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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is an important original exploration of quantum Chinese medicine. A special method
to manufacture quantum materials containing levorotation living life magnetic quantum has been tested,
which are used to tune up the frequency of Chinese medicine liquids. In this way, any quantum medicine
with expected frequency may be obtained. Therefore, more powerful quantum medicines effectively treating
cancers, AIDS, COVID-19, and other severe diseases would be hopeful in the near future.
【Keywords】quantum Chinese medicine; characteristic frequency of disease; characteristic frequenc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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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对量子中医药学进行了重要的开创性探索研究。该研究通过特殊制备的含左旋生命磁

量子基质的水溶液与不同频率的中药煎煮调频而获得与疾病频率对应的量子中药。此项量子中医药学的
研究使得有效地治疗癌症、艾滋病、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及其他疑难疾病变得更有希望。
【关键词】 量子中医药学；疾病特征频率；药物特征频率；生命辐射能医学；左旋生命磁量子
【中图分类号】 R284；Q7    【文献标志码】 A

继

传统医学、现代医学之后，医学发展已经进入
[1]

整合医学时代 ，作为整合医学重要新兴分支

的量子医学

[2-3]

究必将推动医学新的发展。目前在量子测试领域已经
涌现了一大批以挠场仪为代表的测试仪器，可以完成

是根据量子物理学理论展开的医学，

对患者疾病进行定性、半定量乃至定量的频率及频谱

是通过测定分析生物体所释放的振动频率大小（即微

测量，亦可对药物频率进行测试[4-5]。高素质的中医

弱磁场波动能量）进行诊断与治疗的医学。量子频率

大师也可凭借经验快速精准的完成这些测试工作。如

医学又是量子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分为量子频

是，量子中医药频率医学的焦点便集中到了如何配置

[2]

率测试和量子配药两大板块 。量子频率测试需要完

与疾病同频率、同波谱的量子药物以及如何利用量子

成患者疾病特征频率的测试及药物特征频率的测定，

基础物质[6]（简称量子基质）与特定频率的药物共同

而量子配药则需完成特定频率及特定归经的药物配

调频以获得所需频率及频谱[7]的量子药液上来。量子

制，从而实现频率医疗的功能，亦即使用与疾病的特

基质是由具备最高波粒二象性振动频率（1015 Hz）的

征频率同频率、同波谱的正能量药物抵消疾病的负能

阳性左旋生命磁量子[8]、以及具备次高波粒二象性振

量，达到快速疗愈的目的。因此，对量子医学进行研

动频率[9]（108.9 Hz）的阴性左旋生命磁量子组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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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基质与药材共配置调频，便可获得与药材同频同谱

1015.6 Hz的纯波态的虚能量。虚能量的存在，意味着

而药效提高数十倍乃至百倍的量子药液，极有效地提

仅仅使用只含有物质实能量而不含有虚能量的药物，

高医疗效果。

是不可能彻底攻克HIV的。

量子医学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是生命辐射能医

明 白 了1型HIV的 频 率 特 性 和 能 量 结 构 特 性 之

学，这是一个传统医学及现代西医从未触摸过的崭新

后，就可以使用频率医药技术构建治疗HIV的量子药

医学领域。任何生命体都是由显物质部分与暗物质部

物了：①病毒外膜组分HIV的频率是108.9 Hz，与阴性

分耦合而成的。暗物质[10]部分在体内构筑生命能信息

左旋生命磁量子基质的特征频率完全一致，阴性左

系统，为经络系统提供运行能量；在体外则构筑生命

旋生命磁量子基质能量，构成中还拥有波态频率为

体辐射能量场（Aura）。生命能及其辐射能量场也有

1015.7 Hz、 占 比23%的 虚 态 能 量， 足 以 压 制HIV能 量

正负之分，所有的病菌、病毒、肿瘤及坏死组织都具

构成中的波态频率为1015.6 Hz、占比为10%的虚态能

有负能量场。体内负能量中局部区域的DNA生命信息

量。因此，阴性左旋生命磁量子基质的水溶液就责

紊乱，则是该区域产生癌症的根本原因。

无旁贷地担当了击破HIV外膜的“先遣部队”。②病
[11]

毒的液态内膜的频率是103 Hz，与牡蛎粉的特征频率

的特征频率[12]完整无缺地覆盖了从几个赫兹的疾病最

完全吻合。因此顺理成章地选取牡蛎粉作为清除病毒

低频率直至波粒二象性振动的最高频率（1015 Hz）的

液态内膜的关键药物成分。③病毒核心的特征频率是

全频波段，从而可以轻易地选取特定频率的药材配置

1013.3 Hz，与艾叶的特征频率完全吻合。中医药几千

特定频率的药物。中药配制中的君、臣、佐、使的传

年来推崇备至的抗瘟疫药物艾叶当仁不让地登上了

统理念也为频谱配置过程中的主波频、次波频及亚次

抗击HIV核心君药的帅台。④把适量的牡蛎粉、艾叶

波频构成的频谱调配提供了积累数千年的实践经验。

与阴性左旋生命磁量子基质的水溶液一起煮制调频，

量子中医药的兴起在量子医学里举足轻重，将为中医

就可能获得消杀HIV的量子药物——艾清饮。⑤杀灭

药的科学化、现代化、国际化开辟广阔的前景。

HIV之后还需要恢复被HIV破坏的免疫系统。免疫指

在药物的调频配置领域，数以千计的中药药材

标CD3、CD4、CD8也各具自身的特征频率，选取各

1 疾病特征频率与药物特征频率的适配

自同频的中药与阳性左旋生命磁量子溶液煮制调频，

任何一种疾病都有其独特的特征频率，只有精准
的测定了疾病的特征频率，才有可能为之精准的配置

从2019年7月开始，由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艾

同频率的量子药物。更深入地讲，在对病毒的研究过

滋病专业委员会主导，在河南某艾滋病村应用艾清

程中，也只有精准地测定病毒的外层防护膜的层数及

饮、艾康饮对小批量确诊AIDS患者进行了治疗，在

频率、病毒内部核心的频率和整个病毒的能量结构，

大幅降低病毒载量、提升免疫力指标、改善患者症状

才有可能有的放矢地研制出能够攻克病毒的适配药物。

方面获得了初步成功，揭开了根治AIDS的序幕，量

以 艾 滋 病（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

子中药力克AIDS小露锋芒。

AIDS） 为 例， 频 率 测 试 发 现， 按 病 毒 的 特 征 频 率

为了让读者进一步加强对疾病特征频率测试

划 分， 艾 滋 病 病 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重 要 性 的 理 解， 再 对 新 型 冠 状 病 毒（severe acute

8.9

Hz）；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SARS-CoV-2）进行

14.7

Hz）；

剖析。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Hz）。20世纪70年代末在非洲出现的

COVID-19）患者最早出现于2019年春季，最初的特

1型HIV已累计夺去了千百万人的生命，目前全球尚

征频率是1013.8 Hz，比美国2019年大流感病毒的特征

有3 800万人因罹患此病备受煎熬[13]。但世界范围内

频率1013.7 Hz略高。之后SARS-CoV-2就开始了漫无休

无论是传统医学还是现代医学迄今为止都未能拿出

止 的 变 异， 从1013.8 Hz逐 渐 上 升 到1014.0 Hz。 到2019

根治的方法。量子医学的频率测试则明确地指出了

年底武汉疫情突然暴发时SARS-CoV-2的特征频率已

1型HIV的基本特征：HIV外层防护膜是由HIV构成的，

经上升到1014.2 Hz，在意大利SARS-CoV-2频率则上升

HIV的频率是108.9 Hz，在病毒内部另有频率为1013.3 Hz

到 了1014.4 Hz。2020年2月 之 后， 在 美 国SARS-CoV-2

的病毒核心，HIV并不仅仅是众人认为的艾滋病毒本

主频率是1014.37 Hz且持续了很久，直到欧洲1014.67 Hz

身，在外膜与病毒核心之间还有频率为103 Hz的液态

的D614G变异病毒传入之后才发生变化。2020年春

内膜。在能量组成结构上，病毒含有10%的频率为

季，在巴西SARS-CoV-2就独树一帜，频率是1014.5 Hz。

HIV）共有4个亚型：1型（HIV阳性，频率10
14.4

2型（HIV阴性，频率10
14.87

4型（频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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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z）；3型（频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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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底在英国、南非、巴西发生的病毒变异则把
14.87

SARS-CoV-2的 特 征 频 率 进 一 步 推 高 到10

可谓无处不在，癌症的特征频率也是从几个赫兹的最

Hz， 这

低疾病频率到波粒二象性的最高频率都有离散分布。

一 频 率 与 人 类 脑 神 经 的 特 征 频 率 一 致。 这 意 味 着

这就造成了在不同癌症的治疗上几乎没有任何通用药

SARS-CoV-2主攻方向已从肺炎向脑神经系统疾患转

方存在，只能是专方专用。但即便如此，治疗效果也

移，以回避愈来愈多涌现的疫苗及形形色色药物对

难尽人意。量子医学、特别是量子中医药能否给癌症

COVID-19的阻截。病毒的特征频率随变异而持续变

治疗带来一些启迪甚或是曙光，答案是肯定的。

化，这就要求治疗药物的特征频率也必须与时俱进作

首先，频率测试揭开了癌症频率分布的身体位置

出调整。频率调整的僵化将会导致药物研制的失败。

规律。各种癌症的特征频率分布和癌症所在身体的部

再 进 一 步 使 用 量 子 频 率 测 试 方 法 剖 析SARS-

位密切关联，癌症的体位越高，则特征频率就越高。

CoV-2变异后新产生的COVID-19内部细节。测试结果

如脑胶质瘤、咽喉癌、食道癌、肺癌、皮肤癌 、胃

发现新产生的COVID-19是双病毒、双频率构成的，

癌、肝癌、胰腺癌、结肠癌、直肠癌、子宫癌、卵

它具备了如上所述的不停变异的SARS-CoV-2的特征

巢癌、膀胱癌、肾癌、前列腺癌、骨癌的特征频率

Hz

分别为1014.7、1013、1011.3、109~10、109.4、108.3、107.8、

的特征频率。SARS-CoV-2的尺度大约是125 nm，而

107.7、106.7、106.1、104.4、103.8、103、102.8、101.8、101.3

3型HIV的尺度是3.75 nm，大小仅仅是SARS-CoV-2尺

Hz。以上数据清晰表明了癌症特征频率从上至下递减

度的3%。众多的3型HIV居住在SARS-CoV-2内部，把

的规律。在知道了各种治癌药物的特征频率后，就会

SARS-CoV-2当作“特洛伊木马”，借助SARS-CoV-2飞

较方便准确地找出不同癌症的适配药物[15]。

频率，同时还具有保持相对稳定的3型HIV 10

14.7

沫传染的方式加快进入人体的传播速度，一旦进入人

频率医学对癌症治疗的另一大贡献便是可以帮助

体就脱离SARS-CoV-2，并在人体中增殖、攻击、摧

医者较为准确地确定治疗各种癌症的君药。对君药的

毁免疫系统。3型HIV的存在是造成COVID-19患者病

苛刻要求是，一味药就能在药方中顶起30%~50%、

[14]

情复杂、后遗症花样繁多、绵延久长的根本原因 。

甚至70%以上的治疗功效。一般的药方中绝大多数

2020年2月中旬，在江西省丰城市人民医院及中医

是 缺 失 君 药 的， 即 便 罗 列 几 十 种 药 物 可 能 也 只 有

院的参与下对两个批次的COVID-19确诊患者使用针艾

20%~30%的治疗功效，更遑论是药三分毒，错乱的

白玉清肺汤进行治疗。治疗开始后首先检查记录确诊

几十味药中古医书没有罗列的相反相畏的药材在所难

患者低下的免疫力指标CD3、CD4、CD8，然后每人每

免，不治病也就罢了，庸医害人的过错就可恨了。大

天服用400 mL针艾白玉清肺汤。治疗3 d后检测，90%

医精诚，首先就得开准君药。绵延数千年的中药药方

的COVID-19患者SARS-CoV-2由阳转阴、免疫力指标恢

传男不传女等保密传承过程已导致治疗多数疾病的君

复正常；治疗6 d后检测，100%的COVID-19患者SARS-

药药方失传，量子频率测试技术目前又找回了60多种

CoV-2阳转阴，免疫力完全恢复正常。使用针艾白玉

疑难疾病治疗的君药药方。

清肺汤疗愈的COVID-19患者还拥有了高额免疫力。面

量子药物频率测试的结果清楚地表明，矿石类药

对全球COVID-19患者后遗症泛滥成灾的境况，愈发凸

物的治疗功效远大于动植物药物，许多矿石类药物都

显了量子医药的魅力。随着病毒变异，量子中药的频

在治疗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例如玉石粉在70%以

率特性也在不停地调整，药效也日益提高。针艾白玉

上的癌症、妇科疾患的治疗上都能起到关键性的作

清肺汤已成为历史的回忆，威力更大、未雨绸缪的量

用。古医书《神农本草经》中开章名义第一味药就是

子中药也在涌现，等待着2021年与新病毒的博弈。

玉石，伟大诗人屈原也留下了“登昆仑兮食玉英，与

频率测试法还发现南非、巴西等地疯狂的病毒变
14.87

异把SARS-CoV-2的实态频率推高到10

天地同寿兮，与日月同辉”的诗句，这绝不仅是诗人

Hz高值的同

浪漫情怀的抒发，它表明了古人对玉石健体益寿这一

时，也把病毒的虚能量占比提高到77%，把波态频率提

神药的尊崇。量子频率测试还表明，人体五腑六脏的

17.83

Hz，并把125 nm的SARS-CoV-2撕裂成37 nm

疾患多数都与体内缺少玉石粉、珊瑚粉、海螵蛸粉、

的碎块聚合体，进而离散形成了辐射病毒。2021年人

海珍珠粉的营养成分有关。除了矿石类药物，动物类

类与病毒的对弈还有硬仗要打，不可掉以轻心。

药物的治病效果也远远高于植物类药物，在绝大多数

高到10

2 癌症的特征频率分布与药物的君臣佐使
癌症在身体部位的分布从头到脚、从内脏到外肤

癌症治疗中的君药都是动物昆虫类药物。现代中医中
能够巧妙精准地使用鼠妇、蛴螬、金龟子、蟋蟀、蜻
蜓、蜘蛛、蜈蚣、蝎子、蛇、地龙、白僵蚕、蝉蜕、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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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蛭、蟾蜍、斑蝥等动物昆虫药来担当各种癌症治疗

代初成立量子医学协会以来，在量子测试仪器领域已

的君药的人已经不多，其中许多药材也压根没有列入

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在量子调频药物的研制方面

现在的药典，得失利弊何时能再权衡商榷呢？

却裹足不前，其主要的制约因素是药物的化学合成方

君、臣、佐、使的配方思想在量子药物的频谱调

法缺少灵活的频率调节机制。中医药源远流长，博大

制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实际上是一种疾病症候群的

精深。量子中医药具有最灵活的调频机制，他的异军

频谱概念在中药多方剂辨证施治药方配置中的具体体

突起将为量子医学的发展做出关键性的贡献。

现。钱学森曾说中医药是高级生命科学，不同的人对
此语肯定会有不同的解读。但当你用量子医学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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