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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蔷薇石英的晶体精华。

蔷薇石英量子单晶体





蔷薇石英量子单晶体 

是蔷薇石英的晶体精华。

这是瑞士 Swiss Kristall 实验室创造的独一
无二的产品。 

生产过程中使用了晶体提取物的最新提取技
术，并使用了不同传统中晶体运用的悠久经

验。 本产品
为愿意强身健体健脑的人士打造。 

使用蔷薇石英的结晶精华对解决很多身体与
心理的任务很重要。 使用本产品时，我们

保护身体与大脑细胞免受破坏，
感觉特别的轻松与清新。 

结晶精华帮助身体摆脱血液循环系统、皮肤
系统、一系列大脑血管里的有害振动，改善

肌肉组织。 
由于作用温和，它帮助人们安静、轻松、整

理心情和丰富感情。

QuantOM Mono Crystals® Rose Quartz 
是专属于您私人的物质。 





  大自然中的每种晶体都是一种特定的应力，

拥有自己的振动频率，其测量单位是赫兹。 

采取正确的、有意识的并加以控制的接收晶体

营养的方式，或通过营养瑜伽方式，能够使人

体与该频率协同作用并产生共振。  

晶体滋养的主要特点是接收某种晶体的应力。 

晶体营养艺术中包含各种接收方法：比如贴身

佩戴晶体首饰、服用晶体精华（晶体提取物)

等，其中后者是吸收晶体营养最有效的方法。

晶体精华是什么？

晶体精华是在保留晶体特性的前提下，经过长

期实验室工作而得到的提取物。 晶体精华的

应力能够进入人体内部器官，并与它们产生共

振，滋养它们。 

服用晶体精华能够改变人体振动频率，提高我

们的人体指数。    晶体精华引起的应力不具

备时间范畴，并表达不受时间限制的规律。

是专属于您私人的物质。





蔷薇石英的滋养

为什么正是蔷薇石英？

蔷薇石英量子单晶体 (QuantOM Mono Crystals® 
Rose Quartz) 是用蔷薇石英晶体制造而来的晶体

精华，而蔷薇石英拥有提供营养所必须的应力

等级。 本产品具有晶体的结构和频率，能够

影响红血球细胞。 晶体精华的主要功效是调

理红血球细胞，促进形成更加协调的人类生物

空间模式，同时提高其信号水平。

在瑜伽营养系统范围内，蔷薇石英是最柔和、

最容易吸取营养的石头，它能使任何年龄阶段

的人显得年轻。 蔷薇石英使我们能够接收晶

体营养，并能带来兴奋之感。接受高振动频率

食品所产生的满足使人充满能量。 蔷薇石英

是永远年轻的象征，它可以对抗衰老与凋萎。

蔷薇石英滋养引起的改变并不大，但十分重

要。 蔷薇石英不仅改变身体状态，而且能够

支持身体自主地掌握调理后的振动频率。 蔷

薇石英晶体精华是与晶体协同动作的老师。 

它能够重塑营养吸收心理机制，因为重要的是

吸收和消化能量，而不仅是对类似食物产生反

应。 这意味着，不应从蛋白、油脂、碳水化



合物、维他命的角度研究晶体滋养，而应从

能够滋养骨髓与内分泌系统的应力的角度来看

待。 这是“无残渣”的滋养，即石英晶体全

部能被人体吸收。这能为滋养身体、保持器官

生理机能创造理想条件。

蔷薇石英晶体精华的应力能使身体保持自己的

物理动力特性，产生对营养质量的需求。 人

类身体的总体状态取决于人体的需求与习惯，

这种习惯使我们倾向于这种或那种味道。

蔷薇石英滋养可以改变我们的内部空间，使其

转向再生指令，并积蓄能量，逐渐变得高于

自身基础生产能力。 同时，蔷薇石英滋养不

会引发任何感觉。 这就是使人体进入工作机

制，完善人体本质机能，并同时激活由于低频

率粗粮营养而无法开始的过程。 蔷薇石英发

挥功效时，我们的身体应该感受到效果。 这

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饮食规

实际功效
晶体精华对血细胞及淋巴系统极有益处。 本

产品可单独使用，也可作为辅助。 不过晶体

精华最大的益处在于它对大脑的作用。 晶体

精华对后脑、颞颥脑叶有良好功效，能起到加



强心理、舒缓精神、稳定情绪的作用，同时给

人以轻松之感。

本产品能够分解人体内的粗波，并将其转化为

更为平稳的声波，后者对血管、皮肤、上皮组

织器官以及淋巴系统十分有效。 

晶体结构能与人体生物化学过程共振（针对身

体暂时能量）并作为量子应力（超时间的人体

内空间的动机），这是本矿物的特殊价值与重

要性。 总之，晶体精华有助于从宏观世界的

角度研究自己。 





伟大事业

蔷薇石英的宏观宇宙比例

蔷薇石英的使用有很长的历史，这段历史与古

埃及、古希腊、古罗马有关。 蔷薇石英的特殊

性质决定了人们对它的态度。人们将它视为被

赋予上帝之光的石头，古希腊人认为此光线是

赫柏女神。     可以说，它能使人不断地恢复

年轻状态。

凯尔特传统把蔷薇石英与奥戈努色青年神连在

一起 ，这位青年神像蔷薇石英一样象征着年轻

与活力。 有这样一个神话：在寻找永恒的年轻

时，炼丹术士亚历山德罗 · 卡廖斯特罗伯爵 

(本名朱塞佩·巴尔萨莫，1743–1795) 用蔷薇

石英制造粉末。 

基督教传统将蔷薇石英看作善良天使之石。 以

上所说都和振动科学理论有关系，其基础是非

常简单的物理原则，根据该原则，所有的物质

都在振动。 蔷薇石英振动的频率能与人体频率

协同动作并产生共振，进而滋养并治疗人体。 



生产过程

蔷薇石英量子单晶体 (QuantOM Mono Crystals® 
Rose Quartz) 生产于专门的实验室，该实验室

采用了相应技术，能够保存晶体所有的有益

特性。 生产过程借鉴了道教（中国）、古希

腊、中世纪欧洲炼金术的晶体使用经验。由于

质量较高，过程复杂，类似的晶体精华制造在

当时被称为“伟大事业“。 

道教炼金术士戒空直接参与了本工作。

生产过程包括以下几个阶段：

矿物的选择与准备

焙烧与调整

将晶体模具转化为晶体

滋养晶体

消除整体作用力

升华

将晶体应力转入人体能吸收的介质 

晶体原始生长

蔷薇石英原始几何生长

结晶醚体固定 

实体固定。

经过以上过程后，晶体转化为可被人体内部吸

收的液态实体。 晶体精华的生产需要近一年



的时间，这是将晶体应力转移至晶体精华的独

一无二的过程。 在生产精华的过程中，不仅

应力的转移很重要，创造出完善晶体的条件也

十分关键。 

该过程需要将多重力量(物理力量, 生物化学

力量,动力力量)作用于晶体，使其成为统一的

一连串。 此工作最重要的环节是使用高质量

玻璃来保存提取出的晶体精华。

在生产过程中，保存晶体与晶体生长是很有趣

的。 晶体精华在生产完成后能够继续自我完

善。 不过晶体需要营养介质，那是用专门醇

酊在一年的时间内制成的，醇酊是能量活跃的

保存剂，能被身体全部吸收的，且对其大有益

处。 

共振公式是为了保持并滋养晶体而创造的。 

创造公式时的重要问题是，保证创造能够保存

晶体精华有益特性的条件，保证其封存条件。 

晶体精华的封存得益于晶体精华的自我聚焦，

保护自身不受外部因素的影响。 否则晶体将

会对周围场及周围振动产生反应，这会破坏晶

体精华的应力系统。

蔷薇石英晶体精华是积极公式，其建立基础是

蔷薇石英的物理性质。 晶体结构决定晶体精

华的整体作用力等级，即它的力量。 



晶体精华性质

空间频率
432 Hz

蔷薇石英晶体精华是我们部分宇宙的

片断反映，在地球时间参数条件下，

表示超越时间的力量，并拥有自己的

频率等值432Hz。

这是很重要的频率，它属于一种不可

破坏的、能被人体吸收的能量。

共振频率
105,8 Hz

共振频率是蔷薇石英调整超时间指标

的结果与性质。 

硬度
7

该硬度把蔷薇石英固定在超时间方位

的法则内，保护晶体，使其各项能量

指标不会降低。 

颜色：
粉红

本石英的粉红色来自于铁离子、钛离

子、锰离子。 与本矿物相关的意识

状态可称为粉红辐射。 蔷薇石英的

照度令人舒适。 通过粉红色看世界

的需求在大脑操作系统中占重要的位

置。 蔷薇石英晶体精华通过颜色本

质来实现柔软、轻快的梦想。 从消

除不安、树立自信的角度来看，这

也十分重要。 由于晶体化颜色的力

量，蔷薇石英晶体精华能够成为人体

内场装饰，帮助人们保留童年状态。  



内部 
照度:  
珠光

内部照度或者晶体光度属于其光的性

质。 在生产晶体精华时，内部照度

需要特别注意。 它能使人体器官保

持在自然状态，避免大脑陷入情绪低

落、心理古怪的状态。 保存所需的

晶体精华的振动，可以说蔷薇石英有

一把特殊的神奇钥匙，能在人体内促

进形成健康的过程——不要忘记，人

体也具有晶体液体基础





 如何使用和食用？

食用晶体精华需要做好遵守饮食规则的准备。 

除了要注意食用高频率食品的频率，还需要注

意所有摄入营养的质量。 食用方式分为几个

层级： 

简单使用

作为一种营养剂单独使用，以此来强健身体，
并将其作为学习晶体精华滋养的准备工作。      

每日上午服用1到3滴。 服用蔷薇石英前、后两小
时内禁食。 比如： 10点食用晶体精华，第一餐

将在12点。

在瑜伽营养系统范围内

在Q营养系统 (Nutri Q) 内服用其他晶体精华

时，服用5至8滴蔷薇石英晶体精华。 每周服

用一次，可与液体混合后服下（如绿茶或唾

液）。  

炼金术滋养

使用炼金术是一种针对拥有特殊技能的人的

滋养方式。 这种滋养方式能促进改善能量呼

吸。 此方法要求集中精力、跟从改变并推荐



大剂量使用晶体精华：

13滴。

服用晶体精华时，必须处于最大限度的安静环

境，避免外部积极性。 使用前四个小时、使

用后两个小时内，禁食。 在六个小时内可随

意饮用绿茶。

蔷薇石英食谱

蔷薇石英食谱可能是最有意思、同时要求很高

的过程。 食谱流程： 一天服用，过一个星期

后在三天内服用，再经过一个星期后在七天内

服用。 

这种滋养方式的目的是使血管年轻化并得到恢

复，修养整个身体。 食谱的任务还包括晶体

精华的重生，更准确地说，是让它在我们身体

里“发芽”。 

本产品还有助于消除人体中的破坏程序。 不

过在采用食谱的过程中（第一服三天前开始，

最后一服三天后结束）不能吃动物蛋白类食

品、甜点与巧克力、油腻食物、面包。 根据

本服用流程，在服用日每两小时服用晶体精华

一滴（包括夜间）。 在服用日内不应进食。 

一天需要喝水、茶2—3升。



服用

晶体是大自然中最整齐的结构。 晶体功能并

不在于消散能量，   而是争取储蓄能量。 从

晶体汲取营养是复杂的任务，但是晶体能够对

各种能量做出反应并与它们共同作用。 晶体

结构是物质的最高形式，对它的全面研究还在

继续。

本产品不仅在瑞士药店销售，而且在其他一些

国家和地区也被允许销售（与天然产品的提供

情况相关）。 本产品在俄罗斯联邦拥有资质

证明并符合所有的安全标准，不过服用比例应

以专家计算为准。 

警告

注意，本产品作为药用手段的情况还未充分

研究，它首先是高频率营养产品。 本产品并

非药品，致力于地计划性地改变人体特性。 

需要共同的调整和理解。 年满21岁、机体器

官发育成熟后，才推荐服用晶体精华。 使用

本产品时，务必遵守使用说明。 在瑜伽营养

系统范围内推荐使用高振动食品。 儿童与孕

妇根据医嘱才可以服用。 如不阅读有关本产

品的信息，禁止使用。





有关本产品创造人

戒空——道教炼金术士，俗家姓名为奥列格·且

尔尼。 他从事研究各种发展系统超过35年，其中

主要研究方向为道教方向。 他出版了50多部与

发展理论和人体恢复相关的书籍，其作品有俄文

版、英文版、西班牙语版和保加利亚语版。

戒空这一名字是从一位不死的道教隐士悟别那里

得来。 戒空研究与人体变化相关并能完善人体的

外部炼金术，并将相关知识系统化。   他实践“

黄白艺术”（道教炼金术的内部名称）已超过35

年，研究并试验了多种营养系统，最终发展形成

了其牢固的立场：营养应该发展，而不仅是简单

的补充。 

他以道教医学和人体结晶的道教炼金术学说为基

础，创立了营养Q瑜伽系统（Nutri-Q   Yoga），

旨在通过积分营养的方式，将人体从较低状态变

换为较高状态。 该系统基于非破坏性产品的滋

养，而非破坏性产品的基础正是晶体滋养。 

他将道教炼金术多代积累的经验与现代技术潜能

结合起来，创造出独一无二的人体发展模式。 他

研究了各种延长寿命及人体转换的方法，在与多



位瑞士炼金术士、帕拉塞尔斯的后继者们（他们

能够将晶体转化为可食用产品）会面后，他得以

将自己的知识转化为现实。 这帮助戒空建立了高

振动营养系统，此系统的核心是瑜伽滋养，其基

础原则是不依靠粗食。    虽然戒空提出了高振

动、高分子营养的概念，但他认为自己的任务并

非使人们戒除吃饭，而是教会他们不依靠食物： 

“我将Nutri-Q Yoga系统看作完善人体的方法，

而不是某种狭隘的节食类的营养系统。”

戒空在自己身上试验了各种营养系统，然后研究

并使用大量现有的高能量植物，试用了几十种晶

体提取物，最终创立了以滋养大脑、加强脑部发

展为基础的结构营养系统。 戒空说：“在任何发

展过程中，一切都取决于大脑的质量、力量，以

及最重要的，大脑的一致性。” 

虽然戒空的学说是独一无二的，但他在探索与实

现的过程中始终依靠自己的老师，以及最重要

的，正如他自己所说，   依靠那些“能运用营养

瑜伽，并将其根植于自己日常生活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