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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海备注： 

信号屏蔽屋-量子远程传输技术：藿香正气水成分分析对比 

 

检测单位： 

清华大学药学院药学技术中心 

 

实验过程： 

-准备一盒未开封的藿香正气口服液，一半置于信号屏蔽屋等待远程处理，一半置于屏蔽屋外对比组不处理。 

-使用量子远程传输技术，对信号屏蔽屋内液体样本进行远程处理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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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 种成分的含量减少，88 种成分的含量增加，27 种成分出现，31 种成分消失。该实验证明多种物质含量发生变

化，证明量子远程技术可以跨越信号屏蔽机制；经量子远程传输技术处理后，藿香正气水的成分发生明显改变。 

2）处理后 88 种成分含量增加。其中，咖啡酸含量增长 275％, 该成分是一种抗氧化剂，具有免疫调节和抗炎活性, 提

升白细胞和血小板数量; 通过氧化机制咖啡酸对人 HT-1080 纤维肉瘤细胞系中的癌细胞增殖有抑制作用。其次，羽扇

烯酮含量增长 137%，该成分主要用于抗糖尿病，抗肥胖症等治疗，无主要毒性。水苏糖含量增张 52%，它对人体胃肠

道内有益菌群有着极明显的增殖作用，能迅速改善人体消化道内环境，调节肠道 pH 值、灭杀致病菌，抑制内源致癌物

的产生和吸收，并且分解衍生出多重免疫功能因子。 

3）经处理后 229 种成分含量减少。其中, 甘草次酸减少 81% ，它具有细胞毒性，长时间大量食用甘草糖（100g/d）

可导致严重的高血压和心脏肥大。乙醯胺酚减少 51％ ，中间代谢产物对肝脏有毒。 

4）处理后 27 种物质成分出现。包括：癸烯酸，该成分具有有抗菌、抗癌、抗辐射以及强壮机体、增强免疫力的作用；

一磷酸鸟苷，该成分可以提高机体免疫力、辅助抗肿瘤、促进肝功能恢复、调节机体免疫功能、抗癌等；积雪草酸，该

成分具有降血脂及保护肝脏的作用。奎宁酸，帮助人体代谢废物及毒素。蛇床子素，有解痉、降血压、抗心律失常、增

强免疫功能及广谱抗菌作用。 

5）31 组物质成分消失。消失物质部分对眼睛、皮肤，呼吸道具一定刺激作用。 

6）本报告提供详细功能分析的物质为变化幅度超过 50%的组分。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F%83%E8%84%8F%E8%82%A5%E5%A4%A7/4482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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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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36（18 β-Glycyrrhetintic Acid 甘草次酸-81%) 

#116（9-Oxo-10(E),12(E)-octadecadienoic acid -75%） 

#187(Dihomo-γ-linolenic acid ethyl ester-50%) 

#208（Ferulic acid 阿魏酸-64%） 

#233 （Indole  -99.6%） 

#313（Paracetamol -51%） 

#322（Poricoic acid A 茯苓新酸 A-79%） 

#327（Purpureaside C 紫地黄苷 C -87%） 

正离子 峰面积- 增长 51 #43(2,3,4,9-Tetrahydro-1H-β-carboline-3-carboxylic acid,102%), 

#81（4-Aminobenzoic acid  63%), 

#152(Caffeic acid 275%), 

#273(Lupenone 羽扇烯酮 137%), 

负离子 峰面积- 增长 37 #353（Stachyose 水苏糖, 52%) , 

负离子 峰面积- 减少 72 #82（4-Coumaric acid -72%) 

#182 （D-(+)-Xylose， -55%） 

#372 （Vanillyl alcohol  -51%） 

物质出现 27 #31 10-HDA 

#33 11(Z),14(Z),17(Z)-Eicosatrienoic acid 

#34 15-Crown-5 

#40 1-Methyladenosine 

#57 2-Hydroxycaproic acid 

#63 3,4',5'-Trihydroxy-5-methoxy-2'-methyl-2-biphenylcarboxylic acid 

#119Acetophenone 

#130Anabasine 

#136Asiatic acid 

#176D-(-)-Fructose 

#191 DL-Carnitine 

#218 Gluconic acid 

#222 Guaiacol 

#223 Guanosine monophosphate (GMP) 

#231 Hypoxanthine 

#244 Isophthalic acid 

#250 Itaconic ac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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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L-(-)-Arabitol 

#260Leucylproline 

#282Methyl 2-{[2-O-(6-deoxy-α-L-mannopyranosyl)-β-D-

glucopyranosyl]oxy}benzoate 

#309Osthol 

#328Pyrogallol 

#332Quinic acid 右旋奎宁酸 

#342Safrole 

#362Thymine 

#370Valylproline 

#383δ-Gluconic acid δ-lactone 

物质消失 31 #8 (+/-)8-HEPE，8-羟基二十碳五烯酸 

#10 (+/-)-C75#16 (3aS,4aR,7aS,9bS)-3-Ethyl-2-oxo-3,3a,7a,9b-

tetrahydro-2H,4aH-1,4,5-trioxadicyclopenta[a,hi]indene-7-carboxylic 

acid 

#39 1-Methyladenine, 1-甲基腺嘌呤 

#42 2-(Methylamino)isobutyric acid，N,2-二甲基-丙氨酸 

#45 2,4-Dimethylbenzaldehyde，2,4-二甲基苯甲醛 

#47 2,6-Di-tert-butyl-1,4-benzoquinone，2,6-二叔丁基苯醌 

#59 2-Isopropylmalic acid，2-异丙基苹果酸 

#62 3-(4-Hydroxyphenyl)propionic acid，对羟基苯丙酸 

#68 3,5-Dimethoxy-4-hydroxybenzaldehyde，丁香醛 

#73 3-Hydroxy-2-methyl-4-[(7-oxo-7H-furo[3,2-g]chromen-4-

yl)oxy]-2-butanyl 6-O-[(2R,3R,4R)-3,4-dihydroxy-4-

(hydroxymethyl)tetrahydro-2-furanyl]-β-D-glucopyranoside 

#86 4-Hydroxybenzaldehyde，对羟基苯甲醛 

#93 4-Oxoproline，4-氧代脯氨酸 

#132Argininosuccinic acid 

#180D-(+)-Galactose D-半乳糖 

#205Ethyl palmitoleate 

#207Ferulaldehyde 松柏醛 

#211Fraxetin 弗拉西汀 

#221Glycyrrhizic acid 甘草酸 

#228 Higenamine  去甲乌药碱 

#235Isoacteoside 异麦角甾苷 

#259L-Aspartic acid L-天门冬氨酸 

#291N-Acetyl-DL-glutamic acid 

#299Neohesperidin 新橙皮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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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Phlinoside A 

#319Plantamajoside 大车前苷 

#349Sinapinic acid 芥子酸别称 4-羟基-3,5-二甲氧基肉桂酸 

#357Syringic acid 丁香酸 

#369Uridine 尿苷 

#374Vicenin III 维采宁 III 

#384δ-Gluconic acid δ-lactone 葡萄糖酸内酯 

峰面积无变化 10  

 

附件 2. 物质组分分析摘要 

1）物质组分增加或减少 

#36（18 β-

Glycyrrhetintic Acid 甘

草次酸 减少 81%), 

 

甘草次酸 

1.甘草次酸常作为香料使用，也用来掩盖芦荟和奎宁等药物的苦味，甜度为蔗糖的

250 倍。 

2.甘草次酸具有细胞毒性，长时间大量食用甘草糖（100g/d）可导致严重的高血压和

心脏肥大。 

3.近年的研究表明，甘草次酸有一定的防癌和抗癌作用. 甘草次酸可抑制原癌，还具

有抗病毒感染的作用，对致癌性的病毒如肝炎病毒，EB 病毒及艾滋病毒的感染均有

抑制作用。 

#116 （9-Oxo-

10(E),12(E)-

octadecadienoic acid  

减少 75%） 

9S, 13R-12 氧代二烯酸 

植物体内合成茉莉酸的前体。 

#187(Dihomo-γ-

linolenic acid ethyl 

ester-乙基 DGLA 减少

50%) 

 

乙基 DGLA 

游离酸的酯化形式，其水溶性较小，但更适合配制含 DGLA 的饮食和膳食补充剂，

DGLA 已作为各种炎症性疾病的可能疗法得到了发展。 

#208（Ferulic acid 阿

魏酸 减少 64%） 

 

阿魏酸钠 

1.具有抗血小板聚集，抑制血小板 5-羟色胺释放，抑制血小板血栓素 a2(txa2)的生

成。 

2.增强前列腺素活性，镇痛，缓解血管痉挛等作用。 

3.是生产用于治疗心脑血管疾病及白细胞减少等症药品的基本原料。如心血康、利脉

胶囊、太太口服液等等，它同时在人体中可起到健美和保护皮肤的作用。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F%83%E8%84%8F%E8%82%A5%E5%A4%A7/448275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9%BE%E6%BB%8B%E7%97%85%E6%AF%92/4802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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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Indole 吲哚 减

少 100%） 

 

吲哚 

1. 高度稀释的溶液，可以作为香料使用。 

2. 对眼睛和皮肤有刺激性 

#313（Paracetamol  

乙醯氨酚 减少 51%） 

 

乙醯氨酚 

1.非那西丁在体内的代谢产生，解热镇痛作用强，抗风湿作用弱，对血小板凝血机制

无影响。 口服吸收迅速，完全，在体液内分布均匀，大部分在肝脏代谢，中间代谢

产物对肝脏有毒，以葡萄糖醛酸结合物形式或从肾脏排泄，半衰期一般为 1-4 小时。 

2.用于感冒发烧、关节痛、神经痛及偏头痛、癌性痛及术后止痛。 

3.剂量过大可引起肝脏损害，严重者可致昏迷甚至死亡。 

#322（Poricoic acid A 

茯苓新酸 A 减少 79%） 

 

中药茯苓的提取物茯苓酸 A 

具有明显抑制急性排斥反应的药理学作用。 

 

#327（Purpureaside C 

紫地黄苷 C 减少 87%） 

紫地黄苷 C 

是一种酚类糖苷，具有显着的促炎症作用。 

#43(2,3,4,9-Tetrahydro-

1H-β-carboline-3-

carboxylic acid, 2,3,4,9-

四氢-1H-b-咔啉-3-羧酸

甲酯 

增加 102%), 

2,3,4,9-四氢-1H-b-咔啉-3-羧酸甲酯 

 

#81（4-Aminobenzoic 

acid，4-氨基苯甲酸， 

增加 63%), 

 

4-氨基苯甲酸 

用于制造偶氮染料等，也用作防治麦锈病的农药；用于有机合成，也用作色层分析试

剂等；用作基准试剂、实验试剂及色谱分析试剂；用作分析试剂，如作基准试剂用于

测定亚硝酸盐。还用作色谱分析试剂，并用于染料合成、制药工业 

#152(Caffeic acid，咖

啡酸 增加 275%), 

 

咖啡酸 

咖啡酸广泛分布于茵陈、菜蓟、金银花等多种中药植物中，属于酚酸类化合物，具有

心血管保护、抗诱变抗癌、抗菌抗病毒、降脂降糖、抗白血病、免疫调节、利胆止血

及抗氧化等药理作用。咖啡酸能够收缩增固微血管、减低通透性、提高凝血功能以及

白细胞血小板数量，临床上常用于各种外科和内科出血的预防和治疗，对妇科出血疾

病有显著疗效，还用于肿瘤疾病化疗和放疗以及其它原因引起的白细胞血小板减少症

状，对原发性血小板减少以及再障性白细胞降低等疾病也有一定的疗效。 

#273(Lupenone 羽扇烯

酮 增加 137%), 

羽扇烯酮 

具有各种药理活性，包括抗炎，抗病毒，抗糖尿病，抗癌，无主要毒性。 

#353（Stachyose 水苏

糖，增加 52%) , 

 

水苏糖 

1.功能性低聚糖类，天然植物提取物，不存在任何依赖性。味稍甜，对人体胃肠道内

的双歧杆菌、乳酸杆菌等有益菌群有着极明显的增殖作用，能迅速改善人体消化道内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4%9F%E5%86%92%E5%8F%91%E7%83%A7/1726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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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调节微生态菌群平衡。它能促进形成有益菌在消化道内的优势菌地位，抑制产

气产酸梭状芽孢杆菌等腐败菌的生产，另外产生大量生理活性物质，调节肠道 pH

值、灭杀致病菌，阻遏腐败产物生成，抑制内源致癌物的产生和吸收，并且分解衍生

出多重免疫功能因子。俗称:有益菌的食物。 

2.水苏糖可以有效防止并缓解婴幼儿便秘及腹泻，抑制肠道疾病，全面增强婴幼儿的

免疫能力，提高婴幼儿的机体抗病力。具有清肠道，排毒排铅的效果，可以置换金属

离子，从而促进钙等矿物质吸收。且水苏糖适宜糖尿病人服用，不会造成内分泌负

担。 

#82（4-Coumaric acid 

-4-香豆酸 减少 72%) 

 

4-香豆酸 

4-香豆酸可抑制多种肿瘤细胞的增值，对肿瘤细胞进行抑制达到抗肿瘤作用[1]。4-香

豆酸可改善糖尿病和糖尿病相关并发症[2]。 

[1] Hu X , Yang Z , Liu W , et al. The Anti-tumor Effects of p-Coumaric A

cid on Melanoma A375 and B16 Cells[J]. Frontiers in Oncology, 2020, 10:5

58414. 

[2] Bhattarai G , Chang ㎏ i Min, Young ㎝ i Jeon, et al. Oral supplementati

on with p‐coumaric acid protects mice against diabetes‐associated sponta

neous destruction of periodontal tissue[J]. Journal of Periodontal Research,

 2019, 54(6). 

#182 （D-(+)-Xylose，

D-木糖 减少 55%） 

 

D-木糖 

1. D-木糖能够选择性的促进肠道双歧杆菌等有益菌的增殖，使其成为肠道优势菌

群，调节肠道微生态平衡，促进肠道健康。  

2. 降低血压、血清胆固醇及血糖 

3. D-木糖属于水溶性膳食纤维，具有膳食纤维的部分生理功能，D-木糖对预防高脂

血症有很好的效果。 

4. D-木糖很难被人体消化酶系统所分解，唾液、胃液、胰液和小肠液等都几乎不能

分解 D-木糖，其能量值几乎为零，因此，D-木糖可用作减肥食品和调节血糖食品的

原料。 

5. 抗龋齿。低聚糖不会引起牙齿龋变，龋齿是由于口腔微生物特别是突变链球菌侵蚀

而引起的，D-木糖不能被口腔内细菌所利用，也不能被口腔酶分解。 

6.生成营养物质。人体摄入 D-木糖，促进双歧杆菌等肠道有益菌的增殖，肠道有益菌

群在代谢过程中，会产生维生素 B1、维生素 B2、维生素 B6、维生素 B12、烟酸和

叶酸等营养物质，这些营养素能够被人体吸收利用，实现补充人体多种营养素的保健

功能 

#372 （Vanillyl alcohol  

4-羟基-3-甲氧基苄醇 减

少 51%） 

 

4-羟基-3-甲氧基苄醇 

广泛用于配制花香型（主要玫瑰型）香精，也用于配制化妆品香精和皂用香精等。 

https://baike.so.com/doc/6095013-6308121.html
https://baike.so.com/doc/3593265-377826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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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物质出现 

#31   

10-HDA，癸烯酸 

 

 

癸烯酸 

具有有抗菌、抗癌、抗辐射以及强壮机体、增强免疫力的作用 

#33 11(Z),14(Z),17(Z)

-Eicosatrienoic 

acid，11Z，

14Z，17Z-二十

碳三烯酸 

11Z，14Z，17Z-二十碳三烯酸 

是一种罕见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在正常人中，它只占血清磷脂脂肪酸的不到 0.25%。

然而，当测定其对脂肪酸延伸/去饱和反应（将膳食 C-18 脂肪酸转化为 C-20 二十烷

酸前体）的抑制作用时，它是最活跃的必需脂肪酸之一。 

#34 15-Crown-5,15-

冠醚-5 

 

15-冠醚-5 

15-冠醚-5 用于有机合成化学中的相转移催化剂；络合剂、贵金属和稀土元素分离提

取用萃取剂，电子工业离子导电材料、液晶显示元件制作材料。 

#40 1-

Methyladenosin

e 

1-甲基腺苷 

1-甲基腺苷 

是一种 RNA 修饰仅供科研用途，不作为药物、家庭备用药或其它用途，不是危险物

质或混合物。 

#57 2-Hydroxycapro

ic acid 

2-羟基己酸 

 

2-羟基己酸 

 

#63 3,4',5'-

Trihydroxy-5-

methoxy-2'-

methyl-2-

biphenylcarboxy

lic acid 

3,4',5'-二羟基-5-甲氧基-2'-甲基-2-联苯过氧甲酸 

#11

9 

Acetophenone 

苯乙酮 

苯乙酮 

用于制造香皂和纸烟。也用作有机化学合成的中间体、纤维树脂等的溶剂和塑料的增

塑剂。用于调配樱桃、见过、番茄、草莓、杏等食用香精，也可用于烟用香精中。在

最终加香食品中的建议用量为 0.6~20mg/kg。 

#13

0 

Anabasine 

新烟碱 

新烟碱 

新烟碱类化合物已被广泛使用,对虫害十分有效,而对脊椎动物的毒性较低。 

#13

6 

Asiatic acid 

积雪草酸 

积雪草酸 

积雪草酸具有降血脂及保护肝脏的作用，可能是通过提高 LCAT 和 SＲ-BImＲNA 的

表达来实现的相关作用。积雪草酸衍生物可拮抗由 β-淀粉样蛋白产生的神经毒性，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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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定抗毒性。 

#17

6 

D-(-)-Fructose 

D(-)-果糖 

 

D(-)-果糖 

1.生化和微生物研究用。硼酸的测定。 

2.果糖有直接供给热能，补充体液及营养全身的功效，比葡萄糖容易吸收利用。除用

作药物外，还用于高级糖果和饮料中。在含漱剂中用作甜味剂。 

#19

1 

DL-Carnitine 

DL-肉碱 

DL-肉碱 

DL-Carnitine 是 L-Carnitine 和 D-Carnitine 的外消旋混合物，调节线粒体脂肪酸转

运, 提升血清肉碱组分。 

#21

8 

Gluconic acid 

葡萄糖酸 

 

葡萄糖酸 

蛋白凝固剂和食品防腐剂。用于生产葡萄糖酸盐如葡萄糖酸钠、葡萄糖酸钾、葡萄糖

酸钙等，与钙、锌等金属离子成可溶性盐，作营养剂和药物。本品几乎无毒，无腐

蚀，无刺激性气味 

#22

2 

Guaiacol 

愈创木酚 

愈创木酚 

GB 2760—96 规定为暂时允许使用的食用香料。主要用于配制咖啡、香草、熏烟和烟

草等型香精。在医药上用以制造愈创木酚磺酸钙，在香料工业上用以制造香兰素和人

造麝香等。 

#22

3 

Guanosine 

monophosphate 

(GMP) 

一磷酸鸟苷 

一磷酸鸟苷 

1. 鸟苷酸作为组成核酸的５种核苷酸之一，具有独特的香菇样鲜味，因其鲜味阈值达

到 0.0125ｇ／ｄL，常被用于增强食品的鲜味。在食品工业中主要以其钠盐（鸟苷酸

二钠）的形式作为食品添加剂，用作调味料、酱油、味精的原料，通常与谷氨酸盐一

起用于增强食品的鲜味。 

2. 在医药领域，鸟苷酸具有高度的生物活性，可以提高机体免疫力、辅助抗肿瘤、促

进生长以及调节机体营养代谢，能够促进肝功能恢复、调节机体免疫功能、抗癌等，

使鸟苷酸成为极具开发潜质的医药原料。 

3. 此外，鸟苷酸具有的抗氧化活性，对神经的生长影响非常大，可以保护细胞免受活

性自由基的侵害。鸟苷酸在食品以及药品工业中都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23

1 

Hypoxanthine 

次黄嘌呤 

1.次黄嘌呤,是集生物发酵,化学合成核苷类抗病毒药品。 

2.次黄嘌呤可以帮助铁的吸收，促进智力的发育。 

#24

4 

Isophthalic acid 

间苯二甲酸 

 

间苯二甲酸 

也称异酞酸、1,3-苯二甲酸。用于生产醇酸树脂、不饱和聚酯树脂及其他高聚物和增

塑剂，也用于制造电影胶片成色剂，涂料和聚酯纤维染色改性剂及医药等。 

#25

0 

Itaconic acid 

衣康酸 

衣康酸 

衣康酸用于其它衍生物可用作医药、化妆品试剂、润滑剂、增稠剂、除草剂、除臭剂

以及改善丝毛织我性能。该产品毒性小，对健康危害不大。 

衣康酸对脓毒症小鼠急性肾损伤的保护作用。 

#25

5 

L-(-)-Arabitol 

L-(-)-阿拉伯糖醇 

L-(-)-阿拉伯糖醇 

1. 抑制蔗糖的代谢与吸收，L-阿拉伯糖*代表性的生理作用是有选择性地影响小肠中

的蔗糖酶，从而抑制蔗糖的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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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控制血糖升高，抑制脂肪生成，可抑制因摄入蔗糖而导致的血糖升高，因此可以抑

制肥胖，预防并治疗与高血糖相关的疾病。 

3. 促进双歧杆菌生长，摄入添加 5%阿拉伯糖的蔗糖还可以有效促进双歧杆菌的生

长。双歧杆菌属的细菌是人和动物肠道菌群的重要组成成员之一。一些双歧杆菌的菌

株可以作为益生菌而用在食品、医药和饲料方面。 

4. 有改变骨骼肌纤维成分的功效，通过支配糖酵解到糖氧化来影响腹部脂肪组织的增

长,这种肌纤维比例的改变可能有改善 2 型糖尿病的作用. 

#26

0 

Leucylproline 

L-亮氨酰-L-脯氨

酸 

L-亮氨酰-L-脯氨酸 

#28

2 

Methyl 2-{[2-O-

(6-deoxy-α-L-

mannopyranosy

l)-β-D-

glucopyranosyl]

oxy}benzoate 

 

甲基-2-{[2-O-（6-脱氧-α-L-甘露吡喃基）-β-D-吡喃葡萄糖基]氧基]苯甲酸甲酯  

#30

9 

Osthol 

蛇床子素 

 

蛇床子素 

具有解痉、降血压、抗心律失常、增强免疫功能及广谱抗菌作用。温肾壮阳，燥湿，

祛风，杀虫。用于阳痿、宫冷、不孕、寒湿带下、湿鼻腰痛；外治外阴湿疹，妇人阴

痒，滴虫性阴道炎。 

#32

8 

Pyrogallol 

连苯三酚 

 

连苯三酚 

用于制备金属胶状溶液，皮革着色，毛皮、毛发等的染色，蚀刻等; 医药及染料的中

间体以及分析用试剂等；在化妆品方面用于扑粉、护发剂、染发剂等 

#33

2 

Quinic acid 右旋

奎宁酸 

 

奎宁酸 

1.能够通过胃肠道菌群转化成色氨酸和烟酰胺，从而为人类必不可少的代谢成分提供

了原位生理源。因此，奎宁酸被确定为重要膳食成分。 

2.山植中所含的奎宁酸能直接进入肝脏，然后转变为另一种物质，能帮助人体排泄掉

在消化及排泄过程中产生的代谢废物及毒素如尿酸尿嘌呤等。 

3.对前列腺病变和尿路感染有明显的辅助疗效。红豆浆汁中含有奎宁酸从医疗价值来

看可能会减少人体在尿道中形成尿酸钙结石的机率。由于人体不能完全分解奎宁酸且

不变的形式把它排泄到尿中，它能使尿偏酸并阻止巧和憐酸盐离子形成不溶解的结

石，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使己形成的结石溶解。 

#34

2 

Safrole 

黄樟素 

黄樟素 

1.许多食用天然香精如黄樟精油,八角精油和樟脑油的主要成分,约占黄樟精油的 80%.

黄樟素在用肉豆蔻,日本野姜,加州月桂树等香料制成的香精中也有少量存在.黄樟精油

常被用作啤酒和其他酒的风味添加成分.黄樟树(Sas-safras albidum)树根皮也是流行

的一种药用滋补茶—黄樟茶的主要成分.此外,腐烂的生姜中含有较多的黄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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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FDA)的研究显示,黄樟素是白鼠和老鼠的致肝癌物.在小鼠的饲

料中添加 0.04～1%的黄樟素,150d 到 2 年可诱导小鼠产生肝癌.鉴于上述结果,在美国

不再允许黄樟素作为食物添加剂.此外,黄樟素的类似物—β-细辛脑(β-asarone)也在被

禁之列,因为在高剂量喂饲老鼠的实验中,发现其可导致小鼠产生结肠癌. 

#36

2 

Thymine 

胸腺嘧啶 

 

胸腺嘧啶 

是合成抗艾滋病药物 AZT、DDT 及相关药物的关键中间体。上游原料：冰醋酸、醋酸

丁酯、甲醇、甲基丙烯酸甲酯、尿素、盐酸、乙醇。也可用化学方法合成。用于药物

制造。胸腺嘧啶是脱氧核糖核酸中的碱基之一。可与脱氧核糖结合形成胸腺嘧啶的脱

氧核苷，其 5-位甲基上的氢为氟取代后的产物称为三氟代胸腺嘧啶脱氧核苷，用做抗

核酸代谢类抗肿瘤药物。 

#37

0 

Valylproline 

 

L-缬氨酸-L-脯氨酸 

#38

3 

δ-Gluconic acid 

δ-lactone 

 

δ-葡萄糖酸 δ-内酯 

 

3）物质消失 

#8 (+/-)8-HEPE 

8-羟基二十碳五

烯酸 

8-羟基二十碳五烯酸 

EPA(二十碳五烯酸)的衍生物，通过脂肪酸及其代谢物等化合物的反应，从而促进脂质

代谢、脂肪细胞的形成等相关的遗传基因的表达，产生抗肥胖的功效。氧化后有一定

气味。 

#10 (+/-)-C75 

 

一种脂肪酸合成酶抑制剂  

#16 (3aS,4aR,7aS,9b

S)-3-Ethyl-2-

oxo-3,3a,7a,9b-

tetrahydro-

2H,4aH-1,4,5-

trioxadicyclopen

ta[a,hi]indene-

7-carboxylic 

acid 

 

 

#39 1-

Methyladenine, 

1-甲基腺嘌呤 

1-甲基腺嘌呤 

内源性代谢物，DNA 中烷基化损伤的产物。 

https://m.chemsrc.com/cas/5142-22-3_830141.html
https://m.chemsrc.com/cas/5142-22-3_83014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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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2-

(Methylamino)is

obutyric acid 

N,2-二甲基-丙氨

酸 

N,2-二甲基-丙氨酸 

可造成严重眼损伤和刺激，皮肤和呼吸道接触易引起过敏。该物质对环境可能有危

害，对水体应给予特别注意。 

#45 2,4-

Dimethylbenzal

dehyde 

2,4-二甲基苯甲醛 

2,4-二甲基苯甲醛 

无色液体带有一种温和,甜的,苦杏仁气味，主要用作香精、医药、塑料助剂等有机合成

中间体，通常认定对水体稍微有害。 

#47 2,6-Di-tert-

butyl-1,4-

benzoquinone 

2,6-二叔丁基苯醌 

2,6-二叔丁基苯醌 

对眼睛、呼吸道和皮肤有刺激性。是一种新型降压药的中间体, 作用温和而持久, 副作

用低。 

#59 2-

Isopropylmalic 

acid 

2-异丙基苹果酸 

2-异丙基苹果酸 

酸类衍生物，可用作医药中间体。直接接触对眼睛有损害，可能引起呼吸道和皮肤刺

激。 

#62 3-(4-

Hydroxyphenyl)

propionic acid 

对羟基苯丙酸 

对羟基苯丙酸。 

刺激性物品，刺激眼睛呼吸道和皮肤。对环境可能有害。作为中间体多应用于医药领

域。 

#68 3,5-Dimethoxy-

4-

hydroxybenzald

ehyde 丁香醛 

 

丁香醛 

直接接触可能造成皮肤和呼吸道刺激，以及严重的眼部刺激。一般运用于医药、香

料、农药化学和有机合成工业，具有抗氧化,抗高血糖和抗炎活性。 

#73 3-Hydroxy-2-

methyl-4-[(7-

oxo-7H-

furo[3,2-

g]chromen-4-

yl)oxy]-2-

butanyl 6-O-

[(2R,3R,4R)-3,4-

dihydroxy-4-

(hydroxymethyl)

tetrahydro-2-

furanyl]-β-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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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ucopyranosid

e 

 

#86 4-

Hydroxybenzald

ehyde 

对羟基苯甲醛 

对羟基苯甲醛 

有强烈刺激性和腐蚀性化合物，吸入或接触对人体眼睛、皮肤、粘膜和上呼吸道均有

刺激。主要用于香料、医药和农药领域。 

#93 4-Oxoproline 

4-氧代脯氨酸 
4-氧代脯氨酸 

#13

2 

Argininosuccinic 

acid 

 

精氨基琥珀酸 

是一种氨基酸，系鸟氨酸循环的中间产物。 

#18

0 

D-(+)-Galactose 

D-半乳糖 

D-半乳糖 

半乳糖是哺乳动物的乳汁中乳糖的组成成分，它常以 D-半乳糖苷的形式存在于大脑和

神经组织中。它也会被用作营养增甜剂。 

在实验中会致使小鼠衰老，并负面影响其记忆力。 

#20

5 

Ethyl 

palmitoleate 

 

顺-9-十六碳烯酸乙酯 

#20

7 

Ferulaldehyde 

松柏醛 

 

松柏醛 

可被用作调香剂，抗真菌剂；前列腺素合成抑制剂；用于预防和治疗神经退行性病变 

#21

1 

Fraxetin 

弗拉西汀 

弗拉西汀 

是一种治疗儿童急性菌痢的药物，具有抗肿瘤，抗氧化作用和抗炎作用，诱导细胞凋

亡。 

#22

8 

Higenamine  去

甲乌药碱 

 

去甲乌药碱 

又名去甲基衡州乌药碱，系一种抗心律失常药。本品为中药附子的有效成分，能增强

心肌收缩力，加快心率;扩张心、脑及周围血管;对慢性心律失常有改善作用。临床上用

于慢性心律失常、病窦综合征的治疗。 

#23

5 

Isoacteoside 异

麦角甾苷 

 

异麦角甾苷 

一种苯乙醇苷单体化合物，异麦角甾苷具有抗氧化活性 

#25

9 

L-Aspartic acid 

L-天门冬氨酸 

 

L-天门冬氨酸 

用于合成甜味剂，医药上用于治疗心脏病，用作肝功能促进剂、氨解毒剂、疲劳消除

剂和氨基酸输液成分等。 

#29

1 

N-Acetyl-DL-

glutamic acid 

N-乙酰-DL-谷氨酸 

精细有机化工中间体，广泛应用于医药、农药、化学工业等领域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0%A8%E5%9F%BA%E9%85%B8/30357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B8%9F%E6%B0%A8%E9%85%B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0%A5%E6%80%A7%E8%8F%8C%E7%97%A2/10265366
https://baike.so.com/doc/675854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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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9 

Neohesperidin 

新橙皮苷 

 

新橙皮苷 

有治愈毛细血管的脆性和血浆中蛋白质通透性过高的作用。曾被称为维持毛细血管通

透性维生素或维生素 P。 

#31

6 

Phlinoside A 

 

[2-（3,4-二羟基苯基）乙基]3-O-[2-O-（β-D-吡喃葡萄糖基）-α-L-鼠李糖吡喃糖

基]-4-O-[3-（3,4-二羟基苯基）丙烯酰基]-β-D-吡喃葡萄糖甙 

#31

9 

Plantamajoside 

大车前苷 

 

大车前苷 

清热利尿,祛痰,凉血,解毒 

#34

9 

Sinapinic acid 

芥子酸别称 4-羟

基-3,5-二甲氧基

肉桂酸 

芥子酸别称 4-羟基-3,5-二甲氧基肉桂酸 

芥子酸在植物界中广泛分布，存在于香料水果蔬菜谷物和油料作物中，有刺激性 

#35

7 

Syringic acid 

丁香酸 

丁香酸 

1 抗菌作用:为白蒿的主要抗菌有效成分。有抗细菌和真菌的作用。 

2.中枢抑制作用:有镇静和局部麻醉作用。  

#36

9 

 

 

Uridine 

尿苷 

 

尿苷 

可用于巨型红血球贫血，也可与其他核苷、碱基合用于治疗肝、脑血管及心血管等疾

患 

#37

4 

Vicenin III 维采

宁 III 

 

维采宁 III 

抗癌，降压，抗炎和解痉 

#38

4 

δ-Gluconic acid 

δ-lactone 

葡萄糖酸内酯 

葡萄糖酸内酯，通常存在于蜂蜜，果汁，个人润滑剂和葡萄酒中，中性物质，但在水

中水解成酸性的葡萄糖酸，具有较强酸味。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B%B4%E7%94%9F%E7%B4%A0P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4%B2%E6%B0%A7%E5%9F%BA%E8%82%89%E6%A1%82%E9%85%B8/1272950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4%B2%E6%B0%A7%E5%9F%BA%E8%82%89%E6%A1%82%E9%85%B8/1272950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4%B2%E6%B0%A7%E5%9F%BA%E8%82%89%E6%A1%82%E9%85%B8/12729507

	清华-药学院-藿香正气-屏蔽屋（盖章）
	藿香正气水（屏蔽）
	1）229种成分的含量减少，88种成分的含量增加，27种成分出现，31种成分消失。该实验证明多种物质含量发生变化，证明量子远程技术可以跨越信号屏蔽机制；经量子远程传输技术处理后，藿香正气水的成分发生明显改变。
	2）处理后88种成分含量增加。其中，咖啡酸含量增长275％, 该成分是一种抗氧化剂，具有免疫调节和抗炎活性, 提升白细胞和血小板数量; 通过氧化机制咖啡酸对人HT-1080纤维肉瘤细胞系中的癌细胞增殖有抑制作用。其次，羽扇烯酮含量增长137%，该成分主要用于抗糖尿病，抗肥胖症等治疗，无主要毒性。水苏糖含量增张52%，它对人体胃肠道内有益菌群有着极明显的增殖作用，能迅速改善人体消化道内环境，调节肠道pH值、灭杀致病菌，抑制内源致癌物的产生和吸收，并且分解衍生出多重免疫功能因子。
	3）经处理后229种成分含量减少。其中, 甘草次酸减少81% ，它具有细胞毒性，长时间大量食用甘草糖（100g/d）可导致严重的高血压和心脏肥大。乙醯胺酚减少51％ ，中间代谢产物对肝脏有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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