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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医学在临床诊断及研究中的进展

王 兰

（上海医科大学，上海 20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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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按生物体不同结构可划分为量子、分子、

细胞器、细胞、组织、器官、系统、个体、种群、群落、生态

系统和生物圈等。量子医学（quantum medicine）是在现

代科学，特别是现代物理学和现代生物医学影响和渗

透下萌发而出的［1］。从理论上，kohane 提出将量子力

学（quantum mechanics）、热力学概念（thermodynamic con-
cepts）与相关的生物系统（biological systems）结合，从而

应用于对生物学的影响。例如电子设备应用于遗传学

实验的黑腹果蝇，在不同时间内，观察其能量代谢、离

体实验酶活力及分子浓度。由此可见，采用电子设备

可对生物系统及特殊人类有影响，从而达到对人类治

疗的目的，此生物学效应包括电磁场和能量代谢［2］。

量子医学对视觉的理论性探讨，取决于神经元内

的微管具有分辨视觉的能力。woolf 建立了视觉的神

经生理模型，此可适用于脑内的量子计算。由于视觉

的产生是在连续数百毫秒信号的量子计算，结果均发

生在 40Hz 处；可见，在脑内的量子计算是可行的［3］。

量子计算正在进入量子医学领域，注意力集中在生物

分子信息过程系统。细胞内的动力学活动是由骨架

（cytoskeleton）所调节，特别是微管，此为微管蛋白（pro-
tein tubulin）的圆形晶格聚合物（cylindrical lattice poly-
mers）。最近证明微管的联络和传导的信号，已用理论

模型 预 测 到 微 管 内 具 有 传 统 的 和 量 子 信 号 过 程。

Hameroff 研究电子迁移率（electron mobility）的传导通路

以及在微管内的芳香胺酸中间，具有可能的量子隧道

（quantum tunneling）和高度传导性已经显示。知觉模型

作为微管内可能采用量子计算的实例［4］。

Matsunb 证明量子力学与信息传播和人们的记忆

力均源于量子力学的相互交换。实验研究提示这种相

互交换可能在神经传导的离子通道处，而离子通道位

于肌肉细胞的浆膜上，靠近神经末梢的分泌腺分泌出

乙酰胆碱。实验医学证明在三磷酸腺苷的存在下，可

观察到肌动球蛋白系统（actomyosin system）呈单方向传

播变化，并促成取代肌浆球蛋白（myosin）上的肌纤蛋

白丝（actin filament）［5］。

现从医学应用出发，述及量子医学在临床诊断及

治疗研究中的进展于

后。

1 临床诊断与检测

1·1 量子共振检测

仪（QRS，Quantum res-
onance spectrometer）
已知物质是由原子组

成，原子是由原子核

和绕核运动的电子组

成，原子核又是由质

子和中子所构成。在

量子物理学中，将物

质的基本单位称为基

本 粒 子，如 电 子、质

子、中子等都是基本

粒 子（ 可 归 纳 为 量

子），基本粒子运动产

生磁能（电磁波）［6］。

不同的物质所产生的

电磁波各不相同，但

是波都有共振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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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当两个波长相同的波相遇时，发生波的叠加而增幅

（称共振）。据此可鉴别一种波与另一种波是否相同，

若相同则发生共振，不相同则不发生共振。通过捕捉

和解析人体器官所发出的电磁波来研究人体生命现

象，可判断人体生命活动的状态。这种医学方法是建

立在量子科学基础之上的，故称为量子医学［7］。运用

量子医学方法研究人体生命活动的仪器主要是量子共

振检测仪，这是一种近年从日本引进的超高灵敏微弱

磁场测定装置。将人体正常器官和致病因子（细菌、病

毒、真菌、致敏物质等）以及各种疾病的电磁波分别用

代码标志，并贮存于电脑中，例如肝脏的代码是 D273。

测定患者是否有病时，只需将毛发、血液、尿液等任何

一种检样放置在检测板上，从电脑中调出致病因子或

疾病的代码，测定检样与代码之间的共鸣程度，即可作

出诊断。当人体患有疾病时，器官中构成原子的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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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出现异常，进而导致原子以及细胞的信号传递发

生混乱，结果引起异常生理状态，此时人体内的磁场出

现混乱。利用量子共振检测仪即可测出人体内的磁场

是否混乱，并以声音的形式输出信号。当磁场发生混

乱时，送出带有回声的非共鸣音；当磁场未发生混乱

时，送出不带回声的共鸣音。根据是否有回声即判断

人体是否患有疾病以及病变程度［7］。

1·2 临床诊断 量子共振检测仪（QRS）和核磁共振

（MRI）的传达方法和强度上有基本差异，但两者均是

利用同样的物理学理论。MRI 为了形成影像，必须使

患者处于很强的共鸣磁场之中，以便将离子的动作引

出；但是 QRS 为了获得情报，而对患者施入非常弱的

共鸣磁场，以掌握身体内的离子以及电磁场的变化。

当电磁场的变化被输入到电脑时，特定的共鸣磁场波

可和患者的该部分做对比。

QRS 的特点体积小、重量轻（主机重 7.5kg），便于

携带，保证其检测及稳定性。对检测环境无特殊要求，

适合于医院内部的流动检测以及外出门诊和随访。检

测具有无创伤、简捷、快速、准确等优点。受检者只要

手握检测杆，即可对全身各个部位进行检测，单项检测

只需约 1min，即可测出健康状况，要求受检者不携带

金属物品。QRS 特别适合于老人、儿童的健康检查。

在医院可设置特定项目的检查，诸如肿瘤、心血管疾

病、病毒感染等专项检查。QRS 已取得进口许可并于

3 年前已进口十多台。QRS 从量子水平去探讨生命信

息，促进量子医学进一步深入临床。量子医学检测方

法对肿瘤的检测显示出了极高的敏感性。让健康人一

只手握住放有肿瘤细胞培养液的试管，用另一只手握

住量子共振检测仪的检测杆，进行检测，当试管中只有

5 个肿瘤细胞时，仍可测出。而用现代医学最先进的

MRI 检查肿瘤，人体内至少也要有 108 ～ 109 个肿瘤细

胞才能测出［8］。因此量子医学检测方法能发现更早期

的癌症和癌前病变，也可探查肿瘤的转移病灶。

QRS 在我国应用以来，在肿瘤诊断方面应用较多；

诸如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于 1997 年检测 60 例患者头

发，并与病理检查进行双盲对照，肿瘤良恶性鉴别符合

率达 93.3%（56 / 60）［7］；侯氏于 1999 年检测 58 例肿瘤

患者尿液，与西医综合诊断的符合率为 93.10%（54 /
58）［9］。

2 临床治疗

用量子医学检测方法有针对性地将治疗癌症的磁

场信息输入矿泉水中，使其磁化记忆，该水成为具有高

度磁场信息记忆性能的“治疗用磁化水”。将此水再用

矿泉水稀释 200 ～ 1000 倍，即可饮用。人饮用经胃肠

吸收，随血液进入全身，再进入细胞，通过矫正细胞内

外不正常的磁场，起到治疗疾病的作用。也可用此法

对某些液体药物（草药汤剂等）进行磁化，以增强药物

的疗效。徐氏对鼻咽癌、胰腺癌等患者进行治疗，取得

了一定的疗效［7］。

约在十多年前，莫斯科研究人员研制出一台称为

米尔塔（MИ!T$）的仪器，此仪器将电磁场作用与激

光、红外辐射结合在一起，并用于各种疾病的治疗。激

光辐射和磁场共同作用特别有效，因为磁场能提高活

组织的传导率，能够使激光渗透到位于深处的组织和

器官。此外，在细胞内还能“制造”出所谓的光化学反

应。与此同时，对光有反应的物质参与相互作用，以提

高机体的免疫力和保护能力。莫斯科研究人员将米尔

塔仪器用于 96 例慢性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胰腺炎

和肾盂肾炎患者的治疗，可使炎症期缩短，疼痛停止，

水肿消失，被破坏的组织再生能力增强。159 例患心

肌缺血病人经几个疗程的米尔塔仪器治疗，见血液中

抗氧化剂大增，而过氧化物减少，血液成分正常，结果

约 90%的病人心血管病情大大改善。采用米尔塔仪

器治疗支气管哮喘、动脉粥样硬化、心肌缺血症及胃溃

疡均获得疗效。术后经米尔塔仪器治疗，疤痕组织得

到改善，所有病例中，化脓性炎症均能消除，这是外科

临床上很难见到的。米尔塔仪器对疱疹治疗疗效也很

显著，如果能在病症初期就诊，皮肤上的疹子能很快消

失。米尔塔仪器首次试用于过去无法治疗的疾病，诸

如遗尿、嗜酒和麻醉品嗜好。磁场、红外和激光对人体

活细胞和分子过程的作用机制尚待探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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