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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积分场朱砂 

公式

Al2O3 • SiO2 Al2O3Fe2O3 CaO • АlSi3О8 • 
Al2[SiO4](F,OH)2 

藏红花、蜂花粉、鹿蹄草、红宝石、红碧石、
月光石、黄玉。

第一积分场的朱砂，或者母本朱砂是朱砂特定种类的
综合化合物。它的形成是人类能量的附加来源，与我
们确定的本质和个人韵律的第一积分场相关。

这一酏剂公式是根据基力原理建立的，它能产生肾脏
的滋养成分，与起初的生命力滋养观念有关。公式构
成持续震动状态的动力数，这对产前能量的固定和滋
养很重要。

公式里的每一个组成都是独特的小孔。在酏剂的制作
过程中进行朱砂的成熟化，像蜜蜂采集花粉那样把朱
砂铺在这些小孔上。在这个孔里不仅进行过程转换，
还对带有晶体的鹿蹄草进行封存。

酏剂借助多种生物活性物质与人体相互作用。得益于
精华所属的红宝石，产品不仅对我们的本性具有有效
作用，还在作用过程中有自我组织的功能。朱砂进入



体内时，可以评估机体状态，修正与呼吸、消化及胆
道系统失调有关的问题。

第一积分场的朱砂表现出与人体本质产生共鸣的基本
几何属性。它能增强人体本质与自身的力量。第一积
分场下的震动和频率通过晶体与能量活性成分的相互
作用，允许其保留产物本质的联想空间。

Cn1是能量的激活剂，基于初次呼吸或能量呼吸的想
法，描述孕育和产物的作用力。第一积分场的朱砂“
呼吸”氧化铁，相互滋养并补充内部不足，在物理上
和动力方面与人的产前合为一体。

使用产品时，重点考虑服用流程的特点，这是因为朱
砂形成于三个阶段：制作过程、进入体内和体内维
持。当酏剂在下腹部发生反应时，所有必要元素最终
形成。可与朱砂“熔化”比拟的能量过程，始于药剂
混合和晶体转换，是需要实验室条件的高技术过程。

Cn1是指定的分子量，形成朱砂分子结构，在物理上适
用于所有身体。这与产品含油量相关，得益于能量成
分的相互联系得到“炼金术血液”的雏形，这被认为
是进行真正炼金工作的条件。

Cn1是形成“炼金术滋养”概念的产品，积极影响注意
力的加强。炼金术滋养概念的基础和基本成就不取决
于粗糙低频的食物，为那些寻找真理或想增强生命力
的人指明道路。



Cn1是具体张力的一种，由产品中的结晶确定，赋予其
完成滋养技巧的形成属性。酏剂和服用流程使酏剂自
身形成“水银”和“铅”体。铅体定义为认知工作，
控制整个过程。与其说是精华本身对大脑产生影，不
如说是我们依靠精华使自己产生大脑作用力。





影响

Cn1朱砂精华是调整人的个人本质并聚集与其有关
的能量的产品。产前能量的价值在于，在激活的

状态下，它能闭锁破坏过程。

与Cn1朱砂精华有关的相互作用是在接受产品细微关系
时胃的角色调整。理解胃在与朱砂精华相互作用中的
角色（事实上还有其他能量或晶体的组成）是滋养瑜
伽中重要的任务。

Cn1培养胃部器官使其正确地接收高频产品。朱砂精
华在进入体内时会有与酏剂能量和胃腺相关的明显触
觉感受。一方面，它调整并教会胃正确地感应接收过
程，另一方面它丰富并形成起来。这是一个复杂的过
程，是朱砂能量转换到腹部下方的必要过程，目的是
激活这个区域，并且正确地消化高频滋养。

另一个与精华相互作用的过程与调整呼吸有关。深层
呼吸的调整需要使用朱砂消化和形成的吸气能量。肺
部的激活也是可感知的触觉过程，导致与确定我们存
在的产前意识相关联的腺体的激活。

酏剂最大程度地深化呼吸，改变胃的能量，可以钩住
人体内的所有经络，尤其是肾部的经络，深入到腹



下。这个过程不仅形成附加能量来源，还有定向的作
用，也就是认识。改变内部张力和基调，它将调整到
统一音调上。服用产品的唯一复杂之处可能是无法或
不能进行服用的过程。

С剂最朱砂精华滋养可以看作是进入炼金术的引子，
重在达到“朱砂守恒”的状态。这意味着可吸收的身
体震动的创建，而不只是生成过程。吸收任务是第一
个内部作用力，是瑜伽滋养的练习者们必须了解的。
它教人们建立基础共鸣关系，完善认知。换句话说，
需要将其他形式的认知输入体内，与下降的物理能量
性能相抗衡。

С进入滋养教会我们调整我们的内部空间，将其转换
到再生定律，积累、吸收能量，从被破坏的细胞和能
量关系中脱离出来。Cn1的使用过程建立在获取触觉
的基础上，因为这不是高频产品，而是滋养的共鸣形
式，也就是说保持内部过程的滋养。保留内部能量关
系是精华本身的任务，我们只需要跟踪观察这个过
程。

炼金术方面的作用 

炼金术作用是与Cn1相互作用任务中最重要的。其实，
所有与该精华有关的都是真正的炼金术，对于它的独
特评价，不同的人有着不一样的产前本质。因此这里
唯一的共同指标是制定实施作用力。其他的不能总



括，因为需要整理每位消费者的产前产后作用指标。

精华教会每个人成为真正的炼金术士，也就是说使自
己专心于有意识的经验。炼金术唯一客观的指数是认
知，以及认识的巩固、内作用力的产生。如果“操作
系统”，也就是大脑，没有调整到与认知的正确互动
上，炼金术不会认任何一种科学是准确的。

炼金术技巧要求共鸣相互作用，例如Cn1实现了进入
人类生命运料器的任务。只有使用精华和认知的作用
力，我们才能激活胃腺，使精华进入肚子下部区域，
与肾经络引起共振。得益于这一激活，能量进入肾
部，并根据人的个人本质进行振动过程。

Cn1与身体的相互作用过程使人联想起孕育的过程，其
实同“基本朱砂酏剂”想法相互联系，这里唾液是受
孕的分泌作用。服用酏剂应成为胎儿发育的固定状态
的需求，要求仅有一个，那就是要关注精华。
 

对人身的作用

该产品对人身的作用无延迟、立即见效。只要正确服
用产品一次，您就能立即对它带来的帮助和可能性作
出评价。这在某种程度上与精华的化学成分有关，某
种程度上与能量有关。



除了精华中借助于大量生物特性的丰富化学成分，Cn1
有能量生成并合成器官所缺的物质，微量元素和酶。
这个过程与服用顺序密切相关，需要在不同区域对酏
剂的进行、激活和固定情况进行跟踪。激活阶段按被
激活区域的顺序分为：肺、咽喉、大脑颈部、胃、
脾、胰腺、腹部和肾脏。

尽管酏剂有综合作用（可以同时获取很多感受），这
种顺序的建立依然很重要，因为到达下腹部时，完全
形成朱砂。这让能量进入其需要的区域，并加固其作
用力。这样，通过服用精华完善身体功能可提高机体
的整体基调。

对大脑的作用

Cn1朱砂精华对大脑作用有阶段式连锁反应，这与深层
意识激活有关。当然，经验更为有趣，在服用过程中
可以学会感受精华的触觉影响，以及精华与大脑的相
互影响。另一方面，正是对精华服用的意识追踪带来
了积极的结果，形成首先与大脑有关的我们意识的力
量。







用途

Cn1是未来产品，它的炼金术制作任务独特。它是
为寻求，实践和走上改进之路的人设计的，需要

对他们的发展采取负责任的态度。

该产品是为道教炼金术和The Perfect One社会项目而
制，是用于身体内部调整的重要酏剂。此外，它还是

对外部炼金术过程感兴趣人士的学习产品。

Cn1的关键特点在于它的组成，能进入并修复生命力本
质，在这个过程中建立第一朱砂场的炼丹术作用力。
使用正确的服用方法，不仅与身体产生共振，还能形
成腹部共振影响力，得益于此，生成与服用者生命力
本质有关的能量成分。

Cn1帮助身体适应不同的季节，不让临时波动压迫身体
的物理状态和精神状态。酏剂的能量特点是降低并维
持能量，有利于产前能量通过骨头和肾的吸收。
精华不仅在生产过程中保留配方，还能在内部服用时
使其优化。应记住的是，朱砂的准备过程持续到达到
下方朱砂场的必要节点。

产品在服用时不仅能保存能量，还能增加能量。在服
用过程中保存并生成能量独一无二的炼金术原理。原



理包含炼金术的保存、集聚和熔炼过程，为达到必要
的结合需要三种能量：产前、产后和转换。
服用Cn1后，能量渐渐进入正确的生命流，因为酏剂
产生外部合并，净化我们的本质。如果用炼金术语言
说，这是能清洁能量并与朱砂相结合的天然水银。这
样一来，在形成第一积分场朱砂之前，Cn1传授了能量
提升的方法。

酏剂的顺序和正确需求应使其完全固定在体内，首先
建立不可分解、不可燃的能量，形成基础朱砂和母本
晶格，它不仅能生长，还能赋予认知属性。

认知工作

Cn1朱砂精华最重要的特点是打开我们器官的认知。首
先涉及到的是肺和胃。问题在于，我们的每个器官都
具有认知功能，但通常未被激活，因为在器官里往往
缺少与大脑的反向联系。它只在我们器官发展的领域
接收指令，不符合大脑共鸣，没有实践经验的人很难
读取器官信号。

朱砂是处理器官信号并领导它们的实体。当然，所有
这些都取决于朱砂的水平，正如С取决本身在服用时
形成自己的认知，这是我们器官认知最好的老师。

朱砂以不同组别的反应为支撑。根据认知原理，这样
的组别在体内有七个。按照这个流程，整个滋养瑜伽



得到发展。Cn1整个朱砂进入产前认知。肺部认知激活
之后，激活位于咽喉部的产前认知。然后Cn1砂进借助
与肺部、产前能量和大脑认知的共鸣，获得自己的认
识，先落到胃，然后到腹部（下方朱砂场），最终到
肾。





Magnum Opus
（杰作）

获取朱砂是炼金术技巧的特殊意义。天然朱砂的
再生并不简单，甚至基本上不可能。

这是高级炼金术技巧，要求积极的认知工作。

第一积分场的朱砂杰作是与我们存在的基体本质相互
作用的过程。炼金术技巧中的第一综合场朱砂，是我
们唾液首先应与之共鸣的，继而是第一朱砂场（腹部
下方区域）。

在外部炼金术技巧中，由于对酏剂有特殊要求，炼金
术朱砂的建立是最复杂的产品之一。炼金术朱砂是具
有特殊体、传导性和能量的精华。酏剂的力量表现在
朱砂几何体的张力上，并在服用过程中物化。
其技巧依靠对再生化合物作用力组成的理解。在这个
作用力下，进行生命力的深度清洁，其结果是激活附
加能量来源。

整个过程占据9个月的时间。Cn1考虑到人的本质和生
理因素实现了天然朱砂的可能性。精华的建立带有清
洁和激活能量的过程。它的工作和能量基调超出了营
养依赖范围，在时间过程中形成统治力量。这个工作



的频率等量略高于第四积分场的参数——450赫兹。
朱砂能量的吸收是不能独立进行的过程。因此需要附
加补充作用力，其结果是建立起必要的应力。因此，
在创建产品时应在其接收过程中完善作用力特殊算
法。为此需要将不同的共鸣作用力并成统一活动链，
旨在制作、服用精华。

物理、生物化学和能量作用非常复杂，制作重在将产
品带入具体任务中。因此在产品制作过程中，炼金术
士任务的调整和认知具有重大意义。25%的制作无法用
通俗概念解释和测量，这是因为官方科学尚未认识、
接受希腊形而上学中提到的永恒过程。

汞和铅的作用原理的再现是Cn1工作中的识别点。在这
一结合中元素的本质作用力，更确切地说是再现其本
质，从深处分离出更细微的能量并加以巩固，或建立
朱砂场形成的内聚关系。在精华中形成必要的振动，
可以谈论制作的特殊技巧，生成额外的能量来源。

产品具有晶体液体基础，再现天然朱砂的结构和几何
学本质。要记住，这种精华配方在人体服用过程中持
续完善。



生产过程

С产过在专门的实验室里进行制作。在阶段准备和制
作过程中，由几个阶段组成：

• 挑选组成任务下的成分
• 有机化合物的储藏、蒸馏和调整
• 挑选晶体及其蒸馏 
• 获取朱砂酸
• 朱砂体分子式的转换 
• 身体滋养和结晶精华 
• 朱砂结晶几何学的建立 
• 引出综合应力
• 五进位制处理 
• 共鸣应力的建立 
• 实体的固定 

基于所有这些过程，精华作为液态实体，已做好使用
的准备。





服用

 该产品不适用于未做好禁食对身体有害食物的人
群。坚持正确的服用方法，让它不仅成为炼金术
服用的不可替代品，而且可以提高滋养瑜伽过程
的有效性。换句话说，产品供遵守滋养原则的人

群使用。

Cn1是炼金术滋养系统里的基体组成，是加强人类产前
本质的理想产品。

服用Cn1首先要强化唾液。此外，精华还能完成心理任
务，清除放纵、恐惧和噩梦。重要的是，因为不同程
度的偏差或注意力转移常常不能遵循服用高频食物所
必须的节奏。

训练服用高频饮食最好从这款产品开始，它能同时建
立所需关系和饮食关系心理。

对于外部炼金术，重要的不仅是具备所需酏剂，还要
明白与酏剂的相互作用。否则，可能导致结果不能满
足需求，也无法获取第一炼金术场的朱砂。外部炼金
术是阶段式的过程，每一个酏剂都有自己的流程。



服用指示

第一积分场的本质不仅为我们的身体和认知建立可能
的发展过程，还建立了初始能量发展算法。在精华的
任务中，与其说是改变我们，不如说是加强初始力
量，因为他们常受到人为破坏，需要达到最初的作用
力。

尤其是在这种情况下，对饮食、呼吸、性交和运动相
关的破坏很危险，会使我们的身体不正常，甚至不能
发展，而只是简单地发挥作用。这早晚使人的生命走
向死亡。这一依赖性具有很明显的形式，比如经常发
炎、溃疡、感染、不可控的兴奋和虚弱。尤其表现在
女士身上，比如出血、月经不调，形成纤维肌瘤。

Cn1通过密语与黑暗力量作斗争。学习理解滋养意识意
味着认清虚假和真理流。服用酏剂，这一旨在成为灵
丹妙药的药丸，这是最需要集中精力的工作，要求人
们清楚地理解产品特点和服用方法。

服用

Cn1供那些不仅理解天然本质和特性，而且懂得高频
振动滋养的人群使用。更准确地说，不是推荐服用产
品，而是提供产品制作。这一能力对研究自己并旨在
实现高级炼金术原理的人群尤为重要。



与Cn1的相互关系中应伴随正确的态度，聚焦于朱砂
精华的力量上。服用精华后，需要在20秒内将其与唾
液混合。这将激活胃部，使精华从胃部转换到腹部下
方。

然后能量达到肾，要求服用者添加心理作用力。因
此，服用过程应持续不少于5分钟。换句话说，与Cn1
的相互关系和需求需要实践。

在炼金术滋养流程中，服用Cn1精华前4小时内不能吃
任何东西，因为产品的主要特点是在服用过程中形成
自身能力。精华在腹部下方形成，正如我们所说，酏
剂在内部服用过程中持续形成。为此主要的是大脑的
作用力，用以维持过程，或铅的作用力，允许制造简
图和形态。也就是从说服用酏剂本身到朱砂的遏制、
保存和形成，是一种附加的心理过程，也同样对大脑
有益。

NUTRI-Q系统的滋养

服用时间应符合生命体的加强任务。服用应根据需要
每天不超过两次，每次用量3滴。精华也可用于普通滋
养，重要的是在服用期间对其尊重负责。

该精华能很好地滋养血液和肌肉，涵盖机体每天的能
量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像炼金术滋养一样，在
服用前2小时内禁食，而非4小时，同时可限制一周服
用两次的剂量（比如说，周二和周四）。



炼金术滋养

炼金术滋养是用于其他调理目的滋养。这种滋养类型
旨在通过维持其能量水平加强产前本性。这种态度把
服用精华作为实践，要求追踪、观察变化，大量服用
精华——每次5～8滴。大剂量使用可激活内部过程。

除了上述条件，还应伴有最大化内在安宁。服用前4小
时和服用后2小时内不得进食。

服用特点

在服用精华的过程中，唾液是朱砂第一积分场最重要
的因素。尽管在这里原则上不用于吸收，而用于训练
唾液的形成。这一重要过程不仅可以吸收其他高频营
养，还为了在分泌唾液时形成更完善的分泌。这对于
瑜伽滋养系统而言更是尤为重要的元素。

因而产前唾液的本质替换为产后唾液的本质。也就是
说应形成唾液产生的其他本质，让普通人听命于时间
的本质。炼金术滋养时需要产生唾液，不从属于时间
规律，唾液的孕育成为最初酏剂形成的主要因素。当
唾液尚未“捕获”酏剂时，还不能将其吞咽。这个过
程通常应持续不少于20秒。由此逐渐将滋养过程从地
球法则中分离出来。
 



第一积分场朱砂精华的膳食

精华能保持人体生来就有的生命简图。需谨记，它的
使命是将能量最大化。所以，在个人生命能量遭破坏
时，可服用精华作为膳食进行能量恢复。

这尤其对压力大、生活不规律或性生活频繁或大病初
愈的人有益。在这种情况下，需连续3天服用精华。按
照示意图每6小时服用3滴，服用期间禁食、禁欲。液
体草药的服用每天不少于2公升。

建议在消除身体可能的破坏程序时进食。这一疗程同
样持续3天。重要的是在一天中限制动植物蛋白、甜
品、巧克力、油炸食物、面包、糖和盐的摄入量。类
似的饮食应遵循每月一次。



警告

该产品不是药物，旨在有计划地改变身体属性，需要
同化、理解任务。

Cn1建议在Nutri-Q瑜伽滋养系统下服用，也适合对外
部炼金术感兴趣的人士。建议在年满21周岁、机体成
熟的情况下服用晶体精华。服用该产品时，需遵守完
整的滋养计划、周期和精华服用规则。儿童、孕妇，
以及患有先天疾病或慢性疾病人士须遵专家建议服
用。

这意味着它没有完全作为药物被研究，它首先是高频
营养产品。服用比例应由专家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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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