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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海备注： 

量子远程传输技术：白酒成分分析对比 

检测单位： 

清华大学药学院药学技术中心 

实验过程： 

-准备同样的白酒样品两份，一份置于实验室等待远程处理，一份作为对比组不处理。

-使用量子远程传输技术，对实验室内液体样本进行远程处理 3 小时。

-对实验组与对比组分别进行成分检测，对比样本内组分变化

实验说明： 

经量子远程传输技术处理后， 

1)25 种成分的含量减少，16 种成分的含量增加，6 种成分出现，7 种成分消失

2)海藻糖含量增长420%，该成分有助改善骨质疏松症。

3)甜菜碱出现，该成分具有保护肾脏、抗脂肪肝、明目和有益于动脉粥样硬化等心血管疾病的作用。

4)12,13-二羟基-9Z-十八烯酸消失，该成分有细胞毒性，会破坏大鼠的生殖功能； 邻苯二甲酸二辛酯（DOP）消

失，该成分对心血管会产生不利影响, 对生殖内分泌系统有毒性作用。

5)本报告提供详细分析的物质为变化幅度超过 50%的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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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数据归类 
 

组别(处理后变化) 成分数

目 

变化率超过 50% 

正离子 峰面积- 减少 7  

正离子 峰面积- 增长 5 #26(Citric acid,192%), 

#54（α,α-Trehalose 420%) 

负离子 峰面积- 增长 11 #42(L-Pyroglutamic acid 274%) , 

#49(Pyridoxine 163%) , 

#51(Trigonelline 118%) , 

#52(Urocanic acid 122%) , 

负离子 峰面积- 减少 18 #41（Linolenic acid ethyl ester 亚麻酸乙酯-83%) 

#55 （α-Eleostearic acid-85%） 

物质出现 6 #21 Benzoic acid 苯甲酸 

#22 Betaine 甜菜碱 

#24 Butyl 4-aminobenzoate 4-氨基苯甲酸丁酯

#28 Dibutyl phthalate 邻苯二甲酸二丁酯 

#32 DL-Arginine DL-精氨酸 

#40 L-Aspartic acid 天门冬氨酸 

物质消失 7 #1 (+/-)12(13)-DiHOME，12,13-二羟基-9Z-十八烯酸 

#11 3-Methyl-5-[(1S,2R,4aR)-1,2,4a,5-tetramethyl-7-oxo- 

1,2,3,4,4a,7,8,8a-octah 

#19 Arachidonic acid 花生酸 

#27 Diammonium glycyrrhizinate 甘草酸二铵 

#29 Didecyldimethylammonium 十二烷基二甲基铵

#30 Dioctyl phthalate 邻苯二甲酸二辛酯（DOP） 

#38 Isophorone 异佛尔酮 

峰面积无变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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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物质组分分析摘要 

1） 物质组分增加或减少 
 

#26(Citric acid, 柠檬酸 

增加 192%), 

柠檬酸 

天然柠檬酸在自然界中分布很广，天然的柠檬酸存在于植物如柠檬、柑橘、菠萝等果

实和动物的骨骼、肌肉、血液中。柠檬酸为食用酸类，可增强体内正常代谢，适当的

剂量对人体无害。在某些食品中加入柠檬酸后口感好，并可促进食欲，在中国允许果

酱、饮料、罐头和糖果中使用柠檬酸。 

#54（α,α-Trehalose 海

藻糖，增加 420%) 

海藻糖 

具有稳定生物膜（细胞膜）和蛋白质结构及抗干燥的作用，为其应用展示了广阔的前

景。海藻糖应用于生物制品保护。另外，海藻糖具有抑制骨胶原分解的作用，因而可

用于改善骨质疏松症。海藻糖还可用来保存研究用生物制品，如基因工程的酶类及其

它酶类、细胞膜、抗体、抗原、细胞器等，食品加工,精细化工等。 

#42(L-Pyroglutamic 

acid ，L-焦谷氨酸， 

增加 274%) , 

L-焦谷氨酸 

焦谷氨酸是皮肤天然保湿因子的主要组分之一，其保湿能力远超过甘油及丙二醇等。

且无毒、无刺激，是现代护肤、护发化妆品的优良原料。焦谷氨酸还对酪氨酸氧化酶

的活性有抑制作用，从而阻止“类黑素”物质在皮肤中沉积，对皮肤具有增白作用。对

角质有软化作用，可用于指甲化妆品。应用于食品、医药、化妆品等行业。 

#49(Pyridoxine ，维生

素 B₆，增加 163%) , 

维生素B₆ 

是水溶性维生素，参与人体氨基酸、糖、脂代谢等。 

#51(Trigonelline，胡芦

巴碱，增加 118%) , 

胡芦巴碱 

来源于葫芦巴、使君子，大豆。 

用途：用作营养型添加剂，医药中间体 

运用： 补肾阳，祛寒湿。治寒，腹胀满，寒湿脚气，肾虚腰酸，阳痿 

功能主治温肾，祛寒，止痛。用于肾脏虚冷、小腹冷痛、小肠疝气、寒湿脚气。 

#52(Urocanic acid，尿

刊酸， 增加 122%) , 

尿刊酸 

皮肤中的主要光线受体， 

尿刊酸是由L-组氨酸通过组氨酸解氨酶(或称为组氨酸氨裂解酶或组氨酸酶)脱氨而 

来。在肝脏中，尿刊酸由尿刊酸水合酶转化为咪唑-4-酮-5-丙酸，并最终转化为谷氨

酸。谷氨酸，是一种酸性氨基酸。大量存在于谷类蛋白质中，动物脑中含量也较多。

谷氨酸在生物体内的蛋白质代谢过程中占重要地位，参与动物、植物和微生物中的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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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重要化学反应。 

#41（Linolenic acid 

ethyl ester 亚麻酸乙酯 

减少 83%) 

亚麻酸乙酯 

可溶于甲醇、乙醇、DMSO 等有机溶剂，来源于竹叶，紫苏子。

用途：亚麻酸乙酯具有治疗高脂血症的作用。 

#55 （α-Eleostearic 

acid 减少 85%） 

α-桐酸 

α-酮酸在机体代谢调控和疾病诊断治疗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在肾病的防治方面， α- 

酮酸与低蛋白饮食搭配可以用于减缓慢性肾炎的发展进程，不仅降低了患者蛋白尿的

排泄，而且提高机体的抗氧化能力，改善患者体内电解质紊乱现象，起到保护肾功能

作用[1-2]。调节机体的代谢能量[3]。具有增强心脏功能的作用，保护心脏免受因缺

血再灌注或氧自由基暴露而造成的可逆性损伤（如昏迷）[4]。 

 
 

[1] Satirapoj B, Vongwattana P, Supasyndh O. Very low protein diet plus k 

etoacid analogs of essential amino acids supplement to retard chronic kid 

ney disease progression［J］. Kidney Res Clin Pract, 2018, 37（4）:384-39 

2. 

[2] 梁劲松,宋文林,吴艳.α- 酮酸联合低蛋白饮食治疗糖尿病肾病对机体氧化应激及电

解质水平的影响［J］.实用医学杂志,2017,33（16）:2717-2720. 

[3] 付莹,王红权,赵玉蓉.ɑ- 酮戊二酸及其生理作用［J］.湖南饲料,2017,（5）:31-33. 

[4] Mallet RT, Olivencia-Yurvati AH, Bünger R. Pyruvate enhancement of c 

ardiac performance: Cellular mechanisms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J］. Exp 

Biol Med（Maywood）. 2018,243（2）:198-210. 

 
2） 物质出现 

 

#21 Benzoic acid 

苯甲酸 

苯甲酸 

1.防腐剂 

苯甲酸和苯甲酸钠有杀菌和抑制细菌生长的作用，且低毒无味，因而它们广泛地用作

防腐剂。在微酸性介质中，仅 0.1%浓度的苯甲酸可抑制细菌生长。改变pH 值对苯甲

酸盐的杀菌作用和抑菌作用影响很大，在减性介质中其效果明显降低，pH 值在

2.5~4.5 时效果最佳。 

在食品工业中，苯甲酸，苯甲酸钠可作酱油，泡菜、苹果酒、果汁、饲料等的防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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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剂。在药物、化妆品、牙膏、香粉、烟叶等中，苯中酸和苯甲酸钠也作防腐剂。苯甲

酸钠在水中有较大的溶解度，通常用得更多一些，但它的 pH 值较高，杀菌和抑菌能

力比苯甲酸弱得多。 

2. 药物 

苯甲酸、苯甲酸钠、苯甲酸苄酯等都可以用于制造各种药物，分别治疗关节炎、脓 

肿、支气管炎、皮肤病等，还可用作局部麻醉剂 [9] 。苯甲酸可以制作苯甲酸水杨酸

软膏，苯甲酸水杨酸软膏是以苯甲酸、水杨酸为主要原料，加入羊毛脂、黄凡士林制

成的药剂。其中，苯甲酸与水杨酸联合，可以治疗成人皮肤真菌病，浅部真菌感染如

体癣、手癣及足癣等疾病。 

3. 定香剂 

苯甲酸可以用作果汁饮料的定香剂。可作为膏香用入薰香香精。还可用于巧克力、柠

檬、橘子、子浆果、坚果、蜜饯型等食用香精中。烟用香精中亦常用之。因苯甲酸的

溶解度小，使用时须经充分搅拌，或溶于少量热水或乙醇。在清凉饮料用的浓缩果汁

中使用时，因苯甲酸易随水蒸气挥发，故常用其钠盐。 

#22 Betaine 甜菜碱 

 
甜菜碱 饲料级无水甜菜碱可用作饲料添加剂，是天然高效甲基供体，能部分代替蛋氨酸和氯

化胆碱，降低饲料成本，减少猪背膘，提高瘦肉率和胴体品质。它的另外一个重要的

功能是渗透压调节剂。在医药保健方面，甜菜碱具有保护肾脏、抗脂肪肝、明目和治

疗动脉粥样硬化等心血管疾病的作用。 

#24 Butyl 4- 

aminobenzoate 

4-氨基苯甲酸丁

酯 

4-氨基苯甲酸丁酯 

中间体;有机原料;有机化工原料;芳烃;通用试剂;医药中间体;小分子抑制剂;有机砌块;酯; 

化妆品添加剂，香料，香精;医药、农药及染料中间体; 

#28 Dibutyl 

phthalate 邻苯二

甲酸二丁酯 

 

邻苯二甲酸二丁酯 

该品为增塑剂。对多种树脂具有很强溶解力。主要用于聚氯乙烯加工，可赋于制品良

好的柔软性。 

#32 DL-Arginine DL-精氨酸 

 
DL-精氨酸 营养增补剂,调味剂。对成人为非必需氨基酸，但体内生成速度较慢，对婴幼儿为必需

氨基酸，有一定的解毒作用。氨酸是鸟氨酸循环中的一个组成成分，具有极其重要的

生理功能。多吃精氨酸，可以增加肝脏中精氨酸酶的活性，有助于将血液中的氨转变

为尿素而排泄出去。所以，精氨酸对高氨血症、肝脏机能障碍等疾病颇有效果。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D%9E%E5%BF%85%E9%9C%80%E6%B0%A8%E5%9F%BA%E9%85%B8/375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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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L-Aspartic acid 

天门冬氨酸 

天门冬氨酸 

是一种α-氨基酸，天门冬氨酸的左旋异构物是 20 种蛋白氨基酸之一，即为蛋白质的构

造单位，它的密码子是 GAU 和 GAC。它与谷氨酸同为酸性氨基酸。天冬氨酸普遍存

在于生物合成作用中。它是生物体内赖氨酸、苏氨酸、异亮氨酸、蛋氨酸等氨基酸及

嘌呤、嘧啶碱基的合成前体。它可作为 K+、Mg2+离子的载体向心肌输送电解质， 从

而改善心肌收缩功能，同时降低氧消耗，在冠状动脉循环障碍缺氧时，对心肌有保护

作用。它参与鸟氨酸循环，促进氧和二氧化碳生成尿素，降低血液中氮和二氧化碳的

量，增强肝脏功能，消除疲劳。 

天冬氨酸能调节脑和神经的代谢功能，其左旋体L- 天冬氨酸广泛用做氨解毒剂，肝

机能促进剂，疲劳恢复剂等医药用品和各种清凉饮料的添加剂;其外消旋体 DL- 天冬

氨酸(DL-Asp)可用于合成 DL- 天冬氨酸钾镁盐(脉安定)[1]，可用于治疗心律失常、心

动过速、心力衰竭、心肌梗塞、心绞痛、肝炎和肝硬化等疾病。DL- 天冬氨酸还可作

为合成多肽的原料，它的氨基酸的取代衍生物(NMDLA)可以作为治疗神经类疾病和大

脑疾病的药物，如天冬氨酸的衍生物 N- 甲基-D- 天冬氨酸(NMDA)能明显增强视神

经单元放电单元的兴奋作用， 可作为哺乳动物中枢神经系统中重要的兴奋神经递质受

体之一。 

在医药方面，可以用于治疗心脏病，肝脏病，高血压症，具有防止和恢复疲劳的作 

用，和多种氨基酸一起，制成氨基酸输液，用作氨解毒剂，肝功能促进剂，疲劳恢复

剂。 

 
3） 物质消失 

 

#1 (+/-)12(13)- 

DiHOME 

12,13-二羟基- 

9Z-十八烯酸 

12,13-二羟基-9Z-十八烯酸 

(±)12,13-二home 是由(±)12,13- epome 的可溶性环氧化物水解酶开孔产生的二 

醇。在肾近端小管细胞中，这种二醇的甲酯与 9,10 异构体的混合物比甲酯环氧化物具

有更强的细胞毒性。然而，在肾皮质线粒体中，环氧化物转化为 12,13-二家体似乎是

防止线粒体功能障碍的解毒途径的一部分。这个二醇和 9,10 异构体可以被人肝脏和肠

道微粒体以及通过一个羟基重组UGT2B7 葡萄糖醛酸化。在过氧化物酶体疾病患者的

尿液中发现了高水平的 la -二醇葡萄糖醛酸酯。二醇混合物在体外刺激乳腺癌细胞增

殖，并在相对低浓度时破坏大鼠的生殖功能。 

#11 3-Methyl-5- 

[(1S,2R,4aR)- 

1,2,4a,5- 

tetramethyl-7- 

ox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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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4,4a,7,8,8a- 

octah 

 

#19 Arachidonic 

acid 

花生酸 

花生酸 

花生四烯酸是大脑和视神经发育的重要物质，对提高智力和增强视力有重要作用，是

胎儿和婴幼儿的必需脂肪酸；花生四烯酸具有降低总胆固醇，降低血脂和血糖的作 

用。ARA 是生物细胞膜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流动性和灵活性，是所有细胞，特别是

神经系统、骨骼肌和免疫系统的功能所必需的。花生四烯酸是从食物中或由富含植物

的必需脂肪酸亚油酸的去饱和和延伸而得。通过激活和抑制，游离 ARA 调节离子通

道、多种受体和酶的功能。这就解释了它在大脑和肌肉正常功能中的基本作用，以及

它对曼索尼血吸虫和嗜血杆菌感染和肿瘤启动、发展和转移的保护潜力。花生四烯酸

在细胞膜上经历再酰化/去酰化循环，使细胞中游离 ARA 的浓度保持在很低的水平， 

限制 ARA 的氧化可用性。ARA 氧化产生的代谢物不仅不会引发炎症，最重要的是会产

生解决炎症和伤口愈合的介质。内源性大麻素是氧化无关的ARA 衍生物，对大脑奖励

信号、动机过程、情绪、应激反应、疼痛和能量平衡至关重要。游离 ARA 和代谢产物

通过直接作用于嗜酸性粒细胞、嗜碱性粒细胞和肥大细胞，间接结合先天淋巴细胞上

的特定受体，促进和调节 2 型免疫反应，这在抵抗寄生虫和过敏原损伤方面至关重

要。 

#27 Diammonium 

glycyrrhizinate 

甘草酸二铵 

甘草酸二铵 

是一个广泛使用的抗炎化合物，对慢性乙肝有改善症状和恢复 ALT 的作用，对胆红素

的降低也有一定的效果。口服制剂疗效较静脉滴注差，与其生物利用度低有关。甘草

酸二铵系中药甘草中提取的有效成分，即 18a 体甘草酸二二铵盐，是甘草酸单铵盐的

更新换代产品，为中药甘草有效成分的第三代提取物，是一种药理活性较强的治疗慢

性肝炎药。甘草酸二铵具有较强的抗炎、保护肝细胞膜及改善肝功能的作用，对多种

肝毒剂所致肝脏损伤均有防治作用，并呈剂量依赖性；对复合致病因子引起的慢性肝

损害，能明显提高存活率及改善肝功能。实验证明，甘草酸二铵能明显阻止半乳糖 

胺、四氯化碳及硫代乙酰胺引起的血清丙氨酸氨基转移氨基转移酶（ALT）增高，改

善肝脏受损组织。肝组织切片显示，甘草酸二铵可以对抗半乳糖胺所致肝细胞线粒体

及核仁的损害，并使肝糖原及核酸含量增加，减轻肝细胞坏死，加速肝细胞恢复 。 

#29 Didecyldimethyl 

ammonium 

十二烷基二甲基

铵 

十二烷基二甲基铵 

这一类物质，以下面三种典型物质为代表：十二烷基三甲基氯化铵、十二烷基三甲基

溴化铵、三辛基甲基氯化铵。 

对土壤过氧化氢酶、酸性磷酸酶、脲酶有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对细菌和真菌有不同

程度的抑制作用。广泛用于杀菌。广泛用于油田杀菌、医药卫生、工业循环水杀菌灭

藻、油田钻井等方面，其杀菌效果优于目前使用的最广的十二烷基二甲基苄基氯化 

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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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Dioctyl 

phthalate 

邻苯二甲酸二辛

酯（DOP） 

邻苯二甲酸二辛酯（DOP） 

邻苯二甲酸二辛酯经消化道、呼吸道和皮肤等多种途径进人机体，对人体的生殖、心

血管等多方面产生不利影响，也可导致肥胖和中毒，作为环境内分泌干扰物对雄性和

雌性生殖内分泌系统都有毒性作用[1-4]。此外，邻苯二甲酸二辛酯与晚期子宫内膜炎

的发病关系密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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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Nigel C. Noriega*, Kembra L. Howdeshell, Jonathan Furr, Christy R. 

Lambright, Vickie S. Wilson and L. Earl Gray Jr. Pubertal Administration of 

DEHP Delays Puberty, Suppresses Testosterone Production, and Inhibits 

Reproductive Tract Development in Male Sprague-Dawley and Long-Evans 

Rats[J]. Toxicological Sciences, 2009, 111(1):163-178. 

  
[5] Kim Y H , Kim S H , Lee H W , et al. Increased viability of endometrial cells 

by in vitro treatment with di-(2-ethylhexyl) phthalate[J]. Fertility & Sterility, 

2010, 94(6):2413-2416. 

#38 Isophorone 异佛尔酮 

 
异佛尔酮 用作油漆、油墨、涂料、树胶、树脂、硝基纤维的溶剂及化学合成中间体等，特别适

用于乙烯基树脂。主要用于农药、涂料和罐头涂层等方面。 是硝基喷漆、合成树脂类

涂料的高沸点溶剂。作为特殊涂料稀释剂。与甲基异丁基酮混合使用可溶解酚醛树脂

和环氧树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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