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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精华：野蔷薇.
结晶精华：红色碧玉、黄铜矿、蓝晶石、石榴
石、铬铅矿、闪锌矿、银、锌、铜。

Immunic С —— 旨在滋补和修复免疫系统的
产品。它使免疫活性维生素C绕过氧化过程直
接进入身体中。酏剂的基础是依靠结晶分子式
保留抗坏血酸或维生素C的天然属性和能力。

在维生素C以传统方式口服时，维生素C在进身
体中之前，已分解。而实际上，当在分解过
程试图强迫我们的身体吸收已解分的维生素C
时，其对我们的身体有害。在自然状态下（如
在柠檬中），可将其与茶的鞣质性能结合，而
只有这样，才能以某种方式吸收维生素C。然
而，天然果汁没有任何好处，除了具有水果口
味以外，从维生素角度看来，天然果汁无效。

在很长期间内，全世界认同诺贝尔奖金获得
者莱纳斯·鲍林的看法，美国人将其变成为
生意。今天，很难想象在全世界上有多少所
谓的维生素C的化学废物食品被消耗。这些物
质常常破坏而不是恢复免疫系统。在群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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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和认知里，维生素C以可被视为免疫系统
的敌人。

在研制 Immunic С 产品时，任务是实现鲍林的
想法，将化学健导向运输到我们的身体中。当
然，如果鲍林的看法没转换为基于饮用维生素
C的商业骗局的话，其会是独一无二的。虽然
今天，这种做法已经人尽皆知了，重要的是不
要因此就把它全盘否定。

如果将维生素的机构保存使得不仅将维生素
输送到身体中，而将其直接导向细胞内，就
会取得独特的成果。这样，能达到新的蒸馏
技术过程和使用结晶保存复杂天然化合物。

Immunic С 精华是一种具有共振影响的复杂化
学式，其效果可通过化验检查而证明。





Immunic С 精华的基础为野蔷薇，因为野蔷薇
的特性，精华对各种分泌都有影响。但是，
从营养和外部炼丹术的角度来看，重要的是
将松果体和其产生的对整个激素器官组（垂
体、甲状腺、肾上腺皮质）的细胞有影响的
褪黑素，这就被称为这些激素的“营养”。

Immunic С 为预防各种疾病都可以使用。有可
能，在肿瘤疾病治疗时，其是重要的产品（临
床试验还没完成）。

在细胞中（比如在粒线体中），进行人的基
础能量地吸收，所以我们就需要氧气。维生
素C吸收需要不同的过程，其应通过在具有核
心的细胞中频率更高的共振过程吸收，所谓
内质网。这种过程促进激素合成。

换句话说，细胞通过应力和细胞内部的压力
被氧化，能吸收原生能量。为了启动深层的
吸收，使用矿泉晶格，其在Immunic C中包含
并进入细胞中时给细胞帮助，进行免氧化过
程吸收，因而将所需要的能量进行导向。

当我们吃更多水果和蔬菜的时候，这并不意
味着我们的免疫系统不断增强，相比那些吃
很多粗食的，我们只是不那么强力抑制免疫

Immunic C



系统，因为处理粗食物会相应地燃起
氧化过程和游离基放出需要更多氧
气。

总之，如果将其从生物化学来看，人
的食物是被简化的。在这种过程中，
常常都不会考虑人的自己特性和居住
地。今天，引用震动性模式很关键，
就是通过使存在机构支持的身体内部
产生压力的模式而吸收。首先，这些
机构与激素系统有关，通过简单食物
营养维持激素系统是无效的。为了这
些系统重要的是食物的声调、震动，
其应不是以传统的卡路里计算，而以
赫兹或伏特计算。

通过了解与每个维生素对应的波、应
力，可达到实际的突破。比如，复杂
维生素，即维生素A和维生素E，其具
有自己的震动性方向。其不可作为维
生素而研究，其为整个震动性组。

综合看待维生素概念的危险是什么？
这将我们的思路打乱。比如，声明维
生素C是一种强大的抗氧化剂（作者
对此不反对），没有人解释抗氧化的
复杂工艺。所有展示的都是该过程



应进行的假定参数。它可以防止病毒
和细菌，具有抗炎和抗过敏作用的事
实，让我们想想这些过程如何发生
的。

在我们的身体中，对许多过程由下丘
脑负责，所以在我们的身体中必须有
接受和过程管理的命令造成的联系，
因为在我们的身体中有许多无法控制
的过程，而这是主要困难的原因。

实际上，有几个营养资源可以对身体
进行调整。比如，维生素A与呼吸资
源有关，维生素E与腹膜内部的区域
（呼吸腹部区域）有关，而维生素C
简单地与胃有关，或者说，与胃的内
分泌系统的反应有关，该反应在大脑
中反映，这就是合成的、非天然的维
生素C的基础。

可以说，在开始，天然维生素C与合
成的维生素C之间没有区别。胃反馈
后，将命令发出给大脑，大脑发出吸
收命令。如果产品是天然的，则身体
吸收，如果不是，对身体发生应激，
身体就开始寻找并产生这个维生素。
有一个问题：在我们体内出现了对我



们身体内系统有不良影响的化合物。所以，
最好是看柠檬并产生出面向维生素C的唾液，
这样会更好。

Immunic С 精华是“直接”吸收营养的资源，
这是主要的特性，因其就可免复杂吸收我们
身体所需营养的过程。



C精华的抗坏血酸（维生素C）含量
的分析证明比同类的食物补充剂所
含量中的维生素含量高，即野蔷薇
酒精酊。 按Ph.Eur.2.2.29.欧洲
药典的标准化HPLC方法的产品分析
表明维生素C浓度为1.94毫克/毫
升，比普通的野蔷薇酒精酊中的抗
坏血酸含量高20倍。

维生素C含量 



毒性

Immunic С 符合保加利亚与欧洲保健食品所有
的安全要求，其中包括重金属含量汞 Hg、 镉 
Cd、锌 Zn、铅 Pb，等等。这些成分注册含量
均比食品与食物补充剂所允许的含量少几倍：
从2.5（Cd）和5.0（Hg）至和19.2（Zn）。
另外一个毒性的元素是锰，其在产品中的含量
比所需要地标准低61%。对身体有害比较少，
而作为身体需要的元素铬Cr和铜Cu的含量比
极值低23倍。钾K的高含量在其对神经冲动传
导的影响方面上是产品无可争辩的优势。

Immunic С 的推荐日剂量所含的上述的金属含
量比允许标准少1000至10000倍，在毒性方面
上，产品保证完全的无害性。



号 金属

在 Immunic C
中的含量浓

度，
毫克/公斤

Immunic C 的推荐
每日剂量：

5滴（0.2毫升）
，

毫克/公斤

允许标准量（毫
克/公斤）或最
大的日剂量（毫

克）

1 铅            Pb 0, 18 0, 000032 0, 20 毫克/公斤

2 镉            Cd 0, 02 0, 000003 0, 05 毫克/公斤

3 汞            Hg 0, 01 0, 000001 0, 05 毫克/公斤

4 铜           Cu 0, 22 0, 000039 5, 00 毫克/公斤

5 铬            Cr
(三价的）

0, 44 0, 000078 0, 50 毫克/公斤

6 锌            Zn 0, 52 0, 000093 10, 00 毫克/公斤

7 铁       Fe 3, 06 0, 000544 15, 00 毫克

8 锰        Mn 2, 44 0, 000435 4, 00 毫克

9 钠            Na 7, 91 0, 001409 N/A

10 钾         K 2089,18 0, 371874 N/A





外部炼丹术  

在外部炼丹术方面的精华是一种营养，其用途是
使身体内机能的稳定，这些过程会打扰身体接受
或吸收高能量的产品。在外部炼丹术系统中，这
些过程起辅助作用。在营养瑜伽系统中，这些过
程能解决局部的问题。

该精华的重要性是支持内分泌腺功能，就是调整
激素水平。在任何情况下，我们的身体受大脑命
令的影响，所以调整并学习 Immunic С 精华手
段已经是外部炼丹术的一部分。

考虑到 Immunic С 精华首先是我们身体的调整剂
和稳定剂，其被认为外部炼丹术的基础精华，在
结果，重要的是脱氧核糖核酸锁链如何加强，而
在没有调整好和活化的大脑无法实现。





产品特点

Immunic С 精华的特点是抗坏血酸的天然保存。
精华中包含特殊的能量电荷，其激发人身体，使
其有活力。

Immunic С 对胸腺和其他的产生身体保护反应的
内分泌腺有营养作用。有意思的特点是在精华配
制阶段使用的活性酒精保存剂。

Immunic С 是一种100%可吸收的制剂，非常重要
的是其与身体内分泌腺接触时，才开始生效。同
时，其给副肾皮层喂养，这证明精华的激活性，
并在大脑和胸腺中存在共振。

在口服维生素时，其作用与人大脑和制剂的质量
有关。就是大脑与抗氧化过程链接的能力导致结
果。如果这种共振没有发生，则维生素无法进入
身体中，也不会有反应。这是 Immunic С 精华
的最重要的特点——身体和大脑对其有合理的反
应。

如果不太明白制剂如何进入身体的过程，则该制
剂不可作为抗氧化剂。这是最重要和最复杂的一
点。所以，今天在医学方面所用的免疫机构都支
持通过静脉注射法进行。

Immunic С 通过矿物添加剂而解决这种问题，矿
物添加剂在保存维生素时，变为其保护盒。维生





素C成为特定的能够与免疫系统能够共振的震动
模式。需要将共振与该模式调整一起，所以该矿
泉保存盒对此很重要。

在一般情况下，我们的系统只要反应，就能产
生所需要的震动。一个例子是，在某些维生素的
消耗时，我们的身体响应对应的振动的运行。
如果这种振动没有运行，发生一个“未共振的愤
怒”——是因为我们不能吸收什么东西或是通过
我们很多简单处理进行氧化，导致甚至相反的结
果——产生游离基，或细胞内的不可控制的能量
愤怒。

Immunic С 精华的用途是加强DNA链，喂养细胞
膜，加强血管，以及最重要的是：产生身体对必
要过程的反应，这被称为免疫应答。在不同的比
例，这与整个身体有关，但是在从大脑发出命令
的影响下。所以需要注意到精华饮用过程。



如今科学证明，维生素C是对人体真的很有用，但

只有当它能进入细胞中。但是这无法通过吃天然

水果达到。所以通过静脉注射法将维生素C注射的

看法有逻辑，因为血液是保存剂和输送剂，但是

该看法还没有适当的临床研究。

Immunic С 精华的任务是使所有的假设统一。
即，维生素C应该在长期间内，小心地从产品
中“提取”，并且该产品是野蔷薇，因为它是
少数因为具有足量矿物质而可以干燥保存维生
素的植物。第二，这创建了使维生素转运到体
内的基础。该基础的作用由矿物质配方进行，

Immunic C 精华饮用过程



其还保持它为了它真的恢复和喂养代谢过程的
功能。

Immunic С 通过在身体中保存设置矢量C的有方向
作用力，生成免疫系统的T细胞的形成的力，其加
强和助长红骨髓骨髓组织的作用方向。

因此，它是能够“响应”任务结晶的一种“智
能”精华，这是重要的，因为在人体内的维生素
C不合成，并需要许多过程的调整。从维生素K的
角度来看，Immunic С 也是有好处，维生素K也
是在野蔷薇内，这对于补充营养和加强骨髓和血
液细胞合成很重要。





Immunic C 精华的用途范围扩大：从
与神经系统有关的问题到营养资源研
究问题。其不仅有助于适应身体的内
部不适，也可帮助适应外部条件引起
的不适，比方说，倒时差或在长途飞
行后适应。

Immunic C 是一种允许在我们身体内
调整生物化学过程的化学式。鉴于化
学式的特点，精华是有方向性作用的
制剂，在我们的身体内喂养更复杂的
分子化合物。因许多激素的合成，可
不仅保持了稳定的心理状态，而且保
证了身体健康状态。

30岁以下的人，该产品对肌肉细胞
形成很重要，30岁以后，对骨头有好
处。参与调整身体功能，代谢和清洁
过程。保护人体免受分解。是一种强
化剂。孕妇应饮用是为胎儿的免疫系
统的形成。

在未来的外部和内部的炼丹术的营养
系统中被视为对大脑营养很重要的产
品，这恰巧通过实验室试验证明了。
同时，其给副肾皮层提供营养，这证
明精华的激活性，并在大脑和胸腺中
存在共振



需要注意精华准确的饮用
方法。

由于维生素是非常重要
的，首先，使内分泌系统
的工作，而不仅仅是身体
的力量，很重要使用精华
的能力，启动和维持一个
系统，产生正确的反应。



饮用规则

否则，我们就开始在体内不仅给有用的过程提供
营养，但也没用的，甚至是有害的过程，因为它
积极补充维生素补充他们的营养。

精华的饮用应该是系统性的，在一天中的不同时
刻应以不同方式刺激我们的身体。很重要的是注
意精华的容量，不允许过度服用剂量。21岁以下
的人只在咨询和专家的监督下允许饮用该制剂。

饮用精华之前或之后，不可以吃饭。

在一周七天饮用的方法下，一次剂量为一滴。

饮用 Immunic С 时，可以含在嘴里，唾液和口腔
本身用来消毒，然后咽下去。但是，含在嘴里的
时间不要超过3秒，否则氧化过程开始！重要的
是提前积累唾液。

在一周饮用三至五天时，剂量为2-3滴。

在一周应用一次或两次时，剂量为3-5滴。

如果必要的话，身体恢复时，一个星期在不同时
间段服用5-7滴（从上午开始）。

饮用精华后应立即用暖茶冲服下来。最理想最有
效的方法是在早晨，当身体还没清醒。最好灌入
口中，立即冲服。

孕妇：每周两天，每次一滴，一天三次。





精华的生产

精华在专门的实验室里进行制作。制作过程是
由以下几个分段试加工过程组成:

• 在衰老过程中，野蔷薇果子的选择和准备
• 在自然界中矿物蒸馏
• 蒸馏老化
• 干燥蒸馏
• 蒸馏
• 静置和调整
• 矿物的挑选与准备
• 矿物能源的清洁
• 创建结晶矿物质补充剂
• 精华体的营养
• 维生素C的整体削减
• 维生素C的胚胎几何培养
• 实体的固定

经过所有这些过程，精华变成液态实体，已准
备好投入使用。



Opus Magnum 
     （伟大工作）



Immunic С 精华的伟大工作是在工
作的各阶段时，将维生素C保存。
最困难的是第一阶段，当要在大自
然中找到野蔷薇，其中的维生素C
保留了。

第二阶段是收获果子，这将在一开
始经过自然蒸馏。只经过自然蒸馏
的果子，才可用于蒸馏。这个过程
是最困难的，因为我们面对的是自
然的力量，缺乏对它们的了解，也
无法阻止其他的处理措施。

任何炼丹术过程是关于自然的，这
是关于能源电力产品真正的知识。
这总是与植物力量、其精神相互作
用的过程。但然后，将其也必须连
接到矿物质，它有着晶体的充满活
力的性质。精华应该是有活力、有
生机的，身体带有某种紧张，我们
可致电免疫应激。

Immunic С 精华是伟大工作的集成
产品，该技术是基于如何保持它的
制作和消费的各个阶段维生素的力
量，把它变成液体状态的概念。

精华根据炼丹术知识配制，并感谢

Opus Magnum 
     （伟大工作）





现代高科技。整个产品生产过程长达一年，不
包括食材的选择期。

在产品的配制中的重要阶段是创造一种天然防
腐剂维生素，其是结晶的矿泉水。结晶的矿泉
水是与大自然有关的我们的宇宙的局部部分，
又是塑造我们的免疫系统的本质。第一场或产
前性质的这种综合性强，具有与宏观点化。

这主要是与某些频率指标石英公式，不断地产
生能量，这主要是当把它加入酏剂。因此精华
配方是这样的，它在体内不断支持矿物香精，
这也帮助其内部运输和最大化被身体吸收。这
就是“智能”，所有需要的精华，其是正确的
吸收。

最重要的是稳定产品的过程，因为我们始终在
于天然产品打交道。制作伟大艺术品与Immunic 
C精华的一个显着特点是它们都专注于一个特定
的任务。

因此，结晶性本质 Immunic С 是基于保存和培养
能量，我们称之为维生素C的活性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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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