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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量子共振检测是一种新的物理波谱检测方法，可用于化学、医学的微量元素、维生素、氨基酸及 

各种疾病的无创检测，具有快速、简捷、准确、无创等优点，自十年前日本研制成首台量子共振检测仪以来， 

已在世界各国迅速推广应用，我国自1997年以来投入使用的量子共振检测仪有 100余台，主要用于肿瘤、亚 

健康和微量元素的检查。本文就我省 2004年引进的深圳同康量子共振检测仪，通过在微量元素、生物样本、 

药物、食品、临床检测方面的应用研究实例表明，是一种很有效的生物医学和生命科学研究的新检测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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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微量磁场能量测定装置对生物体及 

物质中的微弱磁场进行捕捉和解析，从而达 

到诊断疾病、检查人体内微量元素、维生素、 

氨基酸等营养物质浓度水平目的的 “量子医 

学”现已发展到临床实用阶段，用 “量子共 

振检测仪”(简称 QRS)检测人体特定状态 

下的电磁波强度，诊断疾病和评价人体营养 

状况，现已成为21世纪医学检测领域的重大 

变革。 

量子医学认为人生病最根本原因是原子 

核外电子的自旋和轨道发生变化，既而引起 

构成物质的原子变化，再引起生物小分子的 

变化，接着引起整个细胞的变化，最后引起 

器官的变化。因为电子是一个带电体，当原 

子核外电子 自旋和轨道发生变化时，原子对 

外发出的电磁波就会发出变化，人体疾病和 

身体营养状况变化所发生的电磁波变化，其 

能量是极其微弱的，通常只有毫微高斯至微 

高斯，通过手握传感器或直接测定头发、尿 

液微弱磁场的强度，经仪器放大，计算机处 

理后与仪器内置的疾病、营养指标的标准量 

子共振谱比较。输出由负到正的量价值，其 

量价值的大小标志着疾病的性质、程度和营 

养水平等，最后由临床医生对检测数据予以 

解析。例如，癌细胞与正常细胞发出的电磁 

波不一样，QRS检测肿瘤就是向标本发出癌 

细胞的标准波，如果人体内有癌细胞，就会 

发生共振，仪器就能测出这个信号，癌细胞 

数量越多，信号就越强烈，量价值越趋向负 

值。由于QRS法具有安全无创、简捷灵敏、 

准确经济等优点，从研制到应用不过 10年， 

现已在国内外得到迅速发展，我国现有百台 

以上的量子共振检测仪，分布在北京、重庆、 

吉林、深圳、广州、上海等地的部队和地方 

大中型医院用于肿瘤筛查、亚健康及微量元 

素检测。我省自2004年7月引进首台量子共 

振检测仪以来，已成功用于微量元素、维生 

素、亚健康、肿瘤、儿科疾病及多种慢性疾 

病的检查研究，此外还用于食品、．药品功能、 

化学成份的测定研究。由于其检测成本低， 

准确率高特别适合作为配合科研作最佳条件 

筛选比较的测定。以下将从几个方面作 1简 

介。 

1 儿童微量元素、维生素、氨基酸的Qas 

检测 

学龄前儿童头发或血液的微量元素检测 

多采用原子吸收和电化学分析方法，一般只 

检测锌、钙、锌、铜、铅、镁等几项，对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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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极为相关的硒测定难度大，费用高，很少 

用于临床分析。人体的维生素、氨基酸水平 

现有方法更难胜任。一些营养不良儿童，除 

微量元素缺乏外维生素、氨基酸等也有缺乏 

的现象，对儿童智力、情绪会发生影响，而 

病例数据。 

QRS法都能简便地检测这些指标。表 1为一 

名多种营养素缺乏患儿通过 14种营养素，2 

种功能指标QRS动态检测后，有针对性地营 

养增补调节痊愈的。 

表 1 用QRS法对 2005年明光市6岁女童谢××营养素、功能指标的动态检测结果 

表中14种营养素，大于一5者为正常，一6 为正常。由表可见，根据检测结果营养调节 

轻度缺乏，一7缺乏，一8严重缺乏，两项功能 5个月后全部恢复正常指标，患者从瘦弱智 

指标，记忆力大于+8为正常，情绪大于 10 障体征恢复成健康活泼儿童。 

表 2 锌与儿童赖氨酸、记忆力、情绪关系的QRS法及AAS法比较 

锌量价值平骛茎 平篱 平 结 嚣 
2 ．9 —8 +2 +2 95．7 

3 —8 —7 +3 +2．3 81．2 

35 —7 —6．29 +5．14 +5．03 86．3 

1 5 —6 —5．53 +8．2 +8．27 1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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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为我们用QRS方法与市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的AAS方法测定55例儿童头发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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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比较，由表可见，随着锌的量价值降低， 

赖氨酸、记忆力、情绪等指标有呈直线下降 

趋势，其原因可能缺锌儿童大都有厌食症状， 

不爱吃富含蛋白质的鱼肉等食品，不仅缺少 

锌等人体必需微量元素，因食量小，与生长 

发育密切相关的氨基酸也缺乏是必然的。锌 

是人脑海马回中管记忆的重要微量元素，缺 

锌导致记忆力、智力下降，情绪失控。从表 

中数据可以看出锌的 QRS量价值与其几个 

指标的相关眭很强，比AAS法更有规律性。 

2 肿瘤的ORS检测 

肿瘤病人和非肿瘤病人的量子共振谱有 

显著差别，标志肿瘤恶性程度的四个量子共 

振主要指标是免疫功能、抗癌能力、癌细胞 

和恶性生长物，营养素的参考指标是硒、锌、 

维生素 C、E和铁等，这些数值愈低 (或愈 

负)恶性程度愈高。表 3为 2005年 4月 4 

日在安徽省新华肿瘤医院现场检测 10例肿 

瘤病人和11名非肿瘤本院医务人员的9项指 

标的量子共振检测平均值，由表可见，这 9 

项指标的平均值病人均显著低于对照。 

表3 安徽省新华肿瘤医院10例癌症人和11例健康对照QRS检测平均值比较 

表4为3例晚期濒死癌症病人的量子共 

振谱，濒死癌症患者除了免疫功能、抗癌能 

力、癌细胞、恶性生长物4个典型指标显著 

外硒、锌、维生素 C、E也显著偏低。通过 

癌症病人量子共振谱的动态跟踪检测，对评 

价疗效、病人生存质量及预期寿命都具非常 

低于常人外，也低于恢复期的癌症病人，此 重要的实用价值。 

表4 三例濒死癌症病人的量子共振谱 

3 ORS在中药及其它功效植物有效成份及 

功能检测方面的应用 

量子共振检测的项目涉及到微量元素、 

维生素、氨基酸、病毒、过敏源、各种疾病、 

中医功效等多达 1800种以上，灵敏度、特异 

性极强，是药物提取工艺筛选研究非常适用 

的高科技手段，表5为我们用QRS法研究了 

一 种降糖降脂的中药微量元素制剂——首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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煎剂的有效成份和中医功效，与目前某知名 了其双降功能与QRS检测结果非常吻合，现 

同用途产品比较数据，由表可见其量值均高 已成为一种无副作用且具有修复胰岛素功能 

于对照，我们在几年来的临床应用中也映证 的中药验方。 

表5 首黄煎剂的2l项有效成份和功能指标的量子共振检测结果 

首黄煎剂 +6 +6 +9 +5 +11 +11 +7 +6 +6 +6 +4 

CK +6 +5 +7 +3 +9 +9 +5 +5 +5 +5 +5 

首黄煎刺 +5 +5 +7 +6 +5 +7 +6 +4 +6 +4 

CK +3 +6 +5 +4 +2 +3 +3 +2 +2 +2 

表6 为仙人掌有效成份和功效指标的量子共振检测结果 (检测项目、样品种类、检测结果 量 

价值) 

攀攀 攀 攀攀 攀 
锌 +6 +6 +3 +4 葡萄球菌 +2 +2 +2 +2 

硒 +4 +4 +3 +3 免疫能力 +4 +4 +3 +3 

锰 +4 +4 +2 +3 抗癌能力 +4 +5 +3 +2 

铬 +3 +3 +2 +2 抗病毒 +5 +5 +5 +5 

钾 +5 +5 +6 +6 抗溃疡 +6 +5 +6 +6 

钙 +6 +7 +6 +2 糖尿病 +5 +4 +3 +1 

维生素c +5 +4 +3 +3 胰岛素 +4 +4 +3’ +2 

维生素B1 +6 +3 +3 +2 郎格罕氏岛 +5 +4 +3 +2 

维生素B6 +4 +3 +3 +3 高脂血症 +5 +4 +3 +2 

维生素B12 +6 +3 +3 +3 胆固醇血症 +3 +3 +2 +3 

维生素D +4 +4 +3 +3 肥胖症 +2 +2 +2 +1 

血 小 板 
减少紫癫 利水渗湿 +3 +4 +3 +3 

大肠肝菌 +2 +2 +2 +1 平均量价值 +4．24 +3．88 +3．20 +2．72 

表 6为近年来被不少农科部门推荐的功 

效植物仙人掌中 25种有效成份和功能指标 

的量子共振检测结果，QRS一般规定量价值 

≥+3才有价值，由表可见，不同的提取方法 

有效成份和功效指标是有区别的，从微量元 

素来看，原粉、提取物、冻干粉中含量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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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真空干燥的水相提取物，维生素以原粉中 

最高；抗溃疡能力四种提取物都在+5以上； 

抗病毒都为+5；原粉和提取物冻干粉的免疫 

功能和抗癌能力都在+4以上；原粉、提取物 

冻干粉的糖尿病、郎格罕氏岛、胰岛素3项 

功能量价值均在+4以上；利水渗湿在+3以 

上；原粉、提取物冻干粉的高脂血症指标在 

+4以上。这表明仙人掌原粉、提取物冻干粉 

其保健功能有增进免疫、抗癌、抗病毒、抗 

溃疡、降脂及一定的修复胰岛素功能，对糖 

尿病患者有益，但对抑菌、减肥功能不显著。 

以上项目的测定均在2小时内完成，费用极 

低，这是任何其它现代检测手段无法比拟的。 

4 QRS在粮食微量元素和其它营养成份检 

测评价方面的应用 

近年来城市人群由于吃的粮食太精太 

细，在粮食加工中丢失了大部分微量元素和 

维生素，因此白领阶层因身体元素不平衡导 

致的亚健康状态非常普遍，现在不少家庭开 

始重视吃杂粮、粗粮，究竟杂粮中的营养 

况如何，除在资料上有些数据报导外，实际 

测定起来非常困难。而用QRS测定法在比较 

各种食品营养成份方面很简便易行，我们选 

择了富硒米、东北大米、小米、高粱米、荞 

麦、黑米、燕麦片、绿豆、玉米片9种粮食 

制品中的 16种营养成份，6种医学功能进行 

QRS测定，结果如表 7、8。 

表 7 用QRS法测定9种粮食中16种营养成份的比较 

表8 用QRS法测定东北大米和绿豆中6项医学功能的比较 

由表7、8可得出如下结论： 

(1)富硒米中硒显著高于其它 8种粮食， 

锰、钙、维c、B1、BI2、B6、D均较高，B6 

最高。 

(2)荞麦和燕麦片铬含量高于其它7种粮 

食制品，荞麦中维 A、c、D、B1、B6、赖氨 

酸均很丰富，燕麦片中钙、钾、维c、BI2、 

A也很丰富，这与文献报道这两种食品含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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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有降糖作用的结论相符。 

(3)小米中微量元素和维生素、赖氨酸均 

较高，这与人们认为小米营养高于大米的说 

法相一致。 

(4)黑米含铁、维生素B6、C、D、BI2均 

较高；玉米中镁和BI2较高；绿豆中赖氨酸 

理，确实是一种无可替代的简便方法。 

今年 6月份，蒙城金绿洲生态农业合作 

社在中国科技大绿色科技中心和省微量元素 

科学研究会专家指导下开发成功富硒小麦， 

在分户收购富硒小麦时，如何把好技术关是 

1个难题，我们推荐了用逐户采样以QRS测 

量价值的方法予以检验富硒小麦质量，经中 

国科技大学理化科技中心检测，量价值达+6 

的硒含量为0．17mg／kg，量价值为+8的含硒 

量 0．26mg／kg，产品规定的含硒量是 0．O8～ 

0．3mg／kg为合格，我们随机抽取了 4O户农 

户的富硒小麦样，有 33户达到+6以上，其 

中+8的有 11户，合格率为82％，小于+6的 

经查找原因系没有严格按指导的生物转化工 

艺认真操作及有混杂普通小麦的可能。如果 

用常规的原子荧光检测方法不仅费用高而且 

一 时拿不到化验结果，无法及时进行技师验 

收，我们认为QRS法在用于富硒农产品技师 

把关方面是一个值得推广的新方法。 

综上所述，QRS法的应用在国内和我省 

都处于摸索阶段，其应用范围还待进一步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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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 

(5)中医食疗理论认为绿豆具有利尿消肿 

作用，从表 8与东北大米的QRS检测结果比 

较来看，有显著差异，对水肿浮肿的功效高 

掘验证，从仪器说明书来看，单是疾病检查 

项 目几乎涉及到各个科，包括病毒、细菌感 

染、过敏源检查、神经系统、内分泌检查、 

妇科检查、心理检查、脑科检查等，虽然迄 

今为止虽尚未用于最后确诊，但由于无创和 

重复性好，费用低，现正成为一种确诊前的 

有效筛查手段在各大中城市医院逐步推广应 

用。我们认为QRS技术在用来作为医学、药 

学、食品科研的检i贝0新手段发挥的作用将更 

加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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