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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您介绍一款全新的频率和信息波生成技术Morphic Pulse 

科技，它可以生成一套强大的频率和信息波，直接改善您

的日常生活。

Morphic Pulse 科技采用德国专有技术，旨在协调您自身的

形态场和频率。

Morphic PulseTM 科技所释放的频率和信息波贴近大自然形

态场的频率，犹如把大自然形态场环境中的频率随身携带在

身边，让您随时随地能够优化水分、食物、蔬果、植物甚至

人体。

科学家相信生物体的天然形态场和频率会受到电磁波的影响、

干扰和破坏。

现代人生活的环境充满了各种污染，尤其是高压电产生的电

磁场，也会干扰到天然形态场的频率。

现在Morphic PulseTM 科技随时随地可用，您只需下载

Morphic One移动应用程序并开始体验其提升生活的好处！



Morphic One 应用

它将普通的低能量散装水
簇团子变成生物共振水分
子团，优化其的吸收和利
用性能。

水功能

用于增强平衡身体能量的
生物电磁场。使用后，您
的身体感觉更加灵活和充
满活力。

人体功能

可以增强茶、咖啡、果汁
和酒的口感，使之口感更
柔顺，更好喝。

咖啡功能

帮助化妆品和护肤品更好
地被肌肤吸收，让您更年
轻，更美丽。

美容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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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特斯拉是世界
著名的科学家和发明
家。

格雷⼽戈贝克尔棅萪

专家团队花了将近10年的时
间钻研了以上相关的种种科
学原理，而研发了世界首款
集合大自然的频率，发出与
人体、水分、植物等物质共
振的光波和声波，优化物质
的能量。

鲁特格尔•维尔来

1960年，维尔通过实验
对舒曼共振做了进一步
研究。每民自愿者在一
个地下仓库中度过了四
周。该地下仓库专为实
验设计，待在仓库里人
与舒曼共振完全隔离。
隔离期间实验人群身体
状态不佳，甚至病倒。

温弗里德·奥托·舒曼

1951年，舒曼发现地球
表面和电离层之间存在
频率为7.83 赫兹的电力
频率。舒曼发现，这种
特殊的电力产生于全球
各地的闪电活动。

尼古拉•特斯拉

1899年，特斯拉发现
与地球共振的频率约
为8赫兹，像无线电
广播的天线一样。特
斯拉的这一发现与他
许多成就一样走在时
代前端。

温弗里德·奥托·舒曼
（德国科学家）是德国
慕尼黑工业大学的物
理教授。

鲁特格尔•维尔（德国
著名科学家）来自德
国马克斯普朗克研究
所。

格雷⼽戈贝克尔棅萪
物理量子应用程序
创始人、研发人

1899年 1951年 1960年

发展历史

2015年



Morphic Pulse科技研发人

格雷⼽戈贝克尔棅萪
Gregory Becker （德国美籍）
⽣生物学物理学博⼠士发明⼈人

Morphic PulseTM物理量子科技创始人、研发人

荣获7个国际奖纪录片“The Living Matrix 生命矩阵”
纪录片制片人与导演

研究植物频率与物理、利用极端环境条件研究高级

分子科学应用长达25年。这段经历使他对量子动力
学及其对世界的影响形成了独特的见解。

棅萪先生成功研发出了频率和信息变维记录的整体

结构和方法，集合成为一部手机应用程序，这就是

的核心科技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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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冲电磁
频率

舒曼共振

特斯拉
标量波

宇宙负熵信息

Morphic PulseTM 科技使用脉冲电磁频率，结合舒曼共振，特斯拉标量波和宇宙负熵信息，四合为一。

Morphic PulseTM 科技



舒曼共振

• 产生与自然地球频率相匹
配的电磁场。

宇宙负熵信息

• 宇宙负熵信息为生命和地球系统的起
源，其意识可聚焦能量来创造和维持
生命系统。

特斯拉标量波
• 具有以波浪形式存储大量能量，

并且能够在不损失成能量的情
况下传输频率和能量。

脉冲电磁频率

（PEMF）
• 促进身体自身的恢复

过程。

Morphic PulseTM 科技特点



04 • 脉冲电磁频率
• 舒曼共振
• 特斯拉标量波
• 宇宙负熵信息



当暴露于不同环境时，每个活细胞所具有的电势会受到影响。
生物需要保持和平衡细胞内的电势。
不平衡电势会影响身体的运作能力并导致疾病。

活细胞（细菌，动物，植物甚至人类）的电势受到地球自然磁
场的影响。

研究发现，天然地球磁场的存在促进了健康，而没有地球磁场
会引起不适并导致疾病。

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地球磁场变得越
来越弱（自19世纪以来估计减弱了10％），我们进一步与地
球的自然磁场分离。

脉冲电磁频率（PEMF）



PEMF与身体自身的恢复过程协同工作，以恢复细胞有
效运作的能力。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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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需要电力才能通过身体和大脑发送信号。PEMF可
有效地重新调整细胞的电位。

Morphic PulseTM 科技创造了一个脉冲电磁场，它复制了
地球的自然磁场，将我们和地球的自然磁场联系。

该疗法实际上起源于美国宇航局的研究，该研究涉及
脉冲电磁场对宇航员的影响。在太空环境中没有地球
磁场的强度，导致短途旅行到外太空后宇航员感觉疲
劳，抑郁、骨质流失等症状。

脉冲电磁频率（PEMF）



舒曼共振

• 地球本身发出的频率对生命的存在非常重要。 这些是地
球上天然的PEMF，我们需要它作为生命和健康的基本要
素。

• 电离层产生的共振频率称为舒曼共振。

• 这些频率主要是由地球表面和电离层形成的空洞中的雷
击（每分钟5000次雷击）激发，但也可以由太阳耀斑引
起。

• 舒曼共振频率在3到60赫兹(Hertz)之间。与乐器非常相似，
这些频率与地球的自然谐波及其上的所有生物共振。

• 这个频率充就像与生命共振的音叉，共振而产生活力和
生命力。 这些共振频率是影响哺乳动物大脑的生物电路
的“生命频率”。



地球上所有动植物和人体都被调谐到这个频率及
其谐波，它是我们生命所需的地球PEMF（以及
地球的磁场及其频率）。

我们都向这宇宙鼓手的节奏迈进 - 我们行星产的
心跳，为我们的健康和福祉创造了节奏。

地球的电磁场一直以7.83赫兹的固有频率脉动保
护着所有生物。

人体脑脑波正好也受7.83赫兹的频率影响，此频
率与低水平的α和θ脑波状态的上限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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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曼共振的特性

Tuning Fork of Life
生命饗宴



0  - 30 Hz，生命的频率！

地球产生的频率范围让我们的大脑在相同的频
率范围内运行，同时识别白天和黑夜。进而让
我们的细胞和组织与频率共振，日常运行维持
健康机能。

右图显示了近代科学家们评估与细胞功能相对
应的频率所做的各种研究。

地球上的所有生物系统的大脑和地球本身处
在相同的频率共振操作。

人类的频率与地球有关。人体自身得共振频率
与地球自身的共振频率相匹配。



Morphic Pulse 科技包含多
种对生命至关重要的频率。



特斯拉标量波

特斯拉标量波（也称为特斯拉波或纵波）穿透
力超高，能够穿透包括法拉第笼在内的任何固
体物体。在量子层面

此波行进速度比光速（超光速）快，特斯拉标
量波不是电磁组成的，它是由纯零点能量(Zero
Point Energy)组成。

特斯拉标量能量不会像波浪一样辐射，而是以
能量圈形式向外扩展。

特斯拉标量能量不会随着时间或与波源的距离
减少而衰竭。



特斯拉标量波的能量能够穿透任何固体，同时其
能量丝毫不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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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斯拉标量波的能量随时间的推移而被积累，变
得越来越强大。

特斯拉标量波特点

当两个常见的电磁波从两个相反的会聚矢量聚集
在一起时，会产生特斯拉标量波及其能量。

当能量矢量相遇时，相等的频率相互抵消，留下
静态或静止形式的能量和零频率，这就是标量零
点能量场。



特斯拉标量波与其应用

每个细胞的能量动力室，线粒体中的DNA结构称
为“超盘缠线圈”。

科学家认为这些结构能够在整个细胞和整个身体
内产生特斯拉标量波。

Morphic Pulse科技应用在移动程序中嵌入的所有
频率的能量，都是以标量波形式被携带并存储。

在应用程序启动，频率被释放时，它与身体产生
的特斯拉标量波谐波共振，有助于辅助DNA功能。

此标量波提供的一个主要好处是帮助细胞膜上的
电荷保持在最佳水平，维持人体机能。



Tuning Fork 
of Life
生命饗宴

• Morphic PulseTM科技产生的特有频率将
身体恢复到原始和适中的电子矩阵。

• 具有健康促进特性的特斯拉标量能量场
由Morphic PulseTM科技产生和发出，与
其接触的所有物质都会受影响，与其能
量场达成同频共振。



宇宙负熵信息

• 在宇宙的周期性中，有两个相反的原理，即
熵增和负熵。

• 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系统和生物体丧失
能量并变得混乱的趋势，基本上死亡定律为
熵增。

• 负熵（Syntropy)是秩序和组织规律，差异化，
吸引，发展和汇集不断增加的复杂形式创造
新事物。

• 薛定谔：生命体作为一个非平衡的开放系统
要摆脱死亡，从物理学的观点看，唯一的办
法就是从环境中不断汲取负熵来抵消自身的
负熵增加，有机体是依赖负熵为生的。



Morphic PulseTM 科技与宇宙负熵信
息，给您最佳的生命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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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就健康而言，我们拥有的维持和平衡各种系统的能量
越多，我们的健康益处就越大。

这些也是生物学家在生活中观察到的主要特性，无法
用经典方式解释。

宇宙负熵信息的特性

负熵定律的数学性质是能量集中，分化和复杂
性的增加，熵的减少，结构的形成和有序的增
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