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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出气冷凝液收集检测技术研究 
 

概述：呼吸作为人体重要的生理过程,是人体内环境与外界交换物质的途径之一。呼出气体

中包含着大量人体新陈代谢的产物，各项研究表明呼出物的种类和浓度在一定程度上能反

映人体健康状态。通过检测呼出气中的标志物能及时诊断人体的健康状态,对疾病的发生、

发展过程进行监测,从而达到疾病预防的目的。国内外已找到肺癌细胞在代谢过程中释放的

特定化学物质会通过肺部气体交换存在于肺癌病人的呼出气中，可作为潜在的诊断标识物

应用于呼气检测早期肺癌。建立了体检人群中高危人群的呼出气体肺癌筛查平台，为高危

因素(如吸烟)对人体的危害及肺癌的发病找到相应的呼出气体标识物，用于肺癌一期预

防。  

呼出气组成成份比较复杂，主要包括以下集中物质： 

1. 人体呼出气在37OC的气体成份主要有：Water Vapor（水蒸气）, CO2, O2, N2, NO, CO

等 

2. 挥发性物质: VOCs（有机物）, linear aldehydes（乙醛类）, ammonia（氨类）, free 

radicals（自由基）等. 

3. 低度挥发性物质: products of peroxidation（氧化反应产物）, H2O2, 其他醛、脂肪酸、脂

质等  

4. 非挥发性物质: 金属离子、非金属离子、蛋白质、DNA、生物体气溶胶等 

 

结论：呼出气体中包含着大量人体新陈代谢的产物，各项研究表明呼出物的种类和浓度在

一定程度上能反映人体健康状态，其中包含呼吸道系统疾病的病理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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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呼出气中包含非挥发性物质？ 

                衬液水滴 

            

 

 

               呼吸道内衬液 

 

 

             呼出流量-压力增加 

  
 

 

压力，微小尺寸(< 10 微米)和高电荷使水

滴变成水蒸汽，因此水蒸汽里面包含非挥

发性物质。 

 

 

呼出气是一种生物气溶胶 

（ (包括细菌、真菌、病毒等微生物粒子)和活性

粒子(花粉、孢子等)以及由有生命活性的机体所

释放到空气中的各种质粒被统称为生物气溶胶） 

 

呼吸道内衬液包含来自生物体释放物质，

如气道细胞 

以 CO2 流量图解法为例 

呼出气分成三相，曲线的改变基于以下三

点： 

（1） 生物标志物的化学物理特性 

（2） 内源与外源特性 

（3） 气道的起源与沉降 

 

呼气时程： 

纯死腔气体-混合气体-纯肺泡内气体 

呼出气的气相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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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呼出气冷凝液（EBC） 

呼出气冷凝液的英文Exhaled Breath Condensate，简称EBC，在专用的呼

出气收集装置的辅助下通过低温将呼出气冷凝成液体，这种经过冷凝后

的水蒸汽便是呼出气冷凝液 。 

呼出气冷凝液主要组成部分是水，不过冷凝液的组成成份包含了所有的

挥发性与非挥发性物质，与呼出气体的组成部分一致。 

呼出气冷凝液（EBC）生成机制 

 

人体呼出的气体一般是水蒸汽与其他物质，呼出气中的水蒸气在管道中受冷凝结成小水点

或小冰晶，小水点或小冰晶相互碰撞、并合，变得越来越大，大到空气托不住的时候便会

滴落下来，当温度高于0℃时，便是雨，就是冷凝液态水滴。 

下图表明：温度降得越低时，液体收集效率大，而非挥发性物质收集效率改变不明显。 

   

 液体收集图 非挥发性物质收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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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出气冷凝液（EBC）最佳收集温度？ 

过度降低呼出气收集的温度，导致采集液体容积增加，液体容积增加水稀释冷凝液中的低

挥发和非挥发性物质。 

注：呼出气冷凝中几乎所有的生物标志物都在这个范围内（挥发性和非挥发性物质）。 

Tourbo 14呼出气冷凝液收集装置经过反复验证，作为最有效能检测冷液中的生物标志物的

收集温度是-5℃，最低温度可达-10.5℃，满足特殊客户的低温收集要求。 

 

呼出气冷凝液（EBC）收集过程中如何避免污染 

专业的冷凝液收集装置的收集管应该具备如下几个特点： 

l 唾液截流装置:收集管的管路部分应该配备一个唾液收集槽:目的只让呼出气送达冷凝

器的收集管中。 

l 单向阀滤膜装置:外部环境空气不能去到收集管里面，保证收集到原始的人体呼出气

样本。 

l 收集管应该是一次性的，材质不能释放某些危险性化合物，避免破坏冷凝液中的生物

分子(如某些蛋白质)。 

l EBC应该保持一个液相，部分液体/冰样本反复解冻会损害一些分子(如高活性化合物

和白细胞介素)。 

 

收集过程中对受试者的要求 

l 患者在EBC收集前的一小时内不能吃或喝任何东西。 

l 受试者在收集期间需要保持一个恒定的潮汐呼吸，喉舌与吹嘴保持一个完整的密封空

间。 

l 收集前，受试者的唾液需要预先去除，口腔用纯净水漱口（保持5分钟／次）。 

l 满足正常样品收集量，保持连续收集10-1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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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rbo 14呼出气冷凝液收集装置的先进性 

 
    呼出气冷凝液（Exhaled Breath Condensate,EBC）与血液、汗液、尿液、唾液一样是检

测呼吸系统的炎症因子的重要标本来源，其中包含大量的物质。呼吸道内衬液中含有大量

挥发性和非挥发性的物质，这些物质的变化可反映氧化损伤和炎症反应等呼吸道内环境的

变化，从而用于检测疾病的变化。EBC收集可用于检查条件在肺自身或监测现有的强化治

疗患者的病情，使用药物，使用期间和之后，目的是验证疗效。呼出气冷凝液（EBC）是

一种检测呼吸道生化成分的最新技术，又称为生化肺功能。因其具有安全、无创、收集简

单、可多次重复等优点而受到广泛关注。意大利Medivac推出的Turbo呼出气冷凝液收集系

统正好满足了各自个性化的EBC采集要求。 

    意大利Medivac在2015年推出最新的便携式Turbo 14呼出气冷凝液收集系统已经在欧洲

地区市场已有大部分相关科研工作者在使用，2016年12月起广州佰途生物科技（Biotube 

Biotech）与意大利Medivac达成协议，将Turbo 14引进中国，正式成为意大利Medivac及其

他产品的中国区独家总代理，Medivac的Turbo呼出气冷凝液收集系统是一个自带的热电制

冷凝装置，它不需要任何外部冷却源，无论是在专门的实验室还是在家里或工厂，亦或是

在户外，只要有电源便可操作，没有任何时间和功能的限制，系统操作简易快捷，无需任

何专业人员使用或操作。 

系统的默认采样温度设置为- 5.5°C（23°F），通过数字显示在系统的侧面。用户可根

据自己的实验要求去调整采样冷凝温度，最低可调范围0°到-10.5°C（32°和13°F）。在收集

过程中因为不同的标记物的物理特点，采样的温度可调可控性显得尤为重要，因为要收集

呼出气的冷凝液各种不同物质和采样温度有特别的关联。Turbo呼出气冷凝液收集系统可以

通过串联或并联连接，允许用户收集了两个相同的样品，满足具有自主呼吸患者和机械通

气患者呼出气冷凝液收集（连接到呼吸机管路）。呼出气冷凝液附带多种收集管耗材，由

吹嘴、唾液截流部分，单向阀过滤膜、离心收集管部分组成，具有方便快捷组装，防止唾

液、外部坏境污染等特点，满足挥发性物质和非挥发性物质的个性化收集优点。 

对比其他品牌，Turbo 14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l 冷却方式不同，Turbo 14采用目前先进性的热电制冷装置，不需要任何的外部冷

却源，无论是在专门的实验室还是在家里或者是工厂，亦或是在户外，只要有电

源便可操作，没有任何时间和功能的限制，系统操作简易快捷，无需任何专业人

员使用或操作。其他品牌的大多采用铝管放置于冰箱进行冷冻后才能对收集进行

冷却，这种方法冷凝效率低，温度不可控，户外收集也难于实现，铝管冷凝方式

不能对样品的进行精确收集，如肺泡深处代谢物需要在-10°C才能有效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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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采集温度可控性不同，Turbo14通过面板温控装置，可以进行任何温度的控制，

温度最低可达-10.5o,冷凝器将最大效率收集温度默认设置为-5.5°C，这个温度可

以测量最佳的 EBC的生物标志物的含量。其他品牌RTube是因为采用冰箱预冷式

冷凝方式，无法对对收集的温度进行有效稳定的控制。 

l 使用场地便利性，Turbo 14体积小，易于便携，可用于任何场地，对研究的范围

拓展具有更好的适应性。 

主要技术参数： 

（1） 主要用于自主呼吸患者的呼出气冷凝收集； 

（2） 冷凝方式：通过热电制冷装置； 

（3） 冷凝器具有便携性，在家里或者是工厂，亦或是在户外，整机重量小于4kg； 

（4） 面板控制温度，温度范围： 0°到-10.5°C(32°和13°F)； 

（5） 可扩展多个冷凝器可实现串联和并联连接，适用于自主与机械辅助通气的呼 

出气收集； 

（6） 可扩展专用于收集挥发性有机物的收集； 

（7） 冷凝器运行功率为60W，12V输出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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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出气冷凝液物质收集检测指南案例 

信息：PH 值检测指南 

PH 测定收集：呼出气冷凝液可以常规方法收集。收集系统的特别准备工作并不是必要的，

尽管专用设备可能是有效的（见下文）。每分钟通气量并不影响除氧的呼出气冷凝液的 PH

值，虽然 PH 测量值可能与是否除氧相关。我们建议将冷却套储存在-18℃到 10℃之间的采

集温度，直到立即使用之前。请注意：过滤器的选用并不影响 PH 值的测量。 

我们建议 PH 值测量前除氧。氩（约 300 毫升/分钟），通入约 200-600 微升到呼出气冷凝

液，大约 8 分钟，一般得到的是令人满意的完全稳定的 PH 值。我们甚至建议在除氧过程中

或之后，特别是呼出气冷凝液还在氩中时，立即测量 PH 值。氩气比空气重，所以往往用作

防止快速从大气中吸收二氧化碳的防护罩（二氧化碳会使得呼出气冷凝液酸化）。除氧测量

有助于确保读数的稳定性。注意当呼出气冷凝液 PH 值在除氧前小于 5.5 左右，在除氧过程

中是不大可能改变很多的。当 PH 值为 6.5 以上，除氧将可能引起 PH 值大幅上升，进入到

从中到高再到 7 的 PH 值范围。就所有对呼出气冷凝液的检测来说，我们对什么接触到了样

品非常谨慎，尽管 PH 值是稳定的，似乎并没有受到实验室错误的严重影响。 

 

注意：如果你想使用一个非除氧的样品通过呼出气冷凝液研究多种生物标志物；在对样品

进行除氧并测量 PH 值之前，简单的将呼出气冷凝液等分到一个微型离心管。 

 

测 PH 需要的储存：不需要特殊条件。我们用 DECCS 14 ST 收集管可拆卸离心管直到进行

检测。我们倾向于将样品冷冻在-20℃~-80℃之间，但是已发现有样品在室温下存储多年后

进行 PH 检测，能呈现出卓越的可重复性。 

 

信息：氨的测定指南 

氨测定：大部分被困在呼出气冷凝液的氨来自上呼吸道。我们相信急性哮喘患者的呼出气

冷凝液中的氨含量如此低的原因是因为患者本人的通气道衬液酸化，因此俘获氨（或许促进

扩散进入血液）。氨作为一个非常敏感和容易衡量的呼出气冷凝液指标，但在健康的受试者

身上有着显著的变化。（然而急性哮喘患者的变化最小，所有急性哮喘患者的氨值都非常低，

甚至检测不到氨水平）目前还没有与呼出气冷凝液中氨的稳定性相关的严谨的研究案例，但

是广泛的实践经验表明，呼出气凝液中的氨浓度在室温下至少能稳定保存数周，在-20℃的

情况下能稳定保存数年。呼出气凝液中的氨浓度在除氧过程中会上升几个百分比，可能是因

为水分从呼出气冷凝液中蒸发的缘故。氨具有一个潜在的优势，它可以在未经处理的样品中

用简单的商用比色试纸被测量。该测量完全可以由个体主体在家完成，但是，在实验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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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使用一种来自 Sigma 的商业的光谱光度氨测量设备。我们已经修改了这一商业分析，使

得测量的速度更快，使用的样品和试剂更少。我们可以按要求提供该修改的说明。 

 

信息：硝酸盐和亚硝酸盐的测定指南 

硝酸盐和亚硝酸盐的收集：当研究硝酸盐或亚硝酸盐离子时，呼出气冷凝液的收集、存储

和分析需要用到严谨的技术。硝酸盐和亚硝酸盐是无处不在的实验室污染物，每一处潮湿的

地表都有携带。人的指尖这些离子也非常丰富。通过覆盖保护实验室表面是不够的，因为硝

酸盐和亚硝酸盐由一氧化氮（NO）氧化形成，并且几乎在所有的实验室和诊所、尤其是呼

吸门诊，都有一定浓度的存在。NO 也能穿过塑料覆盖物。在乳胶手套的表面可能有非常高

水平的氮氧化物。微型离心管和其他检测管总是被氮氧化物大大污染。 

 

对我们来说从收集系统和存储容器中消除呼出气冷凝液里的一些氮氧化物污染似乎非常困

难。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特别是亚硝酸盐，因为亚硝酸盐是在低到亚微摩尔的范围内在呼

出气凝液里被发现的，因此，虽然污染不可避免，但是可以从主体覆盖该信号。此外，亚硝

酸盐在水溶液中会氧化成硝酸盐（例如，使用过氧化氢作为氧化剂）或转化为 NO（通过质

子化并在分解亚硝酸过程中不释放）。这些过程可以降低样品在存储过程中的亚硝酸盐的水

平。 

由于这些问题，我们提出以下建议，关于呼出气凝液收集中的氮氧化物： 

1、 注意不要让手指碰到任何会与呼出气凝液接触的表面，比如离心管端盖的内侧。在处

理任何可能与冷凝物接触的表面时，我们建议您戴上手套，然后用去离子水冲洗戴着

手套的手。更可取地，使用经过制造商预冲洗并含有低萃取离子的手套，这些手套通过

研究供应目录已随时可得。 

2、 我们强烈主张在使用前尽快用蒸馏水或者去离子水冲洗 DECCS 14 ST 收集管，如果你

正在计划对氮氧化物进行检测。一个简单的冲洗，消除了几乎所有可能从环境污染中

呈现的亚硝酸盐和硝酸盐。我们有一个可行的冲洗和干燥 Rtube 接触冷凝液的组件的

有效方法。详情请联系我们。 

3、 研究氮氧化物时，我们建议完成收集后尽快塞住 DECCS 14 ST 并移除呼出气凝液样品

（最好在数小时之内），并且将呼出气凝液样品放置在经去离子水预冲洗再经空气强制

干燥的聚丙烯离心管内。 

 

 

亚硝酸盐测定：我们建议采集完成后尽快对亚硝酸盐进行检测。质子化会造成亚硝酸盐的

损失，使得呼出气凝液发生最积极的酸化反应（比如已发现的急性哮喘、囊性纤维化、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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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阻塞性肺病、支气管扩张以及普通感冒后不久）。因此，亚硝酸盐会从呼出气凝液中快速

损失（几天之内），也就是病人最不舒服的时候。此外，亚硝酸盐初始含量越高，亚硝酸盐

损失也越快。鉴于患病病人的呼出气凝液中的亚硝酸盐含量是最高的——同时呼出气凝液

的 PH 值是最低的，如果不立即进行检测，在这些患者中可能看到的实质性差异往往是不

确定的。 

 

总的来说，我们建议在 48 小时内进行亚硝酸盐检测，如果可能的话，将样品冷冻在-80℃

储存直到检测。有一种可能性，部分探讨解决亚硝酸盐的损失，将呼出气凝液以 100 微升

等分到微型离心机，并在采集完成后立即加入 1-2 微升的氢氧化钠。其次，要谨慎，所使

用的氢氧化钠没有被其所保存的容器中浸取出的亚硝酸盐污染。亚硝酸盐可以通过格里斯

反应检测，经过精心优化和谨慎操作，能将检测精确到约 500 纳摩尔。不幸的是，这使得

该检测的最低范围正好是健康人的亚硝酸盐水平。同时，这样的优化需要大量的样本。（通

常 300 微升或更多） 

 

还有检测方法。利用化学发光的氮氧化物检测。呼出气凝液中的亚硝酸盐会因为碘化钾而

减少并且会影响氮氧化物的产量。亚硝酸盐检测会重复在一个纳摩尔范围，并只需要 10

微升的样品。另外，离子色谱法已被报道，对呼出气凝液中的亚硝酸盐测量是非常有效

的。 

 

硝酸盐测定：硝酸盐通常被作为总氮氧化物 (NOx)测量。我们首先要求，为使得氮氧化物

的检测结果更清楚，报告为总氮氧化物或硝酸盐+亚硝酸盐，或硝酸盐的本身。硝酸盐在

储存过程中不会出现不稳定的情况，虽然在储存过程中，硝酸盐水平会随着亚硝酸盐的氧

化而轻微升高。 

尽管如此，因为存储容器可能会滤出氮氧化物，我们建议尽快处理样品。 

 

一种改进的格里斯反应方法是通常先用大肠杆菌的硝酸还原酶对样品进行处理，然后通过

格里斯反应对随后产生的亚硝酸盐进行量化。因此，这个检测量化亚硝酸盐+硝酸盐；这

种反应需要大量的呼出气凝液，且亚硝酸盐必须随后测定并从最初的亚硝酸盐+硝酸盐测

定的结果中减去。 

 

样品可以在使用氯化钒将亚硝酸盐和硝酸盐还原成总氮氧化物（和低分子量的亚硝基硫

醇）后通过化学发光测定。这种检测只需要 10-30 微升的样品，但是却能测定出总氮氧化

物水平。亚硝酸盐和亚硝基硫醇的检测应随后进行，以到达具体量化硝酸盐浓度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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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建议慎用氯化钒（这是有毒的），主要原因是实验室的氮氧化物污染问题。把呼出气凝

液样品添加到检测室所使用的针头将由强大的钒还原剂还原，并能够产生引人注目的氮氧

化物信号，只要你够谨慎并且速度不是太快。 

 

我们想要强烈重申，这些问题中的一些甚至全部问题都几乎肯定是与呼出气凝液中氮氧化

物的测定工作相关的。 

 

 

信息：半胱氨酰白三烯测定指南 

半胱氨酰白三烯的收集：我们没有确定任何特殊的收集关注，如果你研究的对象是胱氨

酸。然而，反复冷冻解冻会降低胱氨酸稳定性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这也不是十分确定。

如果这是一个问题，然后在 0℃或更高的气温下收集呼出气凝液能优化其稳定，就像在

0℃以下一样。没有空气流动的情况下，呼出气凝液将会被冷凝器不断地冻结，在呼出温

暖的空气穿过冷凝器期间解冻。我们并没有严格地研究这些问题。 

 

半胱氨酰白三烯的检测：这个试验的困难，我们相信，是大多数人使用的商业用酶联免疫

吸附试验中存在的准确性和重复性的问题。最近，半胱氨酰白三烯的检测标准似乎被提高

了，质谱检测提供了一个更准确的，但不太常用的方法，可用以证实酶联免疫吸附试验的

结果。我们紧跟着最近的趋势来报告这些酶联免疫吸附试验的结果为“半胱氨酰白三烯样

免疫反应”，接受酶联免疫吸附测定可能不对在呼出气凝液检测中具有高的特异性。 

 

 

呼出气冷凝液临床研究案例 

1. 呼出气冷凝液中 LTB4 和 CCL11 水平与儿童哮喘研究 

样本收集：采用意大利 Turbo14 在-5.50 的冷凝器中采集。 

标本检测：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nzyme- linked immunoadsordent assay，ELISA) 对 EBC 中 LTB4 和 

CCL11 进行检测。2 种 ELISA 试剂盒均采购 

于(LTB4 的敏感性为 5.63pg/ml， 检测范围 11.7~3 000.0 pg/ml;CCL11 的敏感性为 0.41 

pg/ml，检测范围 0.41~300.00 pg/ml)。检测过程 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操作。 

统计学方法 

数据分析采用 SPSS 20.0 统计软件，计量资料以 均数±标准差(x±s)表示，用方差分析，两

两比较用 SNK-q 检验，P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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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急性呼吸窘迫众合蒸患者呼出气冷凝液中的 VEGF_A 及 8-ISOPG 检测的临床意义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nzyme- linked immunoadsordent assay，ELISA) 对 EBC 中 VEGF_A

及 8-ISOPG 进行检测。 

 

3.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呼出气冷凝液 IL-17、 IL-10、8-iso-PG 的测定及临床意义 

采用意大利 turbo14 呼出气冷凝器串联在呼吸机管道呼气端 〔6〕，收集 20 min，可收集 

EBC 标本量约 2ml。正常对照组经口自主呼吸收集。环境稳定控制在温度 20 ~ 25 °C 、湿

度 45 % ~ 50 % 。 所有待测本 - 70°C 低温保存 。 采用 ELISA 法测定 VEGF-A、8-isoPG 

浓 度 ，严格按照说明书进行操作。 

 

4.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呼出气冷凝液中白三烯 B4 与肿瘤坏死因子 α 检测的临床意义 

采集标本前受试者漱口清洁口腔，禁食含亚硝酸盐 / 硝酸盐的食品或药 品，在冷凝液收集

前 10 min，不做用力肺活量、时间 肺活量和最大通气量检查。在温度 18 - 25°C 、湿度 

51 - 75 度的睡眠呼吸监测室内，首先将收集器预冷 20 min，研究对象常规戴鼻夹，通过咬

口器做平静 呼吸，呼出气经冷凝装置，收集 20 - 30 min 呼出气 中的冷凝物，融化后用移

液吸管移至收藏管内再放 

                                                                                          

入低温冰箱( - 70°C ) 保存待测。用酶联免疫法测 定 EBC 中 LTB4 与 TNF-α 水平。试剂

盒均购自 RapidBio 公司，严格按照说明书操作。 

 

 

呼出气检测设备概述 

 

u 复杂混合气体检测技术与设备 

    复杂混合气体的检测能为呼出气疾病标识物的发现和 临床诊断效果的验证提供有效的

手段，是呼出气代谢组学 研究的重要技术支撑。目前检测呼出气中成分的方法主要 是基于

气相色谱的分离技术和质谱检测技术等。主要的检 测设备有:气相色谱 - 质谱联用仪(GC-

MS)、气相色谱 - 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GC-FID)、气相色谱 - 离子迁移 谱仪(GC-IMS)[5]、

选择性离子流管质谱检测仪(SIFT- MS)[6]、离子分子质谱检测仪(IMR-MS)[7]、质子转移反 应

质谱检测仪(PTR-MS)[8] 等。 

1.1 气相色谱 

    气相色谱(Gas Chromatography，GC)检测方法已达 到皮克以下的检测下限，且具有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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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比拟的分离速度和极 少的样品量等优点，因而成为分析化学领域中应用最为广 泛的方

法。气相色谱以惰性气体作为流动相携带样品混合 物流过色谱柱，色谱柱中涂覆固定相物

质。样品与固定相 发生作用，在同一推动力下，不同组分在固定相中滞留的时间不同，依

次从固定相中流出。如果色谱柱中涂覆非极 性材料(比如硅氧烷)，则样品中的混合物是根据

其组分的 沸点进行分离 ;若涂覆极性材料则是根据组分的极性进行分离。 

    色谱作为一种分离技术必须联合其他的检测系统才能 对各组分进行定量检测。气相色

谱  - 质 谱 联 用 (GC-MS) 设 备 是 检 测 呼 出 气 中 挥 发 性 有 机 化 合 物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VOCs)最常用的仪器。GC-MS 不仅是一种 定性检测的重要方法，更可以用于

定量检测，一般使用电 子电离源(Electron Ionization，EI)作为电离手段。在 70 eV 条件下

轰击检测分子，产生有规律的断裂碎片，用于解析 化合物结构，同时对检测未知物质情况，

可以检索谱库。 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Flame Ionization Detector，FID)是毛细管色谱仪中最

常用的检测器。其原理是将有机物在氢 气和氧气燃烧的火焰下高温电离，然后在高压电场

的定向 作用下，形成离子流产生电信号用于定量检测。因 GC-FID 对有机化合物有高灵敏

度、宽线性响应范围、低噪声等特 点而成为烃类化合物的专用检测仪器。离子迁移谱技术 

(IMS)工作原理是根据离子在标准大气压下的电场中迁移 率的不同进行分离。GC-IMS 的联

用使混合物经过 GC 分离 后，以单个组分的形式进入到 IMS 反应区和电离区被电离 成离

子的状态，离子在迁移区进行二次分离后到达法拉第 盘被检测。这种联用手段能够提高检

测的准确度。 

1.2 质谱检测 

    质谱检测技术(MS)是依据离子质荷比(质量 - 电荷 比，m/z)来检测。其检测过程是使

样品在离子源被电离成 不同荷质比的离子，离子经加速电场形成离子束后进入质 量分析

器，因电场和磁场的作用发生相反的速度色散，被 聚焦而得到质谱图，从而确定其质量。

由检测过程可知， 质谱检测技术包涵电离技术、分析器技术、检测器技术等。 目前主要有

4 种软电离技术:等离子体解吸(PD-MS)、 快原子轰击(FAB)、电喷雾(ESI)和基质辅助激 光解

吸 / 电离(MALDI)。随着科技的进步，这 4 种 电离技术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在商品仪器

中使用最广泛 的质量分析器有扇形磁场、飞行时间质量分析器、四极杆 质量分析器、四极

杆离子阱和离子回旋共振质量分析器。 对于检测器技术而言，质谱有很多种检测器，其中

电子倍 增管及其阵列、离子计数器、感应电荷检测器、法拉第收 集器等是比较常见的检测

器。 

    选择性离子流管质谱检测(SIFT-MS)是一种将初始 离子(比如 H O+、NO+、O + 等)和

由载气导入的痕量气体在一定时间内进行化学电离的技术。由于所使用的初始离 子和大多

数痕量气体的分子可进行快速反应，因此，该检 测仪器可以用于呼吸的实时在线检测，而

且即使是虚弱的 病人也可以进行该仪器的呼吸检测。质子转移反应质谱检 测(PTR-MS)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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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SIFT-MS 技术上发展起来的技术，该 技术也可以用于在线检测。它通常采用 H3O+ 作

为初始离子， 通过与有机物分子的质子转移反应生成准分子离子，然后 利用质谱检测技术

来确定有机物的绝对浓度。除此之外， 质谱检测技术还发展了离子分子质谱检测仪(IMR-

MS)、 多质子吸收激光诱导解离质谱(REMPI-MS)、单光子 电离质谱(SPI-MS)等。 

 

u 特定标识物的检测技术与设备 

上述对于复杂气体检测的技术与设备由于体积庞大， 单样品分析时间长，分析成本高等缺

点，不利于对某些特 定疾病标识物进行快速检测，因此根据临床快速检测的需求，往往需

要开发成本低、分析快、疾病指标明确的呼出 气检测技术和设备。基于传感器技术的检测

设备能对单一 或者特定几种呼气标识物进行快速有效、低成本检测，以 符合临床应用需求。 

2.1 电子鼻检测技术 

电子鼻检测技术是基于传感器的检测技术，目前用于 检测呼出气的传感器有半导体金属氧

化物(MOS)气体传 感器、声表面波(SAW)传感器、石英晶体微天平(QCM) 传感器、纳米金颗

粒电阻式传感器、色度传感器等。利用 传感器进行检测具有快速、简便、低成本等特点。 

2.1.1 MOS 气体传感器 

MOS 传感器在检测小分子质量的挥发性有机物时结果 

显著，比如检测氨气、丙酮、乙醇、甲醇、异戊二烯等 。 MOS 有多种不同的器件类型，

如表面电阻控制型气敏器件、 烧结型气敏器件和体电阻控制型气敏器件等。在某些电子 鼻

的设计中采用的 TGS 或者 MQ 系列金属氧化物半导体气 体传感器都是以 SnO2(Tin 

Dioxide)作为敏感材料，并以 厚膜工艺加工制造而成的。 

2.1.2 基于压电材料的气体传感器 

SAW 传感器 [21] 和 QCM 传感器都属于质量敏感型压电传感器，可用于检测大分子质量

的挥发性有机物。但 由于 SAW 的基频可以达到 GHZ 的水平，远大于 QCM 的 几十 

MHz，所以 SAW 传感器比 QCM 传感器的检测下限 更低，更为灵敏。其次不管是 SAW 

还是 QCM，其本身对 气体不具有选择性，需要依赖于表面涂覆物质的性质来表 示选择性。 

2.1.3 纳米金颗粒电阻式传感器 

纳米金颗粒电阻式传感器的工作原理是在不同气体环境中传感器的电阻特性会发生改变 

[23]。由于其在叉指之间 沉积的纳米金颗粒中的金属物质提供电导，而金属表面的 不导电

有机配体则提供与有机气体分子结合的位点，故其 选择性可以通过调整有机配体或者官能

团来实现与待检测 特异性气体的结合。 

2.1.4 色度传感器  

与传统的检测电信号的传感器不同的是，色度传感器通过检测光的特性来确定物质 [24]。其

原理是当基底上的敏 感材料与化学物质结合时发生颜色的变化，通过进行前后 对比其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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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种类、深浅度等来确定物质类别。这样不仅 可以省略传统传感器后续的复杂电路，更使

测量结果直 观易懂。同时为了提高传感器的灵敏度，以上所列的传感器基 本都是以传感器

阵列的形式集成在同一芯片上对呼出气进 行检测，通过对传感器阵列测得的混合气体物质

信号进行 解码分析得到物质成分及其浓度。这种采用模式识别进行 信号处理的方法被形

象地称为“电子鼻”。基于传感器检测技术研发的电子鼻是一种快速检测的新型设备。与 

传统的 GC-MS 检测相比虽然检测物的范围受限于传感器 类型的选择，但是检测时间和检

测速度方面均有较大提升。  

2.2 基于光学原理的呼吸检测技术与设备 

    激光光谱技术是一种可以检测超低浓度的高分辨率检 测技术。其检测过程是以激光作

为光源，将待检测物注入 光腔中，当激光通过光腔会被特定物质所吸收，于是在检 测器端

通过检测激光被吸收的量来确定物质的浓度。 相比于传统的检测方法，其优势不仅在于可

以进行实时检 测，而且可以省去检测样品进行类似离子化的处理过程。 

    基于激光光谱技术发展起来的技术包括腔衰荡光谱 (Cavity Ring-Down Spectroscopy，

CRDS)技术 [29]、腔增强 光谱(Cavity-Enhanced Spectroscopy，CES)技术 、腔漏 光 谱

(Cavity Leak-out Spectrometer ， CLS) 技  术 ，  法 拉 第 调 制 光 谱 (Faraday Modulation 

Spectroscopy，FMS)技术  等。由于目前的激光光谱检测系统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目前还难

以广泛应用于临床研究。但仍有不少研究使用激光 光谱技术检测呼出物中的氨气、乙烷、

甲醛、乙醛、氮氧化合物等 。由于其具有高光谱分辨率、高时间分辨率、 高空间分辨率、

高激发选择性、高分析灵敏度以及测试效 率等优点，激光光谱学技术拥有巨大的潜力。在

未来的发 展中，该技术一定会是呼气检测的重要手段之一。 

u 呼出气中冷凝物的检测设备 

   呼出物的检测除了直接对气体进行检测，还有针对呼出气体冷凝物(Exhaled Breath 

Condensate，EBC)的检测。 研究发现，气道黏膜液、相对分子质量较小的蛋白质和挥 发性

物质会在安静的呼吸中一起被呼出，所以 EBC 中含有微量蛋白质、DNA、MicroRNA[40] 等 

物质，而这些物质也能一定程度的反映人体的健康状态。所以近些年国内外也掀起一股 

EBCs 检测研究的热潮。 

3.1 EBCs 的检测技术和设备 

    对于检测 EBC 中的蛋白质，采用多是基于标记免疫分 析技术，包括放射性免疫分析

(RIA)法、酶免疫分 析(EIA)法[、化学发光免疫分析(CLIA)法  以 及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

(TRFIA)法。RIA 的原理是使放射性标记抗原和未标记抗原(待测 物)与不足量的特异性抗体

竞争性地结合，反应后分离并 测量放射性，从而求得未标记抗原的量。虽然 RIA 操作简 便、

成本低，但其具有放射性污染问题。为了解决放射性 的问题，EIA、CLIA 等技术发展起来

并得到广泛的应用。 EIA 是一种非放射性标记免疫分析技术，以酶标记抗原或 抗体作为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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踪物，由高活性的酶催化底物显色或发光，达 到定量分析的目的。EIA 不仅操作简便，不

污染环境，而 且酶标记物十分稳定，有效期长，所以应用范围广泛。其中， 酶联免疫吸附

测定法(ELISA)[54] 是 EIA 的主要方法之一。 同样的，CLIA 也是一种非放射性标记免疫分

析技术，包涵 免疫反应系统和化学发光系统。其原理是用化学发光剂直 接标记抗原或抗体，

标记后的抗原与抗体经免疫反应后加 入起动发光的试剂，通过检测光强度来检测待测物的

含量。 化学发光酶免疫(CLEIA)分析、增强发光酶免疫(ELEIA) 分析等都是对 CLIA 技术的发

展。此外，CLIA 的自动化检 测的实现也极大地提高了检测效率，降低了人为误差。虽 然 

EIA 和 CLIA 不具有放射性问题，但其灵敏度不能够同 RIA 匹敌。为解决这个问题，TRFIA 

应运而生，它也是一 种非放射性免疫技术且其灵敏度可以与 RIA 媲美。TRFIA 用镧系金属

离子(比如 Eu3+、Tb3+ 和 Sm3+)作为示踪物标 记抗原或抗体，然后与其螯合剂、增强液

一起经过免疫反 应后，用时间分辨荧光仪测定最后产物中的荧光强度，根 据荧光强度和相

对荧光强度比值，确定待测物的浓度。与 CLIA 一样，TRFIA 也实现了自动化的检测。除了

这 4 种 基本的标记免疫方法，还有报道采用液相色谱质谱(LC- MS)、基于场效应晶体管

(FET)的生物传感器 、双 色荧光的量子点 、基于乐辅波声表面波的免疫传感器等方法进行

蛋白质的检测。 

此外，对于检测 EBC 中的 DNA 采用的多为 PCR 扩 增联合基因检测技术。而 

MicroRNA 的扩增技术有逆转录 PCR 技术 、RNA 印迹法 、RNA 原位杂交  等，其 检测

技术有单分子测序 、表面增强拉曼光谱、表面等 离子体共振光谱、纳米机械传感以及单银

纳米颗粒 计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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