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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软件概览 

efc 平台是一款处理三维荧光光谱数据的软件平台，由于三维荧光光谱数据

的处理涉及到样品的吸收光谱，本软件还具有初步处理吸收光谱数据的功能。efc

平台可实现五大功能：（1）将仪器测定的三（二）维荧光光谱数据、吸收光谱数

据转化为后续分析所需的三维数据集；（2）对三维荧光数据进行内滤效应、空白

扣减和硫酸喹啉校正；（3）基于平行因子分析法（PARAFAC）识别三维荧光数

据中通过数据校验的 PARAFAC模型组分；（4）通过与已知文献中 PARAFAC模

型的比对，既可以查明样品 PARAFAC模型的特征，也可拟合文献 PARAFAC模

型得到各组分得分；（5）计算基于荧光和吸收光谱数据的传统指数以及PARAFAC

模型组分得分。 

本软件的理论和计算涉及荧光光谱数据校正、光谱指数的标志物指示和平行

因子分析法，以MATLAB GUI开发操作界面，方便于对荧光光谱数据，尤其是

三维荧光光谱数据处理过程中对MATLAB语言不熟悉的研究人员。本软件的应

用范围不限于研究天然有机质的三维荧光光谱特征，其他物质的三维荧光光谱数

据分析也在该软件的应用范围之内。考虑到 efc 的五大功能，即分别是转化

（conversion）、校正（correction）、识别（cognition）、比对（comparison）和计

算（calculation），因此，本软件使用 efc（excitation-emission-matrix’s conversion, 

correction, cognition, comparison, and calculation <five c>）作为英文代号。 

 
图 1 efc的主要功能划分 

 

efc 的主要功能模块如图 1，包括主功能列表界面与仪器数据转化、三维荧

光数据校正、三维荧光和吸收光谱数据初步分析以及三维荧光数据的平行因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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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4个分模块。其中，前两个模块用于数据处理前的准备，后两个模块可实现三

维荧光数据的指数计算以及平行因子分析（PARAFAC）。 

2. 软件开发环境 

本软件利用Matlab 2016b GUI进行了用户界面的开发，主要代码为MATLAB

语言。除 FDOMcorrect、N-way toolbox 外，其他代码均为学习 FLtoolbox、

DOMFluor 等软件包代码后自行编写完成。本软件仅含 64 位版本，在软件包中

含有一些练习数据可以用于初学者的前期学习。 

3. 主要界面介绍 

3.1 主功能列表界面  

主功能列表界面（图 2）罗列出本软件的四个功能模块，可分别导引到“仪

器数据转化界面”、“三维荧光数据校正界面”、“三维荧光和吸收光谱数据初步分

析界面”和“三维荧光数据的平行因子分析界面”。通过“关闭 efc 平台”按钮

可关闭“主功能列表界面”。 

 

 

图 2 主要功能列表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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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efc各功能界面的关联  

 

主功能列表界面通过图 3 所示的各功能界面的关联图实现与其他界面的切

换，模块运行顺序一般按照红色箭头进行，即先进行数据转化，而后进行校正，

后面可以平行开展初步分析和平行因子分析。 

3.2 仪器数据转化界面 

efc软件的仪器数据转化界面分为“设置”和“信息”两个部分，“设置”主

要是实现对导入数据的测定仪器进行选择，对样品或者空白数据导入和结果输出

路径进行选择，以及对导入荧光数据的波长范围和间距进行设置。 

 
图 4 efc仪器数据转化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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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前期文献调研发现，市面上主流的三维荧光分光光度计有日立（Hitachi）

F系列、岛津（Shimadzu）RF系列、崛场（Horiba）Aqualog/FluoroMax系列、

珀金埃尔默（Perkin-Elmer）LS系列以及安捷伦或者瓦里安（Agilent/Varian）Cary 

Eclipse 等，本研究结合北京大学主要使用的仪器，确定了四个厂家的输出原始

数据作为本软件的导入数据，包括三维（3D）和二维（2D）的扫描数据（2D数

据主要是拉曼谱图，为后续做拉曼校正提供数据），如图 4 所示。预设选项的数

据与崛场的数据格式类似，对于 Excel格式数据，3D数据形式（列为激发波长，

行为发射波长）和 2D数据（第一列为发射波长，第二列为荧光强度，激发波长

自行设定，本软件默认激发波长为 350 nm）如下： 

 

本软件在汇总每个样品的荧光数据时，会直接将样品数据文件名称汇总于一

个单独的数据集，因此，对于数据文件的命名尽量清楚，以免影响后续分析。 

在未选择导入数据是 EEM还是拉曼谱前，数据导入按钮是无法使用的。导

入的样品数据可以多选，文件类型可选择 Excel（xlsx，xls和 csv格式）文件和

文本文档（txt 格式）文件，这些格式数据都是以上仪器导出数据常用的格式，

对于珀金埃尔默 LS系列数据，导入的则是文件夹，因为该仪器扫描数据输出基

本数据为激发波长固定的二维扫描，三维数据在一个集合了不同激发波长二维扫

描数据文件的文件夹中，如图 5所示。 

 

图 5 样品数据导入 

考虑到实际测定样品三维荧光时会加入空白，而空白样品的加入根据仪器稳

定程度和实验要求有如下几种情况：（1）一个样品对应一个空白；（2）一些样品

对应一个空白，另一些样品对应另外的空白；（3）所有样品对应一个空白。对于

情况（1），导入空白数据的方式与导入样品一样，不过必须要保证空白的名称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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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的名称一致，或者在样品名称基础上有一定的修改，比如样品名称为

Sample01，空白名称为 Sample01blk 或者 BLK_sample01，否则将无法成功转化

数据。对于情况（3），只需要按照样品导入的方式导入一个空白数据即可，比较

简单。对于情况（2），一些样品数据导入的同时，按照情况（3）导入对应的空

白，等数据转化成为多个分块的文件后，采用“信息”部分的“合并数据”将多

个分块的数据合并在一起。 

本软件可以单独的转化样品数据或者空白数据，当单独导入样品或者空白数

据时，给出的结果数据集将只有样品或者空白数据。 

波长范围和间距的设置要求：（1）起始和终止波长需要在数据波长范围之内，

本软件无法实现外推的功能；（2）间距设置不宜过小，不然插值数据可能会失真，

一般情况下，激发发射波长间距不能大于 5 nm，且不小于 0.1 nm，否则本软件

均无法正常运行。对于 EEM数据，Ex和 Em均需要设置；对于拉曼谱数据，Ex

只用设置激发波长，Em可设置起始、终止和间距。需要提醒的是：如果输入的

间距与原波长不一致，将获得设定间距的插值数据，对于仪器波长固定的导入数

据，建议使用原始间距，对于崛场（Horiba）Aqualog 产生的 Em 波长不等间距

的数据，可考虑在这里设定固定间距，以便于后续的数据分析。提醒：适当的设

置波长范围和间距不但有利于后续指标的计算，而且可以提高 PARAFAC的分析

速度。 

“信息”部分主要提供数据的显示和该模块的操作按钮。上部分显示导入数

据的编号、样品名称及对应的空白名称，如果样品或者空白单独导入，则只显示

其中一个的名称。运行时间也在这部分给予显示。操作本界面的一些重要提示在

该部分下面的提示框内显示。本界面通过“运行”来转化数据；通过“合并数据”

来合并子数据集的 EEM或拉曼数据；通过“重置”复位界面上的所有数据输入

信息和结果输出信息；通过“下一模块”进入“三维荧光数据校正界面”。 

本界面上的操作也可以利用界面左上角的菜单实现，每个操作也对应了快捷

键。导出结果数据文件见图 6，转化完成的 EEM（3D）数据以 EEM_dataset 为

前缀，时间为后缀，mat 格式数据包含三维荧光 3D 数据 EEM_samples 和

EEM_blanks、样本量 nSample、激发波长 EX、发射波长 EM 以及样品名称集

Data_name，EEM_dataset_时间文件夹将Mat格式中的数据以 Excel（.xlsx）进行

输出，便于无 Matlab 软件的用户查阅数据；转化完成的拉曼谱（2D）数据以

WR2D_dataset 为前缀，时间为后缀，mat 格式数据包含三维荧光 2D 数据

WR2D_sample 和 WR2D_blanks、样本量 nSample、特定激发波长 Ex_set、发射

波长 EM以及样品名称集 Data_name，WR2D_dataset_时间文件.xlsx将Mat格式

中的数据以 Excel（.xlsx）进行输出，便于无Matlab软件的用户查阅数据。后续

用于三维荧光数据校正界面的数据是 mat格式的数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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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仪器数据转化导出的结果 

3.3 三维荧光数据校正界面 

 
图 7 三维荧光数据校正界面 

 

三维荧光数据校正界面包含三个步骤（图 7）：（1）数据导入及基本设置，（2）

内滤效应校正、空白扣减及硫酸喹啉校正，（3）运行及信息显示。步骤一中，需

要导入待校正的数据以及校正数据的路径和文件名称；设置拉曼标准化使用的数

据和波长范围，一般情况下，使用“自动输入”或“对应谱图”，极少数情况下，

如样品差别不大时，使用“共一谱图”；决定是否进行光谱波长校正；并设置荧

光激发和发射波长的起始和间距，这里与仪器数据转化模块的设置要求一致，需

要间距合适，激发发射波长起始不超过导入数据，导入数据后，该区域会自动识

别导入数据的起始波长和间距，如无需调整，则不用改动此处。步骤二中，内滤

效应校正可设置激发光通径和发射光通径，一般情况下使用激发发射光通径均为

1 cm的比色皿；空白扣减校正，可实现“不扣空白”、“单谱自动”、“单谱手动”、

“多谱自动”和“多谱手动”校正，分别对应输入不同的数据；硫酸喹啉校正可

实现“不做硫酸喹啉校正”、“进行单斜率校正”和“进行多斜率校正”，分别对

应输入不同的数据。步骤三中，运行时间在这部分给予显示；操作本界面的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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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在该部分下面的提示框内显示；本界面通过“运行”来校正数据；通过

“上一模块”来进入“仪器数据转化界面”；通过“重置”复位界面上的所有数

据输入信息和结果输出信息；通过“下一模块”进入“三维荧光和吸收光谱数据

初步分析界面”。 

 

图 8 三维荧光数据校正的数据输入格式及形式 

 

本界面选择项目较多，对于不同选择数据的输入也有一定的要求，因此，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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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图 8是为说明不同选择需要导入的数据格式及具体形式。上一界面产生的数据

可作为本界面的数据输入，其中，三维荧光的样品数据和空白数据在以

EEM_dataset_时间.mat格式的数据文件中，分别是 EEM_samples和 EEM_blanks，

如果不做扣减空白或者另外有空白数据，则按照相应的空白扣减步骤进行操作和

数据导入；拉曼标准化的“自动输入”表示，特定波长的拉曼谱图直接从样品

EEM数据中提取，当然，前提是拉曼谱图的数据包含在样品 EEM数据中；空白

扣减中关于拉曼图谱的“自动”处理也是从空白 EEM中提取拉曼谱图；硫酸喹

啉校正中，“单斜率校正”说明所有 EEM 共用一个斜率值，而“多斜率校正”

则要求每个样品都对应于一个斜率值，即斜率值数量与样品数量相同，当然一些

样品可以有相同数值的斜率值，但这里需要保证斜率值的数量与样品数量一致；

本界面输出的数据仍然为 mat格式，其中包括激发波长 Ex、发射波长 Em、样品

名称 Data_name、拉曼校正数据 XcRU、硫酸喹啉校正数据 XcQS和一些计算过

程参数。本界面输出数据可直接用于后续界面计算，后续界面如果要使用自定义

数据，请按照图 8中导出的结果数据名称和形式进行组织，否则将无法开展后续

计算。 

本界面上的操作也可以利用界面左上角的菜单实现，每个操作也对应了快捷

键。 

3.4 三维荧光和吸收光谱数据初步分析界面  

以下两个界面均用于数据分析，三维荧光和吸收光谱初步分析界面主要用于

吸收光谱指标和荧光光谱指标的计算。除此之外，还可以显示三维荧光光谱，并

保存成图片格式。v1.2版本中增加了原始荧光数据的处理，在导航栏“操作”中

点击“导入原始荧光数据”，选择第一个模块生成的 mat 格式的数据，后续步骤

与导入校正后的荧光数据相同。另外，保存图示的同时也将保存该图的原始数据，

便于使用者利用其它软件作图。 

本界面分为“设置”和“结果与信息”两个部分。在“设置”中完成数据的

导入与导出和计算指标的选择这两项工作。其中，导入 EEM 数据的格式为 mat

格式，来自上一个界面产生的结果数据，在导入数据时，会要求选择“拉曼校正

数据”还是“硫酸喹啉校正数据”，如图 9所示；导入吸光光谱数据为Excel（xls(x)）

格式，要满足行表头和列表头分别是样品名称和吸收波长；数据输出路径需自行

选择。 

吸光光谱指标中，波长的输入需要满足一定的要求。对于吸光系数，每个数

据之间用逗号分隔，且不能有空格，最后一个数据后不能有逗号或者空格；对于

其他吸收光谱指标，则一般是两个波长为一组，同组波长内用逗号间隔数据，不

同组用分号间隔，末组后不含分号或者空格等字符。另外，光谱斜率比值和光谱

面积比值至少要有两组数据输入，三组以上数据输入产生的结果，为任意二组的

比值。 

荧光光谱指标中，利用散射峰消除方法可实现对 EEM数据的瑞利和拉曼散

射峰的消除与切割，消除即为峰消除后利用插值补充空缺的数据，切割则是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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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散 射 峰 所 在 的 区 域 数 据 赋 值 为 0 。 消 除 或 切 割 的 参 数 为

[x1,y1;x2,y2;x3,y3;x4,y4]，四组参数分别对应第一个瑞利散射、第一拉曼散射、

第二瑞利散射和第二拉曼散射的消除/切割设置，其中 x和 y分别控制消除/切割

区域的上下边界，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保证最佳的消除/切割。在特定荧光

组分的设置 Ex/Em 波长时要求激发波长与发射波长用逗号分隔且无空格，不同

特定荧光组分用分号分隔且无空格，末一组后无符号或空格。 

 

图 9 三维荧光和吸收光谱数据初步分析界面 

 

界面右上部分显示 EEM三维等高线图和三维立体图，通过移动滑条或者在

样品名称列表中选择样品，可以查看不同样品的 EEM等高线和立体图。通过“保

存”按钮可以选择是保存数据集里的全部数据还是仅保存当前图示，保存图片类

型有 10 种（图 9）。除了图示数据外，本界面还产生的数据结果如图 10 所示，

命名的前缀分别为 EEM_RRR、EEM_Indicators和 UV_Indicators，后缀为产生文

件的当前时间。操作本界面的一些重要提示在该部分下面的提示框内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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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三维荧光和吸收光谱数据初步分析结果文件 

本界面通过“运行”来进行初步数据；通过“上一模块”来进入“三维荧光

数据校正界面”；通过“重置”复位界面上的所有数据输入信息和结果输出信息；

通过“下一模块”进入“三维荧光的平行因子分析界面”。本界面上的操作也可

以利用界面左上角的菜单实现，每个操作也对应了快捷键。 

3.5 三维荧光数据的平行因子分析界面  

三维荧光数据的平行因子分析界面分为“设置”和“结果与信息”两部分（图

11）。v1.2 版本中增加了原始荧光数据的处理，在导航栏“操作”中点击“导入

原始荧光数据”，选择第一个模块生成的 mat 格式的数据，后续步骤与导入校正

后的荧光数据相同。另外，保存图示的同时也将保存该图的原始数据，便于使用

者利用其它软件作图。 

 

 
图 11 三维荧光数据的平行因子分析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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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设置”中，数据的导入、输出、散射峰的消除/切割为第一部分，这一

部分功能的使用要求与上一界面基本一致。而后，进行 PARAFAC分析操作需从

三个步骤开展： 

（1）初步进行 PARAFAC 分析，并根据杠杆率等指标判定剔除的数据，开

展剔除数据后的分析。“PARAFAC 模型基本设置”主要对 PARAFAC 分析的载

荷约束值、收敛判定值、最大迭代次数进行设置；“组分设置即离散点删除”可

实施对 EEM 数据是否进行归一化、模型的组分数和离散点的剔除点进行设置，

组分输入的数以逗号间隔，离散数据编号也以逗号间隔。“提取模型”完成

PARAFAC的初步分析，“剔除数据”在剔除相关离散点后，对新 EEM数据进行

PARAFAC 分析，在无数据输入的情况下，“剔除数据”的结果与“提取模型”

一致。 

（2）优选和验证 PARAFAC 模型，主要是开展平方和误、核心一致性和分

半检验等前期模型的优选和校样工作，而后利用随机初始化分析获得最佳的模型。

优选模型的组分数一定要包含于上一步做 PARAFAC 分析中设置的组分数范围

内，一般在提取模型开展后才能进行“平方误和比较”、“核心一致性比较”和“分

半检验比较”；在输入最优组分（值唯一）后就可以对该组分模型进行随机初始

化的最优模型筛选。 

（3）将结果模型与用户模型或者模型库进行比较，以及利用模型库和用户

模型拟合导入的数据，获得数据的得分。本软件内置一个含 37个 PARAFAC模

型的数据库，默认情况下，通过“模型比对分析”和“模型拟合数据”可分别实

现与库模型的比对和拟合数据功能；当选择“用户模型”时，需导入 Excel(xls(x))

格式数据，含两个 sheet，其一名为 Ex Loadings，其二名为 Em Loadings，两个

sheet数据首列均为激发/发射波长，其他列为各组分的载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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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三维荧光数据的平行因子分析各操作关联及主要的输出图示和数据文件 

 

考虑到库模型中的模型各组分的波长范围为 200到 600 nm，间距为 1 nm，

在做模型拟合时，数据波长范围不宜超过模型库的范围，间距也不宜小于 1 nm，

否则可能会出现一些计算错误。 

“结果与信息”中，上部分显示图示结果，中部分的滑块和列表控件等对不同

的图示结果进行更新或者保存，保存图示时需要命名保存文件夹，以及选择“全

部图示”还是“当前图示”，默认的文件夹为当前日期。操作本界面的一些重要

提示在下部分的提示框内显示。本界面通过“保存数据”来保存所有数据，保存

数据文件夹命名为“结果_日期_时间”，相关数据文件见图 12；通过“上一模块”

来进入“三维荧光和吸收光谱数据初步分析界面”；通过“重置”复位界面上的

所有数据输入信息和结果输出信息。本界面上的操作也可以利用界面左上角的菜

单实现，每个操作也有对应的快捷键。其中“拓展”中有“导入 PARAFAC分析

结果数据”和“导入用户模型进入模型库”，前者可以通过导入结果数据

EEM_parafac_results_时间.mat 实现用本界面显示图示、保存图示等功能，后者

可指引到“EEM-PARAFAC模型导入模型库界面”，将在后续章节进行介绍。 

图 12给出了各控件之间的操作的先后关系、主要的图示输出和数据输出文

件。通过这一流程图可以实现完整的 PARAFAC分析，从数据的预处理（切割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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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峰、剔除离散点），到模型的验证和优选，再到模型的比对以及数据用其他模

型进行拟合等拓展应用。 

3.6 EEM-PARAFAC模型导入模型库界面 

 

 

图 13 EEM-PARAFAC模型导入模型库界面 

 

在三维荧光数据的平行因子分析界面的菜单栏中“拓展”可以进入

EEM-PARAFAC 模型导入模型库界面（图 13）。需导入 Excel(xls(x))格式数据，

含两个 sheet，其一名为 Ex Loadings，其二名为 Em Loadings，两个 sheet数据首

列均为激发/发射波长，其他列为各组分的载荷值，模型的数据可以在平行因子

分析界面保存的数据中找到，相关数据可以直接利用。导入数据后，需要输入参

考文献或者该模型的相关信息，在下面的列表中输入每个组分所代表的含义。通

过“保存数据”即可拓展模型库。 

3.7 工作路径、日志记录和案例数据 

在 efc软件可执行程序的主路径中会有“案例”、“结果”和“日志”等文档

（图 14），其中“案例”数据包含了“操作方法”部分所需的案例数据；“结果”

为数据结果所在的文件夹，实际操作时，可在界面中自定义存储用户数据结果的

文件夹；“日志文档”记录了每个界面提示框里的信息、主要功能运行的开始时

间以及部分错误提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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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工作路径及日志记录 

4. 操作方法  

4.1 软件安装与授权 

本软件包含有可执行程序 exe 版本和 pcode 版本。exe 版本无需计算机有

Matlab软件，但需要安装Matlab Compiler Runtime，由于本软件采用Matlab 2016b

开 发 完 成 ， 需 要 安 装 相 应 的 编 译 器 ， 即 Matlab Compiler Runtime 

(https://ww2.mathworks.cn/products/compiler/matlab-runtime.html）； 

若已安装 matlab的该版本，则可不安装编译器。pcode版本则需要完整的Matlab

软件。 

4.1.1 exe版本 

双击安装包（如下）。若电脑未安装Matlab 2016b或Matlab Compiler Runtime，

请双击安装包“efc install (MCR)_64bt.exe”；若已安装Matlab软件或上述版本编

译器，请双击安装包“efc install 64bt.exe”。目前，不提供 efc install (MCR)_64bt.exe

版本，仅提供 EFC v1.2.rar的解压包，解压后，点击 EFC v1.2.exe即可运行程序。 

 
双击安装包“efc install (MCR)_64bt.exe”后，会显示如下安装信息，在

MCRInstaller.exe完成提取后，出现安装Matlab Compiler Runtime 7.16的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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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Next”直到安装完成。 

 

 
 

与此同时，在安装包所在的路径会解压出如下几个文件或文件夹： 

 

如果系统没有自动成功安装 Matlab Compiler Runtime，可以双击

MCRInstaller.exe直到安装成功为止。 

双击 efc_v1.0.exe（或 v1.2版本），会弹出如下黑色窗口（对于部分 windows

系统），请勿关闭，因为该窗口主要是将 efc_v1..exe提交的任务给编译器进行运

算，同时显示可能存在的错误信息。右图即为 efc的主要功能列表界面，打开后

表明安装成功。对于未授权的版本，该模块功能键将无法点击。 

 

 

通过以上步骤，授权的 efc.exe已可以正常使用。 

4.1.2 pcode版本 

对于使用Matlab的用户来说，本软件也提供Matlab的 p文件代码，解压后

如图 15 所示。首先，将 efc_p 文件夹拷贝到 Matlab 的 toolbox 目录下；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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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Matlab的“File”里的“set path”将 efc_p文件夹及其子文件夹设置为工作

路径即可；最后，在Matlab的命令窗口（Command Window）输入 EFC即可打

开主功能列表界面。目前，提供的是 EFC v1.2p.rar的解压包，直接解压即可。 

 

图 15 pcode文件解压及目录下文件 

4.1.3 授权方式 

由于本软件为科学服务开发，考虑到开发成本和科学应用两方面，对于营利

单位，本软件会收取一定的费用，对于非营利机构，如高校，本软件采取合作使

用的模式。为了保护相关代码，本软件开发者会针对不同用户电脑相关硬件 ID

来定制用户产品，因此在申请使用前，用户需要提供电脑的硬件识别码，如下图，

在命令提示符（cmd）中键入“wmic diskdrive get SerialNumber”，“SerialNumber”

下方的字符串，键入“wmic cpu get processorid”，“ProcessorId”下方的字符串以

及作为电脑的唯一识别码。目前，软件处于公测阶段，自 2019.10.31，发布的 v1.2

版 本 软 件 的 授 权 使 用 时 间 为 200 天 ， 如 需 使 用 ， 请 与 开 发 者

（harveymylife@aliyun.com）联系。 

 



三维荧光数据转化、校正、识别、对比和计算软件（efc）V1.2 说明书                      第 17 页 

 
 

4.1.4 其他注意事项 

由于软件需要调用微软的Microsoft Excel COM端口用于生成 Excel等文档，

因此，务必保证电脑中安装有 Microsoft 公司的 Office 64 位软件，建议版本为

Office 2010 以上。另外，打开 Excel，在“文件”—>“选项”—> “加载项”

中保证如下图所示的“活动应用程序加载项”中类型为“COM 加载项”的应用

不多于 2个。 

 

如果超过 2个，请在界面左下角管理中选择“COM加载项”。 

 

点击“转到(G)…”，进入 COM加载项对话框，通过勾选，取消掉多于的 COM

加载项，点击确定即可。 

 

 

4.2 仪器数据转化分析  

对于仪器转化模块来说，将空白数据与样品数据对应是本模块工作的核心内

容。样品和空白两者数据必须具有相同的激发发射波长范围和间距，efc 虽然可

以单独进行空白和样品数据的转化，但是，还是建议样品和空白数据最好同时导

入模块。以下通过三个案例说明了样品与空白对应的不同操作方式：（1）所有的

样品对应于唯一一个空白；（2）一些样品对应一个空白，另外一些样品对应另一

个空白；（3）样品和空白数量一样，且一一对应。 

4.2.1 案例 1：样品对应唯一空白——以珀金埃尔默（Perkin-Elmer）LS 系列数
据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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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S 系列数据均在文件夹里，见图 5 所示，在整理数据时，按照“案例”—

—“M1-数据转化”——“2-LS55(sp)”中显示的方式，将空白和样品数据放在

各自的文件夹里。 

如图 16，本案例操作流程是： 

（1）选择“珀金埃尔默（LS55）”； 

（2）选择导入的数据为“EEM(3D)”； 

（3）导入样品数据、空白数据和数据输出路径； 

（4）设置 Ex起始为 250，终止为 500，间距为 5； 

（5）设置 Em起始为 280，终止为 550，间距为 0.5； 

（6）单击“运行”，进行转化； 

（7）信息模块显示样品及空白的对应方式。 

数据文件在输出路径里可以找到，一般命名为 EEM_dataset_时间。 

 

图 16 样品对应唯一空白操作流程 

 

4.2.2 案例 2：一些样品对应一个空白——以日立（Hitachi）F系列数据为例 

在整理数据时，按照“案例”——“M1-数据转化”——“1-F4500(txt)”中

显示的方式，即空白使用命名为“2-some-to-one”文件夹中的数据，空白和样品

放在各自的文件夹里，这里将考虑 EEM和拉曼谱两类数据的转化。大致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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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同 4.2.1，不同的是，（3）导入数据时，文件类型选择为“txt”时才能看到

txt的数据，前缀为 03L的样品对应空白后缀为 L，样品前缀为 03R1和 03R2对

应空白后缀 R1R2，样品前缀为 03R3、03R4和 03R12 对应空白后缀 R3R4R12；

（4）Ex起始、终止和间距分别为 200、450和 5；（5）Em起始、终止和间距分

别为 220、600和 2。需要按照 5.2.1中的步骤运行三次，得到三个数据结果，利

用（8）合并数据，实现数据的合并，相关结果见（7）中的显示，如图 17所示。 

 

图 17 一些样品对应一个空白关键操作流程 

 

对于珀金埃尔默（Perkin-Elmer）LS系列数据，如果不同的样品对应不同的

空白，则需要分开放置如图 18，对于其他仪器产生的数据类型则无需多个文件

夹，只需记住数据的对应关系，不过做如下的安排也更加清晰。 

 

图 18  珀金埃尔默（Perkin-Elmer）LS系列数据一些样品对应一个空白的数据

放置方式 

 

当做拉曼谱图转化的操作时，步骤基本参照 4.2.1，不同的是，（2）选择“拉

曼谱（2D）”；（3）Ex 起始为 350，（4）Em 起始、终止和间距分别为 365、450

和 0.2。 

4.2.3 案例 3：样品与空白一一对应——以日立（Hitachi）F系列数据为例 

在整理数据时，按照“案例”——“M1-数据转化”——“1-F4500(txt)”中

显示的方式，即空白使用命名为“3-one-to-one”文件夹中的数据，空白和样品

放在各自的文件夹里，这里仅考虑 EEM数据处理，拉曼谱与之类似。操作步骤

参考 4.2.1，不同的是导入样品和空白时，导入的数量是一致的，如图 19所示。 



三维荧光数据转化、校正、识别、对比和计算软件（efc）V1.2 说明书                      第 20 页 

 
 

 
图 19 样品与空白一一对应的结果 

4.3 三维荧光数据的校正 

三维荧光数据校正的一般性步骤如图 20，即： 

（1）导入原始数据，这里的数据来自上一模块，名称为 EEM_dataset_时间，

设置导出数据名称及路径； 

（2）选择标准化的方式，如果是共一谱图或者对应谱图，均需要导入拉曼

数据，对于“自动输入”，需要设置从 EEM 数据中获取的拉曼谱图的激发波长

特定值和发射波长范围； 

（3）选择是否进行光谱校正，如果进行校正，则需要导入校正因子数据； 

（4）设置波长范围及间距，一般会读取导入 EEM数据的波长范围和间距，

修改间距会出现插值的结果，要求设置波长范围不可超过数据中的波长范围，间

距控制在 0.1~5之间； 

（5）选择是否进行内滤效应校正，对于本软件，要求导入的吸收光谱在 254 

nm处的吸光系数小于 0.3，如果无法满足，校正数据仅供参考； 

（6）选择空白扣减的方式，不同方式见案例介绍； 

（7）选择是否进行硫酸喹啉校正，如果不进行硫酸喹啉校正，数据集中将

没有硫酸喹啉校正后的数据； 

（8）运行校正，会在信息框中显示校正的过程和校正花费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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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三维荧光数据校正的一般性流程 

4.3.1 案例 1：不做校正 

在导入数据（EEM_dataset_101500）和输出数据后，不做校正的界面设置如

图 20所示，所有的选择均选择第一个选项，对于拉曼标准化，激发波长特定值

一定要在原始数据中，不然会采用最近的特定激发波长，发射波长范围起始和终

止值如果不在原始数据中，efc 软件同样会采用范围内侧最近值。后续两个界面

的分析数据均来自本界面，如果数据已经在仪器中做了空白扣减、散射扣减、光

谱校正、内滤效应校正，可以采用本案例不做任何校正的方式输出数据，便于后

续分析。不做校正输出的 EEM单位为拉曼标准化单位（R.U.）。 

4.3.2 案例 2：简单校正 

当测定 EEM 时，如果既没有测定每个 EEM 对应的空白样品，也没有测定

每一个样品对应的硫酸喹啉斜率，同时也没有单独进行拉曼谱图的扫描，就可以

进行简单的校正。按照 4.3.1 中提到的流程操作，不同之处为：（2）选择“自动

输入”，参数默认；（3）选择“不做因子校正”；（5）选择“进行内滤效应校正”，

参数默认，数据文件为“M2-数据校正”-“UV-VIS.xlsx”；（6）选择“单谱手动”，

导入空白数据文件“M2-数据校正”-“WR2D_blanks2.xlsx”；（7）选择“进行单

斜率校正”，导入数据文件“M2-数据校正”-“QS Corr1.xlsx”。 

4.3.3 案例 3：严格校正 

严格按照本界面的理想设计，每一项都应该有实测数据，按照 4.3.2 的流程

进行操作，不同之处为：（2）选择“对应谱图”，参数默认，数据文件为“M2-

数据校正”-“WR2D_samples.xlsx”；（3）选择“进行因子校正”，数据文件为“M2-

数据校正”-“Spectra Corr factor.xlsx”；（5）选择“进行内滤效应校正”，参数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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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数据文件为“M2-数据校正”-“UV-VIS.xlsx”；（6）选择“多谱手动”，导

入 空 白 数 据 文 件分 别 是 EEM_dataset_101500 和“ M2-数据 校 正” -

“WR2D_blanks3.xlsx”；（7）选择“进行多斜率校正”，导入数据文件“M2-数据

校正”-“QS Corr2.xlsx”。 

4.4 吸收和荧光光谱指标的计算 

吸收和荧光光谱指标的计算过程按照图 21开展，即： 

（1）导入荧光数据和（或）吸收光谱数据； 

（2）勾选需要输出的吸收光谱指标； 

（3）对荧光光谱数据进行预处理，有“不消除”、“消除”或者“切割”3

种方式可供选择； 

（4）勾选需要输出的荧光光谱指标； 

（5）单击“运行”进行计算； 

（6）通过下拉选框或滑条，可以选择需要显示的 EEM等值线图和立体图，

单击“保存”，选择保存格式（png、bmp、emf、eps、jpg、pdf、tif、fig、ai 和

pcx等格式）。 

4.4.1 案例 1：指标的计算 

如果仅计算指标，可按照上述步骤（1）、（2）、（4）、（5）进行操作，在菜单

的“操作”中还有“吸收光谱指标全选”和“荧光光谱指标全选”等选项，可对

指标进行全部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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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吸收和荧光光谱指标的计算操作过程 

 

 
图 22 散射峰参数设置及切割后的图示 

4.4.2 案例 2：散射峰的消除 

为了得到最佳的切割或消除参数，通过调节步骤（ 3）参数设置

[x1,y1;x2,y2;x3,y3;x4,y4]后（x和 y分别表示沿着中心向上和向下切割区域），进

行步骤（5）和步骤（6），可以检查切割的是否合适，在反复重复上述步骤后可

得到最佳的参数组（图 22），该参数组可作为后一个界面 PARAFAC分析时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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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参数。 

4.4.3 案例 3：EEM图示的保存 

按照步骤（1）导入 EEM数据并设置导出路径后，通过步骤（6）中可以保

存当前图示或者全部图示。选择保存的格式中，一般 fig和 pdf格式的图比较清

晰，不过 fig 格式的图需要用 Matlab 打开； png 格式存储空间较小，清晰度也

较高；tif、bmp 格式存储空间均较大；ai格式可由 Adobe Illustrator、Photoshop

等软件打开。 

4.5 三维荧光的 PARAFAC分析 

efc软件对三维荧光的 PARAFAC分析，遵循图 19的基本思路，具体的操作

流程如图 23所示，即： 

（1）导入荧光数据，即来自数据校正界面的结果数据； 

（2）设置瑞利和拉曼散射峰前处理参数，这里的参数参考 4.4.3节进行确定，

也可以直接利用上一界面操作过程中得到的参数； 

（3）设置 PARAFAC 模型的基本参数，对拟合准确度要求不高时，可以增

大收敛判定的数值，如 1e-4，或者减少最大迭代次数，参数的意义和设定可参考

以上章节； 

（4）选择数据是否进行归一化处理，如“是”，则所有数据均会以信号的最

大值进行归一化处理； 

（5）在输入需要组分数的模型后，单击“提取模型”进行初步的 PARAFAC

分析，会有提示框提示任务是否完成； 

（6）通过初步分析的结果，判断需要剔除的样品编号，输入离散编号，单

击“剔除数据”，则进行剔除数据后的 PARAFAC 再次分析，会有提示框提示任

务是否完成； 

（7）单击“平方误和比较”，整理出不同模型平方误和方面的结果数据； 

（8）单击“核心一致性比较”，整理出不同模型核心一致性方面的结果数据； 

（9）单击“分半检验比较”，进行分半检验数据分选和分选数据的 PARAFAC

分析，得到分半检验方面的结果数据； 

（10）在通过上述检验分析后，可确定最优的模型组数，输入最优模型组数，

该值唯一，而后单击“随机初始化分析”，最后得到优化组分的模型以及利用该

模型计算出来的样品在该模型不同组分上的得分矩阵； 

（11）选择“用户模型”或者“模型库”来确定比对的参考对象，前者需要

导入相关数据，后者使用软件内置的含 37个模型的模型库数据，单击“模型组

分比对”可进行模型不同组分间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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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同（11）决定数据拟合的模型对象，单击“模型拟合数据”实现利用

已知模型拟合用户数据，得到用户数据在拟合模型各组分上的得分矩阵； 

（13）通过列表控件或者滑条显示不同输出结果，以及保存关心的图片； 

（14）单击“保存数据”实现对所有关键结果数据的保存，一般输出为 Excel

格式数据，总的计算过程数据在Mat格式数据中。 

（15）选择“拓展”中的“导入 PARAFAC 分析结果数据”，可以调用之前

的分析数据，显示结果，或者重新分析部分数据。 

 
图 23 三维荧光 PARAFAC分析的基本流程 

 

4.5.1 案例 1：完整的 PARAFAC分析 

完整的 PARAFAC分析包括数据切割、离散点剔除、核心一致性分析、平方

误和分析和分半检验分析，一般情况下需要通过分半检验，如果数据实在太少或

者数据的异质性大，则可以考虑用平方误和、解释变量和核心一致性等指标来选

择。实现完整 PARAFAC 分析的操作按照上述步骤的（1）到（10）结合（13）

进行，最后的数据输出按照步骤（14）。 

为了决定剔除的离散点，可以利用列表控件“提取模型”-“Ex、Em和样品

杠杆率（影响力）图”-“2~N”查看在组分不同的各模型中均比较离散的样点（图

30），本软件自带数据中潜在的离散点是 5、21、30、53 号；然后查看这几个离

散点的原始数据图（图 25）中，只有 5和 30号数据是有明显的测定问题，这几

个样点的数据需要重新测定，或者在本次分析中予以排除，而其他两个离散点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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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数据完好，只是存在一定的异质性。 

输入 5和 30剔除数据后，再进行平行因子分析和后续的优选和验证模型，

平方误和、核心一致性和分半检验的结果如图 26所示，最终确定模型为 3组分

模型；然后利用随机初始化分析对 3组分模型进行进一步的优选，保存数据即可

得到结果。 

 

图 24 组分不同（3、4、5、7）模型的杠杆率图 

 

 

图 25 离散点（5、21、30、53）的原始 EEM图 

 



三维荧光数据转化、校正、识别、对比和计算软件（efc）V1.2 说明书                      第 27 页 

 
 

 

图 26 平方和误、核心一致性和分半检验结果图 

4.5.2 案例 2：与文献模型的比对 

为了与文献模型比对，从而知道用户数据产生的模型的每个组分分别代表什

么类型的物质，在 4.5.1 的基础上，利用步骤（11）可实现，通过步骤（13）得

到比对的结果图示，如图 27所示。本数据模型第一组分与Williams 2010的第二

组分类似，相似系数达到 0.953，左下角给出了这种类型组分是什么样类型的物

质，是一种类腐殖酸，陆源性和生物难利用的有机质，比对组分的最大波长也显

示出来，用户模型为 Ex 310/Em 426，Williams 2010模型为 Ex 316/Em 418；看

等值线图，两个组分也十分的类似。 

 

图 27 模型比对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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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模型库拟合用户数的结果 

4.5.3 案例 3：用文献模型拟合数据 

如果需要用其他研究者的模型来拟合自己的数据，就需要数据拟合模型的模

块，通过操作步骤（12）可实现，通过步骤（13）显示，如图 34 所示。通过步

骤（14）得到的结果也部分显示于图 28。Murphy (2006)的误差（Err）、解释变

量（ExpVar）、平方误和和相对平方误和均较小，该模型拟合用户数据的效果是

最好的，图中拟合图与原始数据图之间的差别也较小。 

4.6 导入 PARAFAC模型入库 

导入 PARAFAC模型的基本步骤如下（图 29）： 

（1）导入 PARAFAC 模型数据，一般为三维荧光 PARAFAC 分析界面保存

的模型数据，如“提取模型_Model3.xlsx”，这些文件里包含名为“Ex Loadings”

和“Em_Loadings”的 Sheet，本界面使用的是这些数据。用户自定义的数据也需

要按照上述模型数据进行整理； 

（2）为了便于调用模型库时知晓导入对应模型参考的文献，这里需要进行

文献输入，如果没有文献，可以记录数据类型和介质等信息； 

（3）读取模型组分数量后，会要求填入每个组分代表的物质类型； 

（4）单击“保存数据”，模型库则被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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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导入 PARAFAC模型入库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