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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序言 

由(株)Wellness 野村修之社长 1)开发的 VG7（专利申请中）类似于高碳纳米

管的形态波动共振技术 2-3）正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因此，我们使用νG7 对

自来水和蒸馏水分别进行了处理，并对处理前后水的物理特性和含有元素浓度

的变化进行了检测。 

2.实验 

如图所示，我们利用该实验系统分别进行了空载运转和实载运转操作。除了自

来水以外，还使用了蒸馏水（关东化学公司制）。泵的流量为 45 立升/ min，

以 10 立升容器的中部水位即大约尚余 5 立升为限，进行了约 6-7 秒左右的运

转，其后使用九州大学中央分析中心的 ICP 质量分析仪对含有元素的浓度进行

了测试。 

 

3.结果与考察 



 

3.1 物理性质 

表 1 列出的是自来水处理时空载运转与实载运转的比较。 

 

表 1  物理性的数值比较（自来水） 

 
氧化还原电位 

ORP [mV] 
PH 值 

电导率 

EC [ms / cm] 

溶解氧 

[mg / l] 

水温[℃] 

 

空载运转 565 7.23 0.250 8.82 16.9 

实载运转 561 7.24 0.250 8.88 16.9 

 

表 1  物理性的数值比较（蒸馏水） 

 
氧化还原电位 

ORP [mV] 
PH 值 

电导率 

EC [ms / cm] 

溶解氧 

[mg / l] 

水温[℃] 

 

空载运转 252 6.26 0 9.60 15.0 

实载运转 250 6.25 0 9.65 15.0 

空载运转和实载运转的物理性数值区别不大。只是，在自来水和蒸馏水中，显

示氧化还原电位都略有降低，溶解氧浓度趋于增加。 

 



 

3.2 元素浓度 

空载和实载运转，分别各做了三次。图 1 比较了空载运转的三个样品和实载运

转的三个样品的镁（12Mg）和硅（14Si）的计测浓度。纵轴为元素浓度，单

位为 ppb = 10-9 g / g（十亿分之一）。实验的再现性良好。 

 

图 1 实验的再现性 

图 2 显示了元素浓度的测定比较。除铝（13 Al）外，钠（11 Na），镁

（12 Mg），硅（14 Si），钾（19 K）和钙（20 Ca）等的高浓度元素全部显

示浓度趋于大幅降低。它同以前做过实验的 HIET 处理水 4)呈相同的趋势。也

就是说，由于原子转换分裂支配的原因最终生成了转换出氢（1H），氧

（8O）的水。 

3.3 基于量子水理论的考察 



高尾 5-9）ra 通过重新推论基于氯实验的中微子测量理论，从理论上发现了中

微子可以激活原子游离基，并为科学解释原子可自然发生转换开辟了新的道

路。此外，依据高尾 ra2,3,10,11)提出的中微子形态波动共振学说，中微子在

通过虚•实交界区域的零点时相向发生，正中微子呈六角形，反中微子呈五角

形，这些图形的数量由于成比例的波动共振的积累会与原子产生碰撞。 

图 2 空载和实载运转处理过的蒸馏水中元素浓度的变化 

在νG7 的情况下，在每个六角螺母的中心轴上都形成一个零点，并生成一对正

负中微子。正中微子因为和六角形会形成共振波，所以它们会积聚在不锈钢制

成的六角螺母中并与构成原子的铁原子（26Fe）发生碰撞。其结果如下所示，

产生了阳子过剩的铁原子游离基（26Fe * +）和电子的碰撞。 

ν+ 26 铁→ 26 铁* + + e-（1） 

该阳子过剩铁原子游离基经过一段时间后，会释放出阳子，即氢离子（H +）

然后再返回铁原子。 



同样，正中微子在水中移动并到达六角螺母，因此某些中微子存在在此过程中

与水分子发生碰撞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与原子序数比氢高的氧发生碰撞的

可能性更高。此时，氧（8 O）会从水分子（H 2 O）中分离出来。其结果如下

所示，氢气（H 2）生成的同时，氧原子被转化成了阳子过剩的氧原子游离基

从而生成了电子。 

ν+ H 2 O→H 2 ↑+ 8 O * + + e-（2） 

在先前的物理性测量中，溶解氧浓度的增加，推测是因为等式（2）中生成的阳

子过剩氧原子在经过一定时间后变成了氧原子，并且再增加到了两个成为了氧

气（O 2）的缘故。 

之所以在处理水中观察•检测到了氢气气泡，并在处理水中检测到了蒸馏水中都

不存在的氢气，是因为如等式（2）产生了氢气的原因。此外，其所产生的杀菌

作用我们推测也是源于等式（1）和（2）中所产生的电子。 

另一方面，反中微子不具有在外部共振的形状，所以主要与有五员环构造水的

水中所含元素碰撞的概率会增加。如果反中微子与水（H2O）中的氧原子发生

碰撞，则以下等式成立。 

ν+ H2O→H2↑+ 7N *-+ e +（3） 

这种情况下，氢气（H 2）会产生，这也直接导致检测到了氢气。另外，还会

生成电子过剩的氮原子游离基（7N *-）和正电子（e +）。如果生成的正电子

在途中与氧原子的轨道电子发生碰撞，则会放射出γ射线。即： 

7N *-+ e +→7N +伽玛射线（4） 



尽管碰撞概率小于氧原子，但正反中微子可能会如以下等式所示与氢原子发生

碰撞 12)。 

ν +  H2O → [OH•]  +  [H•] （5） 

ν +  H2O→[OH·]  +  n *-  +  e + （6） 

在正中微子（[H·]）的情况下，会生成常规化学中未配对的电子游离基。在反

中微子（ν）的情况下，水氧化游离基（[OH·]），电子过剩的中性子游离基

（n *-）和正电子（e +）会生成。如果所生成的正电子在途中与氢原子的轨道

电子发生碰撞，则以下等式成立。 

0n *- +  e + → n + 伽马射线（7） 

也就是说，被微量的γ射线和中性子线照射 8-9）的元素会接连不断地产生裂

变。其结果就是，当最小原子序数的氢原子（1H）产生时，其与通过裂变产生

的氧原子（8O）结合后再生成新水。据此，可以认为水中的元素浓度是在逐渐

降低的。 

4.结论 

使用νG7 的蒸馏水等进行处理实验的结果，发现氧化还原电位略微减少，溶解

氧略有增加，并且水中所含主要元素的浓度降低了大约一半左右。这些事实和

以往实验中证实的氢气产生的事实可以通过中微子产生的原子转化得到解释，

阴阳原子游离基类以及正反电子类的生成自不必说，而且还可以就此推论出会

产生对人体有益的微量放射线及生成相当于元素浓度减少部分的新的活性水。

如此，νG7 的运作系统，会对诸如穿流而过的水和空气之类的流体带来明显的



质的活化改变，并且已经通过以往的经验发现和证明了其所具有的诸如杀菌，

除臭和生物复苏之类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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