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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检测在食管-胃肠恶性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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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VOCs)作为人类呼出气体中存在的物质，已广泛应用于
癌症呼气标志物的研究。VOCs 检测具有无创、操作便捷、特异性强等优势，在食管癌、胃癌、结直肠癌等消化道肿
瘤早期筛查中有广泛应用前景。本文就 VOCs 在食管及胃肠恶性肿瘤筛查中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为临床早期发
现、早期诊断食管及胃肠恶性肿瘤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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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VOCs), as substances present in human exhaled gas, have been widely
used in the study of cancer breath markers. VOCs detection has the advantages of non-invasive, convenient operation
and strong specificity, and has a wide application prospect in the early screening of gastrointestinal tumors such as
esophageal cancer, gastric cancer and colorectal cancer.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VOCs in the screen‐
ing of esophageal and gastrointestinal malignant tumors, which provides reference for early clinical detection and diag‐
nosis of esophageal and gastrointestinal malignan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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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医疗技术水平的提高，世界范围内预期寿
命增加，癌症逐渐发展成为威胁人类寿命的重要疾
病之一，并将成为未来家庭的主要经济负担之一[1]。
在所有肿瘤患者中，消化道肿瘤占所有癌症发生率
的 50%[2]。消化道肿瘤中，早期食管癌、胃癌及结直
肠癌患者通常无明显症状，因此普通体检很难及时
发现，而等到患者出现相关症状时，多处于疾病晚
期，丧失手术机会，预后不佳。根据全球癌症状况
最新的统计数据(GLOBOCAN 2020)显示[3]：食管癌、
胃癌和结直肠癌分别占癌症相关死亡的第六、第四
和第二位。在 2020 年，全球新增食管癌、胃癌和结
直肠癌的病例分别为 60.4 万、100 万和 190 万，因这
些 疾 病 死 亡 的 病 例 分 别 为 54.4 万 、76.9 万 和 93.5
万。目前食管癌、胃癌及结直肠癌的早期筛查主要
依赖胃肠镜检查，但由于胃肠镜检查的体验感差，

并且具有一定的创伤性和风险性，因此临床普及率
远低于医学影像检查。
人类呼出气体中存在 250 余种挥发性有机化
合物(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VOCs)，它们的浓度
大多在皮摩尔(10~12 mol/L)到纳摩尔(10~9 mol/L)
水平[4]。Broza 指出某些病理情况下，尤其对恶性肿
瘤患者，其体内生成的 VOCs 会发生改变[5]。这主
要是因为肿瘤相关的炎症导致氧化应激增强，葡萄
糖代谢改变，癌细胞氧化还原调节可导致癌症患者
发生不同的 VOCs 信号改变[6-7]，利用灵敏度极高的
仪器对消化道肿瘤患者呼出的 VOCs 进行检测，有
可能识别出癌症患者特有的“呼气特征”。本文综
述了近年来利用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s)鉴定食
管癌、胃癌及结直肠癌的研究进展，以检验 VOCs 分
析的诊断性能，
这可能在临床实践中有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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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概述
世界卫生组织对 VOCs 的定义为：室温下饱和
蒸气压超过 133.32Pa，沸点在 50~260 ℃，常温下以
蒸汽形式存在于空气中的一类有机物。是除 CO、
CO2、H2CO3、金属碳化物、金属碳酸盐、碳酸铵外，任
何参与大气光化学反应的含碳化合物[8]。既往的研
究 认 为 ，VOCs 广 泛 存 在 于 室 外 大 气 及 室 内 空 气
中[9]。人体呼气中也含有多种 VOCs，根据来源可将
其分为外源性和内源性化合物。外源性 VOCs 来
源于环境因素，如食物和饮料的消费、吸烟或其他
环境暴露。内源性 VOCs 是人体或微生物代谢的
副产品或最终产物。因此，对肿瘤患者体内 VOCs
的检测，重点研究对象是内源性 VOCs，重点排除对
象是外源性 VOCs。人体 VOCs 可以在汗液、血液、
病理组织、尿液和粪便中检测到[10-12]，但呼气 VOCs
是目前研究内容较多的部分。
与传统的血液、尿液及其他生物样品比较，呼
气 VOCs 检测具有下述优点：①样品采集为无损伤、
非侵入式，不给受检者带来任何痛苦体验，感染传
染性疾病的风险较小；②呼气取样方便，可重复多
次采样及进行大规模的高通量筛查；③呼气中的
VOCs 基质成分相对简单，分析便捷；④可提供挥发
性代谢物信息，是血样及尿样代谢物的重要补充。
正是由于上述优点，呼气 VOCs 检测广泛应用于各
种 疾 病 的 临 床 研 究 。 如 Koureas[13] 筛 选 出 22 种
VOCs，可识别肺癌患者，灵敏度为 100%，特异度为
81.3%。Esfahani 等[14]发现 2 型糖尿病患者呼气中丙
酮浓度显著高于健康人群，并根据 5 位健康人呼气
中丙酮浓度较高，判断出其有患病风险。VOCs 是
人体代谢过程中的一项产物，其在呼出气体中的存
在形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患者当时的代谢状态。
呼气成分的改变不仅可以由癌症引起，还可以由其
他潜在的内源性和外源性影响因素引起，如禁食状
态、微生物群、吸烟、饮酒、药物、各种并发疾病以及
暴露于不同环境的空气污染等，当设计呼气分析的
诊断研究方案时，
所有这些问题都应被考虑进去[15]。
2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检测方法
目前最常用的 VOCs 检测技术有气相色谱质
谱(GC-MS)、质子转移反应质谱(PTR-MS)和选择离
子流动管质谱(SIFT-MS)等。
气相色谱质谱分析(GC-MS)是综合了气相色谱
法对有机化合物有效分离、分辨能力与质谱法准确
鉴定化合物的联合技术，可在计算机操控下，直接
用气相色谱分离复杂混合物样品，使化合物逐个进
入质谱仪的离子源，以电子轰击，或化学离子化等
方法，使每个样品中所有的化合物均离子化。GC/
MS 结合样品采集和富集技术，特别是固相微萃取
技术(SPME)，进一步加强了混合样品中 VOCs 的分
离和鉴定[16]。目前利用 GC-MS 技术可分析出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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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VOCs 主要包括：烃类、醇类、醛酮类、芳香族类、
羧酸类、胺类、硫醚、卤代化合物等[17]。
PTR-MS 为基于初级离子与待测化合物发生质
子转移反应的直接质谱分析技术[18]。水蒸气在离
子化区域经空心阴极放电或放射源产生初级离子
H3O+ ，引入的连续样品气流在漂移管中与 H3O+ 混
合，发生质子转移反应产生样品特征离子，从而被
下游的质量检测器检测到。PTR-MS 具有快速筛查
癌症的潜力。它还具有极高的灵敏度，也可频繁快
速检测[19]。但由于 PTR-MS 仅可提供待测物的特征
质荷比 m/z 信息，无法选择不同的初级离子来分辨
具有相同分子量的化合物，故 PTR-MS 适用于人体
呼出气目标分析，对于不明确的物质或非目标物分
析，还需结合其他分析手段进行定性。
离子流动管质谱(SIFT-MS)选择的前驱离子在
微波放电源中形成，通过质量过滤器根据其质荷比
m/z 选择前驱离子，注入流动的氦载气中，它们在流
动管中形成热群对流[15]。离子群/载气的流速决定
了反应时间。通过对下游光谱仪/检测系统前驱体
离子和特征产物离子计数率的测量，实现了痕量和
挥发性化合物的十亿分之一体积(ppbv)或百万分之
一体积(ppmv)的绝对浓度测量[20]。
3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在食管癌筛查中的应用
食管癌是一种包含腺癌、鳞癌和小细胞癌的三
种亚型且致死率高的癌种。全球范围内食管癌的
发病率呈上升趋势，这与其相关致病因素增加有
关。大多数食管癌患者早期无明显临床症状，导致
诊断时已处于疾病晚期，5 年生存率不足 15%。目
前临床早期诊断食管癌多依赖于胃镜病理学活检。
但胃镜检查为有创性，且舒适性差，这成为许多患
者放弃体检的主要原因。在与食管癌相关的血清
肿瘤标志物方面，有学者利用 meta 分析回顾了抗
p53、癌胚抗原、鳞状细胞癌抗原、细胞角蛋白 21-1
片 段 (CYFRA21-1)、血 管 内 皮 生 长 因 子 - c 和 mi‐
croRNA (miRNA) 6 种血清生化标志物，尽管每项标
志物都与食管癌阳性优势比相关，但每种检测的灵
敏度及特异度均较低[21]。因此，需要寻找舒适性更
好、更便捷的诊断方法，以便能够筛查出处于早期
阶段的食管癌患者。
呼气分析是早期发现癌症的一种比较有吸引
力方法，与传统内镜检查相比，呼气分析完全是无
创的、相对便宜的，并且在样本收集后能够快速提
供检测结果。目前已有文献指出，该方法已经在肺
癌临床检测中得到应用[22]。在食管癌检测方面，英
国 帝 国 理 工 学 院 、国 立 卫 生 研 究 院 的 Sheraz
Markar[23] 开展了一项多中心盲法验证性研究，共纳
入Ⅰ~Ⅲ期食管癌患者 163 例，对照组患者 172 例，
对两组分别进行呼气检测，并通过矢量分析法得到
5 种挥发性有机物（丁酸、戊酸、己酸、正丁醛、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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醛），除戊酸外的其他 4 种挥发性有机物都与食管
癌患者的人口学因素显著相关，检测灵敏度和特异
度分别为 84% 和 88%，操作者特征曲线面积(AUC)
为 0.90±0.02。而库马尔等[24] 在《食管癌和胃腺癌
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生物标志物的质谱分析》中检
测得出食管癌组患者呼出气体中的苯酚含量较非
癌对照组高(P<0.001)。
Zou 等[25]应用中科院合肥研究院医用质谱团队
自制的质子转移反应质谱仪(PTR-MS)，检测了 29 例
食 管 癌 患 者 和 57 例 健 康 人 的 呼 气 VOCs。 应 用
Mann-Whitney U 检验和逐步判别分析来识别呼气质
谱数据中的离子，同时还对受试者的呼气结果进行
了工作特征曲线 (ROC)分析。结果显示，呼气质谱
中的 7 种离子，
即 m/z 136、m/z 34、m/z 63、m/z 27、m/z
95、
m/z 107 和 m/z 45，
被认为可能是食管癌患者的特
征性离子，因为其区分食管癌患者和健康人的真阳
性率为 86.2%，真阴性率为 89.5%。与健康人相比，
食管癌患者呼气质谱显示 5 种离子的中值强度降
低，其余 2 种离子强度升高。ROC 分析得出的曲线
下面积(AUC)为 0.943。说明 PTR-MS 检测到的呼气
中 VOCs 的离子特性在用于区分食管癌患者和健康
人组中有较大意义。随着 VOCs 检测技术灵敏度的
提高，呼气分析作为一种完全非侵入性的癌症检测
新方法，
初步显示出良好的临床应用前景。但是，
也
要正视到目前大多数的临床研究都是概念性研究，
并且这些研究多是在小群体中进行的，还使用了不
同的检测分析技术，
总体标准化程度不高，
这些因素
共同制约了 VOCs 检测技术的临床实用性能。
4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在胃癌筛查中的应用
胃癌是仅次于结直肠癌的常见消化道恶性肿
瘤，其诊断晚、病死率高，已经成为威胁人类生命健
康的一大重要癌种。统计数据显示，胃癌占癌症死
亡相关原因的第四位[3]。胃癌的临床诊断多依赖于
内镜筛查，但这项检查手段对患者具有侵入性，经
济成本也较高，在临床推广中遇到很大困难。传统
胃癌肿瘤标志物检测方法，如粪便隐血、癌胚抗原、
CA-19-9、CA125 等，由于诊断特异度差、灵敏度低，
其诊断效果较胃镜检查尚有差距[26]。VOCs 作为一
种新的、非侵入性的生物学肿瘤标志物检测方法，
在早期胃癌无创筛查中有较好的应用前景[27]。常
用的挥发性内源性化合物，其作为潜在的生物标志
物包括：碳氢化合物(乙烷、戊烷和异戊二烯)、含氧
化合物(丙酮、乙醛、甲醇、乙醇和 2 丙醇)[19]、含硫化
合物(二甲基硫化物、甲基硫醇、乙基硫醇、以及二
硫化碳)和含氮化合物(氨、二甲胺和三甲胺)[28-29]。
烷烃、酮类和醛类是通过脂肪酸的氧化在人体内形
成的。丙酮是在碳水化合物代谢和脂质过氧化过
程中形成的[30]。在炎症和氧化应激时，它们的浓度
会增加，这通常伴随着癌症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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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skaya 等[31] 探讨了含氧唾液 VOCs 在胃癌及
结直肠癌中的潜在诊断能力，以毛细管气相色谱法
对 11 例胃癌、19 例结肠癌、16 例健康志愿者的唾液
标本进行了分析，检测了样本的脂质过氧化物水平
及过氧化氢酶活性。结果表明，唾液 VOCs(乙醛、
丙酮、丙醇-2 及乙醇)可区分癌症与健康者，灵敏度
及特异度分别为 95.7%、90.9%。甲醇水平可用于
明确肿瘤部位，检测胃癌及结直肠癌的灵敏度分别
为 80.0%、92.3%，特 异 度 均 为 100%。 说 明 唾 液
VOCs 可用于诊断胃癌及结直肠癌。
Ligor 等[32]检测了呼气及胃组织样本中的 VOCs
以诊断癌症。该研究从 3 例胃癌患者中收集了患
者的呼气及癌组织样本，在呼气及组织样本中鉴定
出丙酮、二硫化碳、2-丙醇、乙醇、乙酸乙酯，这些化
合物为内源性 VOCs。计算二硫化碳、2-丙醇及正
丁烷的丙酮比(AR)，发现正常组织的二硫化碳的
AR 高于癌组织。该研究方法的精密度 RSD 低于
11%，线性范围为 2.8～136 ppb，检测范围为 0.6～
2.1 ppb。说明 VOCs 可用于区分正常组织与癌组
织，在胃癌的诊断中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Kumar[33] 等采用 SIFT-MS 技术联合内镜病理检
查，对 10 例胃癌患者的胃内容物样本进行 VOCs 检
测，每个样本重复检测三次，并与健康者的胃内容
物样本 VOCs 检测结果进行比对分析，最终得出 7
种(丙酮、甲醛、乙醛、己酸、硫化氢、氰化氢和甲基
苯酚)有统计学意义的 VOCs。由此认为胃内容物
可能是一种对胃癌诊断有一定指导意义的生物样
品，同时也能提高对上消化道疾病发病机制的认
识。通过对胃内容物 VOCs 检测分析，我们推测可
以鉴别出与胃癌相关的挥发性有机物，这可能有助
于临床开发出新的诊断方法。
5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在结直肠癌筛查中的应用
结直肠癌(colorectal cancer,CRC)为世界范围内
第三大常见肿瘤，居肿瘤相关死亡原因的第二位[3]。
多数患者就诊时已处于疾病晚期，总体生存期明显
低于其他癌种。结直肠肿瘤通常由结肠息肉病变
发展而来，其中涉及到遗传学、组织学和形态学变
化，因此肠镜检查是目前临床上筛查结直肠癌应用
最广泛且最有效的方法，可显著降低 CRC 的发病
率和病死率[34]。同样，结直肠镜检查过程中也存在
一些并发症和危险因素：如进镜时可能引起肛门疼
痛、
肠黏膜损伤、
肠道出血、
穿孔，
以及因内镜消毒不
合格引起交叉感染等风险，
目前临床推广存在困难。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s）检测在结直肠癌筛
查中有一定应用前景，Amann 等[35]指出与肠道疾病
有密切关联的粪便 VOCs 检测总量为 381 种，约为
呼吸中挥发性物质的一半。但由于从受检者中获
得粪便样本相对困难和肠道清洗等对肠道内微生
物种群的影响，目前大规模的粪便 VOCs 检测分析

研究较少。目前利用唾液 VOCs 来辅助诊断结直肠
癌的研究较多。原因在于唾液在收集、储存、输送、
采样和处理方面有许多优势。血液在毛细血管中
的溶解性物质，可以快速通过唾液腺薄膜，从而形
成唾液内物质含量与血液内物质含量相近或相似，
因此在反映身体生理状态方面，唾液检测被认为在
功能上接近于血液检测。此外，唾液的组成与血液
和尿液中化学物质的含量密切相关，如甲醇，2-丙
醇和乙醇。乙醇和乙醛由人体内源性形成[36]。乙醛
的形成与酶酒精脱氢酶(ADH)和细胞色素 p450 的
活动有关。无论这种机制如何，唾液和粘膜中的乙
醛水平升高在致癌中起着重要作用。唾液中发现
了一些消化道肿瘤的挥发性生物标志物。例如有
文献[37]介绍了通过色度-晶体 5000 色谱仪上的毛细
管气相色谱法检测胃癌(n = 11)、结肠直肠癌(n = 18)
和健康对照组(n = 16)唾液中的 VOCs，研究结果显
示，唾液中的乙醛、甲醇和乙醇在胃癌患者中含量
较高，而结肠直肠癌患者唾液中丙酮含量较高。与
健康对照组相比，结肠直肠癌患者唾液中 1-丙醇和
2-丙醇含量减少。最终这些物质用于检测胃癌和
结肠直肠癌的灵敏度分别为 80.0% 和 92.3%。
在 呼 气 检 测 方 面 ，气 体 VOCs 也 显 示 出 了 一
些，如 Altomare 等[38]最近使用 GC-MS 对 37 例结直肠
癌患者和 41 例健康对照组呼出的气体中 VOCs 进
行了对比分析，共得出 58 种 VOCs 被认为与结直肠
癌有一点关联，对结直肠癌识别能力>90% 的 VOCs
包括癸醛、1,2-戊二烯、环己烷、甲基环己烷和 1,3二甲苯。在血液检测方面，Wang[39] 等对 16 例结直
肠癌(CRC)患者的血液 VOCs 检测研究显示，与健康
对照组相比，其血液代谢生物标志物发生了变化。
CRC 患者的苯基甲基氨基甲酸酯、乙基己醇和 6-t丁基-2,2,9,9-四甲基-3-5-癸二烯-7-炔水平较低，而
1,1,4,4 -四甲基- 2,5-环己烷-二甲基水平较高。血
液 VOCs 分析在 CRC 患者中具有临床应用价值。
6 总 结
我国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检测在临床中应用尚
处于起步阶段，与传统的侵袭性诊断操作和血清学
肿瘤标志物相比，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检测具有无
创，诊断灵敏度高、特异度好等优势，VOCs 在疾病
早期筛查中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势。现有的设备已
具备分析 VOCs 的能力，通过使用 VOCs 分析来检
测疾病和评估接触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气体的情
况，仍有许多挑战需要克服，包括标准化、取样方法
和确定标记等。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随着色谱、质
谱技术的广泛应用，VOCs 在食管癌、胃癌及结直肠
癌早期筛查中必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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