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卫生信息化国际发展动态 
 

北京市卫生健康大数据与政策研究中心                              2021.12.21 

 

（十二）传感器技术 

1.标题：传感器的科学发展与新技术轨迹 

来源：Sensors (Basel). 

时间：2021 年 11 月  

链接：https://doi.org/10.3390/s21237803 

概要： 

传感器的动力学解释对于我们理解科学、技术和人类社会的演变具有重要作

用。传感器是检测特定环境中事件或变化并将信息传至其他关联设备上的一个装

备、模块或子系统。传感器与其他技术的交互为研究技术发展轨迹提供了有力支持,

也产生了如医学、环境学、远程信息处理、物联网等很多新应用。本研究通过对

Scopus数据库中 1955-2020年 1217947篇"传感器"专业论文和 1952-2020年

1226074个“传感器”相关发明专利进行科学计量法分析，描绘出传感器研究的科

学动态和新技术轨迹；通过主题建模分析法对传感器关键研究的装置、特征和应用

中 15个高频项 3类传感器(无线传感器、可穿戴传感器和生物传感器)进行了重点

研究：1）无线传感器，可能与物联网、数据安全和监控系统等特定技术相互作用，

具有较高演化率，在环境监测和医疗领域应用越来越多，在技术和经济上有更高效

率；2）穿戴式传感器，是医疗系统必不可少应用，可降低医院日常支出成本，提

高可穿戴设备的材料灵活性、柔软度和舒适性是其未来发展方向；3）生物传感器，

势头正劲，特别在医疗检测和监测方面，比如可以远程检测和监测受 COVID-19影

响的、患有其他疾病的和/或术后的患者，以降低医疗总成本并提高医院效率，纳

米传感器能提高生物传感器效率，生化传感器可用于血液、葡萄糖、食物、抗体、

遗传等检测。总之，传感器研究的高增长发生在无线传感器、可穿戴传感器和生物

传感器的新研究领域，为社会科技发展提供了新方向，其中无线传感器在传感器技

术中具有更高演化性。传感器技术总体发展是由技术范式转变和新技术制度推动，



 

 

是从电气传感器（随着电气技术革命）到电子传感器（随着电子和微电子学的技术

革命），再到智能传感器（随着远程信息处理的技术革命）的进步，现在随着人工

智能、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革命，正向新的技术前沿发展。今后研究会用更多数

据来强化本项研究，给出实证结果，并逐步扩展到传感器科学生态系统的研究，以

阐明智能传感器在计算交互、智能环境、人机交互和/或虚拟和增强现实的情况下

的进展。 

 

2.标题：检测冠状病毒的纳米传感器综述 

来源：Bioanalysis  

时间：2021 年 7 月 

链接：https://doi.org/10.4155/bio-2021-0006. 

概要： 

冠状病毒是一种 ssRNA病毒，其名来自拉丁语 corona，意思是皇冠或光环，

可引起鸟类和哺乳动物的呼吸道感染。因周期性溢出事件和常见的跨物种感染，冠

状病毒可能会传给人类，并造成大流行性疾病，所以开发快速可靠的冠状病毒检测

方法至关重要。纳米因其独特性质，成为传感领域的理想材料，在信息技术、运输、

医学、能源、环境和科学食品安全等诸多领域发挥出巨大潜力，特别是在电化学和

光学仪器的疾病诊断中，独特的光学特性使基于 NP 高灵敏度分析传感器的开发成

为可能。 

鉴于当前新冠病毒致死率的不断上升，已成全球重点关注问题，所以本研究

希望通过在 SCOPUS 数据库中输入‘coronavirus’、‘infectious bronchitis virus 

(IBV)’、‘MERS’、‘SARS’、‘porcine epidemic diarrhea’、‘detection’ 

和‘nanoparticles’等关键字，对以往所有基于纳米技术的冠状病毒检测法的工

作机理、特点、检测病毒种类、范围、限制、优缺点、设计、诊断程序等进行综合

研究，为该领域研究人员找到一种可靠、实时的新冠病毒检测和诊断技术提供实用

参考。基于纳米技术的冠状病毒检测法分光学和电化学两大类。基于光学纳米的传

感器是通过识别元件和目标间形成的复合物来确定传感器的反射指数变化。电化学

纳米传感器的主要原理是与化学溶液反应，产生与分析物浓度成比例的电信号。研



 

 

究表明，多数用于诊断冠状病毒的方法是光学法，设备简单的方法具有高接受度，

用于检测冠状病毒的纳米传感器也多基于 Au NPs 传感器。 

纳米传感器在临床应用中创新了方法，可以弥补常规方法的不足。近期

COVID-19 大流行就可以明显看出，找到一种快速、低成本、无创、灵敏和简单的检

测方法，对于及早发现病毒、防止广泛传播的重要性，特别是在潜伏期内。纳米传

感器具备这种超凡能力，所以进一步研究基于纳米传感器的 COVID-19 诊断法是非

常有必要的。此外，比色传感、免疫传感、光致发光、电化学发光、电化学和脂质

免疫传感器也是未来借助纳米检测冠状病毒的潜在技术，基于簇规则间隔短回文重

复序列-Cas9 机制的 DNA 传感器也在过去几年中取得重大突破，已作为一种通用分

析法被授予 2020 年诺贝尔化学奖，但还需要更多的研究补充，才能达到卫生部门

批准用于临床应用的标准要求。 

 



译文一： 

传感器的科学发展与新技术轨迹 
Mario Coccia , Saeed Roshani，Melika Mosleh，徐健（译） 

 

1. 前言 

传感器的动力学解释对理解科学、技术和人类社会演变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参见《技术是如何促进经济变革的》)。传感器是一种设备、模块或子系统，

其目的是检测特定环境中事件或变化，并将信息发到其他关联设备上，比如计算

机处理器。传感器也是一种与其他技术相互作用的技术（技术是一个由多个实体

或子技术系统组成的复杂系统，每个实体为实现特定目标都会与系统中至少一个

其他实体关联），也有为满足使用者需求、实现目标和解决问题的寄生装置（即

依赖于其他技术）或主机（体现其他技术）。比如作为寄生技术在其他技术系统

中发挥作用的传感器有温度传感器、触觉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等。一般来说，传

感器与其他技术都有多种交互方式，这给关联技术系统和技术轨迹的共同发展提

供了支持，一个重要例子就是智能传感器，它通过与人工智能技术、蓝牙技术、

医疗技术、云计算等复杂交互来共同发展。最新研究也表明，智能传感器是物联

网的关键要素。传感器技术在不同领域中与其他技术持续交互产生新的应用，如

医学、环境学、远程信息处理、物联网等。 

在这种情况下，本文旨在分析传感器研究随时间的变化，诠释新传感器技术

在技术和社会变革中的增长和主要应用。研究结果表明了传感器研究的科学动态

和新技术轨迹，为政府分配资源、规划具有积极社会影响的传感器的科技发展策

略提供有用信息。本研究是众多科技演变研究的一部分，这些研究将努力诠释该

研究和新技术是如何在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中出现和发展的。 

 

2. 材料和方法 

2.1．技术轨迹的研究设计 

2.1.1. 来源和样本 

该研究使用的是 2021年 Scopus 数据库，特别是 Scopus数据库中在"检索框

"的标题、摘要或关键字中输入术语"传感器"的科学文档（文章和专利）。科技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8659793/#B18-sensors-21-07803


产品和专利是技术和科学分析的基本单位，用于解释传感器领域科技的演变，并

对技术和工业变革中成效显著的政策影响予以支持。 

2.1.2. 措施 

 1955-2020年期间"传感器"（会议论文、会议评论、书籍章节、简短调查、

信件等）文章和科技产品数量。 

研究数据是 2021 年 4月下载的 1217947 个文档结果。 

传感器研究的演变，用文章和其他科学产品的数量来衡量，可显示该主要

领域的科技动态。 

分析传感器技术演变的另一个衡量标准是： 

 1952-2020年期间专利数量。 

专利发明，本研究分析了 1952-2020年期间传感器领域及其子领域的

1226074个发明。 

2.1.3. 模型和数据分析程序的规范 

Scopus（2021）中搜索引擎提供了传感器研究中发表频率最高的文献关键

字和时间。之后，选择了关键字列表中文档数量最多的传感器技术，即： 

 – 无线传感器网络 

 – 光纤传感器 

 – 化学传感器 

 – 遥感 

 – 生物传感器 

 – 可穿戴传感器 

 – 图像传感器 

 – 无线传感器 

 – 光学传感器 

 – 葡萄糖传感器 

在搜索引擎中输入这些关键字，比较分析检测传感器技术间的特定时间序

列，以及刚刚提到的列表，以计算增长率，从而估计传感器研究新方向。该研究

是将 Sahal 模型用于传感器时间序列的科学和技术分析。  

两个特定模型： 



第一个，

 

yt是科学产品或专利（因变量或响应变量），a是常量，ui是回归系数; 

log的基数 e= 2.7182818,t:时间,u:等式中的误差项。 

模型(1)的参数 a和 b是未知的，并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中样本数

据进行估计。 

其次，如果我们考虑这个比率： 

 

型号规格为： 

 

等式(2)也有 a'：常数；b1’：回归系数（a'和 b'是要估计的参数）：t:

时间;ε: 等式中误差。 

这里还使用 OLS 法研究了其关系，用于使用回归模型估计未知参数。 

使用 IBM SPSS Statistics 26 执行统计分析。 

2.2 传感器研究中为检测技术特征和应用的技术分析 

2.2.1. 研究设置 

本方法旨在调查传感器技术新兴研究的装置，通过先前的统计分析，通过

文献和专利数据评估中最高回归系数（方程 1和 2）进行检测；回归系数的高幅

度代表了传感器研究中技术轨迹的高演化增长。本文所研究的回归系数最高的新

兴研究领域如下: 

 无线传感器网络：无线传感器网络是一组为协同感知和控制环境而通过多个

节点和无线基础设施传输收集数据的元器件。这些设备被大量定位，因此它

们需要可以将数据集中传回收集点的互动。 

 可穿戴传感器：可穿戴传感器被集成到可穿戴设备中，用于健康监测或相关

数据收集。它们具有诊断和监测功能，包括生理和生化传感以及运动传感。

可穿戴传感器的适应性涉及小型化传感技术，令其舒适和灵活，并开发可增

加测量数据价值的软件。 



 生物传感器：生物传感器是一种测量生物或化学传感元件和反应的分析设备。

生物传感器通常用于监测污染物、健康参数、生物标志物等，用方便使用和

直接方式提供详细的生物分析测量，以控制生物学与物理化学传感器交叉的

巨大灵敏度和特异性。 

本节用自然语言处理（NLP）来展示刚刚提到的传感器新兴子领域（即无线

传感器网络、可穿戴传感器和生物传感器）中常见研究主题。在 Scopus 数据库

文档中收集了会议论文、文章、会议评论和审查的数据。在统计算法中，主题建

模作为文本挖掘工具有助于发现和组织潜在主题。这种建模使我们能够通过各种

学科的相关性创建文本主体的广泛语义结构。我们实施了潜在狄利克雷分配（LDA）

作为主题建模（即机器学习-LDA）的无监督方法，因为它能够减少偏差并提高文

献调查的准确性，所以在文本数据处理中很受欢迎。此外，我们用了名为 MALLET

模型的 Java实现。在本研究中，我们使用 Python 编程语言来构建主题模型。该

方法分三步完成：（1）数据收集和文本预处理，（2）主题构建和（3）调查，

这些步骤进行了更详细的解释。 

2.2.2. 数据来源、计算分析的样本和度量 

如前所述，这项研究使用了 Scopus数据。根据检索，我们获得了： 

 1989 年至 2020 年出版的 1989年无线传感器网络出版物，包括文章的关

键词、摘要和标题中关键词。 

 1998 年至 2020 年发表的可穿戴传感器 71780篇文章。 

 1970 年至 2020 年出版的生物传感器中 66996份文件。 

在对这些文章进行初步审查后，摘要用于输入 LDA技术以探索研究主题。

测量值与此类似，如上节所述。 

2.2.3. 主题建模和数据分析程序 

1．第 1步：数据收集和文本预处理 

这项研究采用了 Scopus（2021）数据库数据。为收集相关文档，我们用

TITLE-ABS-KEY（" wearable sensor "）检索可穿戴传感器论文，用 TITLE-ABS-KEY

（" Biosensor "）用于生物传感器论文，TITLE-ABS-KEY（" Wireless sensor 

network "）用于无线传感器网络文档。所有出版物都收集到 2020年，为了提高

数据的准确性，本研究内容限制在会议论文、论文、会议评论和英文评论中。 



其次，对于文本数据预处理，我们使用 Python 3.7.7 版编程语言进行主题

建模分析，首先连接了所有出版物的摘要，然后将它们连到每个字段的一个字符

串集中。我们创建了相应字段文档的语料库，模型通过该文档学习"主题"。在主

题建模之前，使用 GenSim 库对数据进行预处理，以将每个出版物的摘要转换为

词包表示。我们将每个单词视为一个标记，然后在 MALLET软件中提供的非索引

字表中删除了单词。然后，删除频率低、少于三个字符的单词。我们通过将文本

拆分为一组单词，删除标点符号并将大小写较大的术语调整为小写来发挥标记化

技术。除了这些过程之外，我们还实施了词形还原，将各种时态中的所有动词同

化为表示时态，并将它们修改为第一人称。最后，我们删除了在所有文档中出现

次数少于十次的所有术语，或者出现在 70% 以上的记录中的术语。 

2.第二步：主题构建 

我们可以假设一个主题是一个术语的概率分布。那些在同一主题中出现频

率很高的词汇表更有可能同时出现在相同文档中。为了构建这个主题，我们开始

使用 MALLET 来训练模型，MALLET是一个基于 Java的软件包，用于 McCullum 开

发的统计 NLP，用于构建潜在的狄利克雷分配模型（LDA）。此模型需要固定数

量的主题，这些主题未为语料库准确指定。因此，在 Mifrah和 Benlahmar 的研

究之后，我们选择了最佳数量的主题来实现主题建模技术。在这方面，我们计算

了每个主题数量的主题一致性分数，以确定最有效的主题。我们使用 C_v一致性

度量来检索基于滑动窗口大小的各自词集的共现次数。我们计算了每个顶级单词

的规范化逐点互信息（NPMI），以提取每个顶级单词的一组向量。之后，我们测

量了一组分割中前字和向量与每个顶级词向量之间的相似性。我们利用余弦相似

性来计算基于所有相似性的算术平均值的相干性分数。我们根据 Röder 方法，通

过不同数量的主题计算了多个模型一致性，以确定本研究中应用的模型的最佳主

题数量。图 1通过不同数量主题展示模型的一致性分数。对于可穿戴传感器，结

果表明，最高一致性（即 0.5546）出现在主题 22中;对于生物传感器，最高一

致性（即 0.5687）出现在主题 32中;对于无线传感器网络，最大一致性（即 0.5260）

代表主题编号 38。 



 

 

图 1 在滑动窗口大小为 100的可穿戴传感器、生物传感器和无线网络传感

器中，不同数量的主题一致性得分为 100。 

3.第三步：调查 

在这一步中，研究调查了前面描述的传感器技术新兴研究领域的主题：无

线传感器网络、可穿戴传感器和生物传感器。本节介绍了使用单词云演示的主题

建模结果，在该演示中，特定主题中的每个单词的大小是根据其在该主题中的频

率来完成的。然后，我们将每个领域的所有主题分为两类：技术特征和应用。在

结果的第二部分中分别进行趋势分析，以根据主题随时间推移的受欢迎程度来证

明它们演化情况。所研究的每个研究领域（无线传感器网络、可穿戴传感器和生

物传感器）中主题的演化已分为正演化，稳定演化和负演化，以评估传感器的每

个新兴子领域分类的主题趋势分析。特别是 

。积极演化表明主题受欢迎程度一直在上涨，主题词出现频率一直在上升。 



。稳定演化表明主题受欢迎程度一直在波动，并没有上涨或下降趋势，这

意味着主题中单词出现频率是稳定演变的。 

。负演化表明主题受欢迎程度一直在下降，主题词出现频率面临下降。 

 

3. 结果和讨论 

3.1 传感器研究的成长性 

基于科技产品模型参数估计值（1–2）显示在表 1中。在许多情况下，回

归系数的显著性和方程解释性的 p值< 0.001。R系数 2具有较高值，通常模型

可以解释数据中超过 80%的方差。 

表 1 传感器研究中随时间变化的科技产品相关性评估 

因变量：传感器研究中科技产品 

研究领域 系数 b1和 b'1 常量 a F-测试 R2 N，周期 

无线传感器网络，Log yi,t 0.35 *** −695.45 *** 141.64 *** 0.85 N = 27（1989–2020） 

Log δi,t 0.24 *** −490.02 *** 140.46 *** 0.82  

光纤传感器，Log yi,t 0.17 *** −324.33 *** 432.74 *** 0.90 N = 51 （1965–2020） 

Log δi,t 0.05 *** −100.24 *** 38.17 *** 0.43  

化学传感器，Log yi,t 0.17 *** −339.06 *** 345.42 *** 0.89 N = 46 （1968–2020） 

Log δi,t 0.06 *** −130.48 *** 54.10 *** 0.55  

遥感 Log yi,t 0.13 *** −241.34 *** 304.89 *** 0.84 N = 60 （1956–2020） 

Log δi,t −0.002 1.96 0.18 0.003  

生物传感器，Log yi,t 0.18 *** −343.25 *** 255.47 *** 0.86 N = 43 （1970–2020） 

Log δi,t  0.07 *** −137.53 *** 47.34 *** 0.53  

可穿戴传感器，Log yi,t 0.30 *** −598.27 *** 766.26 *** 0.97 N = 22 （1998–2020） 

Log δi,t 0.21 *** −421.51 *** 406.37 *** 0.95  

图像传感器，Log yi,t 0.12 *** −223.08 *** 236.66 *** 0.81 N = 55 （1964–2020） 

Log δi,t −0.004 3.95 0.48 0.009  

无线传感器，Log yi,t 0.34 *** −679.77 *** 221.60 *** 0.88 N = 30 （1984–2020） 

Log δi,t 0.24 *** −490.02 *** 140.46 *** 0.83  

光学传感器，Log yi,t 0.13 *** −255.65 *** 562.65 *** 0.91 N = 56 （1962–2020） 

Log δi,t 0.008 * −20.44 * 3.64 * 0.06  

葡萄糖传感器，Log yi,t 0.12 *** −243.19 *** 584.69 *** 0.93 N = 47 （1973–2020） 

Log δi,t 0.02 *** −43.14 *** 15.72 *** 0.26  



注：解释变量是以年为单位的时间。N是指定时间内观测值（第一年表示记

录的第一篇论文，第二年是 2020年，因为 2021 年仍在进行中）。在 1‰ 时显

著;*显著性为 5%。F 是模型解释的方差与无法解释的方差的比率；R2 是决定系

数的调整。 

表 2显示了基于专利模型（1-2）的参数值。表 2还说明，在大多数情况下，

回归系数的显著性和方程解释性的 p值< 0.001，但遥感模型（2）除外。R2值

也很高，在多数情况下，模型可解释数据中超过 70%的方差。 

表 2 传感器研究中随时间变化的专利的相关性评估 

因变量：传感器研究专利 

研究领域 系数 b1和 b'1 常量 a F-测试 R2 N，周期 

无线传感器网络，Log pyi，t 0.30 *** −591.58 *** 60.02 *** 0.77 N = 19 （2000–2020） 

Log pδi，t 0.21 *** −430.12 *** 41.72 *** 0.70  

光纤传感器，Log pyi，t 0.14 *** −272.48 *** 291.16 *** 0.86 N = 50 （1971–2020） 

Log pδi，t 0.03 *** −59.57 *** 12.64 *** 0.21  

化学传感器，Log pyi，t 0.16 *** −314.77 *** 1293.12 *** 0.96 N = 54 （1965–2020） 

Log pδi，t 0.04 *** −92.14 *** 92.52 *** 0.64  

遥感 Log pyi，t 0.13 *** −240.97 *** 304.30 *** 0.84 N = 60 （1956–2020） 

Log pδi，t −0.002 2.50 0.24 0.004  

生物传感器，Log pyi，t 0.20 *** −383.42 *** 255.38 *** 0.86 N = 43 （1978–2020） 

Log pδi，t 0.09 *** −181.04 *** 59.81 *** 0.59  

可穿戴传感器，Log pyi，t 0.25 *** −492.18 *** 283.88 *** 0.93 N = 24 （1984–2020） 

Log pδi，t 0.15 *** −304.52 *** 98.78 *** 0.81  

图像传感器，Log pyi，t 0.18 *** −340.36 *** 438.04 *** 0.89 N = 55 （1964–2020） 

Log pδi，t 0.06 −112.64 68.68 0.56  

无线传感器，Log pyi，t 0.22 *** −425.83 *** 837.44 *** 0.96 N = 39 （1974–2020） 

Log pδi，t 0.11 *** −232.03 *** 268.89 *** 0.88  

光学传感器，Log pyi，t 0.16 *** −313.61 *** 372.72 *** 0.87 N = 59 （1960–2020） 

Log pδi，t 0.03 *** −65.57 *** 29.65 *** 0.34  

葡萄糖传感器，Log pyi，t 0.15 *** −300.56 *** 663.05 *** 0.94 N = 46 （1974–2020） 

Log pδi，t 0.05 *** −100.51 *** 84.23 *** 0.65  

注：解释变量是以年为单位。N是指定时间段的观测值（第一年表示记录的

第一篇论文，第二年是 2020年，因为 2021 年仍在进行中）。1‰ 显著，F是模

型解释的方差与无法解释的方差的比率，R2 是决定系数调整。 



表 3显示了在表 1和表 2中计算过的模型回归系数，传感器新兴研究的趋

势在图 2和图 3中显示： 

无线传感器网络 

可穿戴传感器 

生物传感器 

图 2 科技产品的传感器研究趋势（对数） 

 

图 3 使用专利的传感器的技术轨迹（对数） 

 

表 3 基于特定时间段内出版物和专利的数量回归系数 

及从首次发布到 2020 年的科技产品时长的传感器科技演化 

研究领域 
回归 

系数（出版物） 
年龄 研究领域 

回归 

系数（专利） 
年龄 

无线传感器网络 0.35 31 无线传感器网络 0.30 31 

无线传感器 0.34 36 可穿戴传感器 0.25 22 

可穿戴传感器 0.30 22 无线传感器 0.22 36 

生物传感器 0.18 50 生物传感器 0.20 50 

光纤传感器 0.17 55 图像传感器 0.18 56 

化学传感器 0.17 52 化学传感器 0.16 52 

遥感 0.13 64 光学传感器 0.16 58 

光学传感器 0.13 58 葡萄糖传感器 0.15 47 

图像传感器 0.12 56 光纤传感器 0.14 55 

葡萄糖传感器 0.12 47 遥感 0.13 64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8659793/figure/sensors-21-07803-f002/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8659793/figure/sensors-21-07803-f003/


结果表明，无线传感器是无线传感器网的一个制约因素，在传感器技术领

域具有高演化性。所有研究都是传感器研究中较新研究。这一结果与 Coccia的

研究一致，即科学产生的较高增长率是在新研究领域，而不是以前的。 

下一节展示了传感器研究的设备结果，并检测科学和社会进步的关键技术

特征和应用。 

3.2 传感器关键研究的装置、特征、应用 

主题建模分析的结果显示每个主题中前 15个高频项。这些主题包含反映得

分最高的文档的内容和条目的单词。这些主题与传感器技术中每个不断增长的子

领域的重大问题相关。我们通过词云分析说明无线传感器网络中 38 个主题，可

穿戴传感器中 22个主题和生物传感器中 32 个主题。每个单词的相对大小表示特

定情况下术语的频率权重。单词越大，父主题中的频率就越高。因此，用可视化

可表示每个主题的简要信息，并部分解释所含文档。最终，本研究分析和探讨了

这些主题随时间推移的演变。主题建模分析还可以证明传感器研究中主题的受欢

迎程度的增加或减少，这可以更好地解释研究领域如何随时间变化。我们标化了

每年每个主题的比例，并获得年度趋势。 

3.2.1 无线传感器网路  

图 4 显示在无线传感器网络上出版物中出现的 20 个最常用单词。我们的研

究结果表明，术语“network”、“node”、“wireless”和“energy”在整个

语料库中被使用了超过 100，000 次。每个单词，根据其在共现方面的相似性，

导致主题的创建。 

图 4  无线传感器网络文档中最常用单词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8659793/figure/sensors-21-07803-f004/


图 5显示了该主题对无线传感器网络的分类。每个类中最大的单词表示主

题文档的内容。图 5的 Word-Cloud 分析提供了有关无线网络传感器的技术特

征和应用的信息。 

 

图 5  无线传感器网络文档中词云 

无线传感器网络的主要技术特点是（来自图 5): 

 物联网 

 网络优化 

 数据安全 

 监控系统 

 优化 

 技术基础设施 

相反，无线传感器网络的主要应用特征是（从图 5): 

 环境监测 

 通信系统 

 能源 

 智能汽车 

 控制系统 

 医疗 

表 4显示了无线网络传感器中主题演变的增长。从分类中可以得出结论，

与物联网相关的智能传感器的研究正在增长，环境监测和医疗保健进化水平的研

究也随时间推移而增长。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8659793/figure/sensors-21-07803-f005/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8659793/figure/sensors-21-07803-f005/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8659793/figure/sensors-21-07803-f005/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8659793/figure/sensors-21-07803-f005/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8659793/figure/sensors-21-07803-f005/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8659793/table/sensors-21-07803-t004/


表 4 使用趋势分析的无线传感器网络趋势动态 

 主题数量 

正演化 
3（智能设备，物联网等），5（环境，水，温度，监控等），24（未来，潜力，挑战

等），28（系统，人类，健康等），33（WSN，技术，业务等） 

稳定演化 

1（资源、可靠性等）、2（目标、轨迹等）、4（融合、分发等）、6（节点、邻居等）、

7（服务框架、架构等）、8（信息、报告等）、9（电源、低电量、电池等）、10（基

准面、聚合、传输等）、11（攻击、检测、信任等）、12（定位、位置、位置等）、

13（方案、安全、通信等）、14（图像、信号等）、15（调度、 相周期等），16（结

构，测试，测量等），17（无线电，频率，通信等），18（能量，消耗等），19（下

沉，移动性，节点等），20（实时，时间等），21（能量，头部，集群等），23（平

台，软件，硬件等），25（系统，车辆，机器等），26（部署，覆盖，区域等），27

（控制动态，水平等），29（人，系统，身体等）， 30（传输、接入、层等）、31

（协议、路由、路径等）、32（算法、问题、优化等）、34（流量、数据包、延迟等）、

35（中继、代码、方案等）、36（监控、系统等）、37（性能、演进、模拟等）、38

（分布、本地任务、策略等） 

负演化 22（拓扑、算法、树等） 

这项研究表明，传感器系统网络正在随时间推移而增长。结果还表明，无

线传感器网络具有更高演进率，可能是因为与物联网、数据安全和监控系统等特

定技术的相互作用。在技术应用的背景下，这些传感器在环境监测和医疗保健领

域的应用越来越多。这些传感器的一个关键问题是维护，许多传感器的无线系统

由电池或自供电。超低功耗传感器是一种理想选择，因为它们可以减少定期更换

电池的需求，并支持环境中更高的技术可持续性。最后，无线网络传感器技术具

有易于升级的优点，因此从技术和经济角度看，技术系统更具效率。 

3.2.2 穿戴式传感器 

图 6显示了可穿戴传感器出版物中频率最高的前20个单词。这些发现表明，

术语 s “system”, “device”, “datum”, “time”和“human”在整个语

料库中出现了 6000 多次。 

图 6 可穿戴传感器文档中最常用的单词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8659793/#B88-sensors-21-07803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8659793/#B51-sensors-21-07803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8659793/#B51-sensors-21-07803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8659793/figure/sensors-21-07803-f006/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8659793/figure/sensors-21-07803-f006/


图 7通过解释出现频率最高的最重要的单词，说明可穿戴传感器文档的 22 

个主题。每个类代表一种出版物。从这种分析中得出的更全面的建议是根据传感

器的技术特征和应用对主题进行分类。 

图 7 可穿戴传感器文档中词云 

 

可穿戴传感器的关键技术特征见图 7： 

 传感器颗粒 

 机器学习 

 监测 

 生物传感技术 

 压力传感 

 检测技术 

 传感器网络 

相反，可穿戴传感器的应用特征也见图 ： 

 能源和电力 

 体育活动 

 医学 

 心理学 

表 5显示了可穿戴传感器技术随时间推移的正向普及率，如传感器粒子、

机器学习和压力传感。不断增长的应用主题主要是身体活动和身体运动测量。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8659793/figure/sensors-21-07803-f007/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8659793/figure/sensors-21-07803-f007/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8659793/figure/sensors-21-07803-f007/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8659793/figure/sensors-21-07803-f007/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8659793/table/sensors-21-07803-t005/


表 5  使用趋势分析的可穿戴传感器趋势动态 

 主题数量 

正演化 
1（电子、电极、温度等），4（基准、识别、机器学习等），9（压力传感、范围等）、

11（测量、物理、风险等）、16（应变、柔性、材料等） 

稳定演化 

2（感觉，控制，机器人等），5（未来，技术，挑战等），6（患者，临床等），7（变

化，测量等），14（压力，水平等），15（训练，运动，运动，运动等），19（估计，

步态，步行等），20（性能，准确性，加速度计等），21（信号，心率等），22（运动，

人类等） 

负演化 

3（环境，系统，位置），8（基准，手机，智能手机等），10（电源，能源，电池），

12（无线，网络，身体等），13（医疗保健，系统，监控等），17（智能，设备，实时

等），18（检测，日常，系统） 

结果还表明，可穿戴传感器可以是连接到身体的生物传感器，用于评估不

同的生物元素，所以医疗保健系统是必不可少的应用之一。事实上，在健康治疗

程序中嵌入可穿戴传感器系统降低了医院日常支出成本。这些设施使医生能够远

程监控患者健康状况，减少在医院长期停留和这些装置的维护成本。结果还表明，

压力传感是可穿戴传感器的主要技术特征。然而，可穿戴传感器仍然面临着一些

挑战。一个最成问题的与传感器对身体适应性有关，以便在穿戴式设备中感到舒

适。这项研究证实，柔性、伸缩和柔软的技术正在增长，使可穿戴设备在日常活

动中更加可用。由于残疾人生活条件改善的重要性，这些技术和人体运动传感分

析研究正在上升。结果表明，在这种情况下，未来的发展旨在提高可穿戴技术（如

在人腿和手部的设备中）的材料灵活性、柔软度和舒适性，以便在许多患者中正

确使用。 

 

3.2.3 生物传感器 

生物传感器在临床诊断、食品分析、生物过程和环境监测等许多领域都显

示出巨大的潜力。根据信号转导的方法，生物传感器是光学，质量，电化学，磁

性，微机械和热传感器。此外，生物传感器可以使用生物受体化合物（抗体，酶，

核酸等）和物理或物理 - 化学传感器的组合，在大多数情况下指导对特定生物

事件（例如，抗体 - 抗原相互作用）的"实时"观察。图 8显示了生物传感器中

出现次数最多的 20 个单词。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术语"生物传感器"，"检测"，

"碱基"，"传感器"，"表面"，"细胞"和"高"具有最高的频率，在语料库中出现超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8659793/#B95-sensors-21-07803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8659793/#B95-sensors-21-07803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8659793/#B100-sensors-21-07803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8659793/figure/sensors-21-07803-f008/


过 30，000次。这些高频单词关于其共生矩阵的相似性已经在主题创作中得到了

考虑。 

 

图 8 生物传感器文档中最常用的单词 

 

图 9说明的是生物传感器文档 32个主题。每个类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最大单

词表示文档内容。生物传感器的主题，可视化见图 9，也可归于技术特征和应用，

以看到其面向技术和应用的内容。 

图 9  生物传感器文档云字 

 

生物传感器的主要技术特点见图 9： 

 测量传感器 

 电化学传感器 

 检测技术 

 网络传感器 

 光学传感器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8659793/figure/sensors-21-07803-f008/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8659793/figure/sensors-21-07803-f009/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8659793/figure/sensors-21-07803-f009/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8659793/figure/sensors-21-07803-f009/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8659793/figure/sensors-21-07803-f009/


 纳米技术 

 葡萄糖传感器 

相反，生物传感器的主要应用特征见图 9: 

 遗传 

 DNA 序列 

 生命体征测量 

 癌症检测 

 患者监护 

表 6表明材料科学、纳米技术和检测为扩展生物传感器技术在传感器研究

中一直在增长。此外，该分析也表明，葡萄糖传感器主题的受欢迎程度大幅下降。 

表 6 用趋势分析的生物传感器趋势 

 主题数量 

积极的演化 9（检测，灵敏度等），25（纳米颗粒，显微镜等），27（化学，材料等） 

稳定的演化 

1（传感器系统、研究员、测量等）、3（电化学、电极、碳等）、4（DNA、信号等）、5

（检测、点等）、6（蛋白质、结合力、亲和力等）、7（食品、细菌、环境等）、8（系

统、基准等）、10（金属、荧光等）、11（尺寸控制等）、12（光纤、磁性等）、13（检

测、样品等）、14（器件、芯片等）、15（技术、 发展，未来等），16（酸，生物传感

器等），17（信号，释放等），18（灵敏度，频率等），19（患者，血液等）20（生物

传感器，分子，生物等），21（复合物，膜等），22（金，表面等），23（生物传感器，

实时，灵敏度等），24（温度，溶液等），29（癌症，药物，生物标志物等），30（测

定，抗体等），31（薄膜，层，聚合物等），32（细胞， 细胞、基因等） 

负演化 
2（生物传感器，酶，固定等），26（测量，参数，浓度等），28（葡萄糖，响应，电极

等） 

结果还表明，生物传感器研究也在随时间推移而增长，特别是在与医疗系

统中检测和监测应用相关的主题中。此外，纳米传感器技术已开始与其他技术相

互作用，提高生物传感器性能的效率，以减少疾病检测中的人为错误和医疗保健

行业的人力资源成本。支持生物传感器增长的另一个方面是化学结构中含有活性

物质的生化传感器的出现，通过产生信号来识别和测量反应中分析物的浓度来评

估生物或化学反应。这些技术主要用于检测，包括血液、葡萄糖、食物、抗体、

遗传的生物标志物检测。我们还应考虑，2019 年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

行危机已改变了卫生系统，并支持这些技术，需要免疫传感器快速检测和远程监

测患者。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8659793/figure/sensors-21-07803-f009/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8659793/table/sensors-21-07803-t006/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8659793/#B103-sensors-21-07803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8659793/#B103-sensors-21-07803


事实上，大流行防控的根本问题之一是医院无法支持 COVID-19 严重感染者

同时住院治疗。因此，与其他传感器相关的生物传感器技术使医生能够在家中而

不是在医院远程监测和治疗患者，从而帮助患者的医疗保健管理，降低成本和新

型冠状病毒在社会中的负面影响。总之，生物传感器势头正劲，可以远程检测和

监测受 COVID-19影响的、患有其他疾病的和/或术后的患者，以降低医疗保健总

成本并提高医院效率。 

 

4．结论、限制与展望 

本研究表明，在传感器研究中，高增长率与无线传感器网络、可穿戴传感

器和生物传感器的研究领域相关，为社会科技发展提供了新方向（图 10).传感

器技术的总体发展是由技术范式转变和新技术制度推动，这些模式转变和新技术

制度支持了从电气传感器（随着电气技术革命）到电子传感器（随着电子和微电

子学的技术革命），再到智能传感器（随着远程信息处理的技术革命）的进步，

现在随着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革命，向新的技术前沿发展（图 10)。 

 

图 10 传感器技术从电气、（微）电子和智能传感器的宏观演变，科学领域

和技术在工业领域的普遍和创新发展中具有高增长。注意：传感器是检测数量变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8659793/figure/sensors-21-07803-f010/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8659793/figure/sensors-21-07803-f010/


化的设备。箭头的厚度越大（越小）表示传感器技术轨迹的科学和技术增长强度

越高（越低），考虑在表 3。 

这项研究表明，传感器的技术发展是由于基于传感器与其他技术系统相互

作用的进化途径，例如信息和通信技术、人工智能、物联网等。结果表明，传感

器具有寄生技术（即取决于其他技术），在医学、环境污染、飞机和汽车行业的

广泛应用。此外，智能传感器的成功与物联网的集成有关，通过物联网，可以连

接设备，并在人、系统、物体和许多其他设备间交换信息。从历史上看，传感器

技术的研发（R&D）工作一直被资助为需要传感器的大型应用程序的辅助。现在，

选定的研发投资支持开发新的和改进的传感器，并针对特定应用的用户进行有效

研究规划过程。这里对传感器新技术方向和特征的描述，在不同环境中具有改进

的性能能力和应用，可以帮助政策制定者增加对私营和公共研究组织的研发投资

分配，用于科学和技术发展，以及社会中新传感器的技术转让。 

这项研究还表明，由于信息和通信技术、人工智能、纳米科学、人机交互、

云计算等方面的最新进展，传感器研究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广泛研究，使传感器技

术与其他学科和技术的密集相互作用成为可能。总体而言，本研究认为，传感器

研究中不断增长的领域是由无线传感器网络、可穿戴传感器和生物传感器提供的，

在环境、可持续性和健康科学方面具有新的应用。然而，这些结论当然是探索性

的。我们知道，在传感器研究的科学动态中，有些其他事情是不一样的，需要更

详细的查证来解释社会传感器交互技术的设计、实施和评估的其他方向。本研究

的未来发展旨在用额外数据来加强这项研究，以支持提出的实证结果，并随着时

间推移扩展对传感器科学生态系统的研究，以阐明智能传感器在计算交互、智能

环境、人机交互和/或虚拟和增强现实的情况下的发展。 

 

*注：原文和译文版权分属作者和译者所有，若转载、引用或发表，请标明

出处。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8659793/table/sensors-21-07803-t003/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8659793/#B128-sensors-21-07803


译文二： 

检测冠状病毒的纳米传感器综述 

Elaheh Rahimpour,Farzaneh Lotfipour，Abolghasem Jouyban,徐健（译） 

 

在哺乳动物和鸟类的上呼吸道和胃肠道系统中感染冠状病毒（CoV）会患上

普通感冒或更严重疾病。CoV是一种 ssRNA病毒，其名来自拉丁语 corona，意思

是皇冠或光环。它的蛋白质很短，有 76-109个氨基酸，平均基因组大小接近 30kb。

CoV有四个主属，如 α、β、γ和δ，每个又包含几种病毒。它们都有人畜共

患起源。阿尔法组和贝塔组来自蝙蝠。γ 和 δ 基团起源于禽类和猪的基因库。

Kumar等人审阅了这些病毒组的更多细节。由于周期性溢出事件和常见的跨物种

感染，CoV可能会在人类中出现。一旦进入人类，病毒就有可能人间传播，并最

终引起大流行性疾病。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SARS）

和 SARS-CoV-2就是过去几十年内暴发的致病性人类病毒。在这些病毒暴发时，

研究人员为找到准确实时的早期诊断技术而做出巨大努力。到目前为止，已经报

道了用于 CoV检测的多种传感器（基于常用方法，如病毒培养、ELIS、聚合酶链

反应（PCR）、蛋白质印迹和血清学抗体检测法）和纳米传感器。审阅所有研究

至关重要，可形成寻找更敏感、更可靠方法的数据库。Jalandra等人对开发用

于检测和诊断 SARS-CoV-2的传感器和生物传感器进行了综述。他们将各种传感

器分为七类，即： 

 基于 PCR的检测：一种在文本上研究基因表达的分子生物学方法。 

 基于抗体的检测：一种可识别抗原- 抗体复合物的形成并将其转换为结

论性读数的分析方法。 

 基于适配子的检测：一种基于适配子的方法，具有 10-100个核苷酸的小

尺寸单链人造核苷酸（RNA或 DNA），其与具有高特异性和亲和力的各种靶标分

析物结合。 

 基于 CRISPR 的方法：一种用于基因组编辑的生物技术。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8407278/#B1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8407278/#B2


 基于分子印迹聚合物的检测：分子印迹方法基于宿主组分与目标分子的

选择性结合。 

 基于微阵列的检测：微阵列由精心挑选的病毒序列组成，耦合到随机扩

增步骤，这提供了一种高度广泛和无偏倚的诊断方法。 

 环介导等温扩增(Loop-mediated isothermal amplification, LAMP)诊

断方法:固定温度下 DNA快速扩增，简便、特异。 

PCR和基于抗体的诊断因其易于使用且占用更少程序而在 SARS-CoV-2检

测中占主导地位，但 LAMP、RT-LAMP、CRISPR 等替代技术也正在开发中，并可能

在未来进入诊断市场。通常，所有传感器都包括用作基于 PCR或 ELISA 方法的检

测机制的识别元件和传感器。主要原理是捕获目标并将响应转换为信号。基于能

源、结构和材料的报告中已经讨论了许多类别的传感器。在其他用做对角化的材

料分类中还有散装和纳米结构材料。随着纳米技术显著提升多数技术和行业，如

信息技术、运输、医学、能源、环境和科学食品安全，纳米材料包含在病毒传感

平台中也提高和优化了其传感能力、灵敏度和选择性。纳米传感器可定义为传感

设备，其传感尺寸中最大为 100nm。虽然，纳米传感器报告中多数用于免疫测定

的球形纳米材料，但其他形式的一些材料也可用于纳米传感器的生产，包括纳米

级导线（因其高检测灵敏度）、碳纳米管（因其非常高的表面积）、薄膜、金属

和金属氧化物纳米（因其优越的物理化学、光谱和光学特性）和聚合物纳米材料。

纳米传感器发展可通过提高当前纳米传感器的性能或基于新机制设计更新的纳

米传感器来实现。由于其独特的性质，纳米成为传感领域的理想材料，特别是在

电化学和光学仪器的疾病诊断中。此外，纳米技术已经显示出通过最小化传感器

元件的大小来增加信噪比，从而改善了生物传感的用途。这对在设备接口上计划

发生过程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工作旨在综述基于纳米技术的 cov 检测方法。由于这类病毒在当下

的重要性，文献搜索仅限于这些病毒，通过基于纳米方法检测其他病毒被排除在

外。目前新发现的 COVID-19作为一种新发现的冠状病毒，死亡人数不断增加，

是全球重点关注的问题。因为冠状病毒均属于冠状病毒科，且结构相似，希望本

文综述能为研究人员找到一种可靠、实时的新冠病毒检测和诊断技术提供实用参



考。但还应该指出，最近 Drobysh等人发表了关于 COVID-19诊断密切相关的传

感器和 Dronina等人的 DNA传感器设计的强有力评论。接下来，本文介绍了基于

纳米材料的 cov检测传感器，包括光学和电化学两种方法。本文综述研究是通过

用关键字‘coronavirus’、‘infectious bronchitis virus (IBV)’、‘MERS’、

‘SARS’、‘porcine epidemic diarrhea’、‘detection’ 和‘nanoparticles’ 

搜索 SCOPUS 数据库获得。结果，在给定关键词下，检索到了与主题精确相关的

30篇文章。图 1显示了过去几年与该主题相关的论文数量。下面各节将简要介

绍每份报告的详情。 

 

图 1. 按出版年份划分论文数量的条形图 

1．开发基于纳米技术的冠状病毒检测方法 

所报道的基于纳米技术的 CoV检测方法，分为光学和电化学两大类。表 1总

结了报告的方法，以下各节将详细介绍每种方法。 

表 1. 纳入基于纳米技术的测定冠状病毒特征的传感器 

冠状病毒类型 传感器 样本 线性范围 检测限制   来源 

中东呼吸综合征 基于 Au NPs 与硫醇化 ssDNA 探

针偶联的聚合方法 

– – 1微升
-1
 [13] 

中东呼吸综合征 基于柠檬酸盐封顶 Ag NPs的聚

集方法 

– 20–1000 nmol.l
-1
 1.53 纳米

-1
 [14] 

SARS-CoV-2 基于 ASO 封顶 AuNP 的团聚方法 口咽拭子 0.2–3 纳克/微升 0.18 纳克/微升 [15] 

针对 SARS-CoV-2

病毒的 IgM抗体 

基于 AuNP 的侧流检测条 血清 – – [16] 

抗 SARS-CoV-2 

IgM和 IgG 

基于硒纳米的 LFIA 血浆 – – [17] 

抗 SARS-CoV-2 病

毒的 IgG 抗体 

基于 Au NPs的 LFIA 血清 >0.8毫克/毫升 – [18]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8407278/figure/F1/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8407278/figure/F1/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8407278/figure/F1/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8407278/#B13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8407278/#B14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8407278/#B15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8407278/#B16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8407278/#B17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8407278/#B18


冠状病毒类型 传感器 样本 线性范围 检测限制   来源 

PEDV 具有 Au NPs-mAb的 ICA – – 5.9 × 10
3
断续

器 50.ml
-1
 

[19] 

IBV ICS 与 Au NPs 偶联抗体 – – 10
4.4
开斋节 50 [20] 

IBV 由 CAu NPs 和羧基封顶 CdTe 

量子点组成的壳体免疫传感器 

鸡血 10
2
–10

4
EID.50毫升

-1
 

47.91 EID.50 毫

升
-1
 

[21] 

IBV 存在抗体偶联 Zr 量子点和 MP 

NPs 时的免疫反应 

– 79.15–10，000 

EID.50 μl
-1
 

– [22] 

SARS 由 DyLightTM 649 组成的荧光

探针，用与 Au NPs 偶联的二抗

标记 

血清 0.1–1000 pg.ml
-1
 – [23] 

抗 SARS-CoV-2 

IgG 

荧光 LFIA 探针由用小鼠抗人

IgG抗体标记的 Eu纳米组成 

血清 – – [24] 

SARS-CoV-2 基于 mRT-LAMP-纳米 - LFB 口咽拭子 – 每个反应 12份（针

对每个检测靶标） 

[25] 

2019冠状病毒病 金/光纤光栅探头饰有 GO 鼠尾草属 – 1.6 × 10
3
拷贝

数/毫升 

[26] 

SARS 基于 Au NPs 的反射生物传感器 – – – [27] 

SARS 存在融合蛋白的免疫反应封顶

Au NPs 

– – – [28] 

PEDV 使用 Au NPs 进行纳米 PCR 检

测 

– – 2.7 × 10
-6
纳

氏微升
-1
 

[29] 

PEDV 使用 Au NPs 进行纳米 PCR 检

测 

– – 费尔德应变：6.10 

× 10
4
拷贝数.μl

-1
 

衰减应变：7.30 × 

10
5
拷贝数.μl

-1
 

[30] 

SARS 使用二氧化硅包被的超顺磁性

纳米进行纳米 PCR 测定 

– – 2.0 × 10
3
副本 [31] 

SARS-CoV-2 RT-PCR 结合 Au NPs聚集光学方

法 

鼻咽、鼻拭

子或咽拭

子 

    [32] 

SARS-CoV-2 等离子体光热生物传感器 by 

Au nanoislands 

– – 0.22 点
-1
 [33] 

中东呼吸综合征 

HCoV 

通过用 Au NPs 修饰的碳电极进

行电化学免疫传感器 

鼻腔样本 0.001–

100 ng.ml
-1
 

0.01–10，000 ng.ml
-1
 

– [34] 

PEDV 用 Au NPs/二硫化钼/还原氧化

石墨烯纳米复合材料修饰的 GCE

电化学免疫传感器 

– 82.5–

1.65 × 10
4
断续器 50

毫升
-1
 

– [35] 

IBV H120 菌株 采用 Au NPs 辅助信号放大的

伏安法 

– 1.56 × 10
-9
1.56 

× 10
-6
μmol.l

-1
 

2.96 × 10
-10
μ

mol.l
-1
 

[36] 

SARS 通过用 Au NPs 修饰的碳电极进

行电化学免疫传感器 

– 2.5–50 pmol.l
-1
 2.5 pmol.l

-1
 [37] 

SARS-CoV-2 基于对磺基[8]芳烃（SCX8）官

能化石墨烯（SCX8-RGO），Au

和 Fe 的伏安法 3O4纳米 

痰液、咽喉

拭子、尿

液、血浆、

粪便、口腔

拭子、全血

和唾液 

10–17 至 10–12 

mol.l
-1
 

3 阿莫莱
-1
 [38] 

19 冠状病毒病 用功能化 Au NPs修饰的化学抑

制剂 

呼出气息 – – [39] 

Ag NP： 银纳米;Au NP：金纳米;ASO：反义寡核苷酸;FBG： 光纤布拉格光栅;GCE： 玻璃碳电极;GO： 氧化石墨;IBV：传

染性支气管炎病毒;ICA： 免疫层析测定;ICS：免疫层析条，单克隆抗体;单克隆抗体;中东呼吸综合征：中东呼吸综合征;mRT-LAMP：

多重逆转录环介导的等温扩增;SARS：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LFB：侧流生物传感器;LFIA：侧流免疫测定;聚合酶链反应：聚

合酶链反应;PEDV：猪流行性腹泻病毒;量子点： 量子点;RT-PCR： 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断续器 50：中位组织培养感染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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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光学方法 

基于光学纳米技术的传感器通过在识别元件和目标间形成一个复合体来决

定传感器的反射指数变化。这些基于纳米技术的传感器可分为两类直接光学纳米

技术传感器。信号是通过传感器上一个复杂结构产生。而基于纳米技术的间接光

学传感器主要采用不同标签来诊断信号的绑定和扩展。基于光学纳米技术的传感

器可以通过以下机制识别病毒存在：纳米技术可与 ssDNA(一种可与所需病毒耦

合的特定链)结合，并提供纳米探针。在没有目标 DNA/RNA情况下，电解质的存

在可诱导纳米技术聚集，可通过颜色变化(吸收波长变化)来检测。然而，在目标

DNA/RNA存在的情况下，纳米技术表面的 ssdna与目标 DNA/RNA杂交导致了 dsDNA 

-纳米技术的复合，阻止了它们的盐诱导聚集。因此，在目标 DNA/RNA 存在下，

没有观察到颜色变化。(2)具有免疫反应(抗体-抗原反应)机制的荧光纳米晶体也

可用于病毒检测。在此，抗体放置在固体支撑材料上，如微孔板或珠子，并在竞

争或三明治免疫反应之后，标签连接到所需分析物或传感器表面。分析物测定是

通过测量荧光标记物的比活性来完成。在这种方法中，许多种纳米材料，包括量

子点、上转换纳米材料和作为荧光团的纳米簇，都可以工作，使其更稳定、敏感。

通过解决小 Stokes 位移、光稳定性差、光漂快、聚集和与血浆蛋白高结合率的

荧光纳米晶体机理进行准确检测。一种反射性生物传感器，其光学反射特性(如

纳米大小)的变化被用作病毒检测信号。这些传感器中的反射指数变化与生物分

子和生物受体在纳米表面的结合或反应有关，微芯片上的等离子体纳米与靶抗体

功能化，在抗原和抗体-抗原免疫反应的存在下，纳米的表面等离子体共振（SPR）

性质变化。靶标结合后等离子体纳米的 SPR 变化可以通过 SPR光谱学检测。 

基于原理（1），Kim等人报告了一种用金纳米（Au NPs）测定 MERS 冠状病

毒的无标记分光度法。他们使用柠檬酸盐封端的 Au NPs与硫醇化的 ssDNA探针

偶联，其可以聚集在正电解质（0.1 mol.l）中氯化镁和稀缺分析物。NPs表面

ssDNA与靶 DNA的杂交导致 dsDNA-Au NPs的形成，并防止 Au NPs使用二硫化物

诱导的自组装复合物进行盐诱导聚集。该程序导致局部表面等离子体共振（LSPR）

光谱按比例的 MERS 冠状病毒浓度发生显著颜色变化和红移，检测限（LOD）为 1 

pmol.μl
-1
.Teengam 等人也进行了类似工作，以确定 MERS冠状病毒寡核苷酸。

在他们研究中，基于纸张方法的用于使用吡咯烷基肽核酸（acpcPNA）基于纳米



聚集的 DNA或 RNA诊断。acpcPNA探针由于 C端赖氨酸而具有正电荷，且在没有

互补 DNA 或 RNA的情况下导致柠檬酸盐封端的银纳米聚集。在靶 DNA 存在下，阴

离子 DNA-acpcPNA复合物的产生由于静电斥力导致银纳米的分解并导致可见的

颜色变化。该方法可用于测定 20-1000 nmol.l 范围内的 MERS寡核苷酸-1详细点

差为 1.53 nmol.l-1. 

Moitra等人报告了一种基于 Au NPs的比色方法，用于在 10分钟内从分离

的 RNA样本中检测阳性 COVID-19病例。纳米被硫醇修饰的反义寡核苷酸（ASOs）

覆盖，这些苷酸是 SARS-CoV-2的 N基因（核衣壳磷酸蛋白）特异性。修饰 Au NPs

在其 SARS-CoV-2靶 RNA序列存在下结块，因此在加入 RNaseH和 Au NPs 的视觉

可检测沉淀（图 2).该方法可用于测定浓度范围为 0.2-3 ng /μl，LOD 为 0.18 ng 

/ μl 的 SARS-CoV-2 RNA。利用 Au NPs 制备 Au NP 侧流测定条，将 SARS-CoV-2

核蛋白固定在膜上进行样品捕获，并将反人 IgM与 Au NPs偶联以产生检测报告。

在 COVID-19患者血清样本上研究了试纸性能。开发方法在 15 分钟内获得结果，

每个实验只需 10-20μl 血清。其他纳米 LFIA 试剂盒是基于硒纳米的 LFIA，用

对血浆样品中的抗 SARS-CoV-2 IgM和 IgG进行快速对角化和基于 Au NPs的 LFIA，

用于对角化血清样品中 SARS-CoV-2病毒的 IgG 抗体。 

 

图 2. 反义寡核苷酸覆盖金纳米，用于 SARS-CoV-2 RNA选择性"肉眼"诊断 

可向美国化学学会直接索取摘录材料相关的更多许可。 

经美国化学学会（2020年）许可转载。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8407278/figure/F2/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8407278/figure/F2/


Bian等人报道了一种新的免疫层析测定（ICA），用于实时鉴定猪流行性腹泻

病毒（PEDV）。ICA 是一种三明治式探头（图 3）它由硝酸纤维素膜、聚氯乙烯

板、样品垫、共轭垫和吸收垫组成。将磷酸盐缓冲液、山羊抗鼠 IgG 和稀释的单

克隆抗体（mAb）分配到硝酸纤维素膜的特定区域，将对照线和测试线（T线）

以及 Au NPs-mAb加载到偶联垫上。该条带可在适当预处理后使用。由于特异性

抗原-抗体结合对，Cline始终显示红线。T 线处的红线仅在图像 J的阳性 PEDV

样本跟踪中明显，据报道该技术的 LOD为 5.9×103断续器 50/毫升。对开发的 ICA

和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PCR）进行比较，以确认开发的 ICA对 PEDV 实时对

角化适用。Liu等人也进行了类似工作，以确定禽类 IBV。如前所述，Au NPs偶

联抗体附着在所需抗原上。然后，复合物通过附着在基质上的未标记抗体与支持

基质结合。在病毒特异性单克隆抗体基础上用 104.4 EID50的 LOD检测出 IBV。 

 

图 3.  SA开发了用于诊断 PEDV的实时探头 

（A）所获 ICA 的示意图，（B）不良反应，在阴性样品中，T 线上没有形成红线，（C）

在阳性加标样品中反应阳性，在 T线上观察到红线。 

ICA： 免疫层析测定，T线：T测试线。 

经作者许可转载。 

基于原理（2），Ahmed等人报道了一种由星形手性金纳米杂质（CAu NPs）和

羧基封顶 CdTe量子点（QDs）组成的脊髓免疫传感器，用于测定鸡血样品中的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8407278/figure/F3/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8407278/figure/F3/


IBV。通过将抗原偶联 CAu NPs和抗原偶联量子点添加到含有各种浓度 IBV的圆

形二色性比色皿中，进行了基于手性光学传感的实验。CAu NPs的自组装技术产

生了不对称的等离子体手性纳米结构，在与量子点激发态耦合过程中，圆二色性

响应的光谱范围得到了扩展。IBV的手指性反应在 102-104 EID/50 ml 范围内呈

线性，LOD 为 47.91 EID/50 ml。在另一项研究中，本研究组引入了 Zr 量子点(Zr

量子点)，将它们用于 IBV的光学检测。他们采用异质结构磁质体（MP）和荧光

纳米晶体，使用免疫反应进行诊断。在制备了 ZrQD和 MP NPs后，它们与 IBV

抗体偶联。在这一点上，他们之间没有吸引力。通过添加分析物，抗体偶联的

Zr QD和 MP NPs将形成外部磁性，提取组装纳米混合结构。可以记录纳米杂质

的光致发光强度，并将其用于 IBV浓度测定。通过该方法获得的分析响应在

79.15-10，000 EID / 50μl 的 IBV浓度范围内是线性的。Huang等人提出了一

种将三明治免疫测定与 LSPR技术相结合的方法，用于测定血清样品中 SARS核衣

壳蛋白（谷胱甘肽 S-转移酶[GST]）。在本研究中，聚甲基丙烯酸甲酯被用做光

导。对聚甲基丙烯酸甲酯纤维进行清洗，并将捕获抗体（抗 N-1 mAb）固定在其

表面。荧光探针还由与 Au NPs偶联的二抗（抗 N-2 mAb）标记的 DyLightTM 649

组成。最长为 674nm 的荧光团被靠近的 Au NPs 增强局部电磁场激发。在 GST存

在下，其发光强度变化用于测定其在 0.1-1000 pg.ml-1.LSPR耦合荧光法测定 GST

的示意图，如图 4所示。 

 

图 4. 通过三明治复合物和荧光探针表示 GST检测机制 

https://www.ncbi.nlm.nih.gov/core/lw/2.0/html/tileshop_pmc/tileshop_pmc_inline.html?title=Click%20on%20image%20to%20zoom&p=PMC3&id=8407278_figure4.jpg
https://www.ncbi.nlm.nih.gov/core/lw/2.0/html/tileshop_pmc/tileshop_pmc_inline.html?title=Click%20on%20image%20to%20zoom&p=PMC3&id=8407278_figure4.jpg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8407278/figure/F4/
https://www.ncbi.nlm.nih.gov/core/lw/2.0/html/tileshop_pmc/tileshop_pmc_inline.html?title=Click on image to zoom&p=PMC3&id=8407278_figure4.jpg


经爱思唯尔（2009）许可转载。 

Chen等人开发了一种镧系掺杂纳米的 LFIA 用于诊断血清样本中抗

sars-cov-2IgG。他们通过微乳液聚合成 Eu3+纳米，用小鼠抗人 IgG抗体和兔 IgG

将其功能化，并将其固定在 LFIA条带上。将 100μl稀释血清样品(1:1000)加在

条上，从样品垫移至吸收垫条上。在迁移过程中，抗 sars-cov-2IgG 与所需抗体

结合。采用便携式荧光阅读器，λex和λem 分别为 365nm和 615nm。但需要指

出的是，由于缺乏官方抗 Sars-CoV-2IgG标准，这种方法无法从半定量改进为可

靠定量。Zhu等人[25]报道了一种基于纳米结合多重逆转录环介导等温扩增

(mRT-LAMP)检测 SARS-CoV-2的横向流动生物传感器(LFB)。SARS-CoV-2的 N个

基因和 ORF1ab被反应扩增，并通过基于纳米颗粒的 LFB检测。荧光素与 ORF1ab

引物组偶联。地高辛与 N个引物组合偶联。mRT-LAMP系统形成多种荧光素/地高

黄素和生物素附着的双扩增子，LFB可通过生物素/链霉亲和素相互作用检测到

这些扩增子。据报告，COVID-19 mRT-LAMP-LFB法检测限制是每个反应 12份。 

基于原理（3），Samavati等人用氧化石墨烯（GO）修正的 Au / FBG 探针

来诊断患者唾液中 COVID-19病毒。将探针加到唾液样本后，光波长及其强度偏

差（与健康唾液样本相比）可确认感染病毒。CoV的刺突蛋白在 1-乙基-3-（3-

二甲基氨基丙基）碳二亚胺（EDC）/N-羟基琥珀酰亚胺（NHS）激活剂上与 GO

表面结合形成额外层。它改变了传感器周围折射率，可通过光学法检测到。该方

法的 10×3份/毫升可用于感染早期感染阶段的 COVID-19病毒患者。Park等人

开发了一种用于测定 SARS的反射 Au NPs生物传感器。为制作胶体晶体包覆芯片，

将单分散二氧化硅颗粒涂覆在玻璃基板上，然后用 3-氨基丙基三乙氧基硅烷功

能化，形成共价键，与各种生物分子和金属（本研究中的 Au NPs）相互作用。

光子胶体晶体可用于通过光谱波长偏移来光学检测蛋白质-金属结合。对折射率

变化的响应是由在分析物的芯片表面上纳米厚度和直径的变化引起。使用安装在

显微镜上 CCD相机获得胶体晶体图案光学图像。该研究小组在另一项研究中实现

了（4）在 Au NPs表面上制做聚（二甲基硅氧烷）微流体通道并用于抗原抗体研

究。融合蛋白可以很容易地附着在 Au NPs表面上。通过 SPR成像分析微流体通

道。随着抗 SARS冠状病毒包膜蛋白（SCVme）抗体附着在 Au NPs上的融合蛋白，

纳米表面等离子体条带移动到更大波长。此外，附着在其抗原上的抗 SCVme抗体



将溶液颜色变为紫色，可以用肉眼轻松看到。该方法可用于 SARS冠状病毒的有

效诊断。最近，Plikusiene 等人发表了一篇综合文章，他们用全内反射椭圆仪

法检测 SARS-CoV-2。虽然他们使用了落后当下研究的 Au体积盘测定法，但是他

们对固定SARS-CoV-2核蛋白与固定在 Au盘上的特异性抗体之间相互作用的动力

学和热力学进行了有趣的讨论。它的测量原理可为上述等离子体纳米检测冠状病

毒研究提供很好参考。 

其他一些被归入光学法的 CoV测定的报告是 PCR-凝胶电泳-UV法。纳米辅

助 PCR（nanoPCR）作为一类用纳米修饰的新型 PCR，用于制作 DNA样品副本的过

程中。凝胶电泳用于分离，紫外光被用作检测器。Yuan等人使用纳米 PCR法和

Au NPs测定 PEDV。该方法检测限制为下限 2.7×10-6纳氏微升-1对于 PEDV RNA，

没有报告与其他病毒的交叉反应。他们表明，纳米 PCR测定的灵敏度是传统

RT-PCR 方法的 100倍。Zhu等人使用类似的方法来区分 PEDV的场应变和衰减应

变。现场菌株的 NP 辅助 RT-PCR的 LOD为 6.10×104拷贝数.μl-1常规 RT-PCR方

法为 6.10×106拷贝数.μl-1.对于减毒菌株，NPs辅助 RT-PCR的检测限为

7.30×105拷贝数.μl-1通常的 RT-PCR方法为 7.30×106拷贝数.μl-1.Gong等人

还分别使用改性二氧化硅包被超顺磁性纳米和基于 PCR的方法的组合，测定 LOD

为 2.0×10 的 SARS 冠状病毒基因副本。Karami 等人使用 RT-PCR和 Au NPs聚集

的组合光学方法测定鼻咽，鼻或咽拭子样本中的 SARS-CoV-2。为了测定，从样

品中分离出病毒 RNA 并反向转录为 cDNA。最后，在存在构建为 SARS-CoV-2 RNA

传感器的回文接头的情况下，使用 PCR扩增 cDNA的特定区域。在存在所需靶标

的情况下，接头传感器在扩增过程中被 DNA聚合酶裂除。最后，将等分 PCR产物

与单组分溶液和 Au NP 核核酸的单组分组装混合。在室温下孵育 5-10 分钟后，

肉眼可以很容易地观察到由纳米聚集引起的比色反应。 

Qiu等人使用等离子体光热传感器对 COVID-19进行对角化。基于光热的传感

器是信号在样品中吸收光辐射期间导致吸收能量的非辐射松弛（例如，热量）的

传感器。具有 LSPR 特性的等离子体纳米导致局部电磁场的增强，从而导致强烈

光吸收或散射。因此，等离子体纳米用作光热用途的"光活化纳米加热器"。Qiu

等人报道的光热传感器是等离子体光热（PPT）效应和 LSPR传感转导的组合。用

cDNA受体修饰 Au纳米膜芯片上的 2D Au纳米岛，通过核酸杂交对 SARS-CoV-2



的所需序列进行灵敏的对角化。在以纳米的等离子体共振频率照射后，在 Au纳

米岛芯片上产生热塑性热。局部 PPT热量能够提高原位杂交的温度。采用高功率

532 nm激光二极管通过以正常入射角照射Au纳米岛芯片进行PPT加热。除了LSPR

传感之外，还选择了使用发光二极管（LED）源产生的白色传感光束。偏振后，

使用 BK7棱镜将入射辐射耦合到 Au纳米岛-介电界面，其倾斜标称入射角为72°，

并通过 Kretschmann 构型激发 Au纳米岛旁边的局部电磁场。LSPR传感转导的等

离子体共振波长为 580nm。从光谱仪记录的衰减全反射光谱干涉图中检索局部等

离子体响应，光谱仪可以通过与来自 SARS-CoV-2的各种浓度的选定序列杂交来

改变。开发方法具有高灵敏度，LOD低至 0.22 pmol.l-1，朝所需 SARS-CoV-2序

列移动，并允许在多基因混合物中对特定靶标进行可靠对角化。 

3．电化学方法 

电化学传感器主要原理是与化学溶液反应，并显示与分析物浓度成比例的电

信号。电化学方法使用安培法、电位法、循环伏安法和阻燃法来确定分析物。用

于检测病毒的电化学生物传感器分为四类，包括基于抗体、基于适配体、基于抗

原和基于核酸的传感器。电化学技术具有高选择性和灵敏度、操作简单、便携、

低成本和快速测定程序，是护理站病毒检测的好选择。 

尽管从传统意义上讲，光学检测法主导着新方法，但是电化学设备具有开

发无试剂检测的优势。基于抗体或抗原的传感器有一些优点，如特异性和高传感

器，但是变性和高成本是它们的主要缺点。基于适配体的传感器具有超强优势，

如具有成本效益和可重复的生产方法，长期在室温下货架储存和高柔性结构。对

于核酸传感器，高灵敏度和识别靶标能力是主要优点，但是它们受环境条件（如

温度和 pH值）影响。 

对于基于抗体的传感器，Layqah和 Eissa 报告了一种竞争性电化学免疫传

感器，用于鼻腔样本中 MERS冠状病毒的对角化。该生物传感器基于固定 MERS

冠状病毒蛋白与样品中游离病毒间竞争，以获得添加到样品中的恒定浓度的抗体。

通过记录每次实验运行后铁/亚铁氰化物氧化还原对的还原峰值电流来实现鉴定。

抗体附着在固定蛋白上导致方波伏安法降低峰值电流。峰值电流的这种降低归因

于电极表面涂层，其分子量约为 150 kDa的体积大小抗体。抗体的这种表面覆盖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8407278/#B42


会延缓铁/氰化铁氧化还原对到达导电表面，从而降低电子转移效率并降低电流。

他们使用 Au NPs修饰的碳电极，其表面具有固定的重组刺突蛋白 S1 作为生物传

感器。图 5演示了 MERS 冠状病毒免疫传感器的设计和诊断程序。他们报告说，

电极阵列可用不同 CoV 的多路复用识别。该方法可用于测定 0.001-100 ng.ml-1

和 0.01–10，000 ng.ml-1分别。Li等人开发了另一种用于检测 PEDV 的电化学

免疫传感器。他们用 Au NPs/二硫化钼/还原氧化石墨烯纳米复合材料修饰的 GCE

作为工作电极。然后，PEDV-2C11的 mAB也被结合到电极表面。通过六氰基铁酸

盐（II）/（III）作为氧化还原探针定量电极抗原-抗体之间免疫反应前后电极

电荷转移电阻的变化，测定了 PEDV浓度。该方法可在 82.5–1.65 × 104 TCID50 

ml-1范围内测定 PEDV 浓度。 

 

图 5. MERS 冠状病毒免疫传感器设计示意图和诊断程序 

（A）免疫传感器阵列芯片，（B）免疫传感器制备程序，（C）竞争性免疫传

感器的病毒检测程序 

经 Springer-Verlag GmbH Austria，Springer Nature（2019）许可转载。 

对基于核酸的传感器，Yang等人报告了一种用于 IBV H120菌株定量的 Au NPs

辅助信号放大法。文章基于多种 IBV菌株的 S1蛋白差异，构建了杂交 dsDNA-RNA。

S1核酸酶水解残留 ssDNA，DNA量变得与病毒 RNA量相当。然后加热，从 DNA-RNA

杂交双链中分离出靶 DNA。靶 DNA可用电极表面修饰的探针 2和 Au NPs 表面的

探针 1进行轻微杂交，在电极表面放上 Au NPs，Au NPs表面丰富的 DNA吸附溶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8407278/figure/F5/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8407278/figure/F5/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8407278/figure/F5/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8407278/figure/F5/


液中氯化六氨锵（III）分子，产生明显分析响应。伏安法显示检测范围为

1.56×10-9-1.56×10-6μmol.l-1，对 IBV H120菌株检测限为2.96×10-10μmol.l-1。

Martinez-Paredes等人报告了一种基于杂交的纳米传感器，用于测定 SARS病毒。

Au NPs利用碳电极上恒定电流强度与固定和转导表面的相互作用在原位上形成。

用 3′-硫醇化寡核苷酸探针进行传感相形成，然后用酪蛋白进行阻断。在室温

下通过在基因传感器表面倒入 3′-生物素化的寡核苷酸靶溶液 1小时，然后清

洗探针，并与标碱性磷酸酶的链霉亲和素中进行反应，方法是将其溶液的等分试

样滴落在基因传感器上并孵化 60分钟。洗涤后电极可用于酶促反应。检测步骤

在 3-吲哚基磷酸盐和银离子溶液中进行。3-吲哚基磷酸盐在固化碱性磷酸酶存

在情况下，生成一种将银离子能力降低的化合物，该化合物在酶标签碱性磷酸酶

结合处。沉积的银被电化学剥离到溶液中，并通过阳极剥离伏安法测定。银的汽

提峰高度取决于碱性磷酸酶浓度。传感器的响应在 2.5–0pmol.l-1范围内是线性

生物素化靶标浓度，LOD为 2.5 pmol.l-1.Zhao 等人报告了一种超级三明治型电

化学对磺基芳烃（SCX8）官能化石墨烯（SCX8-RGO）生物传感器，用于丰富甲苯

胺蓝，用于痰液、喉咙、拭子、尿液、血浆、粪便、口腔拭子、全血和唾液中的

SARS-CoV-2 RNA检测。传感器制作程序如下：将标有硫醇的捕获探针（CP）固

定在 Au@Fe3O4纳米，并形成 CP/Au@Fe3O4纳米复合材料，将宿主-客体复合物

（SCX8-TB）固定在 RGO上，以形成 Au@SCX8-TB-RGO-标记探针生物偶联物，产

生"CPtarget-LP"三明治结构，并引入辅助探针，形成长串连。若需详情，请参

见图 6示意图。 

他们根据 SARS-CoV-2的 RNA 序列合成了 ssDNA的人工靶点，并研究了生物

传感器的可行性。与人工靶(10- 12mol .l-1)孵化后观察到出现一个高电化学信

号峰。但是，在缺乏目标情况下，微分脉冲伏安法信号非常弱。合成人工目标的

优化条件如图 6所示。简单地说，10 μl的样品和 50 μl的预混料 A在室温下

放置 1小时，随后 50 μl的预混料 B在室温下放置 2小时，再利用智能手机对

甲苯胺蓝的电化学响应在 10秒内进行定量分析。该方法可用 LOD为 3 mol.l-1

检测 10-17-10-12 mol.l-1范围内的 ssDNA。 



 

图 6. 使用电化学生物传感器测定 SARS-CoV-2 图示 

（A）准备预混料 A 和 B；（B）使用智能手机进行电化学测定的步骤 

经 Elsevier （2021）许可转载。 

Shan等人报道了一种基于纳米的探针阵列，具有多种功能，可在呼气中检测

COVID-19。这些探针由有机配体连接的各种 Au NPs组成，在接触挥发性有机化

合物(VOCs)时产生肿胀或收缩的传感平台。在这些平台中，导电性与 Au NPs有

关。有机膜元素产生 VOCs特有吸附位点。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在接触过程中扩散

到传感平台，并与纳米上官能团的有机部分发生反应。这些反应导致纳米材料薄

膜的膨胀/收缩，从而产生体积变化。因此，无机纳米材料块间接触变化(高/低)

与导电性的增加/减少有关。 

4．结论和未来展望 

目前，纳米传感器已在很多领域里发挥了巨大潜力，特别在疾病检测方面。

高特异性和灵敏度是这类传感器的主要优点，无需在预精炼中花费很长时间。纳

米与不同生物分子结合生成探针，探针由信号读取的纳米核心（不同尺寸和形状）、

靶标检测和相互作用的一种或多种生物分子表层组成。这产生了一种用纳米弥补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8407278/figure/F6/


常规方法局限性的新方法。本文从应用方法和仪器方面对近年来国内外研究开发

的用于冠状病毒检测的纳米传感器进行了综述。研究表明，多数用于诊断这类病

毒的方法是光学法，仪器简单的方法具有较高接受度。 

另一方面，由表 1 可知，用于检测 cov的纳米传感器多是基于 Au NPs 传感器，

但这存在一个我们能否使用其他等离子体纳米代替的问题。这可能是未来产品面

临的问题。然而，纳米传感器领域的重大进展预示着有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

COVID-19 已成当前全球关注问题，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表明可靠和快速病

毒检测在降低死亡率方面的重要性。从最近 COVID-19大流行中也可以明显看出，

需要快速、低成本、非侵入性、简单和灵敏的检测来及早检测病毒以防止其传播，

特别是在潜伏期，纳米传感器显示出这种能力。尽管对 CoV检测进行诊断工作有

限，但根据以前从其他病毒获取的数据来看，可以说基于纳米传感器能够唤起对

相关病毒更敏感反应。因此，建议进一步研究基于纳米传感器的 COVID-19诊断

法。比色传感、免疫传感、光致发光、电化学发光、电化学和脂质免疫传感器都

是未来借助纳米检测 CoV的潜在技术。此外，基于簇规则间隔短回文重复序列

-Cas9机制的 DNA传感器设计的发展在过去几年中也取得了进展，并已表明这些

用于病毒诊断的传感器增强了检测的灵敏度。这种方法作为一种通用分析法被授

予 2020 年诺贝尔化学奖，但还需要更多的研究补充，才能达到卫生部门批准用

于临床应用的标准要求。 

 

*注：原文和译文版权分属作者和译者所有，若转载、引用或发表，请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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