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明给脫水细胞补水治疗心脑血管病和糖尿病走向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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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用药不能治愈心脑血管病和糖尿病，必须终生服药或注射胰岛素，或产生并发症，

致人过早中风或心肌梗死，人们以为不可治愈。而我因高血压研究医学，将普通开水处理成

微小分子团水饮用，通过医院临床试用，又经北京和广西医学专家鉴定，注册为医疗器械，2

给用户应用，表明可祛除冠心病、脑动脉粥样硬化、高(低)血压和糖尿病与前列腺增生等病

症，多病同治，无需终生服药，证明细胞脱水是病之内因；患者务必合理膳食，让细胞内糖

脂适当，给脱水细胞补水，使细胞正常代谢分泌，修复衰弱器官，祛除多种慢性细胞脱水病，

治病于本，医理科学，占领了医学和道德高地。这一重大的医学创新怎么实现的？

－、我国转化应用基础医学研究成果有益于人民健康，就是有益于国家民族

1990 年春，时值上世纪 90 年代，我 50 岁时患高血压服药控制，想起自己的父辈祖辈曾

患高血压，终致中风瘫痪或心梗过世，心中压力大，觉得终生服药不治本，梦想根治高血压，

就研究医学。通过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李国栋教授联系购买到国内研究小分子团水的研究内刊，

得知中国基础医学研究成果，见几所大学和医院做基础医学研究，采用磁处理水和普通水分

组饲喂两组哺乳动物，自由取食高脂餐，进行实验性动脉粥样硬化研究，经 2、4、6 个月做

血检后剖杀，发现饲喂磁处理水的试验组比对照组血脂、血黏度低，升高血高密度脂蛋白，

显著减缓动脉粥样硬化，且增大胸腺和脾脏，大幅度增多免疫细胞，提高免疫力。由此启示，

人饮用磁处理水可减缓动脉粥样硬化，遂萌生了转化医学应用的决心，于是发明构思制作一

种处理器，其处理水先用紫外光谱透过率检测对比，表明其电子云层异化程度高，代表离子

浓度高，含小分子团水多，故取名离子水瓶。该品使用时倒入开水，处理几分钟流下后倒出

饮用。该离子水瓶处理水经核磁共振半幅宽检测
17O-NMR为 55.82Hz，表明是富含微小分子团

的离子水，其细度优于广西巴马长寿村水(61～66Hz)。

该品在三家省级医院做临床试用 4 个月，对冠心病总有效率平均 90.3%，对高血压总有

效率平均 90.15%，降血脂、血黏度总有效率平均 90.92%。于 1994 年 4 月完成了临床试验[1]，

同年 8月经北京和广西医学专家鉴定[2]，1994 年 8 月经北京和广西医学专家鉴定，肯定了

疗效：“ 降脂降压效果好”，“ 能扩大心脑动脉流量 ， 改善心脑电图和微循环 ， 较好地降

低血尿酸 …… 有效地控制和降低血糖” ，“ 对治疗心脑动脉粥样硬化和高血脂 、 高血压

有良好的医疗保健作用”。[1]“是一种适合家庭、医院和工作场所使用的优良医疗保健产品。”

[2] 每天饮水量为 30～40ml/每 kg 体重，患者半夜小便后补好，逐渐减药至停药。1999 年 6

月该品获中国发明专利权，产品注册为准字号医疗器械。发明人通过产品《使用说明书》和

电话，贯彻“已饥方食”的热量平衡原则，指导用户合理膳食，改掉吃“七八分饱”的错误

膳食习性。经医院检验证明患者已祛除多种靠长期服药也不能治愈的病症，破解了冠心病、

高(低)血压和糖尿病与前列腺增生等千年医学难题，震撼了医学界。

该品于 1999 年获中国发明专利权，于 2000 年初进入市场，并向患者承诺疗效，消费者

购用几个月后，佳音频传，反映无需吃降压降糖药或打胰岛素。用户们反映能祛除高低血压、

冠心病、脑动脉硬化和 2 型糖尿病和前列腺增生等病症，赞美在世界上具有历史性意义，是

医学道路的里程碑。我的论文《饮用小分子水治疗高血压》、《饮用小分子水有益健康长寿》

分别在 30 多家报刊转载传播，被载入 2003 年、2004 年《当代中国专家论文精选》。另有《喝

小分子水理疗高血压和冠心病》屡获优秀论文一等奖。

20年来一直对用户跟踪调查，据用户的反馈信统计，对冠心病、脑动脉硬化总有效率97.9%，

对高血压总有效率 92%。对糖尿病总有效率 95.3%，对前列腺增生总有效率 95.3%，对低血压

总有效率 95%，并对高血压性心脏病和左心室肥大、慢性胃肠炎、慢性咽喉炎、慢性气管支气



管炎、矽肺病、哮喘、慢性胃肠炎、胆囊炎、胆囊息肉、慢性肾炎、肾衰、耳鸣耳聋、结石

症、风湿性关节炎、便秘内痔、湿疹皮炎、痛风(高尿酸血症)、中风后遗症、脑萎缩、帕金

森病与中早期乳腺癌等有效。据已有用户反馈：饮用微小分子团水后给脫水细胞补水，使细

胞正常地代谢分泌，让动脉恢复自洁功能，逐渐减轻至消除动脉粥样硬化，广大高(低)血压、

脑动脉硬化和前列腺增生患者饮用 2～4个月，升高血高密度脂蛋白，逐渐减药至停药，症状

消除，不再服药，血压正常，并消除头晕头痛头胀等症状，并消除千百年用药无法治愈的前

列腺增生，说明细胞需要富含 4～6个水分子缔合的微小分子团水；冠心病人饮用 3～5个月，

消除心痛、胸闷、早搏、房颤、心绞痛等症状，一年左右祛除冠心病，经冠脉造影扫描无明

显狭窄，颈动脉粥样斑块消失，冠心病痊愈;病史 14 年的糖尿病人饮用 3～10 个月，胰岛逐

渐恢复正常分泌，逐渐减服停服降糖药，或减量至停止注射胰岛素，经检查血糖尿糖正常，

治愈糖尿病；饮用后修复患者多个衰弱萎缩器官，使细胞组织液内 90%水中富含由 4～6个水

分子缔合的小簇团，容易进入细胞膜上 2纳米的水通道，使细胞正常地代谢和分裂增殖，从

而修复多种衰弱器官，使人多病同治，且治病于本。也有用户习惯吃“七八分饱”，不肯用中

国古代养生智慧“已饥方食”，难以治愈。因为喝微小分子团水治到了脱水细胞这个病根，治

病于本，说明给脱水细胞补水祛病的医理科学。微小分子团水是体内细胞欠缺的、必须不断

补充的最佳营养，成为 21世纪有重大意义和影响的自然医学科学发现。

二、饮用微小分子团水治愈重要病症，本是为人造福的重大发现，突遭顽固教条派阻挡扼杀

由于喝小分子团水给脫水细胞补水祛病形成规律，显示出科学性，使医院实行的终身服

药处境难堪，终身服药，与饮用微小分子团水相比黯然失色，使很多平常靠患者终生服药有

稳定收入的西医感到信任危机，也使终身服药医疗模式的科学性遭引质疑。XX 部 2005 年 7

月以整顿水产品为名，2005 年 7 月发布 10 号公告称:“涉水产品不得宣称任何保健功能”，逐

步实行压制措施，打击了蒙骗、坑害消费者的少数商家，并授意学者否定小分子团水的医疗

保健作用，使各界发表否定小分子团水的谬论，否定多年科学研究成果。公告发布后，北京

大学博士生导师李 XX 教授和中国农业大学胡 XX 教授在央视 2频道黄金时段讲：“哪有什么小

分子水？水就是拿来解渴的。”“水没有保健功能！”无疑是被授意讲的。他们不检索《中国知

网》《万方医学网》，不看本品的医院临床报告和专家鉴定证书中的鉴定意见:“产品的技术

性能和疗效达到了同类产品的国内领先水平，未见国外有类似报道，”以常识否定发明，阻碍

科学进步，剝夺了人民饮用小分子团水祛除心脑血管病的健康权和知情权。接着多家报刊发

表:“水不是营养物质”和“水分子团大小与健康无关”等谬论[5]。老人问儿女，可是硕士

博士未研究过小分子团水，听说该项目被否定，只得继续终身服药。XX 部只想让民众终生服

药，接着通知全国医院不能再用涉水产品做临床，公然违犯我国《科学技术进步法》。之后，

我在网站发文，如捅了“马蜂窩”，被辱骂成骗子，至今仍遗留在百度选载陆 江文章的版面，

使购用者少。故该品长期受打压，广告成本高，浪费广告费。XX 部曾要人民日报记者到原告

处调查，见各地反馈疗效来信属实，证件齐全，无欺诈违法行为。但 XX 部不顾补水祛病的亊

实有科学道理:喝小分子团水适应生理需求，能较快地使细胞正常地代谢分泌，让动脉和胰岛

等康复，表明给脱水细胞补水祛病是客观规律，医理科学。

XX部和四百万西医由于在医科大学和研究生课题中没有研究过微小分子团水，只知道普

通水中含有大小不同同的缔合水分子簇团，采用磁处理等物理方式充分切割成富含 4～6个水

分子簇团的微小分子团水，经核磁共振半幅宽检测
17O-NMR<60Hz，才适合饮用或进行静脉输液。

XX 部和西医内心是怕饮用微小分子团水会影响医院和医生的经济收入。所以，由 XX 部领头

阻碍扼杀发明，等于不承认中国研究小分子团水 30 多年的成果，也就是不承认已经过医院佄

临床试用的科学试验，还私下通知各西医医院以后不准用涉水产品做临床。这是公然违反国

家《科学技术进步法》的反对医学科学技术进步的违法行为。

权贵们反对发明屡见不鲜，民众觉悟迟缓。西医教材上要求终生服药，他们要坚持我国 4



亿心脑血管病和糖尿病患者终生服药，并使 10 亿后备军将来前仆后继，则可以保证医院收入，

错误地把终生服药看成国家利益，于是对此发明恣意扼杀。实质是背离了为人民健康服务的

宗旨，为的是医院经济收入，不惜让人民世世代代终生服药，但治不好心脑血管病和糖尿病。

此政策实际否定了民众喝小分子团水给脱水细胞补水，使动脉、胰岛相继脫水，形成动脉粥

样硬化和糖尿病，有害人民健康，缩短寿命，还借口说是维护国家利益，维护的是对抗医学

权威，以市场医学维持医药利润和较高收入，他们怕饮用微小分子团水让终生服药黯然失色，

而不是维护人民健康。他们错在误以为药才能治病，而心脑血管病和糖尿病的病根是细胞脱

水，只有喝微小分子团水才能较快较多地进入细胞补水，使细胞正常代谢分泌，让动脉恢复

自洁功能，逐渐逆转至消除动脉粥样硬化，并使胰岛恢复分泌，从而治愈心脑血管病和糖尿

病与前列腺增生等慢性细胞脱水病。其科学机理不可否认：

三、细胞脱水致病是由于客观生理因素和主观被动喝水因素而造成多种慢性细胞脱水病

人的肌肉细胞内含水应占细胞重的 72～78%。高中《生物》内说：“水在细胞膜上可自由

通过，”使人们不知道细胞进出水的细节，误认为细胞不会脱水，一般人认为口渴才应当喝水，

不知道在水的缔合簇团中只有较少的小分子团水才能进入细胞，常使细胞内水供不应求，造

成因细胞脱水而致患多种慢性细胞

脱水病。据现代生物学家研究，生

物细胞膜上有水通道、糖通道、脂

通道和离子通道。德国科学家 Erwin

Neher和 Bert Sakmann研究发现细

胞膜水通道为 2nm，荣获 1991 年诺

贝尔生物学及医学奖[3]。另据两位

美国科学家 Peter Agre和 Kcderick

M ackinnon进一步研究细胞膜通道，

发现糖脂病患者细胞膜上糖脂通道是关闭的，Peter Agre还拍摄了细胞膜水通道的照片，也

证明细胞膜水通道为 2nm，并发现水通道最窄处仅 0.28nm，该成果对医学有重大意义，荣获

2003 年诺贝尔化学奖[4]。由于细胞膜水通道开口处仅为 2nm 大小，决定了只能吞噬 4～6个

水分子缔合的小簇团。根据单个水分子最大直径 0.276nm(半径 0.099～0.138nm)计算，细胞

膜水通道只能排成单行水分子进出。由于普通水中含有 4～6 个水分子缔合的小簇团少，更大

的水分子簇团不能进入细胞，只能接受细胞废物从尿排出。由此说明水在细胞膜上只能选择

性地通过。这种生理选择使细胞內水常供不应求。久而久之，人会产生由某一群脱水细胞而

形成一个或几个衰弱萎缩器官病，即慢性细胞脫水病。

由于细胞膜水通道对水选择是客观因素，使细胞内水随着年龄增长逐渐减少；另有主观

因素是当人吃进食物后，需由各消化器官分泌各种消化液，并因蒸发、汗液、前列腺液、胎

儿成长和奶水等，都耗费细胞内的小分子团水，可是普通水能供给细胞呑噬的小簇团少，不

能足够弥补细胞分泌水的消耗，况且人的口渴神经从幼儿到成年，再至中老年间不断地萎缩，

口渴阈值逐渐提高。而人习惯于口渴才喝水，不渴不喝水，使口渴神经逐渐萎缩，体内细胞

不断脱水，某些器官细胞吞噬不到足够的水，细胞内水常入不敷出，随着人年龄增大，细胞

含水率逐渐減少，使部分细胞脱水、休眠、凋亡，致某些器官衰弱萎缩患病。人多吃主食肉

食常是需要量的 2～5倍，因分泌消化液耗费体内的小分子团水多，是致病的外因，致细胞内

水入不敷出，形成病的内因。事物变化的外因多吃少动，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本，外因通

过内因才起作用，于是细胞逐渐因脫水致病。人体细胞脱水从青年时因大肠内夺水形成便秘

开始，成年后患痔疮；致中年患慢性胃炎、肠炎、胆囊炎、胆囊息肉等病症;因前列腺液排空

后，细胞需求小分子团水不足，大分子团水潴留在细胞外，形成前列腺增生;并因动脉细胞脱

水，使动脉无“胞吐”而失去自洁功能，逐渐形成动脉粥样硬化，而患高低血压、冠心病、



脑动脉硬化，并因胰岛细胞脱水而患糖尿病。当患者饮用微小分子团水，补充了细胞内欠缺

的必要营养，使细胞正常代谢分泌，从而治愈了上述多种慢性细胞脱水病。

自古以来各国首脑和患者，不论血压高低或正常，都因细胞脱水使动脉逐渐失去自洁功

能，而加重动脉粥样硬化，95%以上的人最终患中风或心肌梗塞或患癌症或肺炎或多器官衰竭。

如罗斯福、斯大林、金日成、胡耀邦、名人梅兰芳、徐悲鸿、华罗庚等，均因中风或心梗逝

世。再如周恩来总理平常血压正常，患有冠心病，体内细胞严重脱水，免疫器官萎缩，并发

癌症，临终前写给毛主席的信：“我的体重61斤……”终致患膀胱癌过世；而毛主席平常血压

也正常，患冠心病、肌萎缩、肺心病病故。他们致病之内因，与平常人相同，长期被动地喝

水，细胞逐渐脱水致病。而医学教材从未写过细胞脱水是病因，使中老年患者形成心脑血管

病和糖尿病或内脏器官衰弱萎缩等多种慢性细胞脱水病，且普遍死于心肌梗塞、中风或癌症。

因而，医学必须承认和肯定“细胞脱水致病”，倡导人们饮用微小分子团水给脱水细胞补水，

治愈病症，并应“己饥方食”，方可安享健康。

四、给脫水细胞补水并用“已饥方食”原则调整主食肉食量，能治愈心脑血管病和糖尿病等

该发明产品让人饮用微小分子团水补充细胞内的欠缺，可消除细胞脫水这个病因，满足

生理健康需要，补水同时还必须合理膳食，因为患者多吃少动是患病外因，所以我在《使用

说明书》“注意事项”1、中写:患者应坚持合理膳食，用“己饥方食”原则来控制和调整应有

的主食肉食量，才能祛病康复，这是我国古代养生智慧，深受用户赞赏。例如:

甘肃省金昌市原司法局病退公务员潘志山，2007 年在北京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做“撘桥术”

之后，因房颤、心动过速而病退，冠心病与高血压和糖尿病并存，每天吃药与病痛抗争。2011

年购该发明产品，饮用三个月高血压痊愈；十个月治愈糖尿病，饮用一年整，经冠脉造影扫

描，证明冠心病痊愈，颈粥样斑块消失，无需吃药，连前列腺增生、痔疮、胆结石、风湿性

关节炎都消失;他爱人的低血压和慢性胃炎也痊愈。阜外医院主任医师熊辉看到饮用微小分子

团水治愈多种慢性细胞脱水病，说:“水颠复了药！”2015 年潘志山在《我以亲身实践打破了

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需终生服药的神话》一文中说：“坚持按发明人陆江先生倡导的用‘已

饥方食’的方法合理膳食，我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好：糖尿病造成的视力下降有了明显的恢复，

末梢神经炎导致的指端溃烂现在完全痊愈，痔疮自从饮用微小分子团水半年后就再也没有复

发过，气滞血瘀造成的嘴唇暗紫也渐渐变得红润，舌下静脉黑紫消失，足背的动脉由以前的

隐约感到跳动现在变得清晰有力。”[5]潘先生披露的诀窍，是饮用微小分子团水和“已饥方

食”两项智慧，患者认真实行都能做到。前者是给脱水细胞补水，消除病之內因，后者可克

制并消除病之外因，是中国古代养生智慧。

另一典型是湖南省湘乡市建行保安王剑强，于 2013 年 3 月 7 日来信说：“我多年来患高

血压、冠心病、糖尿病，一直折磨着我，每日药不离口，而病情却日趋加重。2004 年 4 月 6

日因心梗安了支架，花 9.7 万元。回家后每天服药需 80 多元，实在承受不起。2005 年 4 月我

开始喝卓康产品的优质小分子水，喝了两个多月感觉好多了，三个月后胸闷、胸胀现象没有

了；十月中旬去医院检查，血压血脂都正常，心电图比以前好多了。11 月底单位职工体检，

是正常心电图。一年后检查，血糖降到 5.6 正常值，从此告别了糖尿病。陆江先生，我真没

想到喝小分子水如此神奇，我喝了 8年了，现在身体强健，时常在菜园水田劳动，心情舒畅。

我万分地感谢您。”[5]但他由于管不住嘴，常爱饱食，2015 年心脏又装 3 个支架。说明只有

坚持“己饥方食”才可长久健康。王剑强先生既是正面教员，也做了反面教员。

20 年间饮用微小分子团水治愈众多冠心病、脑动脉粥样硬化、高(低)血压、糖尿病、前

列腺增生、中风后遗症、哮喘、矽肺病、慢性咽喉炎、慢性胃肠炎、慢性肾炎、肾衰、慢性

胆囊炎、胆囊息肉、慢性膀胱炎、痛风、内痔、脑萎缩、帕金森病、湿疹皮炎和中早期乳腺

癌等病症，病例不胜枚举，民众盼望有科学头脑和爱民的医学专家理解科学，认清给脫水细

胞补水是适应人体生理要求的精准医疗，可治病于本，是有益人类健康的自然科学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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