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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波动信患是一种电磁波信息，是原子、原子 

核层面上的物质结构信息。将这种理论切入中医学， 

对促进 中医药现代化将有重要意义。 

我们的机体，对其结构和功能的研究，可以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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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层次上进行。中 ，学是在整体水平上，用系统论的 

方法认知机体和环境及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如用 

环境的六气六邪和机体 的五脏六腑、寒热虚实表里 

等描述各系统的结构及功能。但还有待于对各子系 

统的结构和功能作深入的了解，也需要对它从信息 

角度予以把握。量子波动信息．正提供 了这方面 内 

容。西方近代医学是把细胞作为机体 的基本的结构 

和功能单位加以研究和认知的。随着科学技术的进 

步，西方 医学发展到现阶段，已不再满足于对器官、 

组织乃至细胞水平上的结构和功能变化的了解，而 

是深入到分子水平，利用生物化学的手段和方法，研 

究生理、病理、遗传 、变异、药理及治疗。 

事实上，现代 医学早 已突破 了分子水平，如放射 

医学、核磁共振成像技术 的使 用，都 已深入到 了原 

子、原子核层次上。但是它们并未形成医学研究的整 

体思潮。量子波动信患明确提 出了量子化的、电磁波 

的信息诊断与治疗的依据和方法。西医学对量子波 

动信患的应用，既启发 了中医学．也可以此作为中西 

医结合的桥梁之一，推动中医现代化。 

1 量子波动信息在医学上的应用 

1．1 测定人体组织器官波动异常 

因为检测仪软件系统中已存在有健康人的各个 

组织器官的数据，根据测得的共振频率和共振度的 

异同，可以断定被测人组织器官的异常。 

． 根据 WEIST0CK 分类法，人们找到 了表达细 

胞、组织、器官的原子、原子核结构的固有共振电磁 

波，如：肝脏：3—13H2之间的 D2 心脏：D ；脾脏： 

D5“；肺：D966；肾脏：D8o2；胆 囊：DⅢ；小肠：El 62；胃： 

Dl 99；大肠：C‘l9；膀胱：Eo77等。 

1．2 测定细菌、真菌、病毒的毒素 

仪器 内设有中和各种毒素固有波的波型，如产 

生共振发射波，则毒素存在，反之，毒素则不存在。 

1．3 各种疾病的检测 

仪器内同样设有中和各种疾病固有的波动波型 

(现 已设有1900种标准波型)。妇：良性肿瘤：D 恶 

性肿瘤：F。。 ；子宫癌：E。 淋 巴性 白血病：E I1；骨髓 

性白血病：G。 1等。 

循此思路可以检测 出中医各种相应的症侯，并 

可测知病情程度。 

1．4 细菌毒素的测定 

可检测汞、铝、铅等对机体有害的毒素，也可以 

测出毒素或病菌的存在，再与各组织器 官的检测结 

果(共振或非共振)联 系，可查出病位和病 因。 

1．5 可检测人的精神和感情状态 

人们的七情六欲等不同的情绪和感情，是身心 

和环境作用的结果，相应于物质结构深层的变化，可 

由大脑的波动信息探 出。 

1．6 食 品检 测 

通过测定各种水和食品的波型，了解其功效。如 

含有抗癌作用很强的波型，或对某种疾病的作用是 

相生或相克等。 

1．7 检测物与物、物与人之间的共振度 

通过检测两种药物的共振度，可测知是协同作 

用还是拈抗作用。通过检测人与物的共振度，可推知 

化妆品或药物对人体是否有副作用。， 

1．8 环境物质固有波的转变 

中医学讲天人相应，中医学也应发展有关环境 

医学。如在水、食物或其它必要的物质中测出有害波 

型，可用特 定的、相应的电磁场 干扰，使电磁结构发 

生改变，从而消除有害的电磁作用 ，使水、食品、药品 

更为安全有效，也可防止环境污染。 

2 量子波动信息与临床 

，  2．1 诊断方面 

现代医学常采用抽血化验、内窥镜、病理检查及 

细菌培养等方法，多属细胞碱 分子水平检查，所需时 

间长。且化验、切片、X—RAY等检查方法只有病变 

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才可能作 出正确诊断。 

量子波动信息用于医学只需用头发或尿样 即可 

迅速作出准确诊断，属原子、原子核水平的检测，非 

侵袭性 速度快，准确性高‘。更重要的是量子波动信 

息可在超早期“未发病”状态时，即可通过波型看到 

电磁结构的变化，发现前兆或作 出早期诊断，是中医 

上工治未病的体现。 

2．2 治疗方面 

现代医学常用服药、手术、化疗、放疗等对 因或 

对症治疗。如患化脓性扁桃体炎时，则用抗生素治疗 

或用手术切除病灶。而量子波动信息医学则认为，发 

病是体内正常电磁状态遭到破坏，因此常用磁化水 

来做量子波动信息校正疗法，校正用信息波谱使用 

安全剂量．对人体无创伤、无害。如需服药，则通过检 

测患者的波型和药物波型的共振程度，找出标准的 

服药量，并可预测或检测药效。 

3 量子波动信息检测仪器 

3．1 超导量子干涉仪 ：SQUID(SUPERCON— 

DUCTING QUANTUM INTERFERENCE DE— 

VICE) 

超导量子干涉仪是一种磁检验器，利用超导状 

态下的电阻为零的特性，使超导环对环 内磁通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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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非常灵敏 ，因此可以检测到1O 高斯。 

3．2 磁 共 振 分 析 仪：MRA (MAGNETIC 

RESONANCE ANALYZER) 

磁共振分析仪于1992年 由美国研制，该仪器 可 

对健康 的波型和患者波型的共振度进行 自动比较， 

作 出诊断。随着计算机的发展，仪器 内存有大量数 

据，分析速度也大大加快。 

3．3 生 命 场 测 试 仪 LFT(LIFE FIELD 

TESTER)及量子共振分析仪 QRS(QUANTUMY 

RESoNANCEY SPECTRO—METER) 

生命场测试仪及量子共振分析仪由 日本研制， 

原理和功能与WRA相似，但价格较便宜。 

3．4 检测过程分三步 

3．4．1 将被检样 品(患者的尿样、血样或头发 

等)放到仪器样品台上。 

3．4．2 选择被测样 品的标准波型或某种疾病 

的标准波型。 

3．4．3 将仪器发出的激发波与患者的共振发 

射波进行比较，判断患者是否患病，并可判定病情程 

度。 

4 记忆和传导波动的媒体—— 水在量子波动 

信息技术中的理论和实际价值 

水是生命之ji募，且能左右生命，也是中西药物作 

用 的溶剂。酶 只有浸在 水 中才能起 到催化作 用， 

DNA在相对湿度55 以下时其结构就发生变化，功 

能停止。众所周知，水的分子式为 H。o，即两氢原子 

和一个氧原子，两个氢原子之间形成104．5。的夹角， 

氧原子为 阴极，氢原子为 阳极，故水为双极子(如 

图)。 

图1 

最近研究表明，机体 内一个蛋 白质分子周 围有7 

万个水分子像洋葱一样层层包绕着，水和蛋 白质分 

子形成的微管连接着细胞核和细胞膜，在细胞之间 

这种微管也形成 巨大的网络，生物信息对它们的存 

在状态产生影响。 

水有惊人的记忆力，水分子不单独存在，而是多 

聚集在一起以团、块、丛(CLUSTRE)的形式存在， 

如靠近蛋 白质分子周 围的水中，7O 为六角水(即六 

个水 分子聚 集在 一起 的水)。水 的固有振 动波是 

1MHz，它在不断地运动 中记忆特定的信息(即保持 

某种信息状态)。法国巴黎大学的 J．BENVENISTE 

博士和意大利、以色列、加拿大4国研究小组在权威 

性 杂志 NATURE(自然)上发表文章说：他们经反 

复试验证明，当抗原稀释到1O～，抗体稀释到1O 2。 

时仍有抗原抗体反应。这种不可思议的结果被解释 

为抗体机 能(信息)刻 印(IMPRINITING)在水 中。 

有学者认为，所谓生命力，就其物质结构层面上的本 

源来说，是人体 内电磁场与环境电磁场的协调统一。 

治疗，则是通过药物作用，改变体内变异的电磁分 

布，使之恢复到正常状态。因此，药物的作用可以改 

变水的电磁状态，即药物功能刻印在水 中。所以经过 

刻 印的水在体 内循行，可以达到治疗 目的。自然水 

(非纯净水)中含有大理矿物质和微量元素(铁、钙、 

铝、铜等)，少量稀土类物质(原子序号57—71)，还有 

氧气等。矿物质和微量金属磁性很强，一旦磁化就要 

维持很长时间。但氧原子磁性弱，而且是软磁性的， 

即磁化后离开磁场源，其磁性迅速消失。 

量子波动信息医学的治疗操作是，用矿石将水 

磁化，然后用仪器消磁 ，再给水传输和记忆治疗用的 

量子波动信息，成为治疗用的磁化水，再用高质量的 

矿泉水稀释疑2o0～1000倍 ，进行磁场增幅，使矿泉 

水全部磁化，供患者饮用。患者饮用的磁化水循环周 

身，校正紊乱的电磁结构。当然，根据患者体质不同， 

疾病不同，加入不 同的药物，给水刻印不同机能，才 

能有效地达到治疗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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