜差異，黑色線為量側仿體前之漫反射
標準品光譜，如僅以酒精擦拭(橘線)，並無法清潔乾淨，需再以純水擦拭(紅色虛
線)，才可將光纖探頭完全清潔乾淨，其光譜誤差如表 4-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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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量測仿體前後量測漫反射標準品各別 SDS 之光譜差異(黑色線:量側仿體前、
橘線: 量測仿體後以酒精擦拭、紅色虛線:量測仿體後以酒精及純水分別擦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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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僅以酒精擦拭與酒精+純水擦拭相較於量測仿體前各別 SDS 之光譜差異
僅以酒精擦拭與酒精+純水擦拭之差異比較
SDS0.22

SDS0.41

SDS0.61

SDS0.215

SDS0.45

SDS0.73

酒精擦拭

8.70%

7.38%

6.14%

10.30%

8.76%

8.73%

酒精+純水

0.49%

0.47%

0.49%

0.48%

0.61%

0.77%

下表 4-8 為此次實驗所設計之系統變異，其變異情況以系統變異前後分別量
測液態仿體並計算其總光譜差異作為依據，在此所使用的液態仿體為 0.5 μm 小
球及血紅素配製而成，濃度已詳述於 3.3.1 節，數量為 5 罐，故此處所列之總光譜
誤差為 5 罐之平均值。
表 4-8 系統變異實驗設計
系統變異實驗設計(原始差異)

總光譜誤差

No.1

No.2

No.3

No.4

3.29%

4.97%

15.08%

20.92%

下表 4-9 為使用漫反射標準品光譜之比例進行臨床光譜校正流程，其計算方
法與流程已詳述 3.3.2 節 STEP2，並將校正結果與系統變異後實際量測液態仿體
之光譜進行總光譜差異計算並與未經此校正流程之原始差異比較。

表 4-9 使用漫反射標準品校正與原始差異之比較
使用漫反射標準品校正與原始差異之比較
原始差異

使用漫反射標準品光譜比例校正

No.1

3.29%

2.29%

No.2

4.97%

1.68%

No.3

15.08%

4.46%

No.4

20.92%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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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結果所示，不論原始差異小至 5%亦或大至超過 20%，使用漫反射標準
品進行校正之方法皆能將誤差校正至 5%以內，由此可知，此方法具有非常良好
的校正效果，未來便能以此方法進行液態仿體之校正以免去許多量測所需花費的
時間以及需顧慮仿體變質之情況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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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子宮頸臨床數據分析

4.2.1 收案概況
本研究之臨床系統於民國 105 年 7 月 18 日始於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婦產
部進行臨床實驗，首先在此由衷感謝魏凌鴻醫師及陳啟豪醫師之協助，此臨床實
驗方能順利進行。
截至民國 106 年 6 月 19 日，此臨床實驗計畫目前納入 35 位受試者，其中一
位因後續追蹤而有兩次量測記錄，測得 78 個子宮頸黏膜部位的漫反射光譜，其納
入條件為:
(1) 年齡介於 25 到 70 歲之間
(2) 因為子宮頸癌(鱗狀細胞癌、線體細胞癌)、癌前病變(0 期癌第一二三級)、
良性腫瘤(血管瘤、內膜異位組織)、發炎性病灶(如子宮頸炎)及等等原因來婦產
科門診就診或病房住院
(3)因為上述原因 2 目前接受過治療或是持續追蹤者
35 位(其中 1 位有後續追蹤)中有 21 位進行漫反射光譜光學參數萃取，這 21
位中有 10 位為 Normal、6 位為 LSIL、5 位為 HSIL，其病理分類依據皆由臨床執
行醫師陳啟豪醫師根據病理部切片結果、先前抹片追蹤結果以及陰道鏡影像進行
綜合評估，並分成”Normal”、”LSIL”及”HSIL”三類，其 Normal 表示醫師於臨床
視診時覺得可能有問題而進行切片，但經綜合評估後判定為正常組織，表無病變
跡象，LSIL 及 HSIL 則分別為輕度及高度鱗狀上皮病變，表具有病變跡象。其餘
15 位並無進行光學參數萃取，這 15 位中有 5 位為僅接受子宮頸抹片檢測，由於
抹片無病理診斷結果，故在此先行排除，4 位無進行對照組拍攝，5 位因系統異常
而無法量測，1 位於醫師量測時組織表面已有出血情形，現階段本研究團隊之組
織模型尚未考慮此情形，但預期會影響萃取參數之準確性，故也先行排除，其詳
細情況整理於表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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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臨床實驗收案情況概況表
35 位受試者(含 1 位後續追蹤)
狀況

可以使用

單位:人

不可使用

診斷結果
及原因

Normal

LSIL

HSIL

抹片

無對
照組

系統
異常

組織
出血

數量

10

6

5

5

4

5

1

4.2.2 光譜特徵與光學參數分析
此節將針對臨床所量測之活體光譜進行光譜特徵及光學參數進行統計與分析
分析。
光譜特徵
臨床上，醫師在進行量測時，每個量測點皆連續拍攝 3 張，如有形狀異常之
光譜便將其去除，再將剩餘光譜計算平均值作為該位受試者之臨床活體光譜，然
後再使用 3.3.2 節所述之校正流程進行臨床活體光譜校正，得其”臨床活體校正光
譜”。
圖 4-8 為 35 位受試者切片部位根據診斷結果分類並計算不同 SDS 平均值與標
準差之校正光譜結果，圖中灰線為”Normal”、橘線為”LSIL”、藍線為”HS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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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35 位受試者依據診斷結果之平均漫反射光譜與標準差
根據圖 4-8 結果可發現在 600 nm 至 750 nm 所有 SDS 之光譜隨著病變程度增
加其強度有下降的趨勢。血紅素濃度(hc)表 530 nm ~ 590 nm 之凹陷程度，在此處
可發現隨著病變程度，凹陷程度也越來越不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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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學參數分析
此部份之分析結果旨針對受試者切片部位與對照組之參數結果與參數變化量
依據診斷結果進行統計與分析。
表 4-10 顯示實驗結果後一共有 21 位受試者的光譜數據可以進行光學參數萃
取，每一位皆有 2 組組織漫反射光譜，分別為切片部位及其對照組，共計 42 組光
譜，這些光譜皆透過 3.3.2 節所述之校正流程去除系統響應，得”活體校正光譜”
後，使用逆向光譜擬合工具萃取其光學參數。目前本研究團隊所建立之雙層組織
模型皆假設為均質，由於實際上組織可能與所假設之組織模型有些不同，以致在
逆向擬合的過程中其擬合光譜與活體校正光譜在血紅素吸收波段(414~423 nm、
530~590 nm)誤差較大(> 5%)，經排除後剩餘 12 位受試者，其依診斷結果區分如
表 4-11。
表 4-11 逆向擬合後經篩選之收案情況
12 位受試者

單位:人

診斷結果

Normal

HSIL

LSIL

數量

6

3

3

下圖 4-9 為 12 位受試者之光學參數結果，x 軸為受試者編號，1-6 為”Normal”，
7-9 為”LSIL”、10-12 為”HSIL”，其中藍色表該受試者之切片部位光譜，橘色為對
照組。光學參數的部分雖已於 2.4.2 節詳述，在此為了使參數能更直觀描述組織之
特性，共分成血紅素濃度(hc)、血氧飽和(𝛼)、上層 K 值(𝐾𝑢𝑝 )、上層散射係數
(𝜇𝑠_𝑢𝑝 )、下層 K 值(𝐾𝑏𝑡 )、下層散射係數(𝜇𝑠_𝑏𝑡 )、上層厚度(Th)、膠原蛋白濃度
(𝐶𝑐𝑜𝑙𝑙𝑎𝑔𝑒𝑛 )8 個，其中 K 值表示散射係數隨著波長變化之斜率，”𝜇𝑠_𝑢𝑝 ”、”𝜇𝑠_𝑏𝑡 ”
則為上、下層 408~750 nm 之平均散射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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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 12 位受試者之光學參數結果(藍色線:切片部位、橘色線:對照組，
Normal: 1-6, LSIL: 7-9,

HSIL: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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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圖 4-9 切片部位(藍色長條圖)之各參數相對於對照組的變化量(%)，再依
據不同診斷分類結果統計其平均值與標準差，結果如下表 4-12 所示。
表 4-12 不同分類結果之切片部位相對於對照組的參數變化量之平均值與標準差
診斷
結果

編號

ℎ𝑐

𝛼

𝑇ℎ

𝐾𝑢𝑝

𝜇𝑠_𝑢𝑝

𝐾𝑏𝑡

𝜇𝑠_𝑏𝑡

𝐶𝑐𝑜𝑙𝑙𝑎𝑔𝑒𝑛

1

34.9%

2%

8%

308%

-48%

-31%

-37%

-21%

2

169%

8%

28%

-22%

-29%

6%

78%

1%

3

-29%

6%

-3%

-19%

35%

-15%

40%

0%

4

-37.3%

14%

13%

-74%

-11%

4%

-41%

20%

5

-42.7%

2%

5%

-10%

25%

-6%

-37%

0%

6

-13.9%

6%

-16%

51%

51%

117%

16%

39%

平均值

14%

4%

6%

39%

4%

13%

3%

6%

標準差

81%

7%

15%

137%

38%

52%

49%

20%

7

18.9%

8%

52%

-36%

18%

104%

13%

40%

8

7.94%

10%

36%

73%

-36%

44%

-42%

-40%

9

50.4%

12%

-12%

-19%

-18%

-7%

26%

1%

平均值

26%

-10%

25%

6%

-12%

47%

-1%

0%

標準差

22%

7%

33%

58%

27%

55%

36%

40%

10

-79.5%

-20%

-48%

-54%

92%

-5%

52%

35%

11

36.1%

-40%

40%

-52%

-34%

25%

-45%

10%

12

-52.5%

16%

33%

178%

-64%

-40%

29%

40%

平均值

-32%

-15%

9%

24%

-2%

-7%

12%

28%

標準差

60%

28%

48%

133%

82%

32%

51%

16%

Normal

LSIL

HSIL

根據表 4-12 結果所示，不同光學參數之標準差差異較大，故目前尚看不出趨
勢，但是因為不同分類結果的個數較少，未來可能須等納入較大量的收案數再行
統計以觀察是否有較為明顯之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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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 針對”Normal”、”LSIL”、”HSIL”及”對照組”計算其平均值與標準差。
表 4-13 ”Normal”、”LSIL”、”HSIL”及”對照組”計算其平均值與標準差

血紅素濃度
(hc)(mg/L)
血氧飽和(𝛼)
(%)
上皮層厚度
(Th)(mm)
上皮層散射 K
值(𝐾𝑢𝑝 )

對照組(12)

Normal(6)

LSIL(3)

HSIL(3)

3.02±1.51

3.02±1.69

2.71±1.32

0.83±0.37

71±14

73±4

65±15

59±8

0.294±0.099

0.292±0.139

0.430±0.099

0.238±0.093

0.7±0.38

0.65±0.47

0.69±0.7

0.72±0.55

418±203

468±285

348±105

440±290

1.22±0.38

1.17±0.21

1.43±0.26

1.17±0.16

189±88

186±77

176±35

142±24

0.29±0.19

0.39±0.16

0.37±0.23

0.38±0.15

上皮層平均散
射係數
-1

(𝜇𝑠_𝑢𝑝 )(cm )
基質層散射 K
值(𝐾𝑏𝑡 )
基質層平均散
射係數(𝜇𝑠_𝑏𝑡 )
(cm-1)
膠原蛋白濃度
(Ccollagen)

由表 4-13 結果 HSIL 相較於 Normal 之切片結果，分類結果旁邊的數字為其
數量，血紅素濃度(hc)、血氧飽和(𝛼)及下層平均散射係數(𝜇𝑠_𝑏𝑡 )的下降趨勢，
其中血紅素濃度(hc)、血氧飽和(𝛼)尤其明顯，分別下降了 72.5%及 14%，在與醫
師討論過後，推估在切片前，醫師需於子宮頸表層塗抹冰醋酸以致病變部位會產
生蛋白質凝聚的效應，使得上皮層細胞間的間隙縮小，光線不易穿過上皮層，導
致所萃取之血紅素濃度(hc)有明顯的下降趨勢。
下圖 4-10 為 2 位受試者針對塗抹醋酸前後各 SDS 之漫反射光譜比例，計算
方式為塗抹醋酸後/塗抹醋酸前，其量測方法為醫師手持光纖探頭在塗抹醋酸前後
各量測乙次，每個受試者皆取樣 2 個不同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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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 2 位受試者之 4 個位置各別塗抹醋酸前後之光譜比例
根據圖 4-10 結果可發現塗抹醋酸後，整體光譜強度都會上升，血紅素之吸收
波段 420 nm、545 nm 及 580 nm 左右除了 Case2_Position1 外，其餘皆有明顯的波
峰。與醫師討論後推估因為塗抹醋酸後，病變部位會有醋酸白現象，使得光纖不
易穿透上層進入血管分布較為密集的下層以致血紅素濃度的偵測靈敏度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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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未來展望
5.1 結論
本研究已成功將移動式光譜儀系統實際應於臨床實驗上，其光譜解析度為
6.36 nm，足以解析組織之光譜資訊。
漫反射光譜之截取需仰賴醫師手持光纖探頭接觸組織表面，在接觸的過程中
即有壓力之問題產生，本研究以 4 種壓力，分別為 6 kPa、9.4 kPa、16 kPa、26 kPa
進行探討，其對於漫反射光譜分別有 5.59%、14.23%、17.9%及 29.7%之誤差影響，
對於萃取出之光學參數約有 10.24%、47%、102%及 99%之影響，由此可知，壓
力的大小對於所測得光譜之影響不容忽略，為了減少量測上之誤差，目前皆以
6 kPa 之壓力作為上限。
臨床上所測得之活體組織光譜皆需經由液態標準仿體進行校正，由於量測液
態仿體極為耗時亦有經震盪後氣泡沾染光纖探頭等問題，因此透過漫反射標準品
光譜比例校正之方式改善現有狀況，經實測，此校正方法皆能將誤差校正至 5%內，
顯示此方法之校正效果極為良好，提升未來臨床量測液態仿體之效率。
以光譜特徵來看，本研究結果在 600 ~750 nm 隨著病變程度增加，其漫反射
強度有下降趨勢，其與文獻[23][51]皆有一致的趨勢，530~590 nm 區間為血氧飽
和(𝛼)之判斷依據，此處隨著病變程度增加，其凹陷程度有趨緩的趨勢，此現象
於下段一同探討。
目前光學參數萃取結果可發現”HSIL”相較於”Normal”，其切片部位之血紅素
濃度(hc)及血氧飽和(𝛼)分別下降了 72.5%及 14%，具有非常顯著之差異，此差異
雖與文獻[23]有著相反之趨勢，但是根據圖 4-10 結果，塗抹醋酸確實會造成血紅
素的偵測靈敏度下降，使得血紅素濃度有明顯的下降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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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未來展望
醋酸實驗
子宮頸組織塗抹醋酸後，病變部位因蛋白質凝聚效應、細胞間隙變小使得光
線不容易通過上皮層進入基質層以致血紅素濃度(hc)與血氧飽和(𝛼)有明顯的下
降趨勢，由於本研究目前臨床量測有無醋酸之差異僅有正常組織，未來會針對病
變組織進行量測並探討相較正常組織是否在血紅素之吸收波段會有更顯著的下降
趨勢，藉此定量對於量測光譜之影響以評估是否需再針對組織模型進行修改。

光纖探頭改善
本系統目前所使用之光纖探頭面積約莫 6 mm2，實際能偵測區域僅有 1.54 mm
x 0.2 mm，有時候病變的區域非常微小，醫師欲將探頭的偵測區域精準對上該區
域會有一定的困難性。與醫師討論後，未來將改善探頭之排列方式使其具有約莫
3 mm x 3 mm 方形偵測區域，探頭外徑大小則約莫 5 mm 以降低醫師對位的困難
性，除此之外，由於子宮頸外型為一圓錐形，為增加探頭於組織之平貼性，亦打
算增加探頭多角度旋轉之控制功能，其概念類似內視鏡，希冀增加醫師使用上之
便利性及量測之準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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