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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海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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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半置于实验室等待远程处理，一半作为对比组不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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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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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8 种成分的含量减少，77 种成分的含量增加，30 种成分出现，22 种成分消失。 

2）处理后 77 种含量增加的成分中，其中比较明显的有：熊果酸的含量增长 810%，该成分可抑制各种类型癌细胞的增

殖、并诱导其凋亡；乳香酸的含量增长 736%，该成分广泛应用于治疗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和骨关节炎，其化合物在

抗炎、抗肿瘤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甘草苷增长 342%，该成分具有抗氧化、抗抑郁、保护神经等生理活性。甘草苷

被证明具有抗病毒和抗炎作用，在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具有多重优势，有望为将来冠状病毒的感染性疾病防控成为

候选药物。 

3) 处理后 268 种成分减少，甘草次酸的含量减少 85%，该成分具有细胞毒性，长时间过量食用可导致严重的高血压和

心脏肥大，严重者可导致极度虚弱和心室纤颤。 

4）处理后 30 种成分出现，包括：甘草素，该成分可抑制人体黑色素瘤 A375 细胞的侵袭转移，抑制人体乳腺癌 MCF-7 

细胞的生长，诱导其凋亡及自噬；莪术醇，该成分具有抗癌，抗微生物，抗真菌，抗病毒和抗炎的功效。脱硫生物素，

维生素 B 复合体之一，帮助维持上皮组织结构的完整和健全，增强机体免疫反应和抵抗力等。瓜氨酸可以松弛血管，用

於治疗性功能障碍。维护肺功能，提高脑力清晰度，有帮助脑神经细胞贮藏与调回讯息的功能。异鼠李素，可用于止咳

祛痰，消食化滞，活血散瘀。 

5）处理后 22 种成分消失，其中包括：1-苯基-2-丁酮，该成分 1%含量的组分被 IARC 鉴别为可能的或肯定的人类致癌

物。多种成分对呼吸道，粘膜等有刺激性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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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F%83%E5%AE%A4%E7%BA%A4%E9%A2%A4/2664951
https://baike.so.com/doc/1392825-147252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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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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35(15-Deoxy-Δ12,14-prostaglandin A1 

-78%), 

#38(甘草次酸-85%) 

正离子 峰面积- 增长 45 #13(C20H26O4,101%), 

#31(11(Z),14(Z),17(Z)-Eicosatrienoic acid 77%), 

#69((3,4-Dimethylbenzoicproprionic acid,485%), 

#124(C21H22O10,62%), 

#132(acetophenone, 246%), 

#208(Esculin,51%), 

#279(Liquiritin 甘草苷，342%), 

#348（Purpureaside C 紫地黄苷 C,299%), 

#391(Ursolic acid,810%), 

#400(Alpha-乳香酸，736%） 

负离子 峰面积- 增长 32 #65（C11H18O8,70%) , 

#256(Isorhapontigenin，114%） 

负离子 峰面积- 减少 94 #223（Glucoronic acid-3,6-lactone 58%) 

物质出现 30 #24 1-(4-Methylphenyl)pyrrolidine-2,5-dione，N-（丙-2-炔-1-基）

氨基甲酸苄酯 

#482,3-Dihydroxy-1-(7-methoxy-2-oxo-2H-chromen-6-yl)-3-methy

lbutyl 3-methyl-2-butenoate 

#50 2,4-Dihydroxybenzoic acid，2,4-二羟基苯甲酸甲酯 

#56 2-Anisic acid，2-甲氧基苯甲酸 

#73 3-Butene-1,2,3-tricarboxylic acid 

#88 4',7-Dihydroxyflavanone 甘草素 

#90 4-Acetamidobutanoic acid 

#94 4-Ethylphenol 对乙基苯酚 

#110 

5-[(1S,2R,4aR)-5-(Hydroxymethyl)-1,2,4a-trimethyl-1,2,3,4,4a,7,8,8a

-octahydro-1-naphthalenyl]-3-methylpentanoic acid 

 

#173Curcumol 莪术醇 

#181D-(+)-Arabitol 

#187Desthiobiotin 脱硫生物素 

#198D-Raffinose 

#199D-Saccharic acid 

#212Ferulaldehyde 松柏醛 

#233Homoveratrumic acid 高藜芦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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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Isorhamnetin 异鼠李素 

#264Kanosamine 卡那霉素水解物 

#269L-(+)-Citrulline L-瓜氨酸 

#281L-Pyroglutamic acid 

#284L-Tyrosine 酪氨酸 

#287 Maleic acid 顺丁烯二酸 

#293Methionine sulfoxide 蛋氨酸亚矾 

#308N-Acetylornithine 

#327Orsellinic acid 苔色酸 

#337Phenylephrine 苯福林 

#350Quinic acid 右旋奎宁酸 

#365Sedanolide 瑟丹酸内酯 

#373Syringic acid 丁香酸 

#379Thymine 胸腺嘧啶 

物质消失 22 #36 16-Heptadecyne-1,2,4-t 帕莫酸 

#44 1-Phenyl-2-butanone 1-苯基-2-丁酮 

#52 2,6-Di-tert-butyl-1,4-benzoquinone 2,5-二叔丁基-1,4-苯醌 

#54 

2-[3,8-Dihydroxy-8-(hydroxymethyl)-3-methyl-2-oxodecahydro-5-

azulenyl]-2-propanyl hexopyranoside 

#60 2-Hydroxybenzyl alcohol 水杨醇 

#125 7-Methoxy-4-methylcoumarin 7-甲氧基-4-甲基香豆素 

#129 8-Prenylnaringenin 8-异戊烯基柚皮素 

#135Adenosine 5'-monophosphate 5'-一磷酸腺苷 

#178D-(-)-Arabinose D-(-)-阿拉伯糖 

#179D-(-)-Fructose D(-)-果糖 

#193DL-4-Hydroxyphenyllactic acid DL-4-羟基苯乳酸水合物 

#206Erucamide 芥酸酰胺 

#209Ethyl palmitoleate 棕榈油酸乙酯 

#261Itaconic acid 衣康酸 

#283L-Tyrosine 酪氨酸 

#304N-Acetyl-DL-glutamic acid N-乙酰-DL-谷氨酸 

#312N-Benzylformamide N-苄基甲酰胺 

#315N-Ethylglycine N-乙基甘氨酸 

#328 Osthol 甲氧基欧芹素 

#352Raffinose 棉籽糖 

#372Succinic acid 琥珀酸 

#378Thymidine 5'-monophosphate 胸苷酸 

峰面积无变化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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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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5-Deoxy-Δ12,14-

prostaglandin A1), 

环戊烯酮前列腺素 15-脱

氧 delta12,14-前列腺素

J2（15dPGJ2） 

减少 78% 

环戊烯酮前列腺素 15-脱氧 delta12,14-前列腺素 J2（15dPGJ2） 

影响肾小球膜的增殖，存活和促炎蛋白的产生。 15dPGJ2 通过其独特的环戊烯酮环

结构对蛋白质硫醇进行共价修饰，从而激活人系膜细胞的应激反应。这种应激反应可

能有益于预防肾发炎或局部缺血期间肾细胞损伤或死亡。（未查到 J2 和 A1 的关系） 

#38(甘草次酸) 

减少 85% 

甘草次酸 

是一种五环三氧化碳物质，可以看作β-香树脂醇（齐墩果烷型）的衍生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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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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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症状表现为钠离子贮留和钾离子的排出，严重者可导致极度虚弱和心室

纤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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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R,4aS)-7-(2-Hyd

roxypropan-2-yl)-1,4a-

dimethyl-9-oxo-3,4,10,

10a-tetrahydro-2H-ph

enanthrene-1-carboxyl

ic acid) 

增长 101% 

 

 

#31(11(Z),14(Z),17(Z)-E

icosatrienoic acid ) 

增长 77% 

 

11（Z），14（Z），17（Z）-二十碳三烯酸 

正常人中罕见的 omega-3 多不饱和脂肪酸。然而，当测定抑制脂肪酸加长/去饱和反

应的抑制作用时，它是最活跃的必需脂肪酸之一，该反应可将饮食中的 C-18 脂肪酸

转化为 C-20 类花生酸前体。 

#69(3,4-Dimethylbenz

oicpropionic acid) 

增长 485% 

 

3（3,4-苯基-苯）苯 

通常，咖啡酸或 DHCA，一种葡萄以及植物中的其他植物化学物质。众所周知，通过

DHCA 传递的底色 DNMT1 表参三抑制的小小鼠 IL-6 基于基础 DNA 脚背的低 IL-6

样基因。 DHCA 与 Malvidin-3'-O-葡萄糖苷（Mal-gluc）可以结合通道控制突触可

塑性炎症有效面积增强抵抗力。 DHCA / Mal-gluc 由 Kou 撰写，该物质可显著降低

小鼠抑郁症。 

#124(7-Hydroxy-2-(4-

hydroxyphenyl)-4-oxo-

3,4-dihydro-2H-chrom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F%83%E8%84%8F%E8%82%A5%E5%A4%A7/448275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F%83%E8%84%8F%E8%82%A5%E5%A4%A7/448275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F%83%E5%AE%A4%E7%BA%A4%E9%A2%A4/266495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F%83%E5%AE%A4%E7%BA%A4%E9%A2%A4/266495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9%BE%E6%BB%8B%E7%97%85%E6%AF%92/4802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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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5-yl 

β-D-glucopyranoside) 

增长 62%, 

#132(acetophenone), 

苯乙酮或称乙醯苯 

增长 246% 

 

苯乙酮或称乙醯苯 

它可认为制造药物，树脂，调味剂和催泪瓦斯的中间体，还可以制造安眠药。也可用

做纤维素醚，纤维素酯和树脂等的溶剂以及塑胶的增塑剂。苯乙酮存在许多食品中，

包括苹果，奶酪，杏，香蕉，牛肉，和椰菜花。 

根据欧盟危险物质的分类，包装，标示指令 67/548 / EEC 的 2008 年 12 月修订版相

关规定，苯乙酮的急性毒性等级为 4 级，属于弱毒性物质，吸收，吸收或经皮肤吸收

后对身体有害，可引起喉管，支气管炎症，骨折，肺水肿等，因此被禁止使用在玩具

等儿童用品上。 

#208(Esculin) 

七叶灵 

增长 51%, 

 

七叶灵, 七叶苷,即 6,7-二羟基香豆素的 6-β-D-葡糖基衍生物 

常用于细菌鉴定的生化试验。是中药秦皮的香豆素类成分，为治疗痢疾成分。具有抑

制抗炎，抗菌，抗血凝，镇痛等活性，对小鼠有显着着的利尿作用。可抑制大鼠眼晶

状体的醛糖还原酶，是枯草杆菌的生长抑制剂，同时对化学性至癌亦有抑制作用。 

#279(甘草苷) 

增长 342% 

 

甘草苷 

是甘草中主要的黄酮类化合物之一，也是复方甘草片的主要成分之一，具有抗氧化、

抗抑郁、保护神经、抗炎等多种生理活性。有报道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重症患者多遭

遇细胞因子风暴综合征（CSS），而甘草苷具有抗病毒和抗炎多种活性，在治疗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中具有多重优势，有望开发成为抗 SARS-CoV-2 的新药，这也为将来

冠状病毒的感染性疾病防控战做好了候选药物的储备。 

 

北京大学谢正伟团队和军事医学科学院秦正峰团队合作，在生物预印本网站（bioRxi

v）上发表题为“A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ystem reveals liquiritin inhibits SAR

SCoV-2 by mimicking type I interferon”（人工智能系统显示，甘草苷通过模仿 I

型干扰素抑制 SARSCoV-2）的研究论文。该研究通过其自主研发的人工智能药效预

测系统发现甘草的主要成分之一甘草苷能抑制 SARS-CoV-2 在 Vero 细胞中的复制，

EC50 为 2.39µM，该研究分析了甘草苷作用后细胞转录组的变化，揭示了甘草苷潜在

的抗病毒机制，并在小鼠水平评价了甘草苷的安全性，为其成药性奠定了基础。甘草

苷可明显抑制 SARS-CoV-2 在 Vero 细胞中的复制，其体外抗病毒效果与氯喹相近。 

   

该研究进一步分析了甘草苷作用后的 MCF7 细胞的转录组。GO 功能富集分析发现经

甘草苷作用后“I 型干扰素信号通路”、“病毒基因组复制负调控”、“对病毒的防御反应”

和“对病毒的反应”等功能基因上调，“炎症反应”相关功能基因下调。进一步对上调基因

进行蛋白质-蛋白质相互作用网络分析发现其中最重要的模块包含 9 个与干扰素相关

基因，该结果显示甘草苷可能通过模拟 I 型干扰素起到抗 SARS-CoV-2 的效果。 

#348（紫地黄苷 C） 

增长 299% 

 

紫地黄苷 C 

地黄提取物；对高尿酸血症小鼠具有降低血清尿酸水平作用,其机制与抑制肝脏 XOD

和 ADA 活性有关。地黄提取物可显著提高免疫器官指数,提高碳粒廓清指数,IL-2 和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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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F-α水平也明显提高。T 淋巴细胞比值、血清溶血素水平及脾淋巴细胞增殖率显著提

高;地黄提取物不同剂量组小鼠血清 IgG、IgA 水平也有不同程度地提高。结果表明,

地黄提取物能促进小鼠免疫功能。  

#391(Ursolic acid) 

熊果酸 

增长 810% 

 

熊果酸 

存在于许多植物，如紫茉莉以及日常中使用的许多水果和草药（例如苹果，罗勒，越

桔，蔓越莓，接骨木花，薄荷，迷迭香，薰衣草，牛至，百里香，山楂和李子）中。

苹果皮富含大量的熊果酸以及相关化合物。 

 

已经研究了熊果酸的许多潜在生化作用，在体外，熊果酸通过抑制 STAT3 激活途径抑

制各种类型癌细胞的增殖，并且还可以减少癌细胞的增殖并诱导细胞凋亡。 熊果酸也

已显示能抑制 JURK 白血病 T 细胞的 JNK 表达和 IL-2 活化，导致增殖和 T 细胞活化

的减少。熊果酸是一种弱芳香酶抑制剂（IC50 = 32μM），当添加到喂养给小鼠的饮

食中时增加肌肉和棕色脂肪的量并减少白色脂肪肥胖和相关病症。 在生理浓度下，熊

果酸还诱导了 eryptosis（有缺陷的红血球中的类似凋亡的细胞自杀死亡）。 已经发

现它可以减少肌肉萎缩并刺激小鼠的肌肉生长，也显示出潜在的心脏保护作用。 但是

没有临床研究表明它对人类健康有益。 

 

在小鼠中，熊果酸在坐骨神经损伤後诱导神经再生，可通过阻断内质网应激和 IκB 激

酶β/核因子-κB 介导的炎症通路来改善高脂饮食引起的认知障碍，并减轻 D-半乳糖诱

导的衰老小鼠大脑中的氧化损伤。熊果酸可促进部分肝切除术後小鼠肝脏的再生。在

以高脂饮食喂养的链脲佐菌素诱导的糖尿病小鼠中，熊果酸可增强细胞免疫系统和胰

腺β细胞功能，增加骨骼肌质量，以及握力和运动能力。 增强耐力，减少与肌肉萎缩

发展有关的基因的表达，并减少累积疲劳和运动引起的压力的指标。  

 

在大鼠中，熊果酸改善了高脂饮食诱导的肝脂肪变性，并改善了高脂饮食诱导的非酒

精性脂肪肝疾病的代谢紊乱。 

 

熊果酸可以作为合成更有效的生物活性衍生物的起始材料，例如实验性抗肿瘤剂。 

#400(Alpha-乳香酸)， 

增长 736% 
乳香酸 

乳香性温，味辛、苦，归心、肝、脾经，具有辛散温通、调气活血定痛、追毒、消肿

生肌之功效，主治气血凝滞、心腹疼痛、痈疮、跌打损伤、痛经和产后瘀血等症，临

床上广泛应用于治疗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和骨关节炎等疾病。 

乳香酸类化合物在抗炎、抗肿瘤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65（C11H18O8） 

增长 70% 
 

#256(Isorhapontigenin 

异丹叶大黄素，（增长

114%） 

异丹叶大黄素 

具有抗炎、抗氧化、抗癌等药理活性。研究显示可抑制膀胱癌细胞增殖，下调细胞周

期蛋白 D1 表达,诱导 G0/G1 细胞周期阻滞，抑制细胞的迁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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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Glucoronic 

acid-3,6-lactone） 

葡萄糖醛酸内酯 

减少 58% 

葡萄糖醛酸内酯 

是葡萄糖在人肝脏产生的代谢物，是一种重要的结缔组织的组成成份。解毒剂。能与

肝内和肠内的毒物结合成无毒的葡萄糖醛酸结合物，并排出体外，有保肝和解毒作用，

在临床上，用于急慢性肝炎、肝硬化，或用于食物或药物的中毒解毒之用。 

 

 

2）物质出现 

#24 1-(4-Methylphe

nyl)pyrrolidine-

2,5-dione 

N-（丙-2-炔-1-

基）氨基甲酸苄酯 

N-（丙-2-炔-1-基）氨基甲酸苄酯 

对眼睛、呼吸系统和皮肤有刺激性。 

对水域及环境有轻度污染。  

#48 2,3-Dihydroxy-1

-(7-methoxy-2-

oxo-2H-chrome

n-6-yl)-3-methy

lbutyl 

3-methyl-2-but

enoate 

 

#50 2,4-Dihydroxyb

enzoic acid 

2,4-二羟基苯甲

酸甲酯 

2,4-二羟基苯甲酸甲酯 

对眼睛、呼吸系统和皮肤有刺激性。 

对水域及环境有轻度污染，若未稀释或大量含有此成分的产品接触地下水，水道或者

污水系统，将破坏水域及周围环境。 

#56 2-Anisic acid 

2-甲氧基苯甲酸 

2-甲氧基苯甲酸： 

用于香料、医药、防腐等。 

#73 3-Butene-1,2,3-

tricarboxylic 

acid 

 

#88 4',7-Dihydroxyfl

avanone 

甘草素 

 

甘草素 

1、是存在于甘草中的二氢黄酮单体化合物，具有抗癌（肝癌及宫颈癌）、抗溃疡、抗

炎、保肝等生理功效。 

2、可抑制人体黑色素瘤 A375 细胞的侵袭转移。 

3、可抑制人体乳腺癌 MCF-7 细胞的生长，诱导其生长受抑与凋亡促进及自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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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4-Acetamidobu

tanoic acid 

 

γ-氨基丁酸(GABA)的衍生物 

本品仅可用于科研实验，严禁用于临床医疗及其他用途。 

#94 4-Ethylphenol 

对乙基苯酚 

对乙基苯酚 

1、是重要的农药中间体，可生产系列高档、低毒、低残留农药。 

2、刺激眼睛、呼吸系统和皮肤。 

#11

0 

5-[(1S,2R,4aR)-5

-(Hydroxymethy

l)-1,2,4a-trime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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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a-octahydro-1

-naphthalenyl]-

3-methylpentan

oic acid 

6ALPHA,16,18-三羟基克罗-3,13-二烯-15,16-内酯 ： 

#17

3 

Curcumol  

莪术醇 

 

莪术醇 

1.具有许多药理活性，例如抗癌，抗微生物，抗真菌，抗病毒和抗炎。Curcumol 通

过靶向关键信号通路 (如 MAPK/ERK，PI3K/Akt 和 NF-κB) 而在许多癌细胞中有效

地诱导凋亡 (apoptosis)，这些信号通路在几种癌症中通常被异常调节。 

2.药理作用：对小鼠肉瘤 S37,75mg/kg 剂量的抑制率为 53.47~61.96%;75mg/kg 剂

量时, 对小鼠宫颈癌 U14 抑制率为 45.1~77.13%;对小鼠艾氏腹水癌( EAC),75mg/kg

时, 其抑制率为 65.8-78.9%[1,5]。 临床对宫颈癌疗效较好。小鼠急性毒性的 LD50

为 250mg/kg,亚急性毒性的 LD50 为 163.4mg/kg。 

#18

1 

D-(+)-Arabitol 

 

D(+)-阿拉伯糖醇： 

用作食品添加剂及用于医药。 

#18

7 

Desthiobiotin 

脱硫生物素 

 

脱硫生物素 

1.维生素 B 复合体之一。是很多动植物生长发育所必需的物质。 

2.构成视沉细胞内感光物质。维生素 H 在体内氧化生成顺视黄醛和反视黄醛。人视网

膜内有两种感光细胞，其中杆细胞对弱光敏感，与暗视觉有关，因为杆细胞内含有感

光物质视紫物质，它是由视蛋细胞和顺视黄醛构成。当维生素 H 缺乏时，顺视黄醛得

不到足够的补充，杆细胞不能合成足够的视紫细胞，从而出现夜盲症。 

3.维持上皮组织结构的完整和健全。维生素 H 是维持机体上皮组织健全所必须的物

质。维生素 H 缺乏时，可引起黏膜与表皮的角化、增生和干燥，产生干眼病，严重时

角膜角化增厚、发炎，甚至穿孔导致失明。皮脂腺及汗腺角化时，皮肤干燥，发生毛

囊丘疹和毛发脱落。由于消化道、呼吸道和泌尿道上皮细胞组织不健全，易于感染。 

4.增强机体免疫反应和抵抗力。维生素 H 能增强机体的免疫反应和感染的抵抗力，稳

https://baike.so.com/doc/1392825-147252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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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正常组织的溶酶体膜，维持机体的体液免疫、细胞免疫并影响一系列细胞因子的分

泌。大剂量可促进胸腺增生，如同免疫增强剂合用，可使免疫力增强。 

5.维持正常生长发育。维生素 H 缺乏时，生殖功能衰退，骨骼生长不良，胚胎和幼儿

生长发育受阻。 

#19

8 

D-Raffinose  

#19

9 

D-Saccharic 

acid 

 

葡萄糖二酸 

葡萄糖二酸也具有调控体内激素、提高机体免疫功能、减少癌症病发的作用 

#21

2 

Ferulaldehyde 

松柏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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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3 

Homoveratrumi

c acid   

高藜芦酸 

高藜芦酸 

用作维拉帕米、贝凡洛尔等心血管药物的中间体。 

#25

4 

Isorhamnetin 

异鼠李素 

异鼠李素 

止咳祛痰，消食化滞，活血散瘀。用于咳嗽痰多、消化不良、食积腹痛、跌扑瘀肿、

瘀血经闭。 

#26

4 

Kanosamine 

卡那霉素水解物 

卡那霉素水解物 

 

#26

9 

L-(+)-Citrulline 

L-瓜氨酸 

L-瓜氨酸 

1.提高免疫系统功能。 

2.维护关节运动的机能。 

3.平衡正常的血糖水平。 

4.含丰富的抗氧化剂吸收有害的自由基。 

5.帮助保持胆固醇的正常水平。 

6.维护健康的肺功能 

7.提高脑力清晰度 

8.降低压力和克服沮丧情绪 

9.提高建康的性生活功能，瓜氨酸可在人体内与氨作用，生成精氨酸和一氧化氮。一

https://baike.so.com/doc/6087695.html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8D%E7%96%AB%E7%B3%BB%E7%BB%9F/66817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1%80%E7%B3%9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A%97%E6%B0%A7%E5%8C%96%E5%89%82/97128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3%86%E5%9B%BA%E9%86%8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2%BE%E6%B0%A8%E9%85%B8/55948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0%E6%B0%A7%E5%8C%96%E6%B0%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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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氮会活化酵素，导致平滑肌舒张。它也可以使人的血管获得松弛，用于增强男性

性功能，以及治疗性功能障碍。 

10.维护建康的肺功能。  

11.提高脑力清晰度。有帮助脑神经细胞具贮藏与调回讯息的功能。这是一个记忆和学

习的重要关键,降低压力和克服沮丧情绪。 

#28

1 

L-Pyroglutamic 

acid 

 

(S)-(-)-2-吡咯烷酮-5-羧酸, (S)-5-氧-2-吡咯烷羧酸： 

#28

4 

L-Tyrosine 

酪氨酸 

酪氨酸 

是一种重要的营养必需氨基酸，对人和动物的新陈代谢、生长发育起着重要的作用，

广泛应用在食品、饲料、医药和化工等行业。其常作为苯丙酮尿症患者的营养补充剂，

以及多肽类激素、抗生素、L-多巴、黑色素、对羟基肉桂酸、对羟基苯乙烯等医药化

工产品的制备原料。 

#29

3 

Methionine 

sulfoxide 

蛋氨酸亚矾 

蛋氨酸亚矾 

#30

8 

N-Acetylornithi

ne 

是从 L-谷氨酸到 L-精氨酸的酶促生物合成中的中间体 

#32

7 

Orsellinic acid 

苔色酸 

2,4-二羟基-6-甲基苯甲酸 

#33

7 

Phenylephrine 

苯福林 

苯福林 

一种通鼻塞和治疗低血压的药 

#35

0 

Quinic acid 右旋

奎宁酸 

右旋奎宁酸 

对眼睛、呼吸道和皮肤有刺激作用 

#36

5 

Sedanolide 

瑟丹酸内酯 

瑟丹酸内酯 

存在于芹菜中，具有抗氧化性的功能。 

#3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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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9%B3%E6%BB%91%E8%82%8C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0%A7%E5%8A%9F%E8%83%BD%E9%9A%9C%E7%A2%8D/117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F%85%E9%9C%80%E6%B0%A8%E5%9F%BA%E9%85%B8/118290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6%B0%E9%99%88%E4%BB%A3%E8%B0%A2/10877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4%9F%E9%95%BF%E5%8F%91%E8%82%B2/624205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B%AF%E4%B8%99%E9%85%AE%E5%B0%BF%E7%97%87/344491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90%A5%E5%85%BB%E8%A1%A5%E5%85%85%E5%89%82/849950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F%B9%E7%BE%9F%E5%9F%BA%E8%82%89%E6%A1%82%E9%85%B8/5073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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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9 

Thymine 

胸腺嘧啶 

胸腺嘧啶 

自胸腺中分离得到的一种嘧啶碱。易溶于热水。 

 

 

  3）物质消失 

#36 16-Heptadecyn

e-1,2,4-t 

帕莫酸 

帕莫酸 

帕莫酸可用作实验室研发过程和化工生产过程中，可用于实验室研发过程和化工生产

过程中，帕莫酸其盐用于抗疟、驱虫等,疗效佳,有长效作用。 

#44 1-Phenyl-2-but

anone 

1-苯基-2-丁酮 

1-苯基-2-丁酮 

1%含量的组分被 IARC 鉴别为可能的或肯定的人类致癌物。 

对人体有害，对呼吸道、皮肤与眼睛有刺激性作用。 

#52 2,6-Di-tert-but

yl-1,4-benzoqu

inone 

2,5-二叔丁基

-1,4-苯醌 

2,5-二叔丁基-1,4-苯醌 

造成皮肤刺激。造成严重眼刺激。可引起呼吸道刺激。 

#54 2-[3,8-Dihydro

xy-8-(hydroxy

methyl)-3-met

hyl-2-oxodeca

hydro-5-azulen

yl]-2-propanyl 

hexopyranosid

e 

 

#60 2-Hydroxybenz

yl alcohol 

水杨醇 

水杨醇 

造成皮肤刺激。造成严重眼刺激。可引起呼吸道刺激。 

#12

5 

7-Methoxy-4-

methylcoumari

n  

7-甲氧基-4-甲

7-甲氧基-4-甲基香豆素 

属于医药中间体，通常对水是不危害的，若无政府许可，勿将材料排入周围环境。遵

照规格使用和储存则不会分解，密封于阴凉干燥环境。 

https://baike.so.com/doc/5404165-6267098.html
https://baike.so.com/doc/472389-711694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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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香豆素 

#12

9 

8-Prenylnaring

enin 8-异戊烯基

柚皮素 

 

8-异戊烯基柚皮素(8-Prenylnaringenin，简称 8PN) 

是啤酒花中发现的一种具有雌激素作用的异戊烯基黄酮，文献报道 8PN 是迄今为止发

现的最具潜力的植物雌性激素。体内外研究表明 8PN 具有较强的雌激素作用，在低剂

量下就能发挥功效，较已发现的大豆异黄酮、金雀异黄素等植物雌激素的作用都要强，

可有效减缓妇女绝经期的各种症状，而且副作用弱，被认为是取代激素代替治疗法

(Hormone Replacement Therapy，HRT)的一种新型植物雌性激素。除了雌激素作

用外，8-异戊烯基柚皮素还具有预防癌症、防止骨质疏松、抑制血管增生、抗氧化等

其他功效。 

#13

5 

Adenosine 

5'-monophosp

hate 

5'-一磷酸腺苷 

5'-一磷酸腺苷 

可作为生产核酸类药物中间体，保健食品及生化试剂，并用于制造腺苷三磷酸、环腺

苷酸等生化药物 

#17

8 

D-(-)-Arabinos

e 

D-(-)-阿拉伯糖 

 

D-(-)-阿拉伯糖 

1.作医药中间体、生化试剂。 

2.用作甜味剂 

3,。D-(-)-阿拉伯糖是一种还原糖，它是一种 D-核糖的戊糖类似物，是组成分枝杆菌

细胞壁阿拉伯半乳聚糖(arabinogalactans)的成分,也是酵母中 D-红抗坏血酸

（D-erythroascorbic acid）合成的底物。是分支杆菌细胞壁阿拉伯半乳聚糖的组成

部分，也是酵母中 D-赤式抗环血酸合成的基质；用于屏蔽重金属污染 

#17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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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DL-4-Hydroxyp

henyllactic acid 

DL-4-羟基苯乳

酸水合物 

DL-4-羟基苯乳酸水合物 

该物质对环境可能有危害，对水体应给予特别注意。羟基苯基乳酸（4-羟基苯基乳酸）

是一种抗真菌代谢产物。对人体有一定刺激性。 

#20

6 

Erucamide 

芥酸酰胺 

芥酸酰胺 

主要用作各种塑料、树脂的抗粘剂和滑爽剂，挤塑薄膜的优良润滑剂和抗静电剂 

#20 Ethyl 棕榈油酸乙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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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palmitoleate 

棕榈油酸乙酯 

然品存在于杏、酸樱桃、葡萄柚汁、黑加仑、菠萝、红葡萄酒、苹果白兰地、黑面包、

羊肉、大米等中。用作软化剂、润滑剂。 用于有机合成。 用于坚果类食品。 

#26

1 

Itaconic acid 

衣康酸 

 

衣康酸 

1.该产品毒性小，对健康危害不大，但其蒸气具有毒性。生产中设备应密闭，操作人

员要穿戴防护用具。蒸气具有毒性，过热易分解。 

2. 吸入、摄入对身体有害。对眼睛、皮肤、粘膜有刺激作用。 

3.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燃爆危险： 本品可燃，具刺激性。 

#28

3 

L-Tyrosine 

酪氨酸 

 

酪氨酸 

1.氨基酸类药。 氨基酸输液及氨基酸复合制剂的原料， 作营养增补剂。 用于治疗脊

髓灰质炎和结核性脑炎、甲状腺机能亢进等症。 

2.营养增补剂。医药上用于治疗脊髓炎和结核脑炎、甲状腺菌能亢进等症，也用于制

造 L-多巴二碘酪氨酸。与糖类共热发生氨基羰基反应后，可生成特殊香味物质。 

3.用于生化研究，医药上用作氨基酸类营养药，治疗脊髓灰质炎、脑炎、甲状腺机能

亢进等疾病。 

4.生化试剂、原料药。属于人体非必需氨基酸。 

5.可供组织培养(L-tyrosine·2Na·H2O)、生化试剂、治疗甲状腺亢进。也可作为调制

老年、儿童食品和植物叶面营养剂等 

#28

7 

Maleic acid 

顺丁烯二酸 

 

顺丁烯二酸 

顺丁烯二酸的主要用途是制造不饱和聚酯树脂。马来酸已成为食品饮料工业中的新型

酸味剂。食品、饮料中添加适量马来酸可增强特殊果香味并改善口感。 

吸入后可导致小鼠惊厥、癫痫发作、肌肉无力、胃肠道毒性——胃肠道溃疡或出血；

同时具有一定抗癌活性。 

#30

4 

N-Acetyl-DL-gl

utamic acid，N-

乙酰-DL-谷氨酸 

N-乙酰-DL-谷氨酸 

根据全球协调系统(GHS)的规定，不是危险物质或混合物。 

#31

2 

N-Benzylforma

mide 

N-苄基甲酰胺 

N-苄基甲酰胺 

对水是稍微有危害的。有害物，刺激皮肤和粘膜、严重刺激眼睛。 

#31

5 

N-Ethylglycine 

N-乙基甘氨酸 

N-乙基甘氨酸 

化学试剂、精细化学品、医药中间体、材料中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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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8 

Osthol 

甲氧基欧芹素 

甲氧基欧芹素 

甲氧基欧芹素（Osthol）对 ADP、花生四烯酸、PAF、胶原离子载体 A23187 和凝血

酶诱导的血小板聚集有抑制作用。对人胃癌细胞具有放射增敏作用。 

#35

2 

Raffinose  

棉籽糖 

 

棉子糖（Raffinose）是自然界中最知名的一种三糖，棉子糖在自然界植物中广泛存在。 

1. 增殖双歧杆菌，调节肠内菌群 

2. 防止便秘，抑制腹泻，双向调节 

3. 抑制内毒素，保护肝脏功能 

4. 增强免疫力，提高抗肿瘤能力 

5. 调节人体免疫系统，增强免疫力； 

6. 抗敏祛痘，保湿美容 

7. 合成维生素，促进钙吸收 

8. 调节血脂，降低血压，改善脂质代谢，降低血脂和胆固醇； 

9. 抗龋齿 

10. 低热量 

棉子糖因具有独特的理化及生理功效，可广泛应用于食品、保健食品、医药、化妆品

及饲料等行业，作为增殖双歧杆菌的益生元使用，同时亦可作为人体和动物活器官移

植用保护输送液的主要成分，还可用于延长活菌体在常温下存活期的增效剂。 

#37

2 

Succinic acid 

琥珀酸 

 

琥珀酸 

琥珀酸（包括盐类）可产生酸味、呈味，可用于豆酱、酱油、日本酒、调味料等。 

1.琥珀酸能抑制被动及主动皮肤过敏反应,并能减少动物血清 IgE 抗体形成 

2. 琥珀酸对中眼镜蛇毒的小鼠有明显的保护作用 

3. 具有抗菌作用 

4. 局域中枢抑制作用 

5. 抗溃疡作用 

#37

8 

Thymidine 

5'-monophosp

hate 胸苷酸 

胸苷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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