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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用于治疗肿瘤及皮肤病

的液体式等离子体装置，该装置使用普通水和磁

场在特定条件下作用，利用具有涡旋式磁力线的

磁场将一等离子体电极产生电子束运送到另一

等离子体电极，形成回路；由此普通水中溶解的

物质受到电子的冲击，生成各种不同的等离子

体，从而能够对被治疗对象进行表面及深层治

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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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治疗肿瘤及皮肤病的液体式等离子体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

蓄水容器，其具有位于上部的开口，用于容纳含有溶解物质的水，以及接受治疗的对

象；所述对象直接浸泡在所述水中；

线圈，其缠绕于所述蓄水容器的外围，用于在所述蓄水容器内部产生均匀直线磁场；

电感电源，其与所述线圈连接，用于向所述线圈供电；

电容性等离子体放电装置，其包括等离子体电源，以及第一等离子体电极和第二等离

子体电极；所述第一等离子体电极和所述第二等离子体电极分别位于所述蓄水容器的上部

和底部；

永磁体，其可旋转地位于所述蓄水容器下部，用于在所述蓄水容器内部产生磁场；

所述第一等离子体电极为磁性等离子体电极，位于所述蓄水容器的开口的上部，其包

括一用于允许所述对象通过的孔，磁性主要位于外缘；

所述第二等离子体电极为绝磁性网状电极，位于所述蓄水容器的底部，其能够在所述

等离子体电源作用下发出电子束；

所述永磁体为永磁性转盘，安装在所述第二等离子体电极外侧；

所述永磁性转盘在转动状态下的磁场能够与所述均匀直线磁场叠加，产生具有涡旋式

磁力线的磁场，其能够将所述电子束运送到所述磁性等离子体电极，形成回路，所述水中溶

解的物质受到电子的冲击，而生成各种不同的等离子体；所述等离子体能够冲击到所述对

象内部；所述对象为患病的人体。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治疗肿瘤及皮肤病的液体式等离子体装置，其特征

在于，所述蓄水容器由玻璃、陶瓷或有机材料加工而成。

3.一种使用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用于治疗肿瘤及皮肤病的液体式等离子体装置

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提供一能够容纳被治疗对象的容器，所述容器具有位于上部的开口；

步骤2，在所述容器内装入水，使所述容器内的水达到浸泡所述对象需要的高度；所述

水中含有溶解的物质；

步骤3，在容器外围缠绕线圈；

步骤4，提供电感电源，以向所述线圈供电；

步骤5，在所述容器底部安装网状等离子体电极；

步骤6，在所述容器的开口上部安装磁性等离子体电极；

步骤7，提供等离子体电源，将其与所述网状等离子体电极和所述磁性等离子体电极连

接，从而在网状等离子体电极产生电子束；

步骤8，提供一永磁体，可旋转地安装在所述容器和网状等离子体电极外侧；

步骤9，使用驱动装置驱动所述永磁体旋转，能够形成涡旋式磁力线将所述电子束运送

到所述磁性等离子体电极，形成回路，所述水中溶解的物质受到电子的冲击，而生成各种不

同的等离子体。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使用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用于治疗肿瘤及皮肤病的

液体式等离子体装置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3中的线圈为单组或多组。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使用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用于治疗肿瘤及皮肤病的

液体式等离子体装置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磁性等离子体具有一用于允许所述对象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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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的孔，其磁性主要位于外缘。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使用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用于治疗肿瘤及皮肤病的

液体式等离子体装置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水中的溶解的物质为气体和/或化学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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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治疗肿瘤及皮肤病的液体式等离子体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产生液体式等离子体的装置及方法，特别是一种液体状、磁涡流

式等离子体设备，以及一种使用普通水和磁场在特定条件下作用，而产生治疗肿瘤和皮肤

病的液体式等离子体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在肿瘤治疗领域，主要的技术手段是，手术切除、化学疗法、放射疗法。这些手

段都会给人体造成不同程度的二次伤害。在皮肤病方面，绝大多数治疗方法是药物涂抹，或

吃药治疗。对一些顽固皮肤病，能治愈的寥寥无几。

[0003] 现有技术中的治疗肿瘤装置，主要是放疗设备。其主要工作方式是：利用放射性元

素发出的射线，对肿瘤部位或相连关的部位进行照射。治疗其他各种有菌性和无菌性病症，

主要是靠药物或手术治疗。

[0004] 因此需要开发一种既能消除肿瘤又对人体无害的治疗手段，或只做简单的洗浴式

治疗，就能治愈肿瘤或皮肤病（包括各种有菌性和无菌性病症）的治疗方法及装置。这将给

人们的生活带来福音，同时也会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在液体中能够产生等离子体的装置及方法。该装置与

水在特定条件作用下，能够对被治疗对象进行表面及深层治疗。

[0006]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7] 本发明第一方面提供了一种液体式等离子体装置，包括：

[0008] 蓄水容器，其具有位于上部的开口，用于容纳含有溶解物质的水，以及接受处置的

对象；

[0009] 线圈，其缠绕于所述蓄水容器的外围，用于在所述蓄水容器内部产生均匀直线磁

场；

[0010] 电感电源，其与所述线圈连接，用于向所述线圈供电；

[0011] 电容性等离子体放电装置，其包括等离子体电源，以及第一等离子体电极和第二

等离子体电极；所述第一等离子体电极和所述第二等离子体电极分别位于所述蓄水容器的

上部和底部；

[0012] 永磁体，其可旋转地位于所述蓄水容器下部，用于在所述蓄水容器内部产生磁场。

[0013] 优选地，所述蓄水容器由玻璃、陶瓷或有机材料加工而成。

[0014] 优选地，所述第一等离子体电极为磁性等离子体电极，位于所述蓄水容器的开口

的上部，其包括一用于允许所述对象通过的孔，磁性主要位于外缘。

[0015] 优选地，所述第二等离子体电极为绝磁性网状电极，位于所述蓄水容器的底部，其

能够在所述等离子体电源作用下发出电子束。

[0016] 优选地，所述永磁体为永磁性转盘，安装在所述第二等离子体电极外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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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优选地，所述永磁性转盘在转动状态下的磁场能够与所述均匀直线磁场叠加，产

生具有涡旋式磁力线的磁场，其能够将所述电子束运送到所述磁性等离子体电极，形成回

路，所述水中溶解的物质受到电子的冲击，而生成各种不同的等离子体。

[0018] 本发明第二方面提供了一种产生液体式等离子体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9] 步骤1，提供一能够容纳被处置对象的容器，所述容器具有位于上部的开口；

[0020] 步骤2，在所述容器内装入水，使所述容器内的水达到需要的高度；所述水中含有

溶解的物质；

[0021] 步骤3，在容器外围缠绕线圈；

[0022] 步骤4，提供电感电源，以向所述线圈供电；

[0023] 步骤5，在所述容器底部安装网状等离子体电极；

[0024] 步骤6，在所述容器的开口上部安装磁性等离子体电极；

[0025] 步骤7，提供等离子体电源，将其与所述网状等离子体电极和所述磁性等离子体电

极连接，从而在网状等离子体电极产生电子束；

[0026] 步骤8，提供一永磁体，可旋转地安装在所述容器和网状等离子体电极外侧；

[0027] 步骤9，使用驱动装置驱动所述永磁体旋转，能够形成涡旋式磁力线将所述电子束

运送到所述磁性等离子体电极，形成回路，所述水中溶解的物质受到电子的冲击，而生成各

种不同的等离子体。

[0028] 优选地，所述步骤3中的线圈为单组或多组。

[0029] 优选地，所述磁性等离子体具有一用于允许所述对象通过的孔，其磁性主要位于

外缘。

[0030] 优选地，所述水中的溶解的物质为气体和/或化学溶剂。

[0031] 通过以上技术方案，本发明能够取得如下有益效果。

[0032] 1、本发明利用了普通水中会溶解的各种不同的气体（或者溶入我们需要的化学溶

剂或气体），这些物质在电场中受到电子的冲击，而生成各种不同的等离子体。所述等离子

体的一个重要性质是：它会因外力的改变而改变自己的轨迹和运动速度。

[0033] 2、水分子在本发明中只作用在病体表面（主要针对的是皮肤病）。但水中所产生的

其他各种不同的等离子体，会在高速旋转的电场中获得巨大的运动速度。它们会直冲击到

病体内部，从而形成治疗肿瘤或其他各种有菌性和无菌性病症的主力军。

[0034] 3、本发明中的被处置对象在容器中是直接浸泡在普通水中，所以无论是扩散、没

扩散的肿瘤，一点或数点有菌性或无菌性病灶，都会同时得到治疗。再不需要一个一个的去

找、去治。

[0035] 4、本发明对于各种体内外的肿瘤，可直接进行理疗式治疗，再不需要用手术、放疗

或化疗的方法进行治疗，免去了治疗过程中的“二次伤害”。

附图说明

[0036] 图1是本发明的液体式等离子体装置结构示意图。

[0037] 图2是图1中的液体式等离子体装置工作原理示意图。

[0038] 图中各个附图标记的含义如下：01、有出入孔的多块组合磁性等离子体电极；02、

普通水；03、蓄水容器；04、电感线圈；05、电感电源；06、电动机；07、永久磁性圆盘；08、网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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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绝磁性等离子体电极；09、等离子体电源。

具体实施方式

[0039] 实施例1

[0040] 如附图1所示，根据本实施例的一种液体式等离子体装置包括：有出入孔的多块组

合磁性等离子体电极01、普通水02、蓄水容器03、电感线圈04、电感电源05、电动机06、永久

磁性圆盘07、网状平面绝磁性等离子体电极08、等离子体电源09。

[0041] 所述蓄水容器03具有位于上部的开口，用于容纳含有溶解物质的普通水02，以及

接受处置的对象。

[0042] 所述电感线圈04缠绕于所述蓄水容器03的外围，用于在所述蓄水容器03内部产生

均匀直线磁场。本领域技术人员能够理解，根据需要不同，所述电感线圈04可以是单组也可

以是多组。

[0043] 所述电感电源05与所述电感线圈04连接，用于向所述电感线圈供电。根据需要功

率的不同，所述电感电源05可以大小不等。

[0044] 所述等离子体电源09，有出入孔的多块组合磁性等离子体电极01和网状平面绝磁

性等离子体电极08构成一电容性等离子体放电装置。所述有出入孔的多块组合磁性等离子

体电极01和所述网状平面绝磁性等离子体电极08分别位于所述蓄水容器03的上部和底部。

[0045] 所述永久磁性圆盘07可旋转地位于所述蓄水容器03下部，用于在所述蓄水容器03

内部产生磁场。

[0046] 在一优选的实施方式中，所述蓄水容器03由玻璃、陶瓷或有机材料加工而成。根据

需要，它可以是任意形状和任意大小。例如，它可以只装得下一只手，或在任意姿态下，容纳

得下整个人。

[0047] 在一优选的实施方式中，所述有出入孔的多块组合磁性等离子体电极01位于所述

蓄水容器03的开口的上部，其出入孔用于允许所述对象通过的孔。由于具有出入孔，该有出

入孔的多块组合磁性等离子体电极01的磁性主要位于外缘。

[0048] 在一优选的实施方式中，所述网状平面绝磁性等离子体电极08位于所述蓄水容器

03的底部，其能够在所述等离子体电源作用下发出电子束。

[0049] 在一优选的实施方式中，所述永久磁性圆盘07安装在所述第二等离子体电极外

侧。它可以采用现有技术中适用的任意永磁性材料，例如钕铁硼。

[0050] 在一优选的实施方式中，所述永久磁性圆盘07在电动机06的带动下转动。永久磁

性圆盘07的磁场能够与所述电感线圈04的均匀直线磁场叠加，产生具有涡旋式磁力线的磁

场，其能够将所述电子束运送到所述有出入孔的多块组合磁性等离子体电极01，形成回路，

所述水中溶解的物质受到电子的冲击，而生成各种不同的等离子体。

[0051] 下面具体描述本发明的液体式等离子体装置的工作原理。

[0052] 如附图2所示，根据右手安培定则，蓄水容器03外围的电感线圈04在通电后，可以

在蓄水容器03内生成由S极到N极的磁力线。

[0053] 蓄水容器03内的普通水02本身就是极性分子，它既导磁、同时也导电。普通水02作

为导体，在不会使电容性等离子体装置短路的同时，却会在高电压的作用下，使电容性等离

子体两极放电，而产生等离子体。由此，普通水02在这里成为了等离子体两极之间的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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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4] 有出入孔的多块组合磁性等离子体电极01、普通水02、蓄水容器03和绝磁性网状

等离子体电极08与等离子体电源09形成一电容性等离子体放电装置，满足了等离子体放电

的基本要求。

[0055] 电容性等离子体放电装置对两电极保证放电的最大间离要求很苛刻，间距大了会

导致等离子体系统不工作。在本发明的装置中，蓄水容器03中的磁力线和普通水02，会将绝

磁性网状等离子体电极08产生的电子束，运送到有出入孔的多块组合磁性等离子体电极01

需要的位置，使整个系统形成回路，满足放电要求。所以当系统放电时，普通水02就真的变

成了所谓的“等离子体溶液”。

[0056] 由于磁性等离子体电极01上设置有出入孔，所以绝磁性网状等离子体电极08发出

的电子束有很大一部分在磁性等离子体电极01没有对应点而不放电，导致水中的等离子体

能量大大降低。因此，本发明采用了高速旋转的永磁性转盘07。从永磁性转盘07到有出入孔

的多块组合磁性等离子体电极01之间各部位的磁场对电子的作用力是不同的。而电感线圈

04所产生的磁力线是均匀直线型的。当永磁性转盘07高速旋转时，它的磁力线会形成“麻

花”状，如图2所示。高速旋转的“麻花”状磁力线会带动直线型磁力线一起进行转动，当达到

一定速度时，就会形成涡旋式磁力线，这时的电场就是一个涡旋电场。而等离子体的绝大部

分粒子束都会在这个涡旋上，中间无对应点的部分很少有粒子束。

[0057] 本发明的等离子体电源有一极是有出入孔的多块组合磁性等离子体电极01，它的

磁性都在外缘上。由于它可以吸收到绝大部分涡旋线上的电子束，这使得整个系统的能量

损失降得很低，保证了“等离子体溶液”浓度的需求。

[0058] 普通水02中会溶解各种不同的气体，或者溶入根据需要的化学溶剂或气体，这些

物质在电场中受到电子的冲击，而生成各种不同的等离子体。这些各不同的等离子体，都有

一个重要性质：它们会因外力的改变而改变自己的轨迹和运动速度。

[0059] 在根据本发明的装置中，水分子是不允许高速运动的，它只作用在对象表面。但所

产生的其他各种不同的等离子体会在高速旋转的电场中获得巨大的运动速度。它们会直冲

击到被处置对象内部，可以作为治疗肿瘤或其他各种有菌性和无菌性病症的主力军。

[0060] 实施例2

[0061] 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产生液体式等离子体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62] 步骤1，提供一能够容纳被处置对象的蓄水容器03，所述蓄水容器03具有位于上部

的开口；

[0063] 步骤2，在所述蓄水容器03内装入普通水02，使所述容器内的普通水02达到需要的

高度；所述普通水02中含有溶解的物质；

[0064] 步骤3，在蓄水容器03外围缠绕电感线圈04；

[0065] 步骤4，提供电感电源05，以向所述电感线圈04供电；

[0066] 步骤5，在所述蓄水容器03底部安装绝磁性网状等离子体电极08；

[0067] 步骤6，在所述容器的开口上部安装有出入孔的多块组合磁性等离子体电极01；

[0068] 步骤7，提供等离子体电源09，将其与所述绝磁性网状等离子体电极08和所述有出

入孔的多块组合磁性等离子体电极01连接，从而在绝磁性网状等离子体电极08产生电子

束；

[0069] 步骤8，提供一永磁性转盘07，可旋转地安装在所述蓄水容器03和绝磁性网状等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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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体电极8外侧；

[0070] 步骤9，使用电动机06驱动所述永磁性转盘07旋转，能够形成涡旋式磁力线将所述

电子束运送到所述有出入孔的多块组合磁性等离子体电极01，形成回路，所述普通水02中

溶解的物质受到电子的冲击，而生成各种不同的等离子体。

[0071] 其中各个步骤中出现的与实施例1中相同的技术特征在此前已有描述，在此不再

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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