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命之水－富氢水 
富氢水的作用机理及功效 

 



神奇泉水传说-关于富氢水的真实传说 
 
在法国卢尔德小镇和德国的诺尔登瑙洞窟内，各
有一处神奇泉水，它们的举世闻名并不仅仅因为
美丽的自然景观，更因为它们拥有着不可思议的
力量和神奇的健康效果。人们传说着许多病患在
走访和坚持饮用这两处神奇泉水后，身体状况开
始逐渐得到改善，疾病与痛苦得到减轻，获得崭
新的健康人生。 
 
后经日本著名电解水研究专家林秀光博士证
实，“圣水”的真相是水中含有非常丰富的氢气。 

 



过剩活性氧导致炎症 

•  胃炎 

•  关节炎 

•  肝炎 

过剩活性氧导致癌症 
•  肝癌 

•  肺癌 

•  胃癌 

过剩活性氧导致衰老 
•  身体机能老化 

•  皮肤斑点 

•  皮肤松弛、皱纹 

 

理解氢分子的作用—从过剩活性氧自由基的危害说起 

过剩活性氧导致 
•  动脉硬化 

•  糖尿病 

•  高血压 



氢分子对过剩活性氧的清除作用 
—太田成男的医学研究 

2007年太田成男教授在全世界著名杂志
《自然医学》上发表了长篇议论文 （氢气
作为通过选择性地减少细胞毒性的氧自由
基的抗氧化治疗）”引起轰动。 

氢气作为抗氧化物质，可以选择性清除人
体活性氧。这一发现，奠定了氢气具有抗
氧化，治疗疾病作用的研究基础。 

《自然医学》（《Nature Medicine》）
作为权威医学杂志，刊登的每一篇论文都
要经过众多医学专家反复论证，从另一个
侧面证明太田教授的这一研究成果的有效
性已经得到了主流医学界的认可。 





       氢分子清除活性氧的作用机理 

1.  富氢水对于健康的作用本质是含有氢气，水只

是载体；

2.  饮用富氢水后，氢气比水更快被胃肠道吸收并

进入血液，经血液运输到全身各器官组织；

3.  氢有选择性地清除氧化物，即只选择并清除

过剩活性氧（毒性氧）。这一优势是其他抗

氧化剂所不具备的。

4.  另一大特点是生物安全性，无任何毒性。日本、

欧洲、中国均已将氢气列入食品添加剂目录



九年前，两篇研究敲开了氢医学循证之门 

2007年Nature Medicine发表了

一项日本的研究1，证实氢气是一

种新型的抗氧化剂，具有选择性

抗氧化作用，可显著改善大鼠脑

缺血再灌注损伤，在疾病防治中

的运用潜力值得关注，之后掀起

了氢气抗氧化研究热潮： 

² 该文献目前被引用次数达650次

随后美国移植杂志Am J Transplant 

发表了一项来自美国的研究2，证实氢

气具有显著抗炎作用，可减轻大鼠肠

移植过程的炎症反应，之后掀起了氢

气抗炎研究热潮： 

² 该文献目前被引用次数达169次

1. Ohsawa I, et al. Nat Med. 2007 Jun;13(6):688-94.
2. Buchholz BM, et al. Am J Transplant. 2008 Oct;8(10):2015-24.



九年间，氢分子医学研究从基础到临床开展广泛研究 

20篇 
临床研究 

386篇 
氢分子医学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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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氢气医学效应研究较多的疾病领域 

减轻缺血/再灌注损伤 
•  器官移植领域 

•  脑梗 

•  心梗 

抑制慢性氧化应激损伤 
•  帕金森 

•  阿尔之海默综合征 

•  抑郁 

抗炎作用 
•  类风湿性关节炎 

•  肠道疾病 

•  败血症 

•  伤口愈合 

促进能量代谢 
•  糖尿病 

•  肥胖 

•  高脂血症 

•  代谢综合征 

•  高尿酸血症/痛风 

橙色字体代表已有相关临床研究发表 

黑色字体代表动物实验已有阳性结果发表 
Ohta S,et al. Methods Enzymol. 2015; 555: 289-317.  

Ichihara M, et al. Med Gas Res. 2015 Oct 19;5:12.  
Ohta S . Pharmacol Ther. 2014 Oct;144(1):1-11. 



氢医学作用相关研究 

1.  2007年日本科学家首次在国际权威医学杂志发表
文章，至今日本、欧美、中国、韩国等多国科研人
员共发表氢气医学研究论文700余篇

2.  氢气治疗与改善健康的研究领域涉及：癌症、动脉
硬化、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通风、肝肾疾病、
类风湿、过敏、哮喘、老年痴呆、帕金森、抑郁症、
前列腺等70余种疾病

3.  国内二军大、四军大、泰山医学院、复旦大学、浙
江大学、天津医科大学、长海医院、东方肝胆外科
医院、解放军总医院、协和、天坛、华西等著名医
疗机构参与氢气医学研究，获得50多项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4.  钟南山、吴孟超、王红阳、夏照帆、王忠诚等院士
积极参与研究



  皮肤领域已发表的氢分子医学研究 

Ichihara M, et al. Med Gas Res. 2015 Oct 19;5:12.  

疾病类型 发表研究 研究类型 

皮瓣移植缺血/再灌注损伤 2篇 动物实验 

紫外辐射所致皮肤损伤 5篇 4篇动物实验，1篇人体研究 

急性红斑性皮炎 1篇 人体研究 

特应性皮炎 2篇 动物实验 

银屑病 1篇 人体研究 

褥疮 1篇 细胞＋人体研究 

烧伤 2篇 动物实验 

砷中毒 1篇 细胞研究 

合计15篇 



中国对氢医学研究贡献巨大 

2006～2016年中国每年发表的文献数量 2007～2015年发表文献各国比例 

• 中国目前已发表氢分子医学研究SCI论文180+篇，2010年之后增长迅速。

• 国内开展氢分子医学研究的主要机构：复旦，浙大，二军大，泰山医学院，长海医院，北京

301医院等。

• 钟南山，闻玉梅，吴孟超，王红阳，王忠诚等院士的研究团队也积极参与氢分子医学研究。

.Ichihara M, et al. Med Gas Res. 2015 Oct 19;5:12.  



l 氢产业的应用范围广泛，目前在日本以及欧美已经在氢热理疗、氢水饮用、氢呼吸、

氢农业都已经初具规模，并且在迅速的扩大；

l 2015年，日本氢产业已经达到千亿日元规模，同比增长达到30%，预计接下来10年

内都将保持快速增长；

氢产业的发展 



饮用富氢水 

富含氢气的水，英文是hydrogenwater，在

日本叫“水素水” 

空气中几乎不含有氢气，而且氢气难溶于水，

故此一般的天然水中极少含有氢气。 

富氢水是使用特殊技术与工艺，将氢气与水混

合制备而成 



          衡量富氢水的参数 

1.  氧化还原电位（ORP）：用以衡量水的氧化还原能力。ORP负值越高表示氧化还原能力越强，
ORP正值越高表示越容易使机体受到氧化威胁
ORP以mv为单位测量；
普通自来水：＋300～＋350mv
优质山泉水：＋150～＋200mv
优质绿茶水：＋100～＋150mv
怡氢泉富氢水：－600～－630mv

2. 溶氢量：用以衡量氢水中所含的氢气浓度。
以ppm为单位测量；
怡氢泉富氢水：1.0～1.5ppm 接近饱和

3. pH值：7.2～7.6最为接近人体体液，最宜于健康
电解制氢水（电解水杯等）：PH值9.8  过于碱性不宜健康
怡氢泉富氢水：PH值 7.1～7.5

300-350mv 150-200mv 100-150mv －550-－600mv



富氢水的应用 
 

1.  氢气有清除和减轻发病成因的作用，疾病人群饮用富氢水极有可能获得好处； 

2.  氢气具有清除活性氧自由基的功能，健康人群长期饮用起到预防疾病作用； 

3.  富氢水不是药，尤其对于疾病人群，以临床治疗为主，富氢水作为强力辅助； 

4.  富氢水需要一个调理的过程，因存在个体差异，每个人的作用时间会不同 



饮用富氢水人群调查 

1.  体弱多病人群自身感受明显，该人群平均饮用二周时间内，会陆续出现促进睡眠、肠胃顺
畅、精神改善等状况；

2.  对于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脂肪肝人群，在3个月到半年时间，陆续出现指标下降或平
稳趋势；

3.  每天饮用2袋（530ml），就会起到良好效果，多喝不限；
4.  年轻人或者身体健康人群，自我感受不是十分明显，但长期饮用，感冒、口腔溃疡、体质

或皮肤过敏等症状会明显减少；
5.  因其抗炎效果，富氢水还在解酒、外敷美容、祛痘等方面有显著功效；



富氢水生产技术分析 

1.  第一代富氢水采用金属镁制氢材料，优点是成本低廉、携带方便，缺点产氢
量低，长期饮用会造成过量镁摄入；

2.  第二代富氢水采用电解方法，优点是成本低，缺点是电解容易使水过度偏碱，
长期饮用不益健康。同时对于设备、电极材料和基水的要求非常高；

3.  第三代富氢水采用非化学非电解纳米制备方法，优点是含氢量高，氢分子溶
存稳定，保质期长，安全性高，缺点是技术门槛高，短期内难以普及；



物理制氢+纳米溶氢 全进口净化设备+紫
外线杀菌

自动化灌装线

原水净化 制氢溶氢 灌装

70摄氏度30分钟杀
菌

巴氏杀菌

怡氢泉富氢水的先进生产技术 



怡氢泉富氢水的先进生产技术 

怡氢泉引进日本－600mv公司的专利氢气溶解技术－纳米气泡
溶解技术，将制氢装置产生的氢气变换成为及其细小的氢气纳
米气泡，从而最大程度扩大氢气与水的接触面积，提高溶解度

生产出接近饱和状态的富氢水。怡氢泉纳米气泡中的85%粒径
小于512纳米（或者说是0.512微米），是前世界范围内所能够
达到的最小粒径氢气泡。这项制氢水技术（－600mv公司制富
氢水技术）已在中国申请并获得专利，受国际专利法保护，专
利使用权也已由怡氢泉公司独家买断。怡氢泉还从－600%公司
进口整套设备，引进先进制作管理流程，有能力生产出领先国
内同类产品的高质量富氢水。怡氢泉系列富氢水从2017年连续

3年获得Monde	 Selec5on(国际优质食品组织／世界品质评鉴
大会)金奖。



       怡氢泉富氢水好口感的秘诀 

     饮用水的口感，与水的pH値、硬
度、色度、浊度密切相关。「怡氢
泉」以流淌于天目山余脉的天然泉水
为水源，经过严格的净化去除水中的
一切杂质并保留了水中对人体有益的
成份，使得上述各项标准接近于完美。
此外，水源地还是中国名茶「阳羡
茶」的产地，政府严禁工业和农业带
来的污染，从而保证了水源的清纯与
健康。这些都是「怡氢泉」富氢水极
佳口感的秘诀。 



怡氢泉富氢水的三大优势 

Power1：超强的氧化还原能力 

氧化还原电位是衡量富氢水氧化还原能力的一大标志。怡氢泉富氢水使用
日本「-600mV」专利技术，成功将氧化还原电位降低至-600mV以下。 

 Power2：高浓度小分子团富氢水 

除了接近饱和的高浓度含氢量带来超强的抗氧化能力以外，怡氢泉还成功
使水中的小分子团数目超过80%，更有益人体吸收。 

Power3：未经电解对人体有益 

非电解制氢技术，成功将pH值控制在中性至弱碱性。接近人体体液的酸
碱度，即便是儿童或老年人都可以安心饮用。 



富氢水温热养生体验

• 短时间内实现体温整体升高，改善全身血液循环，提升免疫力。
• 人体以浸泡方式全方位吸收氢分子，更有效发挥富氢水的独特健康功效，选择性

清楚体内毒性自由基，恢复人体活力。

• 中日医学科技交流协会氢分子生物医学专业委员会

在上海成立。此次盛会是氢分子医学应用在中国新兴
发展的起点，标志着中国进入氢分子医学基础研究和
临床应用并驾齐驱的时期，为中国氢分子转化医学开
启了新的篇章，也为将来建立中国人群氢分子循证医
学体系打下坚实的基础 



氢产品层出不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