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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谢造物主给予我的⼀切，也感谢从我这⾥拿⾛的⼀切。我为我的
存在表⽰感谢。我感谢我的⽗母给我⼀个受庇护的童年。他们⼀直希
望我成为⼀名医⽣。现在我已经成为⼀名健康⼯程师。我感谢吉姆-汉
博给了我的⽣活⼀个新的⽅向。我感谢我所有所谓的 "敌⼈ "和那些阻
挡我的⼈。正是因为你，我才得以成长并成为今天的我。谢谢你!

 
 

⼈类的英雄
 

许多⼈为研究、开发、应⽤和传播替代疗法和⽅法付出了⾼昂的个⼈
代价。他们失去了⼯作、名誉、财富、家园、家庭、⾃由、健康，有
些甚⾄失去了⽣命。
 

尽管如此，他们中的⼤多数⼈继续代表他们的观点和利益，直到最
后。有些⼈的名字⽴即浮现在脑海中，其他的先驱者则是在没有互联
⽹来传播他们的发现或对他们进⾏迫害和压制的时候活跃起来的。因
此，在这⾥只明确提到⼏个名字，从⽽强调它们是不公平的。
 

是什么驱使所有这些⼈不顾所有的迫害和威胁⽽继续下去？同理⼼和
慈善!⼤意是："我知道⼀些可以帮助许多⼈减轻痛苦或使他们免于早
逝的东西，在整个世界⾄少知道这种可能性之前，我⽆法安然⼊睡。«
 

由于这个原因，这样的⼈对我来说是⼈类和⼈性的英雄。我们和我们
之后的⼏代⼈都⽋这些先驱者很多，因此我们应该更经常地记住他
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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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效声明、免责声明和许可
 

本书、电⼦书、我们的⽹站或我们的研讨会和讲习班中的信息仅供参
考，不是治疗或替代医疗。只有通过咨询医疗专业⼈⼠才能减少与错
误诊断或治疗相关的风险。法律规定，疾病的治疗、诊断和治疗只保
留给医⽣、替代医⽣和⼼理治疗师。
 

如果在我们的⽹页或活动中提到某些程序的适应症、剂量或应⽤，我
们对可能的医疗意图或程序不承担责任。建议⽤户咨询上述专家，以
确定这些准则和建议是否适⽤于具体案例。任何应⽤、剂量或治疗都
是⽤户⾃⼰的责任和风险。
 

书籍/电⼦书/在线报价的内容
作者/讲师Dipl.-Ing. Ali Erhan不是医⽣或替代医⽣，⽽是⼀名机械⼯程
师和IT专家。他在这本书、电⼦书中，在他的研讨会和讲习班上，向
你介绍了他与MMS的发现者吉姆-汉博⼀起进⾏的个⼈MMS培训的⽂
献摘要和陈述。
 

此外，对安德烈亚斯-卡尔克博⼠、凯丽-⾥维拉、利奥-科霍夫和安特-
奥斯⽡尔德博⼠等业内⼈⼠的采访以及进⼀步的研究，也为本书提供
了深⼊的见解。作为⼀个⾃由和⾃我决定的存在，所有这些都应该只
作为⾃我负责的⾏动的信息为你服务。作者/讲师不向任何⼈推荐做或
不做的事情。作者/讲师⾃⼰没有发现或找到任何补救措施-或⽅法，
除了⾃⼰之外，没有为任何⼈治疗。
 

作者/讲师不对应⽤这⾥描述的⽅法所造成的任何损失负责，特别是不
对你的健康状况的改善或恶化负责。这些出版物和活动只为讨论和传
播迷⼈的治疗知识服务。作者保留对所提供信息的时事性、正确性、
完整性或质量不负责任的权利。因此，关于因使⽤所提供的任何信
息，包括任何种类的不完整或不正确的信息⽽造成的损害的责任索赔
将被拒绝。
 



必须遵守上述药剂的使⽤说明和警告以及安全数据表。所有报价可能
会有变化，并且不具约束⼒。作者明确保留更改、补充或删除部分页
⾯或整个报价的权利，⽽⽆需单独宣布，或暂时或永久停⽌发布。
 

参考资料和链接
对于直接或间接引⽤不在作者责任范围内的外部⽹站（超链接）的情
况，只有在作者知道这些内容，并且在⾮法内容的情况下，他在技术
上有可能和合理地阻⽌使⽤的情况下，责任义务才会⽣效。作者在此
明确声明，在创建链接时，在所链接的⽹页上没有可以识别的⾮法内
容。
 

作者对链接⽹页的当前和未来的设计、内容或作者没有影响。因此，
他在此明确表⽰与所有链接页⾯的所有内容保持距离，这些内容在链
接设置后被改变。本声明适⽤于在⾃⼰的互联⽹产品中设置的所有链
接和参考资料，以及在留⾔簿、论坛、链接⽬录、作者建⽴的邮件列
表和所有其他形式的数据库中的外部条⽬，这些数据库的内容可以被
外部写⼊。
 

对于⾮法的、不正确的或不完整的内容，特别是对于因使⽤或不使⽤
这些信息⽽造成的损害，只有被提及的⼀⽅的提供者负责，特别是只
对相关出版物负责。
 

版权和商标法
作者努⼒遵守所有出版物中使⽤的图像、图形、声⾳⽂件、视频序列
和⽂本的版权。此外，他努⼒使⽤⾃⼰创作的图像、图形、声⾳⽂
件、视频序列和⽂本，或采⽤⽆许可证的图形、声⾳⽂件、视频序列
和⽂本。
 

在电⼦书或互联⽹报价中提到的所有品牌和商标，如果适⽤，受第三
⽅保护，都不受各⾃有效的商标法规定和各⾃注册⼈的所有权的限
制。仅仅提到⼀个商标并不意味着它不受第三⽅权利的保护!由作者⾃
⼰创作的出版对象，其版权只属于该⽹页的作者。未经作者同意，不



允许在其他电⼦或印刷出版物中对图表、声⾳或⽂本等对象进⾏任何
商业复制或使⽤。
 

本免责声明的法律效⼒
本免责声明将被视为您所参考的书籍、电⼦书和互联⽹出版物的⼀部
分。如果本声明的部分或个别条款不合法或不正确，其他部分的内容
或有效性不受这⼀事实影响。
 

免费版和付费完整版的许可证
作者决定将全书以电⼦书的形式免费提供给社区。完整版以PDF格式
下载或在通常的电⼦书平台上提供，包含了关于MMS主题的所有重要
事实、当前配⽅和应⽤协议以及风险和副作⽤。
 

此外，你会发现关于MMS的有趣信息，其中有些信息以前从未在书中
发表过。你可以在⽬录中看到是否也有适合你的精彩主题。完整版也
有硬⽪或软⽪的印刷版，并在所有移动设备的电⼦书平台上提供。有
了实⽤的电⼦书版本，你可以在你的智能⼿机或平板电脑上随时掌握
所有实⽤的彩信知识，例如在旅⾏或度假时。
 

本书内容的版权归作者Dipl.-Ing. Ali Erhan所有。然⽽，你可以⾃由地
传递电⼦书，例如通过电⼦邮件、下载或作为私⼈⽤途的印刷版本，
给尽可能多的爱⼼⼈⼠，只要不删除、增加或改变。分发总是免费
的，⽽且是⽆条件的。作为印刷版的付费完整版的发⾏权只保留给作
者。各发⾏平台的权利完全适⽤。
 

资料来源和⽂献清单
本书中的所有陈述都是基于第三⽅的研究、出版物或其他可核实的陈
述。在⽹页www.mms-seminar.com，你还可以免费观看近7⼩时的⽹
络研讨会Healing with MMS?在那⾥，你会发现在每⼀章的末尾，在所
列的事实来源下都有直接的链接和⼀个存档版本的链接。
 
 
 

注意：翻译



这本书最初是⽤德语写的。然后，它被机器翻译成多种语⾔，你可以
从平台www.mms-seminar.com，在线下载。你总是可以通过在版本后
⾯附加字母R来识别⼿动修正的版本，即5.5.7-R版本。如果⾃动翻译不
⼲净，不正确或有误导性，作者不承担任何形式的责任。请查看其他
语⾔或原⽂中的争议段落。如果你对语⾔⾮常精通，欢迎你从我这⾥
拿到Word版本，⾃⼰进⾏修改。
 

 



前⾔
 

针对⼈类和动物的MMS应⽤正变得越来越流⾏。在⾃⼰成功的驱动
下，彩信公司经常向其他⼈推荐。因此，越来越多感兴趣的⼈来到
MMS。这些⼈于是对知识有了极⼤的渴求。不幸的是，关于MMS-应
⽤的新旧信息在互联⽹上并存，并且部分地相互⽭盾。⼀些旧的应⽤
⽅案的剂量太⾼，导致更快地产⽣可避免的不愉快的副作⽤。
 

因此，吉姆-汉博明确建议不要使⽤他第⼀本书《突破！》中的旧协
议。在我的研讨会上，我经常遇到初学者使⽤这些完全过时的协议，
没有或⼏乎没有成功，在挫折中过早地放弃。不幸的是，也有许多⽹
站有这种过时的彩信信息。因此，这本书或电⼦书旨在快速⽽全⾯地
使⽼⼿和新的初学者了解全球MMS家族的当前知识状况。因此，如果
你从朋友或熟⼈那⾥收到这本电⼦书，⼀定要在 www.mms-
seminar.com，看看你是否也有最新的版本，必要时可以免费下载。
 

每⼀个新版本都在增长，包含了新的章节，有基础知识或新的MMS经
验报告，在⼈类和动物健康领域的应⽤。此外，在家庭、花园和假期
中使⽤⼆氧化氯产品的实⽤技巧也在增加。此外，每个新版本都包含
错误更正和对以前出版的章节的扩展。
 

这本书是在多年的详细⼯作中⾮常细致地编撰出来的，是⼀个社区--
全世界的彩信⼤家庭的成果。通过贡献建设性的批评、有意义的经验
报告、甚⾄新的彩信技巧来帮助我们!
 

对于所有的新⼈，我要求你们真正彻底地研究⼆氧化氯产品的市场概
况、其激活和应⽤协议。这是最常见的错误所在。⽤MMS或⼆氧化氯
的应⽤不适合在书中粗略地看⼀眼就⽴即进⾏⾃我治疗。如果你知道
你在做什么，⽤这种多功能的、但也是令⼈不愉快的⽓味和味道的制
剂，可以为你提供做梦都想不到的可能性。
 



我希望你能按照你的意愿和你的灵魂计划，在所有层⾯上得到治愈！
我希望你能在所有层⾯上得到治愈。
 

⼼灵之光
你的阿⾥-埃尔汗
 

...⽽我们正变得越来越多!
 
 
 



2020年前⾔
 

2020年给全⼈类带来了⼀场巨⼤的动荡。突然间，这个星球上每个⼈
的健康显然受到了⼀种名为Covid-19的病原体的威胁。 这种来⾃⽇冕
病毒家族的病原体⼏乎在⾸次出现时就引发了⼀场⼤流⾏。我不想在
这⾥讨论在背景中肆虐的善与恶之间的最后战⽃以及个别煽动者的政
治动机--其他作者当然可以做得更好。据我所知，这是⼀次有计划的
⼤流⾏，⾄少有两种不同的危险病原体。
 

在第⼀波中，欧洲似乎⼏乎只收到⽆害的变体。在这⾥，⼤流⾏病更
多的是通过媒体的极端夸⼤、不适合诊断的PCR测试和对⽇常⽣活的
过度限制⽽传播。相⽐之下，世界其他地区，如玻利维亚和墨西哥，
则报告了完全不同的令⼈震惊的事情。据安德烈亚斯-卡尔克说，在这
⾥，受感染的⼈和医⽣像苍蝇⼀样成千上万地死去。据说，即使是为
医⽣准备的特殊⼜罩，也根本⽆法提供保护。只有在这种困境中，在
⾃⼰的⽣命受到致命威胁的情况下，⼀些医⽣才想起安德烈亚斯-卡尔
克在南美关于MMS/CDS/⼆氧化氯主题的许多讲座。他们与他接触，
然后⼜服，⾮常多的⼈在严重的疾病中幸存下来。现在，痛苦的压⼒
是如此之⼤，以⾄于越来越多的医⽣使⽤CDS，成功的经验像野⽕⼀
样蔓延。据安德烈亚斯-卡尔克（Andreas Kalcker）称，这甚⾄导致玻
利维亚匆忙依法批准CDS⽤于治疗Covid 19患者。结果，在短短两个⽉
内，病⼈的死亡率从90%以上降低到4%以下。
 

现在，玻利维亚的⼤学正在⼤量⽣产⼆氧化氯溶液，并在⼤多数情况
下免费分发给居民和诊所。在2020年底，安德烈亚斯-卡尔克报告说，
现在有⼀个国际医学协会，联合了来⾃20多个国家的近4000名医⽣，
并且在Covid 19患者中已经有超过14万次成功治疗的报告。经过四天的
⼜服治疗，所有病⼈都没有症状，并脱离了死亡的危险。你很可能从
未在媒体上听说过这件事，这⼀事实充分说明了制药业、⼤众媒体和
政治及其议程。这⾥有⼀个简单、廉价、安全、⾼效和可靠的补救措
施，可以⽤MMS/CDS来解决对⼈类最严重的威胁，⽽这种知识的传播
⾮常缓慢。



成为⼀个英雄!拯救⽣命!你不需要成为医⽣或治疗师。你所要做的就是
把这本书转发给尽可能多的朋友和熟⼈。如果他们也这样做，这些信
息最终会找到⼀个⼈，可能会帮助他把⾃⼰从即将到来的死亡中拯救
出来和/或减少他的痛苦!然后他将为此感谢你。这是我九年多来的动
⼒。我因此受到攻击，被谴责，并有相当⼤的经济损失。但直到今
天，它仍然在驱使我。我相信你会做正确的事情。



1.⽤MMS治病？
 

这是完整的V5.5.7版本的书/电⼦书 Healing with MMS?你总是可以通过在
版本后⾯附加字母R来识别⼈⼯修正的翻译版本，即5.5.7-R版本。
 

停⽌！在你继续阅读之前，⾸先检查你是否有最新的版本。你可以随
时在www.mms-seminar.com，免费下载最新版本的PDF⽂件。苹果、⾕
歌安卓和亚马逊Kindle的印刷版和电⼦书也⼀直是最新的，并在那⾥
链接。这不是强制性的，但如果你在那⾥注册了通讯，你总是能及时
得到最新版本和最新信息。
 

1.1 传统医学和个⼈责任
 

今天的现代正统医学对我来说有两⾯性。正确的⾯孔是⼿术和⼯艺的
⾯孔。过去50年的发展是相当迅速的。即使在复杂和严重的伤害情况
下，例如由于车祸，⾻骼、关节、肌腱、神经、⾎管和⽪肤的功能往
往可以恢复到90%以上。尊重!在这⽅⾯，我很⾼兴能⽣活在这个时
代。急诊和重症监护医学拯救了⾮常多的⼈的⽣命。
 

不幸的是，仍然存在着传统医学的左⾯：试图⽤⾃然界中不存在的⼈
⼯物质来治疗疾病，这种做法极为有利可图。在这⾥，50年来，实际
上只有F的模式，没有像外科那样的快速发展或突破。基本上，众所
周知的⾼效天然物质被故意唱衰，从市场上被禁⽌，取⽽代之的是⼈
⼯⽣产的物质，这些物质⼏乎没有效果，⽽且会造成相当⼤的副作
⽤。但由于它们是新的和⼈造的，它们可以获得专利，从⽽以⾼得离
谱的利润率出售（没有哪个⾏业的利润率更⾼！）。
 

不幸的是，病⼈被甩在⼀边。
 

此外，在过去，个⼈责任完全掌握在⾃⼰⼿中。在过去的50年⾥，我
们受到了再教育，⼤意是我们为每件⼩事都要跑去看医⽣，在⾐帽间
的等候室⾥不仅要交出我们的外套，还要交出我们的个⼈责任。然



后，我们只能扮演牺牲品的⾓⾊，紧张地等待⼀些实验室数值和医⽣
的解释，以便他能判断我们进⼀步的命运。
 

如果你把具有相同症状的同⼀个病⼈送到五个不同的医⽣那⾥，你有
时会得到五个不同的诊断和五个不同的治疗建议。从 "⽴即⼿术 "到⽤
药再到 "先回家观察⼀段时间"，⼀切都可以有。这种⽅法真的有科学
依据吗？最重要的是：在应⽤这些知识的过程中，确切的重复性在哪
⾥？然⽽，这不应该是对主治医⽣的指责。
 

影响疾病发展的可能性⽐通常所讲的要复杂得多；此外，每个⼈都是
⼀个个体，具有⾮常独⽴的⾝体特征。此外，它还起到了⼀个作⽤，
即医⽣是在什么时候接受培训的，以及他有什么范围的经验。但对病
⼈来说，这往往意味着 "断腿和开腿 "之间的区别，或者说是⼀个⽣存
问题。
 

同时，药物副作⽤和医疗事故是导致死亡的⾸要原因，尤其是在富裕
国家（见《死于医学研究》）。
 

因此，今天再次⾮常重要的是，不要把医⽣看作是⽩⾐的半神，⽽是
看作是⼀个好的顾问。如果这时有⼏个顾问的建议，就不应该让⾃⼰
被恐惧所引导，⽽应该被直觉所引导，因为直觉建议了⾃⼰要应⽤的
疗法。因为这个星球上的⼤多数死亡不是由癌症或⼼⾎管疾病引起
的，⽽是由恐惧的疾病引起的。
 

恐惧使你脱离中⼼，失去平衡，并夺⾛你的⼒量。只有这样，病菌和
疾病才有机会。这就是为什么你在⼀开始就得到了两个最重要的⽣存
技巧。
 

1.始终保持信任，相信你的直觉，听从你的⼼告诉你的，⽽不是你的
程序化潜意识!
 

2.重新对⾃⼰和⾃⼰的⾝体负责--通过知识来加强⾃⼰的健康！。
 



这些可能是你完全康复的最重要步骤，往往⽐不情愿地忍受所谓的更
好的治疗⽅法更有助于成功。
 

事实。
- 死于医学研究（死于药物和治疗）。
 

来源和书⽬
本书中的所有陈述都是基于第三⽅的研究、出版物或其他可核实的陈
述。在⽹站www.mms-seminar.com，你可以预订⽹络研讨会《⽤MMS
治病？在那⾥，你会发现在事实下的⼀章末尾列出的每个来源都有直
接链接和⼀个存档版本的链接。



1.2 什么是MMS？
 

⼆氧化氯是⼈类已知的最强的病毒和细菌杀⼿，⼏⼗年来⼀直在全世
界范围内使⽤，其中包括对饮⽤⽔进⾏彻底和安全的消毒。近年来，
由于吉姆-汉博的书籍，⽤未经制药⼚批准的彩信及其实际活性成分⼆
氧化氯进⾏⾃我治疗的疾病已为全世界所知。
 

美国⼈吉姆-汉博是⼀个多姿多彩的⼈物，有很多职业。在为美国宇航
局等机构担任⼯程师后，他参与了⾦矿开采过程的优化⼯作。他还写
了⼏本关于这个问题的书。有⼀天，他又在丛林深处的⼀个⾦矿考察
中，离任何⽂明都有五天的距离，这时他的两个同事得了疟疾。但由
于这个地区应该没有疟疾，他们没有带任何舒缓的药物（没有防治疟
疾的常规药物）。
 

于是他对携带的物品和药⽅进⾏了清点，发现了⼀种⽤于饮⽤⽔的消
毒剂。他很有逻辑地处理了这个问题，有了⼀个绝妙的想法，并且能
够成功地⽤消毒剂治疗疟疾，后来他在《MMS--突破》⼀书中描述了
这⼀点。
 

实际上，他对待这件事的态度很像⼯程师。你必须知道，⼯程师是懒
惰的同时代⼈--我被允许这样说。当⼀个问题需要解决时，⼯程师们
总是从寻找类似的、已经知道的问题开始，看看那⾥已有的解决⽅案
是否能以某种⽅式应⽤于或适应当前的问题。
 

因此，吉姆-汉博在发现MMS时的基本想法是：有⼀个众所周知的问
题，就是你想⽤来饮⽤的⽔被严重污染。已经开发出来的解决⽅案是
⼀种饮⽤⽔消毒剂，即使在严重污染的⽔中也能可靠地杀死所有病原
体，这样就可以毫不犹豫地喝⽔。⽬前的问题是由⼀种病原体引起的
员⼯的疟疾疾病，使他们⽣病。⼈体由⼤约70%⾄80%的⽔组成。逻辑
解答：为什么能杀死饮⽤⽔中所有病菌的药剂不能杀死⽔中的致病病
菌，即⼈或动物的⾎液或间质中的病菌？由于缺乏替代品，⽽且员⼯
的⽣命受到威胁，理论很快变成了实践，员⼯们⼜服了稀释的溶液。



 

在短短四个⼩时内，所有疟疾的症状，直⾄发烧和疼痛都消失了。⼏
天后，吉姆-汉伯⾃⼰也得了疟疾，⽤这种药⽅又能迅速治愈。后来，
他才发现这种消毒剂的实际有效成分，即⼆氧化氯，并使⽤各种配⽅
从矿物亚氯酸钠（MMS）中⽣产出来。
 

它对疟疾⽴即起了作⽤，⽽且屡试不爽。吉姆将这⼀知识传播到许多
⾮洲国家，并因此屡次受到迫害。后来，来⾃世界各地的⽤户才向他
报告，MMS也可以⾮常成功地⽤于许多其他疾病，如流感、膀胱、喉
咙、⽛齿和⽛根的急性或慢性炎症，直到⾷物和⾎液中毒，以及肠道
真菌。
 

根据⼤量的证词，病菌和中毒似乎是许多疾病（例如癌症和糖尿病）
的原因，⽐传统医学所知的要多。很快，⼈们随着成功⽽聚集在吉姆
周围，⼀个世界性的MMS家族完全不受官僚主义影响地发展起来。不
仅活跃的⾮专业⼈⼠属于这个家庭，同时也有许多在最不同的学科中
获得巨⼤成就的专家。这个世界性的MMS运动的⽬标是传播这种治疗
知识。
 

这种知识传播得有多快，现在世界上有多少⼈知道MMS并成功地使⽤
它，这⾥有⼏个数字可以说明。截⾄2014年底，MMS家族在110个国家
的163个基地拥有超过2,051名活跃成员。共有1,465⼈接受了使⽤MMS
的培训，⽬前有82名MMS教员，我是其中第⼀批教员之⼀。在我看
来，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这么多不同种族、语⾔、宗教和⽂化
的⼈聚集在⼀起的东西，就是可验证和可重复的MMS的效果。现在仅
在德语区就有超过18本彩信书，总发⾏量超过30万册（截⾄2014
年）。在我的MMS-研讨会和讲习班上，经常有医⽣、兽医、⽛医、替
代医⽣、药剂师和⼼理治疗师，但也有法官、律师、刑事调查员和病
理学家坐在感兴趣的外⾏⼈旁边，他们⼤多被所介绍的令⼈信服的逻
辑所打动。因此，⽤MMS可以完全排除⼤众想象的现象。
 



让我们回到MMS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上来。MMS或其活性物质⼆氧化
氯不是草药，不是有机物，根据Jim Humble的说法也不是顺势疗法。
实际上，它完全不符合当前温和疗法和⽅法的趋势，但却被这些领域
越来越多的代表完全接受。
 

⼆氧化氯（ClO2）是⼀种由⼀个氯原⼦和两个氧原⼦组成的简单化合
物。它是⼀种⾼度挥发性的⽓体，⽐空⽓重。因此，它通常在使⽤前
不久由矿物亚氯酸钠（不要与氯化钠=⾷盐混淆）在活化剂酸的帮助
下⽣成。在室温下，它是⼀种琥珀⾊的⽓体，具有类似于室内游泳池
的刺⿐的氯⽓⽓味。
 

但与纯正的氯⽓不同，⼆氧化氯是⽆毒的!这⼀点⾮常重要，因为不公
平的批评者喜欢故意将其与纯的、有毒的氯⽓或氯漂⽩剂混淆。⼆氧
化氯在短时间内，甚⾄在使⽤后，会分解成⽔、氧⽓和⽆害的普通盐
等成分。⼆氧化氯⾃1811年以来就为⼈所知，在其宽带效果和⽆害性
⽅⾯得到了很好的研究，并且在全世界范围内被⽤作纸浆⼯业的⽆氯
漂⽩剂和⾷品的消毒以及饮⽤⽔的消毒。
 

因此，吉姆-汉博并没有发明什么新东西，他只是以不同的⽅式使⽤了
已知的东西。因此，他不必证明它是有效的，也不必证明它是⽆害的!
 

以⼆氧化氯为基础的饮⽤⽔消毒产品可以合法地⽤于⼯业和私⼈⽤
途。这⾥所描述的健康应⽤，即把商业产品⽤于饮⽤⽔消毒的其他⽬
的，是由每个⼈⾃⼰负责进⾏的。
 

过度狂热的批评者试图将MMS或⼆氧化氯作为未经批准的医药产品加
以禁⽌，这在法庭上已经多次失败，因为⼆氧化氯产品也有许多完全
合法的应⽤范围。
 

然⽽，当局在媒体的诽谤运动中⼀再尝试，⽽且根据⼀些专业律师的
意见，部分是完全⾮法的，以阻⽌、阻碍或恐吓提供者。在这⾥，可
公开获取和核实的事实应有助于你对这个问题形成⾃⼰的看法。





1.3 MMS是如何⼯作的？
 

⼜服或通过⽪肤服⽤的⼆氧化氯，通过⾎浆进⼊⾝体--⽽不是像假设
的那样，通过红细胞--到处都是。这意味着，有了MMS，我们突然有
了⼆氧化氯作为第⼆个系统，可以在体内运输氧⽓。
 

MMS或其实际活性成分⼆氧化氯是⼀种氧化剂，这意味着它从其反应
伙伴那⾥拿⾛电⼦，从⽽破坏其⽣化结构。细菌、真菌、螨⾍、孢
⼦、朊病毒（BSE）和⼩型寄⽣⾍因此被安全地杀死。在病毒的情况
下，它似乎通过阻断蛋⽩质来阻⽌它们的繁殖。
 

值得注意的是，⼆氧化氯（效⼒：99.9999%）的消毒效果⽐著名的家
⽤清洁剂Sagrotan（效⼒为99.9%）要彻底⼀千倍。这种极⾼的清洁能
⼒似乎也与以下事实有关：⼀个⼆氧化氯分⼦能够从反应伙伴（病
菌）那⾥夺⾛五个电⼦。
 

"如果MMS能杀死所有的细菌，那么是的，它⼀定在攻击我的好肠道
细菌。"这是反对⼜服MMS的最常见的异议。然⽽，浓缩的经验报告
显⽰，即使连续摄⼊较长时间，MMS也不会损害良好的肠道菌群。兽
医Dirk Schrader也通过CDS治疗前后的狗的粪便样本证实了这⼀点。
 

我们没有经过科学证明的解释，但我们有可信的和符合逻辑的解释模
型：⼆氧化氯是⼀种氧化剂。过氧化氢和臭氧是⾮常强的氧化剂，可
以破坏⾝体细胞以及良好的细菌。下⼀个较弱的氧化剂是氧⽓。我们
的⾝体细胞和我们的良好肠道细菌（氧化还原电位为1.45伏）在⾯对
氧⽓这种强氧化剂时，能够坚持⾃⼰的电⼦。这种持有电⼦的⼒量被
称为氧化还原电位。
 

否则，我们的每⼀次呼吸都会杀死我们体内成千上万的细胞。⼆氧化
氯是⼀种更弱的氧化剂。因此，如果细胞能够成功地保护它们的电⼦
不受强氧化剂的影响，它们在⾯对较弱的⼆氧化氯（氧化还原电位为
0.95伏）时更能做到这⼀点。



 

有趣的是，⼤多数致病病菌（顺便说⼀下，致病病菌通常是厌氧的，
通常不使⽤氧⽓）的氧化还原电位⽐⼆氧化氯低，因此⾸先被MMS所
攻击。在MMS的应⽤⽅案中，通常只推荐保留良好肠道菌群的浓度。
 

结论：⼆氧化氯不会攻击⼈体细胞或 "好 "细菌!
 

引⾃瑞⼠Seegarten诊所，该诊所多年来⼀直成功地使⽤MMS/⼆氧化氯
专利形式的⼆氧六环。
 

"⼆氧杂环⼰烷在接触病毒、细菌和真菌时产⽣原⼦氧（O1），⼤多
数微⽣物的保护膜被分解（例如，对于脊髓灰质炎病毒来说，在浓度
低于1ppm时已经=100万个⽔分⼦中有1个⼆氧化氯分⼦！）。⼆氧氯的
作⽤还破坏了释放的核糖核酸和脱氧核糖核酸，特别是其鸟嘌呤核碱
基。这可靠地防⽌了新⼀代微⽣物的形成。«
 

MMS还可以通过氧化作⽤消除重⾦属和其他环境毒素，或通过盐的形
成使其成为⽔溶性物质，从⽽通过尿液排出体外。因此，它具有消
毒、解毒和消除重⾦属的作⽤。此外，它似乎通过激活线粒体也在电
的层⾯上⼤⼤增加了⾝体的总代谢。
 

所有的⾝体过程都被赋予了能量并加快了速度。通过消除许多炎症的
来源和中和这些病菌的排泄物，使我们的精神情感层⾯有⼀个愉快的
清晰度和警觉性，从⽽可以解决在这些领域可能长期积累的问题。
 

在许多类型的癌症中，细胞的糖燃烧发电⼚，即线粒体，被关闭了。
然后，这些糖只⽤于酒精发酵。这也导致了细胞毒素的严重局部中
毒。与加拿⼤对⼆氯⼄酸（DCA）的研究类似，⼆氯⼄酸是⼆氧化氯
的化学亲属，⼆氧化氯可以刺激和恢复线粒体的功能，在这种情况下
尤其如此。另⼀⽅⾯，肿瘤细胞就会⾃杀，即程序性细胞死亡（凋
亡）。然⽽，与DCA相⽐，⼆氧化氯不会引起副作⽤，如由于活性氢
⽽导致腿部⿇⽊。
 

MMS/⼆氧化氯的五个效果。



 

1. 通过氧化作⽤杀灭各种致病病菌
2. 重⾦属的消除和排放（成盐）。     
和环境毒素

3. 增加⾝体的总电流量（更多的能量！）。
4. 癌细胞的程序性死亡（细胞凋亡），通过
线粒体的激活和额外的氧⽓在
电池

5. 通过增加氧⽓减少⾝体的过度酸化
6. 具有pH值的选择性作⽤!它更喜欢在体内释放氧⽓，因为它的

pH值是最酸的。有趣的是：凡是有癌症的地⽅，都是酸碱度⾼
的地⽅。

7. 促进灵性的觉醒（是的，这是正确的，在其他地⽅有更多的介
绍）。
在其他地⽅有更多这⽅⾯的内容)

 

结论：与抗⽣素等相⽐，MMS的⼯作更有针对性，更有宽带，⽽且还
有⼀个巨⼤的优势：MMS还能杀死任何基因突变的病菌。抗⽣素抗药
性，如⽬前威胁⽣命的MRSA病菌在医院（或例如冷冻鸡上）的传
播，从⽽失去了恐怖的⼒量。
 

事实。
- 书籍治愈是可能的，安德烈亚斯-卡尔克博⼠
- 癌症医⽣Helmut Ehleiter博⼠
- Seegarten诊所 瑞⼠
- 阿尔⾼州⽣物肿瘤中⼼
- 研究⼆氧六环
- 美国陆军：⽤⼆氧化氯防治埃博拉病毒
- 公司 ChlorDiSys



1.4 ⻛险和副作⽤
 

⼜服时，⼆氧化氯在体内的作⽤时间似乎不超过两⼩时。
 

然后它分解成氧⽓、⽔和普通盐，这些都是⾎液的天然成分。
 

因此，根本没有残留的成分，就像药物⼀样，必须由⾝体分解或处理
掉。主要的副作⽤可能是恶⼼到呕吐和腹泻，如果是过量服⽤的话。
这往往是短暂的。这两种情况似乎都不是因为对实际的有效成分不耐
受，⽽只是因为它太彻底。
 

被杀死的细菌和真菌产⽣的⼤量残余废物随后漂浮在⾎液中，必须加
以处理。这触发了体内的中毒警报，⾝体开始启动应急程序，放出上
⾯和下⾯的⼀切。对于MMS来说，它只涉及部分激活的亚氯酸钠，根
据胃酸条件，亚氯酸钠可以在胃⾥重新激活⼏个⼩时，从⽽进⼀步产
⽣⼆氧化氯。这不适⽤于即⽤型CDS或激活型CDSplus®。
 

根据Andreas Kalcker博⼠的说法，⽂献中已知的与⼆氧化氯有关的少数
死亡案例只是由于吸⼊了⼤量的⼆氧化氯⽓体（例如，技术系统的缺
陷）--没有⼀个死亡案例是由于⼜服⼆氧化氯⽔溶液造成的。
 

我可以从反馈给我的推荐信中推断出另外⼀个副作⽤。⽪疹。对⼀些
⼈来说，排毒过程可能也是通过⽪肤进⾏的。这可能导致发红、发痒
的⽪疹。这只是暂时的，到⽬前为⽌，总是在没有永久性损害的情况
下痊愈。究竟是最⼩的寄⽣⾍离开⾝体，还是更具侵略性的毒素，仍
有待调查。
 

在⼀项动物实验中，给⼤⿏饮⽤400毫克的⼆氧化氯，持续数周。400
毫克的剂量相当于⼈类使⽤剂量的10倍。没有⼀只动物死亡或有任何
其他疾病。在没有⼆氧化氯的对照组中，有⼏只动物死亡。
 

因此，⼆氧化氯的摄⼊实际上增加了预期寿命。
 



因此，即使是⼗倍的过量，也没有中毒或死亡的迹象。研究⼈员感到
惊讶的是，这些⽼⿏甚⾄⾃愿喝下了⼆氧化氯溶液。没有⽼⿏得癌
症。
 

因此，活性成分⼆氧化氯即使在⼗倍的超剂量下也没有毒性或致癌
性。
 

后来，⼀位兔⼦饲养员给⼏千只动物长期服⽤400毫克的⼆氧化氯。没
有⼀个突变，⽽且有更多和更健康的后代（更多出⽣体重）。
 

因此，⼆氧化氯也没有致突变性（改变基因），不能损害⽣育能⼒。
 

根据Andreas Kalcker的说法，400毫克的剂量相当于⼈类四年左右的⼆
氧化氯摄⼊量
 

事实。
- 书籍《MMS⼿册》，Antje Oswald博⼠医学博⼠
- 经临床测试的图书MMS
 
 
 



1.4.1 联邦风险评估办公室的警告
 

为了完整和公平起见，还必须提到，联邦风险评估办公室（BfR）于
2012年7⽉2⽇对MMS提出了警告。
 

2012年7⽉2⽇欧盟委员会第025/2012号意见（摘录）。
"Miracle Mineral Supplement（'MMS'）在互联⽹上以两⼩瓶的溶液形式
出售。根据来⾃国外的报告，这种产品可能会影响消费者的健康。有
报告称出现了胃肠道紊乱，如腹痛、恶⼼、呕吐和腹泻，有时还伴有
⾎压紊乱和⼤量液体流失。直接接触未稀释或错误混合的即⽤型溶液
会导致⽪肤和粘膜刺激，甚⾄化学灼伤。同时，在德国也出现了服⽤
"MMS "后出现不良反应的个别案例。部分报价中提到，这种⽅法可以
⽤于⽔的消毒。在⼀些⽹站上，⽀持使⽤ "MMS "的⼈指出了⼜服该产
品的可能性。 BfR强烈建议不要摄取和使⽤ '奇迹矿物质补充
剂'（'MMS'）（...）"
 

如果你详细阅读这个警告，你会注意到以下⼏点：尽管与此同时，德
国有超过⼀百万⼈知道MMS，并且已经使⽤了多年（截⾄2014年），
但该办公室认为⾃⼰的调查没有必要。⼀个⼈只是引⽤了国外的警
告。实际上，所有国家都只引⽤了美国FDA（联邦药物管理局）的警
告，例如，FDA认为到⽬前为⽌，允许使⽤严重损害健康的阿斯巴达
姆根本没有问题。因此，如果不进⾏⾃⼰的调查，威胁程度不可能那
么⾼。在这个警告中
 

- 没有死亡
- 没有威胁到⽣命的情况
- 没有持久的损害
 

摄⼊MMS后。因此，剩下的是对福祉的暂时⼲扰。这些是恶⼼直⾄呕
吐和腹泻，因为迄今为⽌每本MMS书中都提到了这些症状。另⼀⽅
⾯，即使是那些被认为是不治之症的疾病，也有成千上万的成功报
告。这意味着每个⼈都必须根据⾃⼰的责任来衡量这些论点。
 



简⽽⾔之：联邦办公室的上述警告实际上是MMS/CDS/⼆氧化氯的最
佳包装说明。拜⽿公司希望他们的畅销药阿司匹林能有这样⼀个⽆害
的包装插页。不幸的是，它说的是永久性⾎细胞计数变化和胃出⾎等
丑陋的事情。汉堡Asklepios诊所的Friedrich Hagenmüller博⼠估计，仅
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由阿司匹林的胃出⾎副作⽤引起的死亡⼈数就
在1000⾄5000⼈之间，未报告的病例数量可能更多。由于他也怀疑这
种全能型药物在治疗疼痛⽅⾯的作⽤，他正在为限制贸易⽽奔⾛。根
据Philipp Mimkes（《阿司匹林的谎⾔》），该药有16500⼈死亡，是
2000年美国最常见的15个死因之⼀。
 

那么，我们在这⾥谈论的MMS/⼆氧化氯的潜在危险是什么？
 

事实。
- 书籍治愈是可能的，安德烈亚斯-卡尔克博⼠
- 联邦风险评估办公室的警告 BfR
- 汉堡诊所：警告不要服⽤阿司匹林
- 研究Philipp Mimkes



1.5 相互作⽤和禁忌症
 

那些有极其罕见的氯⽓过敏的⼈不应该使⽤MMS，或者只能⾮常谨慎
地使⽤。此外，MMS有轻微的⾎液稀释作⽤。马库玛病⼈必须考虑到
这⼀点，特别是在⼿术前。
 

MMS和维⽣素C（⼀种抗氧化剂）在效果上相互抵消。如果⼀个⼈服
⽤了过多的MMS，因此可以通过服⽤维⽣素C或相应的果汁来减少不
愉快的副作⽤。从理论上讲，与胃中的⾷物和药物发⽣反应是可以想
象的，但到⽬前为⽌，尽管MMS在世界范围内应⽤了多年，实际上还
没有发现具体的相互作⽤。
 

然⽽，据Andreas Kalcker博⼠说，具有以下特征的⼈不应该使⽤
MMS、MMS2或CDS，或者应该⾮常谨慎地对待这种治疗。
 

- 长期⽤药期间
- 已知对氯⽓过敏的⼈
- ⽤于肝脏功能紊乱
- 如果他们是⾎友病患者
- 使⽤抗凝⾎剂治疗期间
- 煤⽓中毒的创伤性经历后

 

我最喜欢Klinghardt医⽣的建议（www.ink.ag），即在早上进⾏MMS服
⽤，直到⼤约18点，然后在3到4个⼩时的距离内服⽤必要的药物和/或
⾷物补充剂（NEM），因此⼤约在21/22点之后。到⽬前为⽌，与其
他药物的具体相互作⽤还不清楚。如有疑问，应选择2-4⼩时的时间间
隔。
 

吸毒过量和严重副作⽤的解毒剂
你可以将⼀茶匙碳酸氢钠（也叫碳酸氢钠、碳酸氢钠、凯撒苏打或布
尔奇盐）溶解在⼀杯⽔中，然后服⽤或吃⼀个苹果，例如。另外，也
可以服⽤维⽣素C。



 

祛痰剂
 

当⼆氧化氯被⽤于内部消除微⽣物时，它们在死亡时释放出⼀些毒
素。这些毒素必须通过肝脏、肾脏和淋巴系统等排毒器官排出体外。
 

通常情况下，长期⽣病的⼈，不喝⾜够的⽔，或吃不健康的精制⾷品
的⼈，往往有排毒器官堵塞。
 

这时，他们可以从服⽤排毒疗法中受益，以打开排毒渠道。
 

⼀个好的草药排毒疗法叫做洗肠。我将在我的第⼆本书中更详细地谈
及所有这些排毒的补救措施和-措施。
 

事实。
- 书籍《MMS⼿册》，Antje Oswald博⼠医学博⼠
- 经临床测试的图书MMS
- LAVAGE补救措施 - www.detoxmetals.com



1.6 ⼆氧化氯产品的市场概况

1.6.1 第⼀个发展阶段：经典彩信
 

⼆氧化氯产品在某些边界条件下被合法批准⽤于饮⽤⽔消毒，并在市
场上合法销售。⼆氧化氯是⼀种⽐空⽓重的⽓体，可以迅速逸出。因
此，它不能长期储存，通常在使⽤前不久由化学反应产⽣。这需要亚
氯酸钠溶液NaClO2和⼀种活性酸。
 

吉姆-汉伯⾸先将柠檬汁⽤于这⼀⽬的。之后，他先是推荐了10%的柠
檬酸，后来又推荐了50%的柠檬酸，并有不同的混合⽐例。其他供应
商还提供了以酒⽯酸和乳酸为活化剂的MMS。然⽽，到⽬前为⽌，吉
姆-汉博集团从未提出过这样的建议，因此在此不作⽀持!
 

经过长期的试验和错误，以及凯丽-⾥维拉关于与特别敏感的⾃闭症⼉
童更好地兼容的积极经验，现在有了⼀个新的当前建议。在这⾥，只
推荐使⽤4%到5%的盐酸作为活化剂，因为这是唯⼀被合法批准⽤于
饮⽤⽔处理的⽆机酸（没有碳残留分⼦）。
 

截⾄2013年2⽉，吉姆-汉博只推荐以下MMS配⽅。
 

25%的亚氯酸钠溶液（NaClO2）和
4%到5%的盐酸（HCl）作为激活剂
混合⽐例始终为1:1
激活时间始终为45秒

 

不要担⼼，你现在不需要处理你现有的MMS套件。⼆氧化氯就是⼆氧
化氯，它是有效的。但你应该确保在今后的购买中，我们都使⽤相同
的配⽅。这样，我们就有了可重复的应⽤⽅案和相同的⼆氧化氯浓
度，许多案例的区别和⽤户关于如何⽤这套⽅案做和如何⽤那套⽅案
做的疑问最终都可以消除了。
激活和剂量
 



 

在所有的书籍和应⽤⽅案中，MMS的剂量都是以 "激活滴 "的数量来表
⽰的，⼀滴激活滴实际上由两滴组成：⼀滴亚氯酸钠和⼀滴激活剂
酸。
 

默认激活MMS。
 

1. 取⼀个⼲燥、⼲净的玻璃杯（陶瓷的可以，但不能是⾦属
的）。

2. 例如，将3滴亚氯酸钠溶液（25%的NaClO2）滴⼊玻璃中。
3. 将等量的激活剂盐酸（4%⾄5%的盐酸）滴⼊罐⼦。
4. 以⼀定的⾓度握住玻璃杯，使⽔滴相遇并相互反应。
5. 等待⼤约45秒，直到混合物变成黄褐⾊，闻起来像室内游泳
池。

6. 现在在杯⼦⾥装上所需数量的⽔（⼤约150⾄250毫升）。
7. ⽴即使⽤这种溶液，因为⽓体⼆氧化氯想要逃逸。

 

警告：请不要⽤⿐⼦离玻璃那么近，尽量避免吸⼊释放的⽓体。
 

如果⽔已经在玻璃中，就不会发⽣化学反应。你先放⼊哪⼀个组件并
不重要。你的⽤⽔量由你⾃⼰决定。如果你喜欢强烈的稀释，那么你
必须喝更多液体。如果你不能喝那么多液体，那么味道会更浓。重要
的是，采取的⼆氧化氯量始终是相同的。
 
 

背景介绍
 

纯净的氯⽓



这种反应不仅产⽣⼆氧化氯，⽽且还总是产⽣少量的纯氯。⽽纯正的
氯⽓又是⾮常活跃的，可以产⽣微量的有毒氯酸盐。这种微毒可能是
敏感⼈群开始感到恶⼼的另⼀个原因。
 

强酸性
与之前MMS相关书籍中的说法相反，在⽣产⼆氧化氯的过程中，活性
酸不会被消耗。因此，没有残余的酸，但充分的酸度仍然存在，这意
味着产⽣的溶液的pH值⾮常酸（2.5⾄3）。患有慢性病的⼈往往有强
烈的过度酸化现象，因此对经典的MMS的耐受性也较差。在这⾥，以
下的进⼀步发展，如CDS和CDSplus®是⾮常有⽤的。



1.6.2 发展的第⼆个阶段：即⽤型CDS解决⽅案
 

在治疗农场动物时，Andreas Kalcker博⼠遇到了MMS的限制。由于其
胃部的⽣物化学边界条件，奶⽜等反刍动物不能⼤量⼜服经典的
MMS。细菌消化有可能完全停滞，从⽽导致动物死亡。
 

到⽬前为⽌，经典的活性MMS由于其⾮常低的pH值（2.5⾄3）⽽不能
被注射。因此，他在蒸馏过程中⽣产了⼀种pH值为中性的⼆氧化氯溶
液（pH值为5.5⾄7，浓度为3,000ppm），⽤于肌内注射。这被称为
CDS（⼆氧化氯溶液）。在蒸馏过程中，经典的MMS被激活，不需要
随后加⽔。然后将产⽣的⽓体引⼊第⼆个装有冷⽔的容器中，直到⽔
变成黄⾊。
 

警告：外⾏⼈不应使⽤制造商在YouTube上给出的CDS程序。⼀⽅
⾯，⾮专业⼈⼠很难调整实际的⼆氧化氯浓度。另⼀⽅⾯，如果选择
了错误的材料或浓度过⾼，则很有可能出现爆炸性的⽓体浓度。如果
你吸⼊过多的⼆氧化氯⽓体，你会出现危及⽣命的发绀。
 

结论：CDS的⾃我⽣产应该留给技术上有经验的⼈去做!
 

即⽤型CDS溶液只提供⼀瓶，内容物呈黄⾊。这⾥不再需要激活。
 

建议CDS的标准浓度为3,000ppm或0.3%的溶液。由于产品申报的法律
原因，⼤多数供应商保持在略低于这个⽔平（例如0.29%）。
 
 

CDS的优势。
 

0. - pH值为中性
1. - ⽓味较⼩
2. - 味道少
3. - 容忍度⼤为提⾼
4. - 剂量可以⾼得多



5. - 更少的副作⽤
 

然⽽，也有⼀些弊端。温度、压⼒和时间影响蒸馏过程。⼆氧化氯的
浓度只能⽤试纸稀释后测量，⽽且范围⾮常⼩。其他测量⽅法需要昂
贵的实验室设备。这是各个供应商和产品之间⼆氧化氯浓度差异很⼤
（从800到5000ppm）的原因之⼀。
 

此外，刚装好的瓶⼦必须存放在供应商的阴凉处，这样⾄少可以减缓
⽓体⼆氧化氯的泄漏。理论上，在夏季运输期间也必须保持冷链。然
⽽，由于实际原因，很少这样做。如果⽤户在收到瓶⼦后⽴即打开，
⽽没有事先将其放在冰箱⾥⾄少6个⼩时，很⼤⼀部分⼆氧化氯就会逸
出。
 

此外，⽆论你是否使⽤这瓶酒，保质期在冰箱⾥只限于三到四个⽉，
不能以任何其他⽅式延长。因此，购买⼏瓶即⽤型CDS⽤于储备或作
为危机预防措施往往是不值得的。活性成分的浓度在⽣产过程之后、
储存期间、交付期间和在客户那⾥都会稳步下降。
 

结论：对于在世界范围内始终相同且可重复的CDS应⽤⽅案，因此，
遗憾的是很难⽤即⽤型和耐受性好的CDS始终实现相同剂量的⼆氧化
氯浓度。
 

背景介绍
 

浓度的波动和下降
不幸的是，所有这些往往导致即⽤型CDS的⽤户总是在未知的和不断
减少的⼆氧化氯浓度下⼯作，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不同的剂量和结果。
 

纯净的氯⽓
由于⼤多数即⽤型CDS溶液是在蒸馏过程后从活化的经典MMS中得到
的，这⾥也存在同样的游离氯的轻微污染。在蒸馏过程中，不仅所需
的⼆氧化氯⽓体会进⼊溶液，⽽且还有少量的纯氯。对于特别敏感的
⼈来说，可能存在的缺点与传统的MMS相同。
 



未稳定的
根据马尔堡⼤学的⼀项研究，通过蒸馏法⽣产的CDS不是很稳定，⽽
且分解得相当快（甚⾄在冰箱⾥）。
 

更新：即⽤型CDS的剂量
⼀开始，在CDS的⽤量上犯了很多错误。安德烈亚斯-卡尔克博⼠从西
班⽛⼏所⼤学的猪胃实验中了解到，摄⼊MMS后，胃酸可以繁殖出多
达7倍的⼆氧化氯。由于这个原因，第⼀个转换系数MMS到CDS的1:4
或1:7的下降基础上太弱了。指定⼀个科学上正确的转换系数也是不可
能的，因为它是⼀个动态过程，许多参数如温度、密度等都有影响。
 

安德烈亚斯-卡尔克博⼠建议CDS的剂量仅以毫升为单位，⽽不是以滴
数为单位。建议使⽤带有毫升标签的定量移液器（不带插管的塑料注
射器），以便在全球范围内统⼀计量。
 
 

MMS与CDS的粗略转换系数为：。
 

⽤于外部应⽤。
3滴激活的MMS对应于约1毫升CDS。

(对于使⽤约0.3%的⼆氧化氯溶液的CDS，即3,000 ppm)
 
 

⽤于⼜服（有胃酸的作⽤）。
1滴激活的MMS相当于约1毫升CDS。

(对于使⽤约0.3%的⼆氧化氯溶液的CDS，即3,000 ppm)
 

因此，如果⼀个⼈到⽬前为⽌已经⼜服了3滴激活的经典MMS，那么
现在使⽤CDS后就是3毫升，因此是3倍的数量
 



1.6.2.1 新：CDSpure®安瓿瓶
 

⾃2021年中期以来，又出现了⼀个引领潮流的新发展，我在其中有重
要的参与。
 

CDSpure®是⼀种⾼纯度的⼆氧化氯溶液，浓度为2,990 ppm，因为从
3,000 ppm开始，有必要在产品上显著增加警告标签。
 

为此，在⼀个特殊的制造过程中，纯⼆氧化氯⽓体被溶解在彻底去矿
物质和纳⽶过滤的⽔中。CDSpure®是pH值中性的，与CDSplus®⼀
样，不含氯（不含元素，因此不含有毒氯）。
 

CDSpure®最初以5毫升玻璃安瓿的形式供应，⽤于移动饮⽤⽔消毒。
由于是玻璃安瓿，这些安瓿可以不经冷藏储存（！）⾄少五年。此
外，玻璃安瓿是由透明玻璃制成的，这样就可以直接看到黄⾊调，从
⽽看到CDS溶液中的⼆氧化氯含量。
 

CDSpure®是⼀种即⽤型CDS溶液，其剂量和应⽤⽅式与传统的
CDS/CDL溶液或CDSplus®相同。与CDS溶液相⽐，它的优点是⽆需冷
藏就能稳定数年。
 
 
 
 
 

*法律通知。
CDSpure®和 CDSplus®是 AQUARIUS pro life Limited (www. aquarius-
prolife.com) 的注册商标。
 



1.6.3 不再推荐的程序
 

在下⽂中，将简要介绍其他⼀些制作CDS解决⽅案的⽅法，但由于其
复杂性、易错性和更新更好的解决⽅案，不进⼀步向⼴⼤⽤户推荐。
 

在经典的MMS激活中，总是有⼀个酸的过剩。因此，很早就有⼈尝试
中和这种过量的酸，例如通过随后添加⼑尖状的碳酸氢钠（也叫碳酸
氢钠、凯撒苏打、布利希盐或⼩苏打）来实现。在这样做的时候，它
会短暂地起泡。同时，吉姆-汉博集团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放弃了这种
做法，因为它似乎会损害⼆氧化氯的有效性。现在⼈们⽤碳酸氢钠⽽
⽤过量的MMS作为解毒剂。此外，同时还有更好的⽅法和⼿段来获得
pH值中性的溶液。
 

在所谓的Gefeu⽅法中，亚氯酸钠被完全激活，其酸的量根据激活剂的
不同⽽单独计算，以获得尽可能⾼的⼆氧化氯⽓体产量。然⽽，该溶
液不是pH值中性的，其优点对我来说并没有真正意义。
 

由于⼀套彩信设备可以很便宜地买到，⽽且通常可供⼀个家庭使⽤两
年以上，因此预期的成本节约只能是微不⾜道的。完全激活的MMS是
否在⼀个仍然是pH值酸性的环境中效果更好或更能耐受，⽬前还没有
⾜够明确的经验。
 

此外，可能只是安德烈亚斯-卡尔克博⼠发现的MMS在胃中的后激活作
⽤促成了其更好的效果（迟钝）。此外，Gefeu⽅法也被推荐⽤酒⽯酸
和其他酸作为激活剂，⽽Jim Humble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提到或推荐这
种⽅法。有机活化剂也被明确排除在饮⽤⽔消毒中，法律对此有⾮常
精确的规定，因为这样⼀来，溶液中就会有残留的分⼦，整个东西又
会更快地变得有病菌。有⼀些替代医⽣明确警告不要使⽤酒⽯酸，特
别是酒⽯酸。另外，与吉姆-汉博的MMS/CDS-1000协议相⽐，推荐的
浓度和剂量完全不同。我想知道在公开提出这样的建议之前，他们从
哪⾥收集到那⾥的⼤量经验基础。
 



许多理解上的问题，也在论坛或我的研讨会上⼀再出现，⿎励我不要
向⼤众推荐这种⽅法。这个独⽴开发的侧翼⼀⽅⾯与吉姆-汉博拉开距
离，但另⼀⽅⾯又将同病相怜的成功记在⾃⼰的⽅法上。此外，据我
所知，Gefeu的⽅法在德国以外的世界彩信界完全不为⼈知。
 

CDH是MMS⼩组为使通过蒸馏获得的CDS溶液持续时间更长⽽做出的
尝试。为此，在⽤试纸测量后，将亚氯酸钠再次滴⼊CDS。这是专业
⼈⼠的事，对我来说，对⼤众来说太复杂了；⽽且这种⽅法只会再次
导致⾮pH中性溶液。
 

CDI（⼆氧化氯注射剂）是⽤于肌⾁注射或静脉注射⼆氧化氯溶液。
安德烈亚斯-卡尔克博⼠将⼆氧化氯⽓体引⼊稀释的海⽔中。因此，它
的pH值是中性的，也有正确的盐分含量，类似于⾎液中的含量。此
外，正如阿利坎特昆廷国际实验室经理弗朗西斯科-科尔在2014年 "健
康精神 "⼤会上所介绍的那样，经过精细过滤的冷海⽔似乎具有很好
的提神和加速愈合过程的作⽤。
 

注意：⽤⼆氧化氯溶液输液是为医⽣、替代医⽣和其他受过训练的医
务⼈员准备的。应始终在监督下进⾏。所有市售的MMS、CDS和
CDSplus变体都不适合⽤于输液。
 

供应来源。
见www.mms-seminar.com "供应来源 "栏⽬。



1.6.4 第三阶段的发展：CDSplus®--持久⽽稳定的CDS
 

第三个也是最新的发展阶段，这⾥只称为CDSplus®，结合了经典MMS
的优点和CDS更好的耐受性。在这⾥，你会得到⼀个带有液体成分的
瓶⼦和⼀个单独的、精确匹配的激活⽚。由于浓度低，这种液体成分
没有危险性，也没有腐蚀性（例如MMS）。在⾮激活状态下，该产品
可以像经典的MMS⼀样，不经冷藏储存多年。
 

激活CDSplus。
 

         
 

如果需要，将⼩袋中的激活⽚扔进液体成分中，关闭并短暂地摇晃瓶
⼦，等待规定的激活时间。在室温及以上，这⼤约是24⼩时。
 

因此，瓶⼦⾥的全部内容⼀次就被完全激活。活化过程本⾝也⾮常安
全，因为既没有⾃发的、剧烈的化学反应，也没有形成⽓体和压⼒。
 

激活后，你有正常的，但新鲜的，稳定的CDS，标准化浓度为
3000ppm。
 

激活后，它的pH值是中性的，⽆味⽆臭，因此有很好的耐受性。就像
即⽤型CDS⼀样，激活后应存放在冰箱⾥（根据制造商的说法，可保
存约6⾄9个⽉），其剂量也与之前即⽤型CDS完全相同。
 

除了保质期外，最⼤的优势是你总是能在激活后得到具有标准化⼆氧
化氯浓度的新鲜CDS。这意味着现在终于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始终⽣
产出可重复的、相同的剂量。CDSplus®的开发受专利保护，*但在全
世界越来越多的经销商处可以买到。
 

更新：CDSplus®的剂量



因为在激活后，CDSplus®与即⽤型CDS溶液⼏乎相同，所以以下所有
CDS的解释和剂量说明也适⽤于CDSplus®。
 
 

⽤于外部应⽤。
3滴激活的MMS对应于约1毫升CDS。

(对于使⽤约0.3%的⼆氧化氯溶液的CDS，即3,000 ppm)
 
 

⽤于⼜服（有胃酸的作⽤）。
1滴激活的MMS相当于约1毫升CDS。

(对于使⽤约0.3%的⼆氧化氯溶液的CDS，即3,000 ppm)
 

因此，如果⼀个⼈到⽬前为⽌已经⼜服了3滴激活的经典MMS，那么
现在使⽤CDS后就是3毫升，因此是3倍的数量
 

建议使⽤带有毫升标签的定量吸管（不带针头的塑料注射器），以便
在全球范围内统⼀计量。
 
 

背景介绍
 

激活
使⽤CDSplus®时，在使⽤前需要对整个瓶⼦进⾏⼀次激活。
 

标准化浓度
在需要的时候，简单⽽安全的激活瓶⼦，提供完全新鲜的⼆氧化氯溶
液。由于液体成分和活化⽚的精确匹配，⼆氧化氯的浓度总是⾮常精
确地达到0.3%或3000ppm，如愿以偿。只有通过这种浓度，任何门外
汉都能以同样的⽅式产⽣，才能像经典的MMS应⽤协议那样，获得重
复的准确性。
 

纯净的氯⽓
CDSplus®的配⽅和激活过程是我所知的唯⼀⼀个在激活后不能⽴即测
量到游离氯的过程。因此，不可能出现像MMS和CDS那样可能出现的



氯酸盐微毒现象。到⽬前为⽌，CDSplus®的这⼀特性似乎被完全低估
了，正如下⾯的第⼀份现场报告所显⽰的那样。
 

稳定的
CDSplus®中使⽤的专利缓冲系统确保产⽣的⼆氧化氯溶液是稳定的，
因此通常⽐即⽤型的CDS溶液（通过蒸馏产⽣）具有更长的保质期。
然⽽，最好是在冰箱中储存，以延长保质期⾄六⾄九个⽉。
 

* 法律通知。
CDSplus®是AQUARIUS pro life Limited (www. aquarius-prolife.com) 的注
册商标。



1.6.5 ⼆氧化氯产品的⽐较
 
ClO2产品   第⼀阶段：

MMS   第⼆阶段：
CDS   第三阶段：

CDSplus®
激活
必要的 是 不 是

激活前的保质
期 长达5年 ⽣产后6个⽉ 长达7年

激活后的保质
期

在玻璃瓶中最
长24⼩时 ⽣产后6个⽉ 9-12个⽉

溶液稳定了
吗？ 不 不 是

冷藏保存 不 是的，总是 不
化学危害 是 不 不
⼆氧化氯-
浓度 ⾼度可重复性 差异很⼤ 总是正好是

0.29%/3,000 ppm
pH值根据
激活

酸性很强 
(2–3)

pH值为中性 
(6,5–7,0)

pH值为中性 
(6,5–7,0)

味道 强烈要求 温和的 温和的
嗅觉 ⼤体上 温和的 温和的
激活后不含氯
*。 不 不 是

由于氯酸盐的
形成⽽产⽣的
危险

是 是 不

兼容性 45–50 % 80–100 % 90–100 %

价格 2 x 100 毫升 
约18-22欧元

100毫升 
约15-30欧元

100毫升约25欧元
250毫升约49欧元



解释
* 不含氯：与以前的假设相反，在激活经典的MMS时，不仅会产⽣所
需的活性成分⼆氧化氯，⽽且还总是产⽣少量的纯氯。纯氯与⼏乎所
有的反应伙伴都会发⽣⾮常激烈的反应，有形成氯酸盐的风险。
 

氯酸盐，例如Weed-Ex，在这些少量的氯酸盐中，除了有剧烈的⽓味
和味道外，也是导致对MMS的耐受性变差的原因。另外，通过蒸馏产
⽣的CDS（来⾃活性MMS）因此含有少量的游离氯。在每次服⽤MMS
或CDS前不久加⼊⾄少⼀滴DMSO，可以很好地约束这种游离氯（见
DMSO章节）。另⼀⽅⾯，有了新的CDSplus®，在激活过程中形成的
纯氯被专利⼯艺安全地排除。
 

1.6.6 我何时服⽤什么？
 

那么，有了所有这些优势，我是否应该只使⽤CDSplus®？不，我继续
使⽤MMS，例如，⽤于⾜浴和全浴（CDS/CDSplus®在这⾥太贵
了），以及在任何你想熏蒸，从⽽对伤⼜或房间和物体进⾏消毒的地
⽅。
 

产⽣⼤量的⼆氧化氯⽓体只对经典的MMS有效。然⽽，对于⼜服，我
主要使⽤CDSplus®。从研讨会上我知道，10个新⼈中有5到6个因为⽓
味、味道和/或恶⼼⽽过早地中断了MMS治疗。另⼀⽅⾯，对于
CDSplus®，所有⼗个⼈通常都会坚持到最后。
 

此外，CDSplus®可以以更⼤的剂量⽤于治疗急性疾病⽽没有丝毫的副
作⽤（迄今为⽌的经验）。由于⽆需冷却（激活前）的长保质期和可
重复的相等的⼆氧化氯浓度，从中期来看，更实⽤的CDSplus®可能会
胜过即⽤型CDS产品，希望价格也会向下发展。在许多夏季漫长⽽炎
热的国家，即⽤型CDS在许多个⽉内都⽆法装运。



1.6.7 使⽤CDSplus®的⾸次经验报告
 

安德烈亚斯-卡尔克博⼠认为CDS的优势之⼀是它的剂量可以⾼得多，
也就是说，与传统的MMS相⽐，每天可以将更多的⼆氧化氯引⼊体
内。在这些数量的情况下，腹泻将是MMS的⼀个副作⽤，仅仅是因为
酸度。在他的《CDS/MMS - Heilung ist möglich》（CDS/MMS - 痊愈是可
能的）⼀书中，他报告了⼀位患有乳腺癌晚期的妇⼥，通过每天⼤剂
量的CDS在六个⽉内达到了原本极为罕见的⾃发痊愈。因此，CDS的
特性可以转移到CDSplus®。
 

Cure Autism》⼀书的作者Kerri Rivera对⽤平板电脑激活的CDSplus®⽣
产标准化CDS的简单性感到兴奋。在⾮激活状态下的长保质期，她⾄
今只从经典的MMS中知道。只有在没有化学知识和没有测量条的情况
下，可重复地精确⽣产3000ppm的⼆氧化氯溶液，才有可能在全世界
范围内进⾏标准化的应⽤。它还怀疑，CDSplus®的兼容性实际上明显
更好，这是因为完全不含纯氯。到⽬前为⽌，通过蒸馏法对MMS和
CDS不可能做到这⼀点。对他们来说，现在甚⾄每天总剂量⾼达50毫
升的CDS都是可能的。
 

从⽩屈菜中提取的替代性癌症疗法Ukrain的开发者Wassil Nowicky博
⼠报告了他⾃⼰的经验。他很惊讶，在⼜服和擦拭CDSplus®仅三到四
天后，他的旧疣就脱落了。⽤他的乌克雷特，他已经注意到了。⾝体
越⼲净，尤克⾥⾥的⼯作强度就越⼤（最⾼可达500倍！）。
 

不幸的是，根据Nowicky博⼠的说法，在最初有效地施⽤Ukrain后，由
于产⽣的衰变产物，效果会随着后续剂量的增加⽽下降。由于这个原
因，他现在将他的Ukrain⽅案与CDSplus®的管理结合起来。
 

⾸先，病⼈得到5天的Ukrain，然后是5天20毫升/天的CDSplus®和⼜服
CDS-1000⽅案。然后病⼈接受10天的Ukrain，再接受10天的Ukrain和⼤
剂量维⽣素C。随后，在乌克兰的治疗间歇期，服⽤CDS-1000⽅案，
每天20毫升的CDSplus®，持续20天。然后，它将20天的Ukrain给药和



20天的CDSplus®给药交替进⾏。注意：⽬前只有他在维也纳提供的
Ukrain，⽽且只⽤于医学研究。
 

Dietrich Klinghardt博⼠是国际公认的替代医⽣，在美国和德国都有诊
所，他对CDSplus®的⾼纯度（直接激活后100%不含氯）感到惊讶。赫
克斯海默反应只能解释少数摄⼊⼆氧化氯溶液后出现的不适应情况。
激活的MMS和蒸馏的CDS中的纯氯部分以及与之相关的可能的氯酸盐
形成，可以说是⼀个可靠的解释。有了这种纯正的产品，现在可以使
⽤⾼得多的剂量，⽽没有已知的副作⽤。Klinghardt医⽣是最早的世界
知名的替代医⽣之⼀，他坚定地将MMS-/CDS-应⽤，特别是灌肠，纳
⼊其治疗⽅案。
 

1.6.8 危机准备的彩信服务
 

即使在欧洲的中⼼地带也会出现危机状况，原因有很多：⽬前正在蓄
意煽动的⼤流⾏病，所谓的恐怖主义威胁，⾃然灾害，货币崩溃，内
战，太阳活动或⽓候的变化。
 

在发⽣危机的情况下，经常发⽣的第⼀件事就是⽆限期地停电。许多
乌克兰⼈可以告诉你⼀两件关于这个的事情。在娇⽣惯养的欧洲，很
少有⼈知道这⼀事实的真实程度。没有电，就没有⽔泵⼯作，就没有
⽔压。在⼀定时间内，⽔可能仍然从⼀楼的⽔龙头流出，但上⾯所有
的楼层都必须从其他地⽅获得重要的⽔。
 

此外，根据⼀项危机研究，德国没有2%的加油站有应急发电机，这意
味着不能再抽油或加油。在随后的⽇⼦⾥，这意味着卡车不能再将⾷
物和饮料带⼊城市，垃圾也被丢在周围。
 

⼈类通常可以长达30天不吃饭，但不能三天不喝⽔。现在有必要收集
⾬⽔或从附近的河流或池塘取⽔并储存起来。然⽽，被储存的⽔在⼏
天后就开始长藻和发芽，并形成危险的⽣物膜。这样⼀来，不经煮沸
就会有⽣命危险的消耗。



 

在这⾥，⼀套移动的MMS设备对于消毒来⾃未知纯度的⽔源和安全储
存⾮常有⽤。但是，由于个⼈卫⽣和厨房清洁也因缺⽔⽽受到限制，
疾病也因缺乏卫⽣⽽受到威胁。在这⾥，为了预防，例如单位放⽓
（见MMS提⽰）或⽤MMS喷雾剂喷洒⾝体或物体，都是⾮常有⽤的。
 

如果⼀个⼈不得不离开公寓，以应对更持久的危机，那么任何固定安
装的、只在⽔压下⼯作的⽔过滤器都不再有帮助--但我们的两个易于
运输的MMS⼩瓶可以。因此，你不必成为⼜服MMS应⽤的倡导者或积
极使⽤者，也可以合理地使⽤饮⽤⽔处理产品。
 

即使在⽐上述更正常的时期，你也不能百分之百地依赖⽔龙头的饮⽤
⽔质量。不幸的是，在2013年底，由于饮⽤⽔中的军团菌，⽡尔斯坦
有数百⼈⽣病，最终⾄少有三⼈死亡。酿酒⼚的废⽔被病菌严重污
染，随后的污⽔处理⼚也⽆法完全净化。
 

结论：对我来说，仅就危机准备⽽⾔，每个家庭都应该有⼀套MMS。
它价格低廉，经久耐⽤，占⽤空间⼩，功能多样，类似于瑞⼠军⼑。



1.6.9 饮⽤⽔产品的来源
 

⼆氧化氯产品在世界范围内被合法批准，除其他外，⽤于饮⽤⽔的消
毒，并在市场上合法销售。
 

但是，请不要向供应商索取吉姆-汉博所说的MMS应⽤协议!
 

出于法律原因，这些⼈可能不会也不会提供这⽅⾯的任何信息。这同
样适⽤于作为泳池清洁剂的次氯酸钙（MMS2）的供应商。这种作为
药物的 "其他类型 "的应⽤是不被批准的，这种⾃我治疗也总是由⾃⼰
负责进⾏。
 

正如在预防危机的MMS章节和更后⾯的MMS提⽰中所描述的那样，对
我来说，MMS属于每个家庭，即使你不想按照Jim Humble的说法做健
康应⽤。
 

由于许多国家对⼆氧化氯产品的供应来源提出了要求，这些国家在当
地有不同的制造商、供应商、配⽅和质量，由于我们不能⼀直测试所
有的产品，因此我们宣布AQUARIUS pro life品牌的饮⽤⽔产品的供应
来源如下。
 

www.aquarius-prolife.com
 

这些产品完全按照严格的《德国饮⽤⽔条例》⽣产，符合最新的配⽅
和发展阶段（包括CDSplus®），包装安全，并附有11种语⾔的说明。
此外，该⽹店可以⽤超过11种语⾔操作，最重要的是，它可以在全球
范围内送货。 

我们知道这些产品的质量。当然还有其他质量不错、命名相似的来
源，但我们没有经验，不做任何评论。应始终遵循各制造商的产品信
息和安全数据表。也请注意下⾯重要警告部分中有关过期产品和配⽅
的警告!





1.6.10 重要警告
 

许多⽤户不断提出问题，表明有些东西被误解了或做错了。因此，这
⾥有⼀些重要的警告。
 

不要单独使⽤MMS和CDSplus®组件
请不要将其中⼀种成分单独⽤于双组份产品（例如与经典的MMS或
CDSplus®⼀起使⽤）!也请不要吞下CDSplus®的激活⽚。它专门⽤于
激活随产品交付的特殊液体成分。这种液体成分不是纯⽔!
 

浓度⾼于3,000 ppm或0.3%的产品
⼀些供应商提供浓度超过0.3%或3000ppm的CDS溶液。在明显较⾼的浓
度下，瓶内液⾯以上的⽓体浓度可以达到爆炸性的数值。此外，当转
换到3,000 ppm的应⽤协议时，很容易产⽣混淆，应⽤太少或太多。
 

CDS/CDL产品在3,000ppm时不是pH值中性的。
许多标有CDS或CDL的产品在3000ppm的浓度下并不是pH中性的，因
此你实际上只是买了⼏滴⾮常昂贵的活性传统MMS。根据Andreas
Kalcker博⼠的定义，CDS的主要特性是⼆氧化氯溶液在⼤约3000ppm
的浓度下具有pH值的中⽴性。
 

不要⾃⼰⽣产CDS蒸馏物!
根据YouTube上Andreas Kalcker的影⽚，请不要⾃⼰制作CDS蒸馏液。
仅仅选择错误的管⼦材料就会导致管⼦粘在⼀起。这产⽣了越来越多
的压⼒，然后可能导致⾎管破裂。其他蒸馏⽅法（例如使⽤浮法玻璃
的冰箱⽅法）只能产⽣300ppm的微弱浓度，然后你必须为所有协议再
次转换。
 

⼀次最多可激活30滴MMS
千万不要激活超过30滴的经典MMS。即使你需要更多，例如对⼀个⼤
的⾬⽔蓄⽔池进⾏消毒，也最多激活30滴，并将其加⼊要消毒的⽔
中。然后再激活另外30滴，将其加⼊⽔中，如此反复。始终在通风良



好的房间内使⽤这些超过30滴的数量。分阶段达到⽬标⽐⼀次性激活
所有东西要好，也更安全。
 

如果发⽣溢出，请⽤⽔稀释。
如果你应该洒了活性经典MMS，那么⼀定要⽤⼤量清⽔冲洗和清洁，
因为它是pH值酸性的。这⼀点在较⼩程度上适⽤于CDS/CDSplus®解
决⽅案。CDS/ CDSplus®的pH值是中性的，但⼆氧化氯仍可能有轻微
的氧化作⽤，从⽽对织物和表⾯产⽣变⾊作⽤。
 

其他⼯艺和配⽅
还有许多其他⼯艺可以⽣产⼆氧化氯，特别是由两个纯⼲的成分⽣
产。但据我所知，在德国，这些被批准⽤于其他技术应⽤，⽽不是⽤
于饮⽤⽔处理。
 

不要使⽤⼯业容器尺⼨
为了使⽤⼯业容器规格的⼆氧化氯产品，你应该接受过处理⼆氧化氯
的⼴泛培训。对于这些⼤量的活性成分，爆炸或发绀窒息的风险简直
是⾮常真实的。承担这些风险所能节省的成本并不那么⼤。
 

DMSO使⼀切变得更有深度，并使⾐服脱⾊。
另外，处理活性剂增强剂DMSO（⼆甲亚砜也应谨慎。DMSO是⼀种
强烈的有机溶剂，这意味着它能使许多物质脱⾊。每当DMSO溢出
时，应将其吸收或⽤⼤量的⽔洗掉。DMSO可以溶解橡胶（例如，橡
胶⼿套），但它没有腐蚀性。DMSO不仅将⼆氧化氯，⽽且将所有东
西带⼊深层组织，包括污垢。因此，在应⽤的区域内，要始终⼲净地
⼯作。在第1.7.3章中，你将了解更多这⽅⾯的信息。



1.7 进⼀步的援助

1.7.1 MMS2 - 次氯酸钙
 

在MMS1（即亚氯酸钠和活性酸）或CDS溶液没有帮助或帮助不够的情
况下，为了扩⼤对严重疾病的应⽤可能性，吉姆-汉伯推荐了MMS2。
MMS2也是基于⼀种被批准⽤于饮⽤⽔消毒的化学品。次氯酸钙是以
胶囊中的颗粒形式服⽤的。在这种情况下，激活剂是⽔。这就是次氯
酸（hyochlorous）在体内形成的过程。
 

⾝体的免疫系统通常利⽤这种次氯酸本⾝来杀死病菌。⽩细胞围绕着
致病菌，然后⽤这种酸将其分解。现在的理论是，长期患病的⼈产⽣
的这种酸太少，例如，因为他们已经⽤完了这种酸的起始材料。事实
上，⼀位专科医⽣曾向安德烈亚斯-卡尔克博⼠报告说，⾎液中缺乏⾻
髓过氧化物酶（MPO）的⼈在杀死⾜够的病菌⽅⾯会有这样的弱点。
这肯定应该进⼀步研究。
 

MMS2胶囊的摄取⽅案
吉姆-汉博建议每天最多服⽤4x1粒，每粒含400毫克次氯酸钙，每粒含
2⾄3⼤杯⽔。理想情况下，应采⽤MMS-2000协议。在这⾥，交替服⽤
⼀粒胶囊被纳⼊MMS-1000-/CDS-1000-协议中，因此，⼀个⼈服⽤⼀次
MMS1/CDS，并在下⼀个⼩时服⽤MMS2-胶囊。奥斯⽡尔德博⼠建议
每颗胶囊服⽤的剂量要低得多。
 

注意：请勿服⽤损坏的胶囊!如果接触到颗粒物，请⽤⼤量的⽔彻底清
洗所有的东西!
 

如果胶囊在吞咽时破裂，或在服⽤胶囊后感到不适，你应该随时多喝
⽔。稀释在这⾥帮助最⼤!
 

我⾃⼰在服⽤胶囊20⾄30分钟后，总是要打更多的嗝，散发出的⽓味
就像我在游泳时喝下了整个游泳池。许多研讨会的参与者也报告了这
⼀点；然⽽，这更多的是有趣，⽽不是不愉快或危险。有⼏个⼈感到



轻微的恶⼼，但很快就⽤另⼀⼤杯⽔补救了。到⽬前为⽌，还没有其
他副作⽤的报告。
 

使⽤MMS2的经验
我们所有的彩信知识最终都是基于⽤户的浓缩经验知识和他们的反
馈。我们使⽤MMS2的经验报告⽐使⽤MMS1的少100到200倍。它不是
⽤于⽇常琐碎的感染，⽽是在疾病威胁到⽣命时才服⽤。
 

尽管如此，向我报告的经验报告是⾮常有希望的，特别是在传统医学
根本⽆法诊断出已知疾病的严重疾病的情况下。我知道有两个⽤户能
够阻⽌他们疾病的进⼀步发展，甚⾄开始痊愈的地⽅。此外，我认识
⼀个⽤户，他因分散的前列腺癌服⽤了⼏个⽉的MMS2，服⽤后感觉
好多了，基本停⽤了常规药物。
 

⼀位来⾃柏林的⼥⼠⼏乎得了所有的寄⽣⾍，从鲍瑞⽒菌到⽑滴⾍再
到莫吉隆⽒菌，病得很重。使⽤MMS1和MMS2后，她的病情稳步改
善。她还没有完全做到这⼀点，但她说没有MMS2，她⼏乎⽆法度过
这⼀天。
 

有趣的是，我收到很多关于马匹成功的报告。例如，在这⾥，主⼈将
胶囊的内容物溶解在⼤量的⽔中并给动物喝。它从⾮常严重的感染中
恢复过来，尽管兽医在采取了徒劳的措施后建议让它睡觉。同样，对
于常见的板结症（马蹄⾓质层的⽆菌性炎症），如果将马蹄放在装有
少量溶解的MMS2颗粒的桶中，也会取得巨⼤的成功。
 

供应来源/耐⽤性
次氯酸钙胶囊的供应来源越来越少，因为法律要求在提供该产品的公
司中要有经过培训的安全官员。此外，MMS2的保质期有限，因为胶
囊由于含有氧化成分，很快就会变脆和碎裂。
 

供应来源。
见www.mms-seminar.com "供应来源 "栏⽬。
 



完全不同的东西......。
如果我有⼀个游泳池或⼀个⾬⽔蓄⽔池，或者我⾃⼰的⽔井，总是发
芽和长藻，那么我会买次氯酸钙的颗粒，放在⼀个⼩桶⾥。在我看
来，根据我在互联⽹上的研究，产品美乐家 70/G（例如在
www.melkam.de）的质量最好。请务必说明这只是为你的⾬⽔蓄⽔池准
备的。⼀公⽄只需约10欧元，但化学品的运输费⽤要⾼⼀些！"。对于
其他供应商，在实验室中测得的不溶性成分⾼达15%。这种来⾃⽇本
的产品只有1.6%，因此可能是市场上最纯净和最安全的处理颗粒。例
如，如果你再在eBay上购买明胶或更好的0号纤维素空胶囊，你就可以
新鲜地填充⾃⼰的消毒球。这样做的好处是，你可以根据你的需要，
从四分之⼀或⼀半的胶囊开始定量，⽽且只需制作你需要的胶囊即
可。
 

注意：处理和加⼯次氯酸钙时应戴上安全眼镜和⼿套，房间应通风良
好。如此⼩的⼀桶颗粒的⽓体会刺激眼睛和呼吸道。请⾃⾏负责，⾃
担风险，并遵循产品各⾃的安全数据表!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才想到这个话题。



1.7.2 基于次氯酸钠的MMS2替代品
 

最近，⼀种弱的（<1%）次氯酸钠溶液已经可以买到，作为MMS2的
替代品。这也会像基于次氯酸钙的MMS2⼀样最终在体内产⽣次氯
酸。这种溶液是以液滴形式计量的，⽽不是MMS2中已知的胶囊。在
这⾥，⽔也是活化剂。
 

世界卫⽣组织（WHO）以及世界各地的许多卫⽣机构都建议在埃博拉
病毒污染的情况下⽤5.25%的次氯酸钠溶液进⾏消毒（房间、床、⾐服
等）。有趣的是，次氯酸钠是MMS2（次氯酸钙）的亲戚，后者也被
⽤于饮⽤⽔消毒。
 

因此，如果次氯酸钠已经能彻底杀死埃博拉病毒，那么⼆氧化氯的效
果是它的15倍（2001年《饮⽤⽔条例》第11条），它能起到更⼤的作
⽤。但是氧化还原电位为0.95V的⼆氧化氯绝对不能伤害细胞电压为
1.4V的健康⼈体细胞，⽽1.49V的三氯⼄酸钠则可以；但这⾥也肯定取
决于浓度。
 

我也给⾃⼰买了⼀⼩瓶，但由于没有时间，还没有尝试。由于我缺乏
⾃⼰的经验和⾜够⼤的⽤户经验基础，我不能也不想在这⾥提出建
议。我认为，由于活性物质的浓度⽐MMS2胶囊低得多，因此可以使
⽤更多的这种溶液（例如早晚各2×10滴）。但我将继续关注!
 

这个解决⽅案还没有确⽴。



1.7.3 活性增强剂DMSO
 

DMSO（⼆甲基亚砜）是⼀种天然化合物，是⼀种有机溶剂，是透明
的，闻起来像⼤蒜⼀样略带臭味。DMSO是在树⽊的打浆过程中产⽣
的。然⽽，这种天然的DMSO被化学品污染得太厉害了，如果要去
除，成本太⾼。因此，DMSO总是由⼈⼯⽣产。然⽽，它在化学结构
和效果上是完全⾃然相同的。从其物理和化学特性来看，DMSO已经
很特别，很吸引⼈。
 

然⽽，这些显然被其多样化的⽣物化学特性和作⽤⽅式所超越。它惊
⼈地将许多单独的药物和补救措施的效果结合在⼀个解决⽅案中。
 

⾸先，DMSO的毒性⽐⾷盐低约五倍，因此是⾮常安全的治疗剂。唯
⼀已知的副作⽤实际上是⽪肤发红和刺激，但这些总是暂时的。极少
数情况下，⼈们可能对DMSO不耐受，这可以在任何应⽤之前通过简
单的测试来排除。要做到这⼀点，在⼿臂上擦⼏滴DMSO并等待两到
三个⼩时。只有当出现明显的肝脏疼痛或⽪肤反应时，才不建议继续
使⽤DMSO。DMSO可以外敷和内服。
 

在体内的降解过程中，同时还产⽣了被称为⾷品补充剂的MSM（甲基
磺酰甲烷）。可能正是这种甲基化的硫磺成分对许多治疗应⽤如此有
益。
 

DMSO的特性
DMSO能快速⽽深⼊地渗透活体组织⽽不造成任何损害。这就是为什
么除其他外，它被⽤于冷冻保存。由于变成冰的细胞⽔的膨胀，细胞
被冻结⽽不爆裂。由于这个原因，⽤于移植的器官经常被放在DMSO
溶液中。此外，它还被⽤于软膏中作为运输剂和活性剂的增强剂。
 

注意：由于DMSO中最⼩的杂质总是被输送到体内，所以在这⾥要⾸
选最纯净的Ph.EUR质量。许多供应商在纯度百分⽐规格上相互出价，
同时在价格上相互压价。在这⾥，建议最谨慎，应⾸选品牌产品。





以下是DMSO的部分作⽤清单。
 

- 迅速穿透活体组织⽽不造成损害
- 将其他物质输送到组织深处
- 镇痛剂（⽐阿司匹林更快，副作⽤更少
- 减充⾎剂
- 抗炎症
- 杀菌
- 加速伤⼜愈合
- 为组织带来秩序（见疤痕解决⽅案下的MMS提⽰）。
- 中和⾃由基
- 增加的渗透性
  细胞，并能更好地进⾏细胞解毒
- 缓解过敏性反应
- 脱⽔
- 肌⾁放松
- 还可以⼏乎完全恢复旧的疤痕组织

 

它已被证明对硬⽪病、烧伤、炎症和疼痛状况、运动损伤如瘀伤和⾎
肿、关节炎和类风湿性关节炎、⿐窦感染、间质性膀胱炎、疱疹和带
状疱疹、多发性硬化症、系统性红斑狼疮、⾁瘤病、甲状腺炎、溃疡
性结肠炎、⿇风病、癌症和其他疾病状态有很好的疗效。
 

DMSO已经有近150年的历史，它的治疗效果已经被研究了60多年，⼈
们会认为，有超过40,000项研究和技术⽂章，它已经有⾜够的知名度
和认可。尽管如此，其作为药物的正式批准仍限于少数疾病（治疗间
质性膀胱炎，⼀种痛苦的膀胱炎症）。此外，在世界所有使⽤放射疗
法治疗癌症的地⽅，都必须保留DMSO作为紧急补救措施。这是因为
它可以⽤来快速缓解和有效治疗⽪肤和组织的辐射损伤。
 

根据吉姆-汉博的说法，在MMS-/CDS-应⽤中，DMSO是⼀种很容易见
到的辅助⼯具。⼀⽅⾯，1⾄2滴DMSO可以结合经典MMS激活后的少



量不需要的纯氯，另⼀⽅⾯，它是⼀个重要的效果放⼤器。它可以⽤
于外部和内部的⼆氧化氯处理。
 

在这个过程中，DMSO迅速将⼆氧化氯带⼊更深的组织，在那⾥它可
以⽣效或通过⾎液吸收并分布到整个⾝体。使⽤MMS-/CDS漱⼜⽔可
以⾮常清楚地看到这⼀点。虽然纯MMS-/CDS-应⽤在这⾥只对⼜腔粘
膜、⾆头和⽛齿的表⾯进⾏消毒，但通过添加DMSO也可以有效地治
疗⽛龈、颌⾻和⽛根的深层炎症。⼜服MMS或CDS的应⽤也会因与
DMSO结合⽽明显加强。
 

然⽽，DMSO只能在经典的MMS完全激活后加⼊（因此，混合1:1滴，
等待45秒，然后加⽔），并且始终只能在实际应⽤前直接加⼊。例
如，如果在早上为MMS-1000固化准备⼀个装有1升活性MMS的⽔的瓶
⼦，那么DMSO就不能加在这⾥。但每次倒了⼀份，都应该在摄⼊前
不久加⼊。在短期内，⼆氧化氯和DMSO相互⽀持，但从长期来看，
它们混合在⼀起的效果相当反常。作为⼀项规则，加⼊的DMSO滴数
应与激活的MMS滴数完全相同。
 

DMSO的惊⼈的可能性在这⾥只能浅浅地谈⼀谈。如果你想了解更
多，你不能不看哈特穆特-费舍尔博⼠的DMSO⼿册。
 

注意：DMSO在18度以下会变成结晶状的固体。因此，很可能你在冬
天得到的是⼀个含有硬成分的瓶⼦。请在温⽔浴中加热（不要⽤微波
炉！），然后在室温下保存（不要放在冰箱⾥！）。
 

所有⽤DMSO进⾏的外部治疗应使⽤稀释到约70%的DMSO溶液（7份
DMSO 99.9%和3份⽔）。待处理的区域必须是⼲净的，在溶液被完全
吸收之前不能被覆盖。DMSO可以溶解纺织品中的染料，也可以将其
引⼊织物中。同样，任何由橡胶制成的东西，例如橡胶⼿套，都应远
离DMSO，因为它也会溶解橡胶并将其成分带⼊⽪肤。
 

供应来源。
见www.mms-seminar.com "供应来源 "栏⽬。



 

事实。
- 书籍《DMSO⼿册》，Hartmut Fischer博⼠
- 讲座DMSO，Hartmut Fischer博⼠
- 书籍《DMSO--⼤⾃然的治愈者》，英译。莫顿-沃克博⼠
- DMSO--⼀种被误解的神奇药物？，Nexus杂志
- ⼆氧化氯的毒性



1.7.4 沸⽯和膨润⼟
 

根据吉姆-汉博的说法，在与MMS协议相关的⽅⾯，经常使⽤进⼀步的
⽀持性辅助物质。沸⽯和膨润⼟由于其微孔结构和电荷，可以吸收和
容纳⼤量的其他物质。在这⾥，这些特性被⽤来结合和消除重⾦属和
其他环境毒素。在与另类医师Ekkehard Sirian Scheller的合作下，我开发
了这两种物质的最佳混合物，这⼤⼤增强了它们各⾃的效果。
 

⼀⽅⾯，晶粒尺⼨⾮常细，以⾄于有效表⾯达到了最⼤化。然⽽，另
⼀⽅⾯，没有包括纳⽶颗粒!这就是GAIAgold®的诞⽣过程。此外，根
据替代医⽣Ekkehard Sirian Scheller的说法，这也是⼀种病理上的告知和
能量化（传授信息，对受⼲扰和受刺激的系统进⾏整体⾃我纠正）。
 

早晚在⼀杯⽔中加⼊1茶匙粉末，搅拌后喝下该溶液。只应使⽤塑料或
⽊质勺⼦，因为⾦属会对电荷产⽣负⾯影响，从⽽影响这些粉末的结
合能⼒。
 

你可以在早上和晚上最后喝⼀杯溶解的 "沙⼦ "或 "⽕⼭灰"。副作⽤，
是的，甚⾄过量的副作⽤在这⾥都不知道。最近，也有素⾷胶囊的
GAIAgold® CAPS可以购买。在这⾥，每次剂量为3⾄4粒就⾜够了。
 

这两种物质及其许多可能的应⽤在第⼆本书《Back2Balance》中都有详
细描述。
 

* 法律通知。
GAIAgold®是AQUARIUS pro life Limited (www. aquarius-prolife.com) 公
司的注册商标。



1.8 外部MMS应⽤协议
 

1.8.1 漱⼝⽔
 

⼜腔可能是整个⾝体中污染最严重的地⽅，因为它经常与⾷物、热量
和⽔分接触。传统医学也将某种形式的⼼肌炎症归因于来⾃⼜腔的⼀
种特定病菌。吉姆-汉博称，有数百种疾病源⾃于⼜腔和⽛齿。出于这
个原因，他建议每周⽤三到四次MMS漱⼜⽔作为预防措施。
 

有MMS。
取6滴激活的MMS，激活后将杯⼦装满⼀半的⽔（150毫升）。
 

使⽤CDS/CDSplus®。
使⽤定量吸管将⼤约2-3毫升CDS或CDSplus®加⼊⼀杯⽔（150毫升）
中。
 

每次喝⼀⼜，然后漱⼜和冲洗⼜腔，时间长达3分钟。让溶液在你的⽛
齿之间咝它对⽛龈炎和出⾎的效果也⾮常可靠。在准备好的激活溶液
中加⼊⼀些滴数（或与MMS⼀样多的滴数）的有机效应放⼤器
DMSO（⼆甲亚砜）。
 

DMSO使MMS进⼊组织的深度达到2厘⽶。有了这个，在⼀到两天内每
天冲洗三到四次，也能成功地治疗⽛根炎症。经常使⽤漱⼜⽔的⼈，
应该从MMS改为CDS/CDSplus®，因为从长远来看，过多的酸会攻击
⽛釉质。
 

1.8.2 ⾜浴和全浴室
 

MMS⾮常适⽤于作为⾜浴和全浴的添加剂。对于⼀个完整的浴缸，最
初激活16个，以后可以增加到60个，激活⼀滴MMS（CDS/ CDSplus®



在这⾥太糟糕了，也太贵了），并把它们放⼊⼀个⼲净的浴缸，只装
满⽔ - 始终没有进⼀步的肥皂或沐浴添加剂。
 

在舒适但最好是低温的条件下，⽤它沐浴约20分钟。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热量过⾼，⼏分钟后⽓体⼆氧化氯就会完全逸出，⽆法再发挥作
⽤。
 

泡脚时，采取相应较少的量（10⾄20个活性滴）。在MMS浴中，帮助
特别敏感的⼈迅速提⾼对⼜服MMS的耐受性。
 

1.8.3 MMS⽓囊
 

我从多⽶尼加共和国的吉姆那⾥了解到这个有趣的彩信应⽤。其⽬的
是让⼆氧化氯进⼊⾎液，从⽽进⼊⾝体，并完全绕过胃肠道。这种⽅
法特别适⽤于完全不能容忍⼜服MMS/CDS的⼈，或者由于疾病的进展
⽽不能服⽤。给⾃⼰找⼀个⼤塑料袋，在⾥⾯站着就能完全消失，直
到你的脖⼦。
 

如果有必要，将两个⼤袋⼦在开⼜⼀侧粘在⼀起，并在⼀侧剪出底
部。你应该避免去最近的五⾦店，简单地要求提供可以容纳整个⼈的
塑料袋。这可能会让你因为对⼈类的威胁⽽被捕，以及⼀些奇怪的眼
神。
 

除了袋⼦，你还需要⼀个中等⼤⼩的玻璃或陶瓷碗。在这个碗⾥激活
40-60滴MMS，不要⽤⽔来激活。CDS和CDSplus®不能与熏蒸协议⼀起
使⽤。将碗放在打开的袋⼦中间，现在脱掉⾐服钻进袋⼦⾥，使碗在
你的两腿之间，不能翻倒。现在把袋⼦拉到你的脖⼦上，⽤你的⼿在
脖⼦下部关闭开⼜。
 

在这个位置上，只有你的头应该看向封闭的袋⼦外⾯。这很重要，因
为产⽣的⽓体应该在你的⽪肤上⽽不是在你的肺⾥。然⽽，在通风良



好的房间⾥进⾏这种应⽤。尽量保持这样的包裹，⼤约10到15分钟。
别担⼼，这不痛不痒，⽆聊的站⽴才是这⾥真正的压⼒。
 

如果你有这⽅⾯的问题，你也可以在袋⼦⾥放⼀个凳⼦，坐在上⾯。
然后从袋⼦⾥出来，将溶液倒⼊有⼤量⽔的⽔槽，并将房间通风。你
也可以事后洗澡，但你真的⽆法得到⽐这更⼲净或更⽆菌的东西。
MMS⽓囊是我个⼈经历的最密集的应⽤之⼀。
 

1.8.4 眼、⽿、⿐药⽔
 

眼睛（如结膜炎）、⽿朵（如中⽿炎）、⿐⼦或⿐窦的炎症都可以⽤
MMS⾮常容易和有效地治疗。⾸先，我们准备⼀个稀释的基本溶液，
我们可以将其⽤于所有三种应⽤。
 

有MMS。
在玻璃杯或瓶⼦中滴⼊2滴激活的MMS，并加⼊⼤约150毫升的⽔。由
于这⾥的酸性，要服⽤MMS，但只在紧急情况下服⽤。
 

使⽤CDS/CDSplus®。
将1⾄2毫升的CDSplus®加⼊装有约20毫升⽔的玻璃瓶或⼩瓶中，即稀
释1:10或更多。
 

在这⾥，我总是倾向于使⽤pH值为中性的CDS/CDSplus®，它不会对
⽪肤或粘膜产⽣刺激作⽤。有了这种稀释的⼆氧化氯溶液，就可以开
始下⾯列出的处理。
 

滴眼液
将头向后仰，⽤⼀根⼿指将下眼睑捏成⼀个⼜袋。然后⽤吸管将1⾄2
滴稀释的溶液滴⼊这个⼜袋。然后闭上眼⽪，来回移动眼睛。在急性
炎症的情况下，可以每⼩时重复⼀次，每天最多12次，但通常在第三
次使⽤后就能成功。
 



刚开始时的轻微烧灼感似乎不是来⾃于MMS，⽽是来⾃于我们使⽤的
⽔没有保持眼液中的盐分。⽤0.9%的等渗盐⽔代替⽔，这也应该得到
补救。为了完整起见，应该提到这⼀点，但对于治疗炎症来说，这不
是绝对必要的。
 

请千万不要将MMS成分单独或未稀释地滴⼊眼睛。
 

滴⽿液
在这⾥，重要的是，上述稀释的基本溶液的2⾄4滴要达到⽿膜，以便
也能达到⽿膜后⾯的炎症。先治疗⼀只⽿朵，并保持侧卧1⾄2分钟，
然后再治疗另⼀只⽿朵，否则溶液又会过快地从⽿朵⾥流出来。对于
急性炎症，这可以每⼩时重复⼀次，每天最多12次。
 

当⼈们遇到问题时，Andreas Kalcker医⽣给了我⼀个很好的提⽰，让
⼈们把药⽔滴到⽿膜上。⼀个⼈在玻璃杯中激活⼤约6滴经典的
MMS，其开⼜可以完全包住⽿朵。现在不加⽔，⽽是把头侧放在直⽴
的玻璃杯上，使⽿朵完全被玻璃杯的边缘封住，并保持这个姿势⼤约1
⾄2分钟。因此，产⽣的⼆氧化氯⽓体可以直接进⼊⽿朵，⽽不需要任
何液体。激活的物质留在玻璃中，不与⽿朵接触。这是⼀种局部⽿
鸣，是⽤⼆氧化氯⽓体对⾝体部分进⾏局部毒⽓的⼀种特殊变体。
 

滴⿐剂
在治疗额腔和⿐窦时，你可以使⽤⽐眼睛和⽿朵多得多的pH值中性的
CDSplus滴剂。要做到这⼀点，要躺下，头悬在沙发边缘，使溶液能够
流⼊右额或窦腔。滴完⽔后，保持这个姿势1⾄2分钟，然后转到左
侧。另外，药店⾥也有冲洗⿐腔的套装，可以⽤1到2毫升的CDSplus代
替盐⽔注⽔，⽤它来冲洗⿐腔。
 

如果需要，这种应⽤也可以每天进⾏⼏次。另外，在这⾥，开始时可
能出现的轻微燃烧似乎与⽔中缺失的盐分有关，⽽与MMS/CDS⽆关。
使⽤MMS吸⼊法时，⼈们将这种溶液雾化在泵式喷雾瓶中，并随空⽓



吸⼊⽓溶胶。这些MMS⽓雾剂治疗可以迅速解决肺部和⽀⽓管的感
染。
 



1.8.5 肠道和阴道灌肠
 

灌肠⼀般被认为是不愉快的，但有⾮常⼤的作⽤，因为这⾥的⼆氧化
氯很快就被吸收到⾎液中。特别推荐给那些⼜服MMS有问题的⼈，或
者如果感染也在肠道或阴道局部的话。在药房⾥，提供由塑料制成的
灌肠器，其端部⽤于肠道和阴道灌肠。最好在浴室的地板上铺⼀条温
暖的毯⼦，将灌肠器的⽔容器⽤钩⼦挂在暖⽓⽚上，⾼度约为腰带。
 

为了引⼊端⽚，你需要⼀些凡⼠林（或更好的⽆⽯油产品）。⽔应该
有体温，因为任何偏差都被认为是不愉快的，那么你就不能在体内保
持必要的灌肠时间。
 

对于肠道灌肠，应⾸先进⾏2⾄3次仅⽤⽔的灌肠（必要时加1茶匙⾷
盐）以排空肠道。使⽤Reprop Clyster®更实⽤，例如，⽤它也可以站
着做灌肠（见下⽂）。
 

MMS。
最初是2滴激活的MMS，后来达到12滴激活的MMS，在灌肠组的⽔容
器中给。Dietrich Klinghardt博⼠甚⾄建议增加到每升20个活性滴剂，
并且没有发现对肠道活动有任何明显的副作⽤。
 

CDS/CDSplus。
在这⾥，我也倾向于使⽤pH值中性的CDSplus，最初在灌肠器的⽔容
器中加⼊ 1毫升，后来加⼊最多 4毫升的CDSplus。同样，根据
Klinghardt博⼠和Andreas Kalcker博⼠的说法，甚⾄达到每升10毫升也是
可能的。
 

现在仰卧，⼩⼼地插⼊端部，慢慢打开阀门。当所有的⽔都进⼊肠道/
阴道时，稍微抬起⾻盆，保持这个姿势1到2分钟。对于肠道灌肠，你
也可以侧⾝躺下，以便达到所有线圈。你可以每次做2到3次灌肠，⼀
天做2到3次。之后，你再次排空肠道或阴道。
 



供应来源。
- Reprop® Clyster（⽐德国药店更好的灌肠套装）。
见www.mms-seminar.com "供应来源 "栏⽬。



1.9 内部MMS应⽤协议
 

⼆氧化氯溶液有⾮常强烈的氯⽓味，味道也⾮常浓。不幸的是，这正
是有效成分，如果消除了⽓味和味道，所期望的效果通常也会随之消
失。
 

在过去，建议将溶液与果汁、茶或其他饮料混合，以使摄⼊量更容易
忍受。现在已经完全放弃了，因为⼤多数果汁会对⼆氧化氯溶液产⽣
削弱作⽤。因此，⽬前所有内部使⽤的协议都建议只⽤⽔稀释后服
⽤。这是每个⼈必须⾃⼰克服的障碍，如果他们想从可能的效果中受
益。有了CDS和CDSplus，⽓味和味道都变得更容易忍受。但主要是这
可能要追溯到这些溶液中缺少的酸含量。处理MMS时，⼀定要注意良
好的通风。
 

更新。
⽤于⼜服（有胃酸的作⽤）。

1滴激活的MMS相当于约1毫升CDS。
(对于使⽤约0.3%的⼆氧化氯溶液的CDS，即3,000 ppm)

 

如果⼀个⼈到⽬前为⽌⼜服了3滴激活的经典MMS，那么现在⼜服CDS
就是3毫升，因此是3倍的数量(Andreas Kalcker)
 

1.9.1 MMS-1000/1000+协议
 

⽆论是对⾝体进⾏⼀次性的基本清洁，还是消除重⾦属，作为⼀种预
防措施，或者在急性到严重感染/疾病的情况下，⼜服的Protocol-1000
在90%以上的情况下是⾜够的。
 

在第⼀批MMS书籍中，推荐的单次剂量很少，但每天的剂量很⾼。然
⽽，在发现⼆氧化氯通常在体内作⽤不超过两⼩时就会衰减后，这些
建议被修改。过⾼的剂量导致了许多不耐受，并经常导致⾃我治疗的
过早终⽌。



 

使⽤现代的Protocol-1000，每天服⽤的单个剂量要⼩得多。这确保了
⾝体不断受到⼆氧化氯的冲刷。这⽐旧的协议更容易容忍和有效。⽬
的是采取单剂量，最初是1，后来是3激活滴，每天⼤约8次。
 

出于实际原因，为了避免在⼯作场所每隔⼀⼩时就在惊讶的同事⾯前
启动他的混合物，每天的全部剂量在早上混合，装⼊可密封的玻璃瓶
中，加⽔后全天饮⽤。这种治疗⽅法应⾄少保持三到四周，在急性疾
病中甚⾄更长。
 

MMS-1000协议
例如，从8×1=8个激活滴开始。在45秒的激活时间后，加⼊少量的
⽔，将这种混合物装⼊⼀个可密封的玻璃瓶中，并加⼊⼤约1升⽔。现
在试着在⼀天中分8次左右喝下这瓶酒。只要对你有好处，每天增加滴
数，直到达到3 x 8 = 24个激活滴数，并继续这⼀程序三到四周。
 

供应来源。
见www.mms-seminar.com 供应来源项下。
例如宜家的玻璃瓶
 

MMS-1000+协议
如果是⾮常严重或顽固的疾病，最后在上述准备好的MMS混合物中加
⼊相同数量的DMSO滴剂，然后⼜服饮⽤。然⽽，DMSO只能加在刚
喝完的剂量中，⽽不能在早上第⼀件事就和准备好的瓶⼦⼀起喝!这已
被证明对疱疹或念珠菌⾮常有效。
 

除了这种清洁疗法外，还有⼀些其他建议。在60岁以前，每周2次单剂
量，6次活化滴剂，作为健康⼈的预防措施是有⽤的，从60岁起每天6
次活化滴剂。安德烈亚斯-卡尔克博⼠认为，即使在怀孕期间（第三个
⽉后），每天最多使⽤6滴激活的MMS也是可⾏的，例如代替抗⽣
素。
 



对于⼉童和青少年，最⼤的剂量是每天每12公⽄体重1滴活性MMS。
对于婴⼉来说，最初的剂量应该是最多1/2滴激活的MMS。如何准备
半滴⽔？⼀个⼈⽤1滴盐酸激活1滴MMS，并加⼊⼤约150毫升⽔。现
在，⼈们只使⽤这种溶液的⼀半，因此有⼀半的剂量。对⼩动物来
说，也必须⽤强烈的稀释液来使⽤这⼀招。
 

1.9.2 CDS-1000 /CDS-101协议
 

由于CDS/CDSplus的耐受性要好得多，所以剂量可以定得⾼⼀点。从3
毫升开始，增加到10毫升，⽤定量吸管（塑料注射器）在1升⽔中给
药。许多⼈可以从5或10毫升开始，没有任何副作⽤。这瓶酒也是在⼀
天中分约8⾄14次喝完的。与MMS-1000协议⼀样，应⽤时间为三⾄四
周。
 

在有⽣命危险的情况下，每天最多可给予50毫升的CDS总剂量。
 
 



1.9.3.CDS 115协议（登⾰热协议）。
 

这个⽅案是由卡尔-⽡格纳、卡拉-佩雷斯和微⽣物学家达马利斯-雷耶
斯博⼠开发的，来⾃全世界的MMS家族，专门针对登⾰热等病毒性疾
病。重要的是要知道，疟疾和登⾰热可以由蚊⼦传播。在登⾰热中，
病毒是致病因素，在疟疾中，它是⼀种寄⽣⾍。疟疾寄⽣⾍在⼤剂量
冲击下被杀死，⽽病毒则需要⼏个⼩时的连续摄⼊。幸运的是，这对
⼆氧化氯来说没有区别--它能有效地杀死这两种病原体。
 

在CDS 115⽅案中，每隔15分钟在⼀些⽔中加⼊1毫升浓度为3,000ppm
的CDS/CDSplus，然后⼜服。对于严重的病程，可以在每毫升
CDS/CDSplus中加⼊1滴25%亚氯酸钠溶液（来⾃经典MMS的套装）。
在旧的MMS登⾰热⽅案中，开始时服⽤⼀次6的剂量，然后每⼩时服
⽤3的激活滴剂。



1.9.4 5/5-100协议（强化协议
 

根据安德烈亚斯-卡尔克博⼠的说法，作为⼀种增加，有5/5-100强化⽅
案。在这个⽅案中，活性剂增强剂DMSO（⼆甲基亚砜）也以70%的
浓度使⽤。
 

为此，99.9%的DMSO要⽤⽔稀释，⽐例为7:3（7份DMSO+3份⽔）。
开始时，以这种⽅式⽤100毫升⽔稀释的这种70%的DMSO溶液⼜服5毫
升，作为预服药。
 

然后将5毫升CDS/CDSplus加⼊⼤约100毫升的⽔中，并饮⽤这⼀部
分。每隔⼀到两⼩时就会重复⼀次这种剂量前DMSO和强化剂量
CDS/CDSplus的组合，⼀天最多⼗⼆次。与所有⽅案⼀样，在出现不
适或恶⼼的情况下，减少剂量是有⽤的。
 

1.9.5 2000协议（MMS1+MMS2
 

在这个治疗急性⽣命危险疾病的⽅案中，MMS1滴剂和MMS2胶囊在⼀
天内交替服⽤。MMS1是我们著名的以⼆氧化氯为活性成分的MMS套
装。
 

MMS2以次氯酸钙为原料，通过⽤⽔激活次氯酸，将其转化为活性成
分次氯酸。次氯酸钙也被批准⽤于饮⽤⽔消毒，并经常作为泳池清洁
剂出售。
 

上⾯已经分别详细解释了MMS2的应⽤。基本上，使⽤MMS1，你执⾏
正常的MMS-1000⽅案，只是你不需要每隔⼀段时间服⽤⼆氧化氯溶
液，⽽是⽤2到3⼤杯⽔喝MMS2胶囊。吉姆-汉博建议每天最多服⽤4颗
胶囊，每颗含⾼达400毫克的次氯酸钙。这应该被看作是⼀个绝对的上
限，Antje Oswald博⼠建议在胶囊中的⽤量要⼩得多。MMS2和这个⽅
案是为严重到威胁⽣命的疾病如癌症⽽开发的。





1.9.6 协议3000（MMS1+DMSO外部）。
 

吉姆-汉博推荐Protocol 3000⽤于治疗⼏乎所有的⽪肤病，如痤疮、⾹
港脚和湿疹。这个⽅案最初也是为不能服⽤⼜服MMS的⼈制定的。
 

在这⾥，每隔⼀⼩时将⼆氧化氯溶液（20滴激活的MMS兑50毫升⽔）
涂抹在⾝体的某些部位，每天最多10次，然后在其上涂抹约70%的
DMSO溶液（7份DMSO+3份⽔）。在这样做的时候，⼈们每次应⽤这
种组合时都要交替地应⽤到⾝体的各个部位（左臂，然后是右臂，然
后是左/右腿，腹部，背部，再从前⾯开始）。
 

因此，⼆氧化氯在活性助推剂DMSO的帮助下到达深层组织到⾎液
中，然后在⾝体的各个⾓落⾥。此后，每3天应休息⼀天。该⽅案不再
被频繁使⽤的原因之⼀是，有了CDS和CDSplus，就有了兼容的、pH
值中性的溶液，更敏感的⼈也能很好地容忍。
 

1.9.7 协议4000
 

在⼀天中多次单次摄⼊MMS2胶囊，有时也被称为协议-4000。最好是
⾃⼰⽤次氯酸钙制作胶囊。通过这种⽅式，⼈们可以确定填充量并慢
慢增加到每粒约400毫克。这在其他地⽅有详细描述。
 

1.9.8 疟疾议定书
 

有五种已知的寄⽣⾍可以引起疟疾（也叫沼泽热或交替热）。⼤多数
情况下，它是由按蚊的叮咬引发的。治疗疟疾的⼤多数经验是使⽤经
典的MMS。成⼈得到18个，⼉童得到9个激活的MMS滴剂，以⾼单剂
量饮⽤。
 

在⾮常罕见的情况下，需要第⼆次使⽤同样⾼的剂量。因此，寄⽣⾍
在体内通过⾼冲击剂量被完全消除。这种⾼单剂量对健康⼈来说太⾼



了。因此，必须事先确保有疟疾感染的情况。为此，⼈们还可以使⽤
快速⾎液测试。
 

1.9.9 克拉拉的6+6⽅案（休克疗法
 

对于某些不危及⽣命的感染，如即将到来的感冒，克拉拉的6+6⽅案
是⾸选。
 

⼀个⼈在2⾄4⼩时的时间间隔内服⽤两剂，每剂有6个激活的MMS滴
剂。
 

这在晚上和睡前效果最好。这样⼀来，你就可以在任何可能的恶⼼中
⽅便地睡觉。有了这个⽅案，传染性病菌的爆炸性繁殖很快就被明显
阻⽌了，免疫系统很快就重新占据了上风。⼤多数时候，到了早上，
临近的寒冷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如果这还不完全⾜够，可以在第⼆天
重复这个⽅案，⽤7+7滴，但请不要再继续。此后，你可能不得不改
⽤经典协议MMS-1000或CDS-1000。
 

1.9.10 ⽤⼆氧化氯注射CDI IM/IV
 

CDI（⼆氧化氯注射液）是⽤于肌⾁注射或静脉注射⼆氧化氯溶液。
安德烈亚斯-卡尔克博⼠将⼆氧化氯⽓体引⼊稀释的海⽔中。因此，它
的pH值是中性的，也有类似于⾎液中的正确盐分含量。此外，正如阿
利坎特昆廷国际实验室经理弗朗西斯科-科勒在2014年健康精神⼤会上
所介绍的那样，冷的和精细过滤的海⽔似乎有⼀个⾮常振奋⼈⼼和加
速愈合的效果。对于活体重量不超过80公⽄的哺乳动物，他建议⽤2⾄
5毫升的CDI 3,000 ppm与海⽔或盐⽔的⽐例进⾏静脉注射甚⾄肌⾁注
射。
 

另⼀⽅⾯，哈特穆特-费舍尔博⼠在直⽴的注射器中激活MMS滴剂（针
头朝上），从⽽只让⼆氧化氯⽓体冒泡进⼊装有0.9%盐⽔的现成输液
袋中，从⽽也获得了适应⼈类盐分含量的pH值中性的⼆氧化氯溶液。



 

注意：以这种⽅式获得的溶液通常不使⽤纯的。如果希望从已经完成
的⼆氧化氯溶液中抽取注射器进⾏静脉或肌⾁注射，Fischer博⼠建议
在上游连接⼀个孔径为245纳⽶的纳⽶过滤器。这可以过滤掉可能导致
发烧和其他⾝体刺激的致热物质（如灰尘和悬浮颗粒）。然后将注射
器中的内容注⼊⼀个新的盐⽔输液袋中。稀释后的溶液可以静脉注
射，也可以从这个袋⼦⾥抽出⼀个注射器⽤于肌⾁或⽪下使⽤。我⾃
⼰也接受过这样的CDI静脉输液，没有任何明显的副作⽤。
 

请注意。
⽤⼆氧化氯溶液输液是为医⽣、替代医⽣和其他受过训练的医务⼈员
准备的。应始终在监督下进⾏。对于⽤⼆氧化氯对⼈体进⾏这种处理
的确切应⽤领域和优缺点，还没有进⾏充分的研究，⽆法做出可靠的
声明。
 

⽆论如何，CDS输液（在哈特穆特-费舍尔博⼠的监督下）对我没有任
何伤害，⽽安德烈亚斯 -卡尔克博⼠的⼩腿（CDS/MMS - Heilung ist
möglich⼀书）也没有。恰恰相反--饲养员能够为他的动物节省巨⼤的疫
苗和抗⽣素费⽤，并饲养更多健康的动物直到被屠宰。



1.10 MMS常⻅问题 - 问题和答案
 

问题：⼆氧化氯溶液的保质期是多久，如何判断？
⼆氧化氯以棕黄⾊⽓体的形式溶解在⽔中。溶液通常看起来偏黄。如
果容器是开放的，⽓体就会很快逸出，并留下透明的溶液。因此，溶
液越清澈，所含的⼆氧化氯（仍然）越少，溶液的效果就越弱。你可
以通过关闭容器和冷却（例如在冰箱⾥）来延长保质期。CDS通常没
有CDSplus那么长的保质期。
 

问题：我有和疾病或和症状。我应该如何计量或服⽤
MMS/CDSplus？
对不起，我不能、不应该也不会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的理念是向每个
⼈提供她/他所需要的信息，让她/他⾃⼰决定，然后在必要时，由她/
他⾃⼰负责是否⽤⼆氧化氯进⾏⾃我处理。
 

我们不想在这⾥建议或劝阻任何⼈，我们当然也不想为任何⼈做决
定。这是在正统医学中的旧思维："你们医⽣决定我必须吃什么、什么
时候吃、吃多少。我只是牺牲的羔⽺。" 即使是医⽣也发现这个系统
在⼤多数时候对他们来说是难以承受的。
 

⼜服⼆氧化氯具有⾮常⼴泛的作⽤，⽽且通常具有很好的耐受性。据
我所知，从来没有⼈遭受过永久性的损害。MMS-1000和CDS-1000协议
在90%以上的应⽤案例中是完全⾜够的，从预防到中度炎症再到慢性
疾病。如果有必要，它们与外部应⽤相结合，如洗澡和灌肠。
 

对于威胁⽣命的疾病，如癌症，许多⼈也使⽤1000或2000剂量的⽅
案，但往往将CDSplus的每⽇剂量增加三到五倍。所有其他的接收表格
和协议只有在⾮常罕见的情况下才需要。例如，疟疾是为数不多的传
染病之⼀，我们可以通过服⽤单次⼤剂量的药物（成⼈为18滴活化
液，⼉童为9滴活化液）在短短4⼩时内消除病原体。这个问题不是知
识的问题，⽽是责任的问题，即个⼈的责任!
 



问题：我的 "好 "肠道细菌怎么办？
如果MMS能杀死所有的细菌，那么它⼀定也会攻击我的良好肠道细
菌。这是反对⼜服MMS的最常见的反对意见。然⽽，浓缩的经验报告
显⽰，即使连续摄⼊较长时间，MMS也不会损害良好的肠道菌群。我
们没有经过科学验证的解释，但有可信的、符合逻辑的解释模型。
 

⼆氧化氯是⼀种氧化剂。过氧化氢和臭氧是⾮常强的氧化剂，可以破
坏⾝体细胞以及良好的细菌。下⼀个较弱的氧化剂是氧⽓。我们的⾝
体细胞和我们的好肠道细菌（1.45伏）能够在氧⽓这个强氧化剂⾯前
保持它们的电⼦。否则，每⼀次呼吸都会杀死我们⾝体中成千上万的
细胞。
 

⼆氧化氯是⼀种更弱的氧化剂。因此，如果细胞能够成功地保护它们
的电⼦不受强氧化剂的影响，它们在⾯对较弱的⼆氧化氯（0.95伏）
时更能做到这⼀点。这种持有电⼦的⼒量也被称为氧化还原电位。有
趣的是，⼤多数致病菌（顺便说⼀下，致病菌通常是厌氧的，不使⽤
氧⽓）的氧化还原电位⽐⼆氧化氯低，因此会⾸先被MMS攻击。在
MMS的应⽤⽅案中，通常只推荐保留良好肠道菌群的浓度。
 

结论：⼆氧化氯不会攻击⼈体细胞或 "好 "细菌!
 

问题：对于MMS，我是否可以先把⽔放⼊玻璃杯中，然后再把
NaClO2和激活剂滴⼊？
不!⽔会使反应速度⾮常慢!请完全按照上⾯的说明，按照顺序进⾏操
作!千万不要把MMS滴剂放⼊⽔中--它们必须在你加⽔之前⾃⾏反应45
秒。
 

问题：⼜服部分的MMS/CDS，我应该服⽤多少⽔？
这基本上是⼀样的。如果杯⼦⾥有3滴激活的MMS或1毫升的CDS，你
喝下这杯酒，你就⼀直服⽤了相同数量的⼆氧化氯。如果杯⼦⾥的⽔
很少，例如100毫升，它的味道会更浓。如果杯⼦⾥有很多⽔，例如
250毫升，味道会更温和，但你必须喝更多液体。
 



问题：10%或50%的柠檬酸或酒⽯酸或其他酸的混合⽐例是多少？
这个问题已经没有答案了，因为我们只确定了最能容忍的4%到5%的
盐酸作为激活剂。这⾥的⽐例始终是1:1。
 

问题：我可以⽤哪些果汁、咖啡或茶来服⽤MMS/CDS？
同时，只建议⽤纯净的饮⽤⽔摄⼊MMS。即使在看似纯正的果汁中，
⼈⼯维⽣素C（⼤部分从转基因⽟⽶中获得）也是通过E-numbers添加
的，并标注为稳定剂，以⼤幅提⾼果汁的保质期。由于维⽣素C和⼆
氧化氯的作⽤相互抵消，吉姆-汉伯和克林哈特博⼠只建议⽤⽔服⽤
MMS/CDS。
 

提⽰：如果MMS的味道和⽓味对你来说太难受，你可以在服⽤时捏住
⿐⼦，或者换成耐受性更好、pH值中性的CDSplus。
 

问题：互联⽹上有指⽰，⽤碳酸氢钠中和激活的MMS中的残余酸，我
应该这样做吗？
不，与此同时，许多⼈又与它保持了距离，因为它可以损害MMS的效
果。奥斯⽡尔德博⼠还建议在MMS过量的情况下服⽤碳酸氢钠溶液作
为解毒剂。
 

问题：我应该在什么时候服⽤MMS，与哪些⾷物⼀起服⽤⽽不是？
当MMS仍然以少量和⾼单剂量服⽤时，这个问题对更好的耐受性很重
要。由于在MMS-1000或CDS-1000⽅案中，同时服⽤的剂量要⼩得多，
⼀天最多服⽤⼋次，所以现在饭前或饭后服⽤相对来说不重要。
 

这样⼀来，每天空腹⼋次就只能通过禁⾷疗法来实现了。我认为我的
CDS瓶⼦只是作为⼀种饮料。我也不会让⾃⼰有压⼒去检查每种⾷物
是否能限制MMS的效果。即使我曾经吃过⼀个菠萝，那么我⼀天⼋剂
药中的⼀剂的效果也只是被削弱了⼀点点。所有这些在这个设计为四
⾄六周的⽅案中没有发挥丝毫作⽤。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不要想太
多，⽽是继续执⾏协议!
 

问题：我可以在1000号协议的中间停⼀下吗？



是的，由于这是⼀个清洁计划，你不会像使⽤抗⽣素那样，仅仅因为
个⼈或职业原因不得不停⽌，⽽危及所有的成功。再有机会时就继
续。
 

问题：玻璃瓶装的产品是否⽐塑料瓶装的好？
在MMS运动之初，⼀些制造商/供应商出于⽆知，将亚氯酸钠和活化
剂装在PET瓶（聚对苯⼆甲酸⼄⼆醇酯）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
瓶⼦变得很脆，并且爆裂。今天，我知道在德语世界中没有任何供应
商会犯这种错误。HDPE（⾼密度聚⼄烯）是这些产品的认可材料，
因此⼤多数制造商也提供HDPE瓶装产品。⾼密度聚⼄烯瓶的优点是
⾮常轻，最重要的是，不容易破损。这对作为成分的碱和酸来说也是
⾮常有⽤和重要的。
 

使⽤玻璃瓶的供应商往往给⼈⼀种印象，即他们的产品在某种程度上
更清洁或更健康。要知道，⾷品级质量的亚氯酸钠和盐酸溶液只由化
学⼯业⽣产、储存和供应在⾼密度聚⼄烯罐或⾼密度聚⼄烯桶中。在
供应商处将它们装⼊玻璃瓶并不能提⾼质量。
 

安德烈亚斯-卡尔克博⼠特别警告说，不要⽤玻璃瓶和玻璃吸管来提供
DMSO。玻璃移液器上的柱塞是由橡胶或橡胶替代物制成的，所有这
些都不适合⽤于DMSO。这个柱塞会溶解，有毒成分会随着它进⼊溶
液，在外部治疗的情况下也会被引⼊⽪肤。
 

这也适⽤于⼀些CDL提供的玻璃吸管，这些玻璃吸管有⼀个类似橡胶
的柱塞。对于短期滴眼、滴⽿和滴⿐，使⽤这种带柱塞的滴管是完全
可以接受的，但⼆氧化氯溶液不应该⽤这种滴管永久密封储存。
 

问题：那么为什么总是推荐使⽤可密封的玻璃瓶，⽤于 Protocol-
1000？
现在，⼆氧化氯产品的供应商⾮常了解PET和HDPE的区别。然⽽，
不是每个门外汉都能在第⼀时间认识到这种区别，他就会犯错，例
如，如果他想在家⾥使⽤任何空的塑料饮料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为



了安全起见，推荐使⽤可密封的玻璃瓶，如宜家的玻璃瓶，⽤于每天
服⽤1000份协议；-)
 

问题：同时摄⼊膳⾷补充剂或药物和MMS/CDS怎么办？
到⽬前为⽌，除了MMS或⼆氧化氯和维⽣素C/钠的相互中和，我们还
没有发现任何相互作⽤。Klinghardt博⼠建议在早上使⽤MMS-/CDS-
1000⽅案，直到例如下午6点，并在3到4个⼩时后，即从晚上9/22开
始，给予所有的⾷物补充，如果有必要的话，也给予必要的药物。由
于⼆氧化氯在体内通常只⼯作⼀到两个⼩时就会分解成普通的盐、⽔
和氧⽓，这个时间间隔应该⾜以避免迄今为⽌未知但可能的相互作
⽤。
 

问题：⽛齿中的汞合⾦填充物或⾝体中的⾦属制成的⼈⼯假体也可以
服⽤MMS吗？
可能是由于量少和作⽤时间短，到⽬前为⽌，我们还没有收到关于体
内⾦属制成的补⽛、⽛桥、假⽛和植⼊物受损的报告。如果，那么
MMS会将汞合⾦填充物中释放的汞氧化成⽔溶性的⾦属盐，可以通过
肾脏和尿液排出。CDS或CDSplus似乎⽐MMS的危害更⼩，因为它的
pH值是新的三态。
 

我对汞合⾦填充物的唯⼀了解是，⼤多数去除重⾦属的螯合剂会将汞
从汞合⾦填充物中拉出来。然⽽，有⼀些天然螯合剂不会这样做，如
HMD™（www.detoxmetals.com）。
 

问题：为什么我稍稍摄⼊MMS/CDS就有⾮常强烈的恶⼼或呕吐或腹
泻？
这种情况现在很罕见，可能有⼏个原因。⼀⽅⾯，可能会出现⾮常罕
见的氯⽓过敏。另⼀⽅⾯，⾝体可以有很强的发芽能⼒，这⼀剂
MMS/CDS所杀死的病菌⽐其他⼈多得多。然后这种⾼浓度的细菌废物
由于肾脏和肝脏负担过重⽽引发了副作⽤。在这种情况下，服⽤天然
草药解毒剂，如LAVAGE，它有助于打开解毒器官，如肝脏、肾脏和
淋巴管（www.detoxmetals.com）。



 

另⼀个原因可能是激活剂，如果你使⽤了柠檬酸、酒⽯酸等⽽不是推
荐的盐酸。有些⼈酸度过⾼，对MMS中的残余酸反应⾮常剧烈--这时
你应该改⽤pH值中性的CDSplus。
 

最后⼀种可能是，你可能有寄⽣⾍侵袭。寄⽣⾍对⼆氧化氯的反应⾮
常剧烈，开始⼤量繁殖，并惊慌失措地将其肠道内容物释放到我们体
内。寄⽣⾍的这些排泄物，如铵、甲醛、组胺和马尼林是我们免疫系
统的神经毒素，因此会引发剧烈的副作⽤。在这⾥，可以采⽤寄⽣⾍
疗法，例如安德烈亚斯-卡尔克博⼠的⽅法（见Back2Balance⼀书）。



2.MMS在⼈类中的成功案例
 

有许多经验和成功报告，例如在感冒、流感、EHEC、猪流感、禽流
感、艾滋病、肝炎、疱疹、肺结核、⾎液中毒（败⾎症）、⾷物中
毒、破伤风、传染性⼉童疾病、⾹港脚、肠道真菌、糖尿病、开腿、
癌症、⽑细胞⽩⾎病、⼜腔、喉咙，特别是⽛齿的炎症。
 

同时，全世界有⽆数的报告，不幸的是，这些报告还没有被任何⼈系
统地收集和评估过。这有时显⽰了私⼈健康运动的局限性。我⾃⼰也
被报告说在⾮洲的⼀个援助项⽬的雇员在⼏个实验室证实的疟疾感染
中取得了可重复的成功。
 

我还有⼀个⾮常有据可查的案例，⼀个研讨会的参与者完全治愈了危
及⽣命的⽑细胞⽩⾎病。即使是像⽬前在加勒⽐地区猖獗的基孔肯雅
热这样的疾病，传统医学⾄今还没有治愈⽅法，也有令⼈⿎舞的成功
故事。



2.1 MMS与癌症
 

对于正统医学来说，癌症的发展是通过家族性倾向（遗传）和⽣活⽅
式的风险因素，如饮⾷、饮酒、运动、酒精、尼古丁以及最近的压
⼒。除了这些相当笼统和毫⽆意义的统计陈述外，传统医学还没有能
够提出⼀个⼀致的、详细的和符合逻辑的癌症发展模式。
 

我想知道：如果你不知道⼀个问题的起源，你怎么能指望开发⼀个有
意义的治疗疗法？早在MMS运动之前，在替代医学领域就有许多关于
癌症起源的合理理论。近两百年前，路易斯-巴斯德提出了健康的⽆菌
⾝体和来⾃外部的邪恶病菌可能⼊侵并使⼈⽣病的模式。相⽐之下，
他当时的对⼿⽪埃尔 -雅克 -安托万 -贝尚（Pierre Jacques Antoine
Béchamp）的说法要正确得多，他认为微⽣物⽆处不在，使⽣命成为
可能，并构成了⽣命。
 

正是内部环境导致了某些微⽣物的增殖，实际上改变了它们的形态，
成为贝尚所说的多形性。
 

但即使是巴斯德，在他临终前也⽤⼀句话证明了他的对⼿是正确
的："微⽣物什么都不是，环境就是⼀切"。
 

与其⽤抗⽣素对抗病菌（众所周知，抗⽣素会导致抗药性），不如通
过调节环境为防⽌这些病菌的发展或繁殖创造基础。
 

内部环境是指我们内部环境的特点，如毒性⽔平、炎症⽔平、组织中
的pH值变化、寄⽣⾍和微⽣物负荷⽔平、5G等电磁场等。所有这些因
素都可以改变我们⾝体的内部环境，并导致微⽣物从良性变为恶性或
致病性（致病）的形式。
 

这些想法后来被⼀些研究⼈员进⼀步发展。Günther Enderlein教授发
现，除其他外，⾎液中的多形性（变形）病菌，可以根据环境的不
同，从体细胞发展为细菌，再发展为真菌。
 



另类医⽣埃克哈德-西⾥安-舍勒发现，⾎液中也有伪装的真菌和寄⽣
⾍。在许多类型的癌症中，这些似乎也与发展有因果关系。癌症医⽣
Tulio Simoncini博⼠很早以前就发现，在肿瘤的核⼼部位可以发现念珠
菌-albicans真菌，并⽤杀死真菌的25%碳酸氢钠溶液成功治疗。
 

由于环境受到⼲扰，有太多的真菌发展。⾝体既不能充分消除它们，
也不能通过其解毒器官肝脏、肾脏、肺部、肠道和⽪肤消化和排泄它
们。因此，⾝体决定做出⼀个巧妙的延长⽣命的举动：它将真菌包裹
起来。这样⼀来，⼈类和真菌这两者都可以更长久地并肩⽣活，⽽不
会危及彼此。
这种⾝体的智能解决⽅案，即封装，然后被传统医学称为退化的肿
瘤，并被积极地攻击。
 

有趣的是，许多外科医⽣发现，在你切开肿瘤之前，肿瘤并没有扩
散。根据传统医学，癌细胞从其三维砖⽯结构中挣脱出来，在体内迁
移，并在某处形成新的转移灶。许多研究⼈员承认他们从未见过这些
迁移的癌细胞。但是当你在实验室的培养⽫中擦拭真菌培养物时，新
的真菌菌落开始到处冒出来。因此，更有可能的是，这些 "破灭 "的真
菌形成新的菌落，⽽这些菌落又被⾝体包裹起来，形成新的 "转移"。
 

许多不同类型和阶段的癌症的MMS成功案例表明，恩德林教授和西蒙
奇尼博⼠是正确的。因为MMS也能可靠地杀灭体内的真菌。那么也就
可以解释为什么肿瘤（包裹的真菌）在应⽤MMS后会缩⼩。然⽽，
MMS似乎在⼏个⽅⾯引导许多癌症类型的患者直奔明显的改善。⾸
先，你必须知道，癌症患者通常很少直接死于癌症。他们通常死于肝
脏或肾脏衰竭，因为这些解毒器官不能再处理⼆次感染的细胞毒素，
⾝体的环境完全倾斜。
 

此外，接受过化疗的⼈的免疫系统完全被破坏，因此在体内形成了许
多这样的副感染，产⽣有毒的细胞毒素作为排泄物。这些都使病⼈感
到更加病态和虚弱。
 



MMS能迅速消除这些继发性感染，从⽽氧化并消除许多废物和细胞毒
素。此外，我们是氧化性⽣物，因为我们呼吸氧⽓，因此会燃烧糖。
然⽽，慢性病患者，特别是癌症患者的能量平衡运⾏在⼀个⾮常低的
⽔平。MMS激活了线粒体，即细胞中的发电⼚，使氧化过程重新开
始，⼈又有更多的能量可⽤。
 

癌症的主要原因是正常细胞的呼吸作⽤被糖类的发酵所取代。
 

在癌细胞中，线粒体被关闭，细胞通过酒精发酵获得能量，并产⽣更
多的周围组织的酸化，促进癌症⽣长。然⽽，MMS对线粒体的激活似
乎导致了癌细胞本⾝的程序性死亡（凋亡）--这种效果在与⼆氧化氯
的相对物⼆氯⼄酸（DCA）的实验中也被发现。
 

虽然这种⾃我毁灭的机制是⾃然界中每个细胞都有的，所以退化的细
胞会⾃我杀死，但在癌细胞中却被阻⽌了。所有现代的新癌症治疗⽅
法都试图在不损害健康细胞的情况下专门诱导这种细胞凋亡。MMS似
乎可以通过其释放的活性氧来完成这⼀任务。许多⼈使⽤MMS治疗癌
症也与她的正统药物平⾏，然后，然⽽，时间间隔为两到四⼩时。
 

MMS的这些多重效应似乎是许多长期重病患者和癌症患者在⾃我治疗
的头⼏天就已经头脑清醒，充满能量和⽃志的原因。当然，癌症不会
在三天内消失，但许多衰弱的继发感染及其毒素被中和，从⽽使肝脏
和肾脏得到缓解。此外，有更多的氧⽓，因此在体内有更多的能量。
 

因此，MMS在短期内提供了更多的⽣活质量和寿命。
 

当然，为了战胜癌症，MMS和MMS2的交替使⽤应该持续多长时间，
这总是取决于个⼈的情况。此外，其他伴随措施应始终被纳⼊到⾝体
的治疗中，但⾸先也是精神情感层⾯的。很多时候，精神情感上的冲
突或创伤是疾病的实际诱因。
 

⽤MMS可以使肿瘤消失--但这样就可以认为是治愈了吗？许多⼈已经
以完全健康的⽅式接受了常规或替代药物的治疗，⽽且往往在⼀两年



后复发，即所谓的复发。这种情况通常发⽣在你只治疗了⾝体，致病
的问题仍然存在，并再次促进了疾病的发展。
 

在我的第⼆本书《Back2Balance》中，我想详细介绍⼀下我所整理的⼀
种整体癌症疗法。第三本书《Back2Health》是关于精神情感技术，以
及如何使⽤这些技术来寻找和化解致病的旧负担。幸运的是，这⽅⾯
的技术越来越多，现在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幅度的效果。
 

对于癌症，仍有⼀些最近的发现需要考虑。⾸先，根据其开发者的说
法，PSA测试没有说明与癌症的关系。然⽽，传统医学正是通过这种
测试来决定前列腺癌是否需要治疗。
 

多年来，数以千计的⼈受到了惊吓和完全不必要的对待。对乳腺癌的
误诊和因此⽽产⽣的不必要的治疗似乎也同样多。在这⾥，预防似乎
更像是⼀种营销⼿段，以便更好地经济利⽤昂贵的设备。
 

然⽽，根据我的经验，从癌症中康复的最重要步骤是⾛出恐惧的幻
觉。恐惧使⼈失去了中⼼和平衡，从⽽失去了⼒量。此外，由于思想
的⼒量，反复的消极思想也会导致⾃我实现的预⾔，产⽣消极的结
果。
 

事实。
- 维基百科上关于Günther Enderlein教授博⼠的条⽬
- 书中未被承认的朋友或未知的敌⼈，玛丽亚-M。布莱克
- 书中的Candidalism，Ekkehard Sirian和Sabine Scheller
- 癌症是⼀种真菌，图利奥-西蒙奇尼博⼠的书
- PSA前列腺癌筛查是⼀个危险的骗局
- ⽂章 数以百万计的⼈被假意治疗 "癌症



2.2 MMS与阿尔茨海默⽒病、帕⾦森⽒病和痴呆症
 

根据最新的研究结果，特别是来⾃世界著名的替代医⽣克林哈特博⼠
的研究，以及来⾃著名治疗师乌韦-卡斯泰特的研究，⼈们不必为这些
类似于流⾏病传播的疾病寻找那么长的不祥的新起源模式。它们极有
可能只是由重⾦属、铝、草⽢膦（杀⾍剂）和其他环境毒素的中毒引
起的。
 

由于我们的⾷物和环境现在受到这些毒素的严重污染，所以病⼈总是
更年轻，因为桶⾥的东西确实当时满得更快。第⼀胎会⾃动得到母亲
⼀半的重⾦属暴露。例如，汞在神经和脑细胞中积累，并破坏其绝缘
的脂肪涂层。
 

因此，这些神经完全不再发射或完全不协调。MMS对重⾦属有氧化作
⽤，可以将其转化为⽔溶性盐类，由肾脏排出体外。然⽽，有更好的
⼿段和⽅法来消除重⾦属，这在第⼆本书Back2Balance中有解释。
 

⼀种完全天然的、经过科学研究的产品，是⼀种细胞内螯合剂（从细
胞内拉出有毒⾦属），被称为HMD™，能温和有效地去除重⾦属。它
在市场上已经有超过12年的时间，并得到了全世界许多从业者的充分
检验（www.detoxmetals.com）。
 

根据⼀项新的研究，据说特殊的杆菌参与了阿尔茨海默⽒症、糖尿病
和⼼脏病发作的发展。这将再次解释MMS/⼆氧化氯在这么多疾病中
的宽带效应。
 

事实。
- 图书《解毒⽽⾮中毒》，乌韦-卡斯泰特
- 书籍《我们⼤脑中的毒药》，医学博⼠迪特⾥希-克林哈特



2.3 MMS在精神障碍、职业倦怠和抑郁症⽅⾯的作⽤
 

当所谓的⽡砾妇⼥在第⼆次世界⼤战后回家时，房⼦往往被炸毁，丈
夫倒下，⼉⼦失踪。除了这些精神上的痛苦之外，也没有什么可吃
的。然⽽，这些妇⼥中很少有⼈有精神障碍。⼈类，从本质上讲，已
经可以忍受相当多的东西。
 

今天，你只需要稍微尖锐地看⼀下许多同时代的⼈，他们马上就会出
现倦怠、抑郁或其他精神问题。这不⼀定是由于今天的⼈抵抗⼒较
差，他们只是被毒害了，特别是如果除了重⾦属中毒外，肠道也受到
损害，例如，失衡或肠漏综合症。
 

我在⾃⼰的⾝上注意到，在肠⼦严重受损因⽽敏感的时候，我的⼼理
也⾮常薄情和敏感。随着肠道情况的改善，我的⼼理也再次加强。此
外，在这⼀领域应始终预期有寄⽣⾍的负担。
 

在这⾥也有⼀些病例报告给我，在经过MMS-/CDS-1000治疗后，最⼩
的寄⽣⾍离开了⾝体，然后出现了明显的改善。然⽽，在这⾥，
MMS/CDS只应在重⾦属排放和肠道菌群积累的情况下使⽤。另外，对
于双相情感障碍，MMS似乎也有明显的改善作⽤。
 

事实。
- DVD《铝制⽂件
- 图书《解毒⽽⾮中毒》，乌韦-卡斯泰特
- 书籍《我们⼤脑中的毒药》，医学博⼠迪特⾥希-克林哈特



2.4 MMS和⾃闭症
 

当凯丽-⾥维拉的⼉⼦被诊断出患有⾃闭症时，她⼀直处于否认状态。
她在这个问题上⾮常努⼒地⼯作，并成⽴了⼀个⽀持⼩组。多年来，
她完善了⾃⼰的饮⾷，并让⼩组中的两个孩⼦⼏乎没有症状。因为根
据正统医学对⾃闭症发展的以往解释，这应该是不可能的，所以她在
路上感到很受⿎舞。
 

然后她在MMS⼩组中遇到了吉姆-汉伯和安德烈亚斯-卡尔克博⼠。⾸
先，他们发现⼤多数⽗母总是在孩⼦接种疫苗后才注意到⾃闭症的特
征。这⾥显然是有联系的（另见《危险接种》⼀章）。但只有在双胞
胎中，其中只有⼀个在接种疫苗后发展为⾃闭症，安德烈亚斯-卡尔克
博⼠才能够发现第⼆个诱因，即寄⽣⾍的易感性。
 

⽤常规药物进⾏特殊的寄⽣⾍治疗，结合替代性的寄⽣⾍疗法和每天
的MMS/CDS灌肠，然后带来了突破性的进展。这种寄⽣⾍治疗⽅法在
第⼆本书Back2Balance中有更详细的讨论。通过对孩⼦们⾝体的清洁，
他们的ATAC分数（衡量⾃闭症程度的⼀种⽅法）也有所下降。
 

同时，全世界有超过150名⼉童从⾃闭症中解脱出来，可以重新或⾸次
正常上学，并回报⽗母的爱。根据我⾃⼰的经验，⽆论是药物治疗、
替代疗法还是⽤⼆氧化氯溶液进⾏肠道灌肠，都不会有任何痛苦或伤
害。媒体代表没有庆祝这⼀轰动性的突破，⽽是似乎想不出别的办
法，只能制造牵强附会的恐怖场景，甚⾄指责⽗母虐待⼉童。
 

例如，在美国和意⼤利，有⼏起针对疫苗制造商的损害赔偿诉讼被成
功提起，美国监管机构FDA也承认⾃闭症与疫苗接种之间存在联系。
 

顺便说⼀句：根据安德烈亚斯-卡尔克的说法，⾃闭症患者的许多症
状，如拍打双⼿，来⾃于寄⽣⾍。这些东西会产⽣过多的氨⽓，⾃闭
症患者的肝脏⽆法分解闻到。针对这种情况，⾷品补充剂L-鸟氨酸有
很好的帮助。这也是作为Ornithinaspartat的主要活性成分的药物Hepa-



Merz。它可以作为粉末溶解在⽔中并饮⽤，在急救医学中也可以静脉
注射。这⽴即结束了不断拍打⼿掌的情况。然⽽，必须定期服⽤，因
为每天在消化⾷物的过程中都会产⽣氨⽓。
 

事实。
- 书籍治愈⾃闭症第⼀部分，凯丽-⾥维拉
- 书籍治愈⾃闭症第⼆部分，凯丽-⾥维拉
- 书籍治愈是可能的，安德烈亚斯-卡尔克博⼠
- 图书《解毒⽽⾮中毒》，乌韦-卡斯泰特
 

在2014年汉诺威健康精神⼤会上的发⾔
- ⾃闭症，环境污染与排毒，迪特⾥希-克林哈特博⼠
- ⼆氧化氯、疫苗接种和⾃闭症，安德烈亚斯-卡尔克博⼠
- 治愈⾃闭症, Kerri Rivera



2.5 MMS和超重/溜溜球效应
 

谈到肥胖的话题，许多⼈⾸先想到的是性格上的软弱，不能适度地吃
什么和吃多少。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真的。但也有另⼀个⾮常有趣
的解释模式，为什么有些⼈表现出这样的⾏为，或者在所有的饮⾷中
都要处理溜溜球效应，并倾向于增加体重。
 

这个模型假设重⾦属中毒。针对重⾦属，我们的⾝体没有消化酶，⽽
且排毒器官肝、肾、肺、肠和⽪肤也不能处理毒素，或不能达到⾜够
的程度。现在⾝体出现了问题，因为⾎液和组织中的⾼浓度重⾦属破
坏了⼏乎所有的⽣化反应，因此危及⽣命。
 

因此，如果⾝体不能排泄或中和对其有毒的物质，剩下的唯⼀策略就
是安全储存。因此，⾝体在⽪肤下形成脂肪细胞，尽可能远离⼼脏和
⼤脑，并在其中储存重⾦属。脂肪储存在重⾦属周围，并在最⼤程度
上使其有害影响失去活性。
 

如果不是因为⼈和镜⼦或天平，问题现在就可以暂时解决了。男⼦认
为⾃⼰太胖，开始禁⾷治疗和体育活动。没有重⾦属中毒的⼈可以通
过饮⾷和运动⾮常迅速地⼤幅降低体重，⽽且在节⾷后也能毫⽆问题
地保持体重。另⼀⽅⾯，⼀个中了重⾦属毒的⼈，在很长⼀段时间内
不会发现饮⾷有任何效果。
 

只有当他收紧饮⾷，做更多的极限运动时，才会出现第⼀次成功，因
为⾝体不想溶解不愉快的脂肪细胞，把重⾦属释放回⾎液中。因此，
中毒的⼈要么过早地放弃禁⾷，带着多余的体重⽣活，要么加强他的
措施。如果他后来明显地减轻了体重并结束了剥夺性的饮⾷，那么体
重很快就会回来。
 

饮⾷后，你的性格是坚强还是软弱，这并不重要。⾝体拼命想重建脂
肪细胞，以便再次安全地沉积重⾦属。这⾥只有重⾦属放电才有帮
助。MMS在长期服⽤时可以氧化重⾦属，从⽽使其通过尿液排出体



外，但还有其他更有效的⽅法。这些都在第⼆本书Back2Balance中详细
描述了物理层⾯上的清洁措施。
 

事实。
- 图书《解毒⽽⾮中毒》，乌韦-卡斯泰特
 

2.6 MMS和糖尿病
 

众多成功治愈糖尿病的案例也是⾮常有据可查的。但这并不是因为
MMS可以专门针对这种疾病做⼀些事情。MMS只清洁⾝体或体液中的
致病病菌。如果这导致糖尿病也被治愈的事实，那么病菌和胰腺炎症
很可能是其原因。
 

如果消除了病菌，从⽽消除了炎症，通常会重新产⽣⾜够的胰岛素，
并且可以越来越多地省略外部添加的胰岛素。想看众多国际案例研究
之⼀的⼈，应该在YouTube.com上搜索⼀下MMS和糖尿病，或者看看
我们在mms-seminar.com⽹站上的400多个视频测试。
 

事实。
- 视频见证治疗糖尿病的⽅法



2.7 MMS和疟疾
 

2012年底，三个独⽴的国际摄影⼩组记录了在乌⼲达的⼀个红⼗字会
站进⾏的疟疾研究。在四天的时间⾥，781⼈接受了检查，其中154⼈
感染了疟疾。⾸先⽤常规疟疾快速检测法确定感染情况，然后通过显
微镜下的⾎液检测明确确认每个阳性疑似病例。有些⼈甚⾄出现了五
种可能的疟疾病原体中的两种的双重感染。
 

所有成⼈都被给予单剂量的18滴激活液，所有⼉童都被给予9滴激活的
MMS饮⽤。24⼩时后，154名经证实的疟疾患者中只有11⼈的疟疾检测
结果呈阳性。所有其他⼈都是有症状和⽆症状的。仍然受到感染的11
⼈报告说没有喝完，或者在服⽤后不久就呕吐。他们在监督下接受了
相同剂量的第⼆剂，第⼆天也都没有疟疾。
 

然⽽，这项有据可查的疟疾研究在⼀份电视报道中受到了质疑。据
称，没有证据表明MMS在24⼩时内治愈了疟疾，因为没有医⽣在场证
实这⼀点。这种说法可以被现有的签名、照⽚和⽂件完全反驳。然
⽽，另⼀⽅⾯，电视报道中承认，所有疟疾患者在服⽤MMS后实际上
已经没有症状。这⼀切应该如何发⽣？直到今天，正统医学也⽆法在
这么短的时间内让疟疾患者没有症状。
 

事实。
- 疟疾研究，2012年，乌⼲达



2.8 MMS和流感
 

流感是这⾥的⼀个特例。我亲⾃问过吉姆-汉博，为什么MMS或CDS可
以使许多⼈的流感快速痊愈，但对其他⼈却⼏乎没有任何改善。吉姆
解释说，流感可能有两种不同的原因。他说，⼀个原因是实际的病
菌，⽽这正是MMS可以帮助快速击败感染的地⽅。另⼀个原因往往与
⾝体和精神上的过度劳累有关，时间太长，不允许⾝体恢复。
 

这种流感在症状上也感觉类似，但在这种情况下，⾝体会坚持得到它
所需要的休息。这真的只剩下卧床休息了。事实上，我⾃⼰后来也有
这样的情况。我在晚上出现流感的第⼀个迹象时，在睡觉前应⽤克拉
拉6+6⽅案。很多时候，我已经能够简单地阻⽌迎⾯⽽来的流感。然
⽽这⼀次，头痛和四肢酸痛依然存在，并且继续流⿐涕。



2.9 危险的疫苗接种
 

以前不那么常见的疾病，如婴⼉猝死综合症、多动症、⾃闭症、神经
性⽪炎、过敏和不耐受等疾病的急剧增加，越来越清楚地表明与多种
疫苗接种有直接关系。这需要更仔细地研究。
 

根据该理论，⼀个⼈接种了部分被杀死的病毒，在没有⽣病的情况下
产⽣了免疫反应，然后就能保护⾃⼰不受后来的真正感染。显然，这
根本不起作⽤，因为在此期间，⼈们已经默契地改⽤活疫苗，也就是
说，如今注射的是鸡卵培育出来的活病毒。这似乎也不起作⽤，因为
现在必须在疫苗中加⼊所谓的效果增强剂，才能引起⾝体的反应。
 

然⽽，这些活性增强剂由引起过敏的铝和汞化合物组成，其使⽤的浓
度对婴⼉和⼉童来说⽐成⼈对这些物质的限制⾼200倍。即使这样，似
乎仍然没有⾜够的效果，因此最多可以⽤同⼀活性成分接种三次疫
苗。
 

相关的后果，特别是对⼀个正在成长的⾝体来说，实际上是可以预见
的，但却被完全否认。由于MMS/⼆氧化氯能够安全地杀死所有已知
的病毒，因此，接种疫苗的意义完全受到了质疑。尽管统计学上的概
率很低，但所有健康⼉童都必须接种所有已知病原体的疫苗吗？还是
只有少数病⼈⽤MMS治疗就⾜够了？



关于疫苗接种的关键问题。
 

为什么接种疫苗的反对者或拒绝接种者会被排斥并被列为危险分
⼦？如果接种疫苗真的有效，未接种疫苗的⼈怎么会危及接种疫苗
的⼈？
 

为什么他们不给我看疫苗的包装说明？
 

为什么今后不再允许医⽣看到这份包装说明？
 

为什么在上⼀次⿇疹爆发期间，⼏乎所有患病⼉童都适当地接种了
三联疫苗？
 

为什么奥巴马要通过⼀项法律，保护所有的疫苗制造商免受任何责
任索赔？
 

为什么疫苗是以这些病毒的⾮典型⽅式（通过注射）输送到体内
的？
 

为什么婴⼉在两岁之前要接种疫苗？他们⾃⼰的免疫系统，可以从
疫苗接种中学到⼀些东西，但在这个时候还没有形成!
 

如果两岁以下的⼉童的⾎脑屏障尚未形成，因此重⾦属可以直接到
达⼤脑，那么为什么还要为他们接种疫苗？
 

为什么数以万计的⼠兵被强⾏注射了药物⾓鲨烯，并在今天患上了
海湾战争综合症？
 

为什么⽬前国家在联邦共和国培训这么多的疫苗接种顾问？
 

为什么⽐尔-盖茨的第⼀批疫苗会秘密地含有使⾮洲妇⼥不孕的激
素？
 

为什么⽐尔-盖茨要为第三世界接种疟疾疫苗？有⼀种廉价的、百
分之百有效的MMS疗法可以使⽤，不是吗？



 

事实。
- 书 我们不接种疫苗!, Michael Leitner
- 视频 我们不接种疫苗!, Michael Leitner



2.10 获得MMS成功的疾病列表
 

这是⽤MMS、CDS、CDSplus、⼆氧化氯和DMSO成功进⾏内部和外部
治疗的不完整清单。事实证明，⽂明社会的⼤多数流⾏性传播疾病可
能是由于感染、缺乏和中毒造成的。
 

艾滋病/艾滋病毒
痤疮
光化性⾓化病
敏感症
过敏性⽀⽓管曲霉病
阿尔茨海默⽒病
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 ALS
阿⽶巴痢疾
⼼绞痛
强直性脊柱炎
贫⾎
炭疽病
Aphthae
窒息症
关节炎
⾻关节炎
哮喘
Atheroma
⾃闭症
眼睛疾病和视觉障碍
⾃⾝免疫性疾病
绦⾍感染
基底细胞癌
胰腺疾病
胰腺癌



巴⾦病
巴顿⽒病
β地中海贫⾎症
双相情感障碍
膀胱感染
⾎海绵
瘀伤
⾼⾎压
莱姆病
⽀⽓管炎
乳腺癌
乳腺炎
念珠菌病
奇昆古尼亚病毒感染
慢性盆腔疼痛综合症 CPPS
慢性抑郁症
慢性肥胖症
慢性疲劳综合征
慢性肾脏疾病
慢性淋巴细胞⽩⾎病
颈椎病综合症
溃疡性结肠炎
CORONA/COVID-19 感染
库欣⽒症候群
泪囊炎
⼤肠癌
腹泻
登⾰热
糖尿病I型和II型
憩室炎



跖疣
循环障碍
湿疹
埃普斯坦-巴尔病毒病
普通感冒
结节性红斑
纤维肌痛
发烧
疖⼦
⼦宫颈癌
关节疼痛/炎症
黄热病

兰⽒    贾第⾍
痛风
淋病
流感
⽡⽚
听⼒损失
脱发
痔疮
咽喉肿痛
尿毒症
⽪疹
⽪肤真菌
⽪肤癌
酵母菌感染
Heliobacter
甲、⼄、丙型肝炎
唇疱疹，⽣殖器疱疹
带状疱疹
⼼悸



⼼律失常
炎症性⼼脏疾病
花粉症
⼈乳头瘤病毒(HPV)
脑膜炎
甲状腺功能亢进症
坐⾻神经痛
特发性扩张型⼼肌病
间质性膀胱炎
昆⾍咬伤
龋齿
腕管综合症
⽩内障
颚部炎症
⾻骼疼痛
⾻癌
咽喉炎
膝关节疼痛
结膜炎
尖锐湿疣
头痛
静脉曲张
各种癌症
⾷物中毒
瘫痪
利什曼病
⿇风病
⽩⾎病
⽩细胞增多症
⽩细胞增多症



肺炎
肺癌
红斑狼疮
淋巴瘤
莱姆病
胃溃疡
胃肠道感染
疟疾
扁桃体炎
巨型⾷道
⿊⾊素瘤
脑膜炎
⾻骼中的转移
转移性乳腺癌
偏头痛
克罗恩⽒病
库欣⽒病
莫吉隆斯症
MRSA感染
Dupuytren's 疾病
蚊⾍叮咬
疲劳
多发性⾻髓瘤
多发性硬化症（MS
肌⾁风湿病
肌⾁紧张
肌⾁疼痛
肌⾁拉伤
肌⾁紧张

肌萎缩    症



⼼肌梗塞
⽀原体疾病
肌瘤
指甲真菌
指甲疾病
疤痕问题
⿐塞
⿐窦炎
荨⿇疹
神经性⽪炎
神经病变
肾脏疾病
肾脏结⽯
肾脏衰竭
肾炎
诺⽡克病毒感染
⽔肿
打开腿
⽿部感染
⾷道疾病
⾻质疏松症
⾻质疏松症
⾻⾁瘤
卵巢囊肿
⽛周病
寄⽣⾍侵袭
帕⾦森病
伞状病毒
接吻病
挑选



⿐窦霉菌病
真菌性疾病
花粉过敏
多发性关节炎
前列腺炎
⽜⽪癣
Q热
不宁腿综合症
膀胱易激惹
肠易激综合征(IBS)
视⽹膜母细胞瘤
风湿性疼痛
风疹
鲁尔
⾁毒杆菌病
猩红热
甲状腺疾病
滑囊炎
重⾦属中毒
脊柱侧弯
⽜⽪癣
猪流感
败⾎症
志贺⽒菌病（痢疾
镰⼑型细胞贫⾎症
⿐窦炎
胃灼热
阳光过敏
鹅⼜疮
⽣殖器疱疹



椎管狭窄症
紧张性头痛
强直性脊柱炎
声带⿇痹
额窦炎
额窦炎
梅毒
肺结核 (TBC)
破伤风
⾎⼩板减少症
⽿鸣
扁桃体炎
三叉神经痛
肿瘤
伤寒症
超重
不相容性
⽪肤灼伤
⽪肤灼伤
中毒事件
⼼房颤动
尖锐湿疣
尿布⽪疹
⽔痘
伤⼜愈合失调
⽛龈出⾎
⽛龈炎症
⽛根炎症
⽜蜱叮咬
肝硬化



囊肿
囊肿性纤维化

 

这份清单在技术上既不正确也不完整。然⽽，它确实表明⼤多数疾病
是由病菌或中毒引起的。⼆氧化氯可以安全地解决这两个问题。乍⼀
看，⼈们会怀疑⼀个药⽅应该是这样⼀个全能型的药⽅。但MMS实际
上只是清洁了⾝体的⽔分，⼤多数疾病都会消失。
 

我并不声称，如果你有上述疾病之⼀，MMS将对你百分之百有效。这
将需要对每个个案进⾏⼤量的循证双盲研究。此外，疾病发展的原因
往往是⾮常多样化和个性化的。对⼀个⼈有很⼤帮助的东西，对另⼀
个⼈也有⼀点帮助，⽽第三个⼈则完全没有。关于这个问题的更多信
息，请见下⽂。
 

然⽽，有许多个⼈报告或总结的经验报告，⾄少可以给⼈以希望。每
个⼈⾄少应该对这些经验有所了解。⽆论⼈们是决定⽀持还是反对这
种⽤MMS进⾏的⾃我治疗，每个⼈都要以⾃我负责的态度决定。
 

结论：在世界各地的诊所中，有许多经证实的、成功的MMS/⼆氧化
氯治疗⽅法。然⽽，基于证据的双盲研究很少，除此之外，还因为每
个⼈都可以通过味道和⽓味⽴即区分⼆氧化氯溶液和⽆效的对⽐溶
液。
 

事实。
- Seegarten诊所 瑞⼠
- 疟疾研究
- 书籍《MMS⼿册》，Antje Oswald博⼠医学博⼠
- 经临床测试的图书MMS



2.11 CDS和电晕⼤流⾏
 

危机的背景
2020年的开始是来⾃中国的坏消息。在那⾥，⼈们像苍蝇⼀样在街上
死去。据称，⼀种变异的病原体从武汉⼀个每周⼀次的动物市场上的
蝙蝠跳到了⼈类⾝上。然后它发⽣得⾮常快，突然间我们有了⼀个世
界性的⼤流⾏病，对⽇常⽣活有相当⼤的限制。我们在这⾥对政治背
景不感兴趣，⽽是对健康⽅⾯感兴趣。
 

许多病⼈死于呼吸道综合症。肺部是这⾥的重点，肺泡中的摄氧量可
能受到了⼲扰。在2020年底，我的情况是这样的。在欧洲的许多国
家，特别是在德国，我们有⼀个媒体⼤流⾏，⽽不是⼀个健康⼤流
⾏。所有媒体都充斥着越来越多的感染者和死亡⼈数。同时，所使⽤
的PCR测试--据其发明者称--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检测出感染、疾病或感
染的风险。
 

据统计，2020年德国的所有死亡⼈数也不⽐往年⾼。许多其他欧洲国
家的情况也是如此。许多专家提出抗议，但没有被听到。他们顽固地
继续执⾏禁闭计划，因此许多⼈称这种⼤流⾏病为瘟疫。医院和急诊
室在第⼀波中是完全空的。所以不可能有危险的病毒在路上。有些⼈
把它⽐作带有并发症的普通流感。
 

然⽽，我从墨西哥和玻利维亚等南美国家收到了完全不同的报告。在
这⾥，据说有数以万计的⼈，包括数以千计的医⽣，实际上已经死
亡。即使是他们的专业⼜腔保护，显然也对他们没有好处。显然，这
⾥⼀定有其他原因。这是否是⽇冕病毒的另⼀个变种，另⼀种⽣物或
化学武器，甚⾄是由辐射引起的，甚⾄我现在都不能确定。
 

最新的移动电话标准，即5G，也可以在60GHz范围内传输--众所周
知，在这个频率下，肺泡中的氧⽓摄取会受到严重影响。在任何情况
下，⼤多数病⼈都有因缺氧⽽窒息的危险。在这⾥，⼀些医⽣想起了



安德烈亚斯-卡尔克在⼤多数南美国家举办的许多MMS讲座。他们联系
了他，他确认CDS可以提供帮助，并且肯定不会对病⼈造成伤害。
 

直到⼀些医⽣、政治家和将军⾃⼰得了重病，通过⼜服⼆氧化氯溶液
全部康复，才有了MMS的突破性进展。在玻利维亚，甚⾄匆忙通过了
⼀项法律，明确允许⼆氧化氯⽤于治疗科维德19号病⼈。现在⼤学开
始⼤量⽣产⼆氧化氯，并在⼈群中⼴泛分发。从每天160⼈死亡，最终
使这个数字下降到每天只有6⼈死亡。随后，安德烈亚斯-卡尔克在这
些国家的⼏乎所有电视台都接受了采访。阿根廷电视节⽬主持⼈
Viviana Canosa在她的⼴播结束时喝了⼆氧化氯溶液，并对此说："我不
是在推荐，我是在向你展⽰我在做什么。«
 

来⾃20个国家的4000多名医⽣成⽴了国际协会www. COMUSAV.com，
因为他们都在超过150,000名COVID-19患者⾝上成功使⽤了CDS/⼆氧
化氯溶液。他们在短短四天内就实现了对这些病⼈⼏乎百分之百的治
愈--⽽且没有任何副作⽤!如果你能成功地治疗病⼈，你还需要全世界
的疫苗接种吗？
 

我的结论是：这种⼤流⾏病⾄少有两个不同的触发因素。其中⼀个是
危及⽣命的，甚⾄是致命的。该疾病是否具有传染性或由战剂或辐射
的传播引发，最终并不重要。⼈们可以⽤⼆氧化氯来预防和急性避免
危险，安全地度过这次攻击。
 

因此，从现在起，我建议每个读到这篇⽂章的⼈都要充分储备经典的
MMS和CDS/CDSplus。当封锁再次开始时，包裹服务将超负荷运转，
或者像第⼀波时那样，对⼀些国家直接关闭。因此，现在就确保你的
库存!
 
 

⼆氧化氯对电晕病毒真的有效吗？

⽆论你是否相信MMS/⼆氧化氯，这⾥有⼀些应⽤，任何⼈--即使是最
坚定的MMS批评者--都可以做，以保护⾃⼰和家⼈。中国的⼀项研究



证明，⼆氧化氯可以在40ppm（更新：不是3ppm）（百万分之⼀）的
极低浓度下安全地杀死电晕病毒。这项名为 "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
相关冠状病毒耐药性研究 "的研究始于2005年6⽉，只涉及到当时为⽌
的所有已知冠状病毒。是的，该研究只证明了⼆氧化氯，即使是微量
的，也可以在体外消除⾎液、尿液和粪便中的病毒。这些成功是在体
外进⾏的，是在⾝体之外进⾏的!然⽽，从科学上讲，也有很⼤的合理
希望，即它也可以在体内，也就是在⾝体内部有所帮助。在任何情况
下，⼆氧化氯似乎是⼀种⾮常好的消毒剂，可以对付冠状病毒。该研
究报告在⽹站上有链接：www.mms-seminar.com。
 

基本上，本书迄今为⽌所描述的MMS/⼆氧化氯可以⽤于⽇常⽣活中
的许多领域的消毒。以下是⼀些例⼦。详细的应⽤在本书的相应章节
有详细解释。
 

⾷品消毒
在⼀些国家，⼆氧化氯被⽤来对⽔果、蔬菜、⾁类和鱼类进⾏消毒。
例如，在⼲净的厨房⽔槽中注⼊冷⽔，激活约10滴MMS，持续45秒，
然后将其加⼊⽔中。现在，⼈们将⾷物在其中浸泡⼀到两分钟。现在
已经完全消毒了，如果蔬菜上还有草⽢膦（通常在收获前喷洒），也
会被氧化掉。⼩的令⼈愉快的副作⽤：莴苣和黄⽠头现在在冰箱⾥可
以保存10天以上，然后仍然是新鲜收获的脆⽪。
 
 

对物体和表⾯进⾏消毒
为此，MMS和CDS、CDL、CDSplus都可以作为消毒剂使⽤。可能的过
量服⽤是⽆害的。因此，例如在⼀升冷⽔中滴⼊20滴激活的MMS。请
⽤⼆氧化氯溶液擦拭物体，让其反应约30秒。
 

对汽车和房间进⾏消毒
这只有在使⽤经典的MMS时才有可能，⽽在使⽤CDS、CDL或CDSplus
作为消毒剂时则不可能。重要提⽰：在熏蒸过程中，⼈或动物不得在
房间或汽车内。事后请做好通风⼯作!在这⾥，两种物质混合在⼀起



（每种物质⼤约20⾄30滴），不加⽔，因此不断产⽣⼆氧化氯⽓体，
它在封闭的空间内分布，并以⼩浓度对⼀切进⾏消毒。
 

对洗⾐房、洗⾐机和烘⼲机进⾏消毒
通常情况下，洗涤剂和温度应⾜以杀死许多病菌。如果你还想确定，
可以取6滴激活的MMS加⽔，将混合物倒⼊最后⼀次漂洗循环。对于
烘⼲机，⽤布蘸取少量这种溶液，扔进空的烘⼲机并开始运⾏。这可
以对设备的所有空⽓通道进⾏消毒。之后，电器的⽓味是中性的，又
像新的⼀样。
 

消毒双⼿
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建议⾄少有30ppm。这样的⼆氧化氯⽔溶液可以
⽤来洗⼿。最好的⽅法是使⽤泵式喷雾瓶：在你的⼿上喷⼏⼜，然后
擦上。
 

消毒⾯部
同样的喷雾剂可以在闭上眼睛的情况下喷在脸上，并进⾏摩擦。
 
 

消毒眼睛
⼀位中国医⽣说，他⼀直戴着护齿，但还是被感染了。他怀疑是通过
眼睛被感染的。在这⾥，⼈们可以制作⾮常弱的CDS溶液--请不要使⽤
MMS溶液，因为溶液中会有酸性残留物。例如，在⼀个10⾄20毫升的
移液瓶上取1⾄2毫升CDS。现在你向每只眼睛滴⼊1⾄2滴，并等待1⾄
2分钟。它不会因为⼆氧化氯⽽燃烧，⽽是因为溶液中没有盐分。此
外，正常的⾃来⽔也会灼伤眼睛，例如洗澡时。
 

⼜腔和喉咙消毒
任何与其他潜在感染者接触过的⼈或在同⼀个房间⾥呆了很长时间的
⼈都应该冲洗⼜腔和喉咙。
 

对空⽓、呼吸道和⽀⽓管进⾏消毒



较深的⽓道是⽀⽓管和肺。为此，再次使⽤带有泵式喷头的溶液，向
空⽓中喷洒雾⽓。现在吸⼊这股雾⽓。这可以重复3到5次。
 

⾝体清洁，内部
到此为⽌，每个怀疑MMS的⼈仍然可以跟随，⽽不必放弃他的观点。
但是，如果病原体⼀旦进⼊⼈体，⽽又没有合适的药物或疫苗，怎么
办？即使这些⼀夜之间开发出来的药品和疫苗可以使⽤，但如果没有
原本漫长的测试，它们的安全性如何呢？因此，对于每个⼈来说，根
据吉姆-汉博的说法，⾃我指导的⾃我治疗可能是有意义的。这是每个
⼈必须⾃⼰决定的事情。为了使⾃⼰在这⾥不做错事，不伤害⾃⼰，
必须完全读完这本免费电⼦书。
 

消毒⼜罩
你不⼀定⾮要花⼤价钱去洗布制⼜罩。⽤⼆氧化氯消毒要快得多。你
在⼀个⼩玻璃碗中各激活4⾄5滴，不加⽔。然后你把⼜罩放在这个碗
旁边，⽤⼀个更⼤的沙拉碗覆盖所有东西。⼤约10分钟后，⼜罩就被
⽓体百分之百地消毒了。
 

事实。
链接到该研究
 
https://mms-seminar.com/wp-content/uploads/2019/02/Study-coronavirus-
clo2.pdf

 



3个MMS在动物身上的成功案例
 

在⼈类⾝上的MMS应⽤通常可以转移到动物⾝上，除了⼀些特殊功
能。许多有兴趣的⼈在已经没有希望的情况下，出于绝望⽽给他们的
动物服⽤了MMS（被兽医放弃）。然后，当他们惊奇地看到它是如此
有效时，他们往往决定⾃⼰使⽤它。由于我已经很久没有养过宠物
了，所以我就这个问题向Steffi Rein寻求专家意见。她是Facebook动物
彩 信 群 的 创 始 ⼈ 和 管 理 员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mms.tiergruppe/），并提供动物能
量交流以及其他动物替代治疗⽅法（http://www.energetik-sr.de）。以
下是她的经验总结和建议。
 

负责任地使⽤MMS和CDS的重要注意事项
请不要混淆MMS和CDS，CDS的剂量要⾼得多。激活的MMS或其单⼀
成分都不可能是纯的，因为它可能会被腐蚀（含酸），因此⼀定要⽤
⽔稀释。另⼀⽅⾯，CDS是⼀种pH值为中性的溶液，但也是⽤⽔稀释
的。以这种⽅式稀释的溶液通常⽤注射器抽出，没有插管，并对动物
进⾏⼜服。
 

MMS和CDS不属于饲料中!
如果动物不喜欢接受纯净的⼆氧化氯⽔溶液，你可以把它混在⾁汤或
奶油中。请总是先⽤加⽔的⽅式停⽌经典MMS的激活，然后将其加⼊
这些液体中。Steffi还⽤⼀些⽔再次稀释了CDS。
 

所需⽔量
她建议从1滴激活的MMS中加⼊⾄少10毫升的⽔给动物，最好更多。
滴数越⾼，应该加的⽔越多。根据她的经验，⼈类和⼤狗通常不需要
超过2滴MMS，或每⼀剂不超过4毫升的CDS。对于CDS来说，这取决
于制造商。使⽤不稳定的CDS时，例如4滴只需要1毫升⽔，⽽稳定的
CDSplus由于味道问题，这4滴⾄少需要2毫升⽔。
 



剂量建议
它总是从最⼩的量开始，然后慢慢增加。MMS/CDS要⽤多长时间取决
于疾病和动物的整体状况。年轻和健康的动物永远不要给它超过⼀到
两周的时间。因此，国防系统也可以做出⾃⼰的贡献。如果因为癌症
等原因必须在较长的时间内服⽤，她建议在⼤约三周后休息⼀下，为
⾝体提供抗氧化剂，然后再开始使⽤最⼩量的MMS或CDS。通常每天
给两到三次MMS就⾜够了，因为MMS在接下来的⼏个⼩时⾥也能在动
物胃⾥产⽣⾼达7倍的⽓体。
 

3.1 ⼩动物的协议
 

对于⼩动物，如兔⼦、天竺⿏、鸟、仓⿏等，Steffi Rein建议使⽤
CDS。根据动物的⼤⼩，在严重的情况下，1/2到4滴，每天⼤约3到5
次，持续1到3周是⾮常有效的。否则，在⼀到两周的时间⾥，每天两
次相同的单次剂量就⾜够了。
 

3.2 猫和⼩型⽝的协议
 

猫咪
根据她⾃⼰在猫咪共济失调和其他传染病⽅⾯的经验，她制定了⾃⼰
的猫咪⽅案。她的CDS猫咪⽅案的剂量也适合任何癌症。从经典的
MMS来看，1/4滴对猫来说⾜够了，其制备⽅法如下：激活1滴，等待
45秒后，加⼊约20毫升的⽔。然后⽤注射器从该溶液中抽取5毫升，可
以作为单次剂量给药。其余的根本没有⽤于动物。
 

适⽤于轻微的酸痛和疼痛
每天给3个剂量。前两剂开始时，各滴4滴CDS（3000ppm或0.3%）。从
第三剂开始，以后的剂量每次增加⼀滴，最多不超过12滴。你可以选
择在早上、中午和晚上给这3个单剂量，或者采⽤强化⽅案，将这3个
剂量只间隔⼀个⼩时（类似于Andreas Kalcker博⼠的强化⽅案）。这样
你就可以更有效地利⽤⼀天的时间，例如在早上给顺势疗法，然后在



晚上应⽤强化⽅案并在饲料中添加吸收剂。我们使⽤愈伤⼟、沸⽯或
膨润⼟作为吸收剂，每⼀种在饲料中约为半茶匙。
 

⽤于传染病和危及⽣命的疾病，如癌症
从这⾥开始的前3天，每天5⾄7次的剂量。前两剂以4滴CDS开始，从
第三剂开始，每次增加1滴，此处最⼤剂量为20滴。从第四天开始，每
天三次，持续⼀周。然后再给最⼤剂量，每天两次，持续⼀周。
 

协议是很好的指南；然⽽，实践表明，根据个别动物的情况对其进⾏
调整可以产⽣最好的结果。
 

对于像巴⽒杆菌病这样的疾病，表现为剧烈的腹泻，不应⽴即使⽤
MMS或CDS，但应给予药⽤煤。只有当腹泻消失后，才可以给MMS和
CDS，但此时请延时，并再次在饲料中加⼊上述吸收剂之⼀。



3.3 中型和⼤型⽝的协议
 

CDS的单次剂量可以从1毫升增加到4毫升，MMS请从半滴增加到最⼤2
滴。如果是传染病、"地中海疾病"（例如利什曼病）、癌症和代谢性
疾病，Steffi Rein建议每天服⽤MMS或CDS两到三次，持续3周。另外，
在这⾥要考虑到许多毒素在体内的事实，因此也请在这⾥总是给⾷物
添加吸收剂。
 

3.4 ⻢匹的协议
 

Steffi⾃⼰也喜欢对马匹使⽤CDS。她开始时每次剂量为4毫升，然后可
以根据马的⼤⼩增加到10⾄20毫升。经典的MMS应从5滴增加到最多20
⾄30滴。从最⼩的量（4毫升CDS和5滴MMS）开始，请⾄少⽤250毫升
⽔⼯作。在使⽤MMS时，如果剂量较⾼，加⼊1⾄2滴DMSO会有帮
助。有了这个，就可以防⽌氯酸盐的形成（见DMSO⼀章）。同样，
增加多⾼的剂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给MMS或CDS的频率和时
间，以及还可以为动物做什么。由于马不能呕吐，我们甚⾄不应该在
这⾥冒险来⼀个恶⼼的极限。根据她⾃⼰的经验和她在Facebook上的
MMS-动物⼩组的报告，她可以说，严重的疾病，如马蹄癌、跛⾜症及
其后果、代谢性疾病、过敏、传染病等，可以⽤这⾥已经提到的程序
⾮常成功地治愈（给药三周，每天两到三次，然后休息两到三周，然
后再次给药三周，同样从最⼩的量开始）。她治疗的⼀匹莱姆病的马
只⽤了⼀个星期的MMS，从5滴增加到20滴。在服⽤MMS后，出现了
明显的改善。
 

虽然斯蒂菲是MMS的忠实粉丝，但她从不孤⽴地⽤⼀种药⽅或⽅法进
⾏治疗，⽽总是全⾯地进⾏治疗。这是确保不仅明显症状消退，⽽且
找到并解决实际原因的唯⼀途径。
 

3.5 反刍动物的协议
 



反刍动物不能⼜服MMS或CDS，因为⽬前还没有完全弄清楚林胃的肠
道菌群会被扰乱到什么程度。也不清楚我们是否能达到任何效果，因
为⽓体通过反刍再次出去，在它进来的地⽅，甚⾄可能被吸进去。因
此，绵⽺、⼭⽺和⽜的治疗⽬前仍属于已经有⾜够灌肠和输液经验的
专业⼈员。然⽽，我们可以⾃⼰治疗乳房炎症，将10滴MMS激活，注
⼊200毫升的⽔，⽤这种溶液冲洗乳头的乳管，例如⽤不带针头的注射
器。
 

伤⼜治疗
在动物可以⾃⾏舔舐的地⽅，请始终像给动物内服⼀样准备混合物。
否则，你可以将10到20滴MMS混合到100到200毫升的⽔中。如果她不
能喷洒混合物，她喜欢使⽤纸质⼿帕，将其浸泡在溶液中，在要治疗
的地⽅保持⼏分钟。在她看来，CDS对于外部治疗来说并不那么好，
因为它出⽓太快了。
 

如果你不能给动物⽤MMS或CDS，⽽⽤奶油或⾁汤服⽤，该怎么办？
那么可以在这⾥例外地只将亚氯酸钠溶液NaCIO2单独放⼊⽔中，饮⽤
时它会与胃中的盐酸⼀起激活，并产⽣所需的⼆氧化氯⽓体。然⽽，
这是⼀种延迟的⼆氧化氯形成形式，不能直接与活性MMS相提并论。
1到5滴⽔到250到500毫升，或6到10滴⽔到1升⽔将是他们在这⾥的良
好建议。
 

在动物⾝上处理MMS和CDS的常见错误
如果⽔加得太少，可能会使动物在将来因为味道⽽拒绝MMS。如果剂
量过⼤，然后出现腹泻或呕吐，动物就会不愿意再接受MMS，因为它
与此有关。如果不加吸收剂，动物的情况更加糟糕，这也会导致未来
MMS被拒绝的事实。德⽂：上帝知道，动物并不愚蠢!
 

尽管Steffi Rein实际上只喜欢其他温和的补救措施和⽅法，如顺势疗
法、舒斯勒盐和巴赫花，除了能量治疗⼯作外，她喜欢经常使⽤
MMS/CDS。通过⽣物能量测试程序，她通常会测试出所有可能的补救
措施，特别是针对各⾃的动物。这⾥的测试程序很好地显⽰了MMS和



CDS对动物的适⽤性和/或益处。因此，她也遇到了它的微妙效果，随
着时间的推移，她学会了欣赏。我们的动物⽣病或抱怨，与主⼈和他
的问题有很⼤关系。有时，主⼈的冲突的解决会导致动物的疾病得到
治愈。这就是为什么斯蒂菲经常把主⼈和动物作为⼀个整体来对待。
更多信息请见她⾃⼰的⽹站www.energetik-sr.de。
 

越来越多的兽医在使⽤⼆氧化氯时没有⼤惊⼩怪。毕竟，拯救⽣命和
减轻痛苦才是最重要的。以下是⼀位兽医最近的报告，他将此事公之
于众，惹上了当局的⿇烦，然后表现出道德上的勇⽓。



3.6 被⼆氧化氯说服的兽医
 

汉堡著名的兽医Dirk Schrader⽤各种⽅法治疗动物，包括⽤⼆氧化氯，
⾮常成功。在1万欧元罚款的威胁下，他被命令⽴即停⽌使⽤⼆氧化氯
溶液进⾏处理。他随后进⾏了反击，对这⼀决定提出了异议。他使⽤
⼆氧化氯治疗，⼀⽅⾯是为了代替效果较差、价格较⾼的抗⽣素，另
⼀⽅⾯也是为了治疗那些本来没有希望、⽆法治愈⽽不得不安乐死的
动物。卫⽣和消费者保护当局的厚颜⽆耻的做法，他们的专业⽆知，
以及最后禁⽌将动物从死亡中拯救出来，使施拉德先⽣变得积极。现
在他以共同滥⽤职权为由，向汉堡检察院提出了对地⽅当局的刑事指
控。在他看来，每个医⽣都可以⾃由地使⽤任何⼿段和⽅法--甚⾄是
未经批准的⼿段和⽅法--在治疗紧急情况下。
 

理由声明中⼀些有趣的段落
"特别是亚氯酸钠/⼆氧化氯（MMS）、过氧化氢和次氯酸（例如
MMS2），⼏⼗年前就已经在免疫学基础研究中得到证实（也有部分
被诺贝尔奖 "加冕"），它们也在⼈类/动物细胞中发⽣或产⽣⽣理反
应，例如在感染、癌症等情况下的发热反应范围内。氧化剂具有决定
性的优势，即微⽣物不能对其形成任何抗性，我们可以证明'进化'是⼀
种令⼈愉快的预见性。反过来看，⼈类/动物细胞因此⾃然地容忍⼀定
⽔平的氧化物质，⽽微⽣物或其他抗原（即导致疾病的病原体）在更
低的浓度下被破坏。(…)«
 

继续。
 

"在这种背景下，⽬前对⼀种已被⼴泛使⽤了⼏⼗年的氧化剂进⾏的情
绪化和不公正的'猎杀'，从事实来看是不可理解的。只有明显缺乏基本
的科学信息，才会导致有惩罚威胁的⾏政命令受到质疑。«
 

我在这⾥发现，除了像德克-施拉德这样的不折不扣的兽医之外，另类
医学和/或精⼒充沛的动物治疗师也成功地使⽤了MMS/⼆氧化氯。仅
仅是这种效果似乎就很有说服⼒了!



 

事实。
- 兽医在MMS禁令后提出刑事指控



4.MMS的媒体诱导
 

直到2014年4⽉，在德语国家有许多关于MMS的书籍，估计有50万到
100万的⼈已经听说过或已经使⽤过它。不过，这倒是内部⼈⼠中的⼀
个内幕消息。我们希望改变这种状况，因此⽀持吉姆-汉博出版社的⾥
奥-科霍夫在汉诺威举办2014年健康精神⼤会。
 

该活动取得了巨⼤的成功，有超过1000名参观者前来。突然间，⼤众
媒体的兴趣也被激发出来，⼏家电视台来到⼤会现场，进⾏采访。第
⼀批报告包含了对MMS的警告，但也让⼤会的参与者有发⾔权。⼀位
参与者讲述了他的肿瘤在服⽤MMS仅三个⽉内就缩⼩了90%（NDR报
告）。
 

这产⽣的影响是，整个德国现在都对MMS感兴趣。看吧，⼤众媒体
（ARD Report、ARD Kontraste、RTL Mittagsmagazin、RTL Explosiv、
Spiegel TV、Spiegel online、T-Online、NDR Visite、MDR、HAZ、Bild-
Zeitung）反对MMS的声⾳⽴即变得尖锐。有趣的是，不同电视、⽹络
和印刷媒体的不同记者总是⽤同样的短语、不实之词、未经证实的指
控和旧的鸽⼦笼来谴责积极的发⾔者。
这些不真实的报道可能是⼈们选择 "说谎的媒体 "作为年度词汇的原因
之⼀。所谓⾼质量的记者以开放的⼼态进⾏独⽴研究的问题已经不存
在了。这是⼀个合同失事的案例，⼀个⼈从另⼀个⼈那⾥注销了。由
于这个原因，这⾥的个别指责要与可加载的事实相对应，以便每个⼈
都能对MMS形成⾃⼰的判断。我们依靠的是公开性⽽不是宣传。
 

事实。
- 媒体对MMS的直⾔不讳集锦
- 2014年 "健康精神 "⼤会
- 2015年健康⼤会精神



4.1 指责MMS是有毒的氯漂⽩剂
 

如果在维基百科中搜索氯⽓漂⽩剂这个词，⼈们会被直接引导到纯
氯，⽽不是关于⼆氧化氯的条⽬，也不是关于MMS的起始材料亚氯酸
钠。但外⾏⼈是⽆法辨别这种微妙的东西的。
 

定义：根据汉堡⼤学的说法，氯漂⽩剂也被称为氯漂⽩碱或贾维尔
碱，是通过向稀释的氢氧化钠溶液中加⼊（元素，即纯）氯来⽣产
的。
 

然⽽，在MMS的应⽤协议中，绝对没有使⽤氯漂⽩剂!⽆论是原材料
亚氯酸钠还是MMS的实际活性物质--⼆氧化氯，从定义上看都不是氯
漂⽩剂。
 

此外，亚氯酸钠溶液所以不取其本⾝，⽽只取⽤酸激活后形成的⼆氧
化氯。⽽⼆氧化氯被⽤来对饮⽤⽔--我们的头号⾷品--进⾏消毒已有
100多年的历史，⽔果和蔬菜，还有⾁类和鱼类，都⽤它进⾏了多年的
消毒，使其更加持久（美国）。它甚⾄不需要再被过滤掉或从⾷物上
洗掉。例如，在乳制品、啤酒和葡萄酒的⾷品加⼯⼚，各个⽣产批次
之间的管道要进⾏消毒和清洗。
 

因此，它不会伤害我们的⾷物或⾷⽤它的⼈类和动物。⼆氧化氯溶液
⼜服时的⽆毒性已经被世界卫⽣组织和美国环保署的国际公认研究充
分证明（见下⽂）。帕拉塞尔苏斯已经说过，剂量决定毒药。对毒性
的⽐较清楚地表明，⼆氧化氯的毒性实际上明显低于尼古丁、咖啡和
阿司匹林。
 

事实。
- 汉堡⼤学，氯漂⽩剂的定义
- 维基百科关于⼆氧化氯的条⽬
- 维基百科关于亚氯酸钠的条⽬
- 维基百科关于氯⽓的条⽬



- ⼆氧化氯的毒性
 

维基百科关于⼆氧化氯的条⽬
"⾼等⽣物对通过摄取⼆氧化氯相对不敏感。例如，在⼀项关于⼈类的
研究中，10名健康男⼦在⼀次摄⼊⼀升24毫克⼆氧化氯或500毫升⽔中
2.5毫克亚氯酸盐后，没有发现负⾯变化。这分别⽐德国饮⽤⽔处理的
最⾼值（每升饮⽤⽔0.2毫克）⾼出10倍和100倍。«
 

事实。
- 维基百科关于⼆氧化氯的条⽬
 

世界卫⽣组织关于⼜服⼆氧化氯的研究
有⼀项1982/1984年WHO（世界卫⽣组织）的研究，对⼗名男⼦⼜服
⼆氧化氯⽔溶液，采⽤不同的摄取⽅案和剂量，为期⼗⼆周，是吉姆-
汉博的MMS-1000⽅案的三倍。监测了⾎压、呼吸频率、脉搏和⼜腔温
度，并进⾏了⼼电图和⼴泛的⾎液和尿液分析。
结果：没有测出明显的副作⽤!
 

事实。
- 世界卫⽣组织关于⼜服⼆氧化氯的研究
 

美国环保署对⼜服⼆氧化氯的研究
美国环境保护局（EPA）也委托对⼈类和动物进⾏了⼤量关于⼜服⼆
氧化氯⽔溶液后果的研究，或从⽂献中总结了这些研究。
 

结果：即使是我国饮⽤⽔中法律允许的百倍浓度的ClO2，也没有显⽰
出对⼈类和动物的负⾯影响。
 

事实。
- 美国环保署对⼜服⼆氧化氯的研究
 

结论：谁作为⼀个所谓的⼈类保护者或批判性的记者，仍然称MMS、
亚氯酸钠或⼆氧化氯为 "有毒的氯漂⽩剂"，故意撒谎，⽆视现有的国
际研究，⼜服⼆氧化氯没有毒性



 

⽆论是MMS、起始材料亚氯酸钠还是实际的活性物质⼆氧化氯，都不
是氯漂⽩剂。通过这种背信弃义的故意混淆，⼈们想误导新⼈和门外
汉，让他们真正⽤危险的氯漂⽩剂⽽不是⽆毒的⼆氧化氯来治疗⾃
⼰，然后把所造成的损失归咎于MMS社区！这是不可能的。
 

这就满⾜了故意伤害未遂的刑事犯罪！。



4.2 关于MMS⽆效的指责
 

所有化学教科书都说，⼆氧化氯是世界上最好的病毒和细菌杀⼿。根
据吉姆-汉博的原始推理，为什么已知能可靠地杀死体外所有致病病菌
的东西在体内却不能做到呢？数以万计的积极反馈，包括有执照的医
⽣，描绘了⼀个⾮常不同的画⾯。只提出了⽆效的说法，但没有提供
有⼒的证据。
 

4.2.1 乌⼲达疟疾研究
 

2012年底，三个独⽴的国际摄影⼩组记录了在乌⼲达的⼀个红⼗字会
站进⾏的疟疾研究。在四天的时间⾥，781⼈接受了检查，其中154⼈
感染了疟疾。⾸先⽤常规疟疾快速检测法确定感染情况，然后通过显
微镜下的⾎液检测明确确认每个阳性疑似病例。
 

有些⼈甚⾄双重感染了总共五种可能的疟疾病原体中的两种。所有成
⼈都被给予单剂量的18滴激活液，所有⼉童都被给予9滴激活的MMS
饮⽤。24⼩时后，154名被证实的疟疾患者中只有11⼈检测出疟疾阳
性。所有其他⼈都是有症状和⽆症状的。仍然被感染的11⼈表⽰，他
们没有喝完，或者在服⽤后不久就呕吐了。
 

他们在监督下接受了相同剂量的第⼆剂，第⼆天也都没有疟疾。然
⽽，这项有据可查的疟疾研究在⼀份电视报道中受到了质疑。据称，
没有证据表明MMS能在24⼩时内治愈疟疾，因为没有医⽣在场证实这
⼀点。这种说法可以通过签名和照⽚完全驳斥。然⽽，另⼀⽅⾯，电
视报道中承认，所有疟疾患者在服⽤MMS后实际上已经没有症状。这
⼀切应该如何发⽣？直到今天，正统医学也⽆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让
疟疾患者摆脱症状。
 

4.2.2 ⼆氧六环的临床应⽤
 



⼆氧六环是⼀种通过原⼦氧的作⽤破坏真菌、细菌和病毒的药剂。在
众多的试验中，在布拉德福德研究所与斯坦福⼤学、美国国家癌症研
究所（NCI）和梅奥诊所的研究⼈员的密切合作下，该产品的制造形
式和效果都得到了进⼀步的发展和优化。这种氧⽓制剂的有效性已被
全世界超过50,000次输液的各种适应症所证明。顾名思义，⼆氧氯的
活性成分是⼆氧化氯。
 

引⾃瑞⼠Seegarten诊所。
"流感、I型和II型疱疹、B型肝炎、Epstein-Barr、巨细胞病毒、脊髓灰质
炎、⼸形体病和结核病。⼆氧杂环⼰烷也被成功地⽤于毒性霉菌，如
⽩⾊念珠菌和⽀原体，⽤于⾎液寄⽣⾍，以及⽤于多形性细菌，这些
细菌通常在多种过敏中发现。进⼀步的应⽤领域是长期使⽤抗⽣素后
的后续治疗，以及其带来的损害，如慢性疲劳综合症（CFS，Epstein-
Barr，HHV-6病毒）。双氧⽔疗法在欧洲和美国取得的令⼈信服的成
功扩⼤了适应症的范围，除了已经提到的那些疾病外，还包括其他疾
病状态：⽛龈炎、免疫系统虚弱、囊性纤维化、复发性肺炎和反复感
染的⽀⽓管肺炎。«
 
 



4.2.3 亚氯酸钠被欧盟批准为医药产品
 

亚氯酸钠已于2013年6⽉19⽇在共同体 "孤⼉ "医药产品登记册上注册
为医药产品，编号为EU/3/13/1139。根据提交的⼀项研究，在治疗
ALS（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的过程中，它似乎可以阻⽌该疾病
的进展。
 

根据维基百科的说法。
"亚氯酸钠会⼲扰巨噬细胞的功能，巨噬细胞是免疫系统的⼀部分，参
与炎症过程。罕见的疾病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ALS）被认为涉
及巨噬细胞的过度激活，导致⾼⽔平的细胞因⼦，对⼤脑和脊髓的神
经细胞造成损害。在美国[10]和欧盟[11]，⽤于治疗ALS的亚氯酸钠具有孤
⼉药的地位，这导致制药公司在药物批准⽅⾯的好处。«
 

我不认为还有什么可以补充的。
 

4.2.4 与艾滋病毒/艾滋病有关的成功案例
 

作为第⼀位医⽣，克劳斯-舒斯特雷德博⼠与中⾮共和国的卫⽣当局合
作，进⾏了⼀项关于⼆氧化氯对艾滋病毒/艾滋病患者影响的研究。尽
管克劳斯-舒斯特雷德博⼠与吉姆-汉博的许多治疗承诺保持距离，但
他承认⼆氧化氯在治疗艾滋病毒/艾滋病⽅⾯的治疗效果。
 

他主张与政府机构合作进⾏全⾯的临床试验，以更好地了解⼆氧化氯
治疗流⾏性疾病的潜⼒。此外，医学博⼠Schustereder呼吁进⾏药理学
研究，以了解⼆氧化氯的作⽤⽅式。
 

在这次采访中，舒斯特雷德博⼠解释了为什么⾮洲需要的治疗⽅法应
符合以下标准。效率、⽆毒、成本效益和⽂化可融合性。根据
Schustereder的说法，⼆氧化氯符合这些标准，因此他认为这种补救措
施是帮助第三世界许多⼈的潜在机会。
 

http://de.wikipedia.org/wiki/Makrophagen
http://de.wikipedia.org/wiki/Makrophagen
http://de.wikipedia.org/wiki/Seltene_Krankheit
http://de.wikipedia.org/wiki/Amyotrophe_Lateralsklerose
http://de.wikipedia.org/wiki/Zytokine
http://de.wikipedia.org/wiki/Orphan-Arzneimittel
http://de.wikipedia.org/wiki/Arzneimittelzulassung


美国卫⽣保健和社会服务部下属的国家卫⽣研究所（NIH）发表了⼀
项关于使⽤⼆氧化氯净化献⾎者⾎液的研究，该研究也在实验室中证
实了这种效果。特别是，该研究考察了⼆氧化氯（MMS）对艾滋病病
毒的影响。使⽤15%的乳酸和⼤约2.8%的亚氯酸钠的储备溶液的两个
稀释液。1:150的稀释液显⽰出对HIV-1的明显消除，但不是完全消
除，1:100的稀释液在体外5分钟内消除了⾎液中存在的百分之百的艾
滋病病毒。
 

结论：吉姆-汉博所宣称的MMS对多种疾病的宽带效果，已经被研究和
经验报告充分证明了!
 

事实。
- 疟疾研究
- 研究⼆氧六环
- Seegarten诊所 瑞⼠
- 亚氯酸钠被欧盟批准作为医药产品使⽤
- 维基百科关于亚氯酸钠的条⽬
- ⾮洲在艾滋病毒/艾滋病⽅⾯的成功经验
- 美国国家卫⽣研究院，⼆氧化氯可消除艾滋病/艾滋病毒的病毒
- ⽤⼆氧化氯进⾏⾎液消毒的专利
- 经临床测试的图书MMS



4.3 指责MMS是纯粹的赚钱⾏为
 

⼀套经典的MMS价格在15⾄25欧元之间，通常可使⽤两到三年。谁想
通过奇迹般的治疗⽅法致富，通常需要明显更⾼的⾦额，例如⽬前⽤
新开发的药物治愈丙型肝炎，每个病⼈需要20万欧元。为此给⼀个重
病患者以虚假的希望，这将是也是最不道德的。吉姆-汉博通过他的第
⼀本免费书籍将他的知识免费提供给⼈类，并完全依靠捐赠和他其他
书籍的销售收⼊⽣活。
 

我曾两次去看望他。在我第⼀次访问多⽶尼加共和国时，他住在离任
何旅游地都有三⼩时路程的地⽅，位于当地居民的贫民窟中。他的住
宿设备⽤简陋来形容也不为过。即使是50年前的青年旅社也有更好的
设备。时⾄今⽇，他还没有⼀辆车。另外，我第⼆次访问墨西哥时的
住所可以说是简单⽽朴素。我⾄今没有在他⾝上看到任何奢侈品或符
号。⾃从他的发现以来，他把所有的钱都⽤于传播这种对⼈类⾮常重
要的治疗知识。
 

结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吉姆-汉伯会通过彩信成为富翁，现在会⽣活
在奢华之中。
 

事实。
- 书籍治愈是可能的，安德烈亚斯-卡尔克博⼠
- ⽂章丙型肝炎药物Sovaldi（...），明镜在线



4.4 对吉姆-汉博和⼭达基的指控
 

是的，吉姆-汉伯喜欢他穿着⽩西装、戴着⽩帽⼦，以拉⾥玛尔⽯为标
志的出场。"表演必须继续下去，"他是⼀个彻头彻尾的美国⼈。是
的，他⼏乎从⼀开始就和科学论派在⼀起。那时，它是⼀个运动，使
⽤罗恩-L-哈伯德的新技术（戴尼提学）来清除⼀个⼈头脑中的创伤、
恐惧和今⽣及前世的错误程序。其结果是⾃由和不可操纵的⼈民。
 

后来这个运动被渗透，现在的形象是 "敛财洗脑的邪教"。我不能对此
作出结论性的判断，因为我没有在知情的情况下与这个协会或其成员
接触过。然⽽，我⾮常关注戴尼提学的书和DVD，我认为这两本书都
⾮常有趣，没有意识形态。我曾问过吉姆这个问题，他公开回答了我
的每⼀个问题。
 

当这个组织中开始出现这些负⾯的变化，如对退学者的持续纠缠，他
和当时的许多⼈⼀样，离开了⼭达基。对他来说，这⼀章已经完全结
束三⼗年了（！）。在他的MMS培训以及所有其他会议上，吉姆从来
没有⾃⼰提出过⼭达基领域的话题，也没有使⽤过任何思想操纵的技
巧。这⼀点我可以毫⽆疑义地证明。他其实只是⼀个普通的⽼⼈，有
着迷⼈的友好笑容。
 

结论：全世界的MMS运动与⼭达基毫⽆关系，但也绝对没有关系。⼀
个⼈穿什么或曾经穿什么真的重要吗？或者这些个⼈诽谤只是为了防
⽌观众（抽屉⾥的⼭达基）处理其实际的⽅向性内容和声明？
 

事实。
- 书籍《戴尼提学》。⼈类思维的指南
- DVD如何使⽤戴尼提学



4.5 指控创世⼆号教会
 

当吉姆在⼏个⾮洲国家培训许多MMS志愿者时，他⼀次又⼀次地经历
同样的威胁。许多⾮洲国家政治不稳定，⼏乎总是有⼀⽅是武装叛
军，另⼀⽅是政府军。不管这个游戏中的好⼈和坏⼈是谁，他和他的
帮⼿⼀次又⼀次地被视为政府或叛军的间谍，在枪⼜下受到死亡威
胁。他当时还看到，持有国际宗教援助组织（红⼗字会、红新⽉会）
⾝份证的⼈往往仅凭⾝份证就能免受这种猜疑。
 

于是他成⽴了创世⼆号教会，并向他的助⼿们分发了相应的⾝份证--
效果相当好。由于免费分发未经批准的药⽅在许多国家也会受到法律
的惩罚，所以在宗教⾃由下，⽤MMS消毒的⽔被毫不客⽓地改称为圣
物（⽐如说像圣饼或圣⽔），以便在法律上保护分发和分发者。
 

同时，⼏乎所有他的世界性MMS运动的追随者都接受了这个想法，并
加⼊了他的 "教会"，⽽他们的国家并不存在这种威胁。因此，我们在
这个国家的教会下所想象的东西在任何⽅⾯都不适⽤。这与宗教⽆
关，因为每个⼈都可以保留他们以前的信仰。它更像是⼀个志同道合
者的松散协会。成为成员的唯⼀忏悔是："做好事，做善事"。你也已
经进去了。没有形式主义，没有官僚主义。
 

接受过MMS培训的⼈具有牧师的⾝份。如果⼀个⼈⽤MMS培训或咨询
了最低数量的⼈，他就可以成为卫⽣部长。那些超越了这⼀点，领导
培训或对运动做出其他巨⼤贡献的⼈被轻易地宣布为主教。这些头衔
没有真正的等级、权利或责任，⼤多数⼈甚⾄不使⽤它们，即使使
⽤，也是带着笑意。每个⼈都把对⽅看作是平等的，他们做什么或不
做什么取决于他们⾃⼰。
 

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告诉我应该或不应该做什么，应该或不应该
说什么。每个⼈都为实现共同的⽬标做出⾃⼰的贡献，即这个星球上
的每个⼈都能了解到使⽤彩信或⼆氧化氯的健康可能性。然后我们让
每个⼈⾃⼰决定他想⽤这些知识做什么，并⽀持每个想了解更多的



⼈。⼈们也可以在任何时候离开这个 "教堂 "⽽没有任何问题，吉姆对
此⾮常重视。
 

你是否也想做出⾃⼰的贡献，使这⼀运动能够成功实现其⽬标？你已
经可以通过谈论MMS和分发这本电⼦书来做到这⼀点。当然，我们始
终欢迎捐款。



4.6 向媒体提问--彩信的有效性
 

⽆论你研究什么课题，所有的东西在这种⼆元性中都有优势和劣势。
关于MMS的报道，显然是这样的：⼀⽅⾯，⼈们对可能的缺点提出了
错误的指控，或者⼲脆故意捏造事实，或者把它们混为⼀谈。然⽽，
另⼀⽅⾯，⼈们故意忽视和掩盖了MMS已经多次证明的成功和积极作
⽤。很明显，这样做是为了故意引发观众或读者的负⾯情绪反应。这
不再被称为独⽴的新闻报道或开放式的报道，⽽只是宣传。
 

回到事实，对这些⼤众媒体的代表提出⼀些令⼈不舒服的反问。
 

4.6.1 关于⼆氧杂环⼰烷的报告在哪⾥？
 

在众多的试验中，在布拉德福德研究所和斯坦福⼤学、美国国家癌症
研究所（NCI）和梅奥诊所的研究⼈员的密切合作下，产品⼆氧六环
（活性成分：⼆氧化氯）在制造形式和效果上都得到了进⼀步的发展
和优化。这种氧⽓制剂的有效性已被全世界超过50,000次输液的各种
适应症所证明。为什么这项关于静脉使⽤⼆氧化氯的⼤规模临床研究
及其成功从未被报道？也许这样他们就可以继续声称没有关于⼆氧化
氯的临床研究？
 

事实。
- 研究⼆氧六环



4.6.2 针对ALS的MMS在欧盟得到批准!
 

关于名⼈和那些⾃以为是的⼈的有趣的冰桶赌注，你在2014年在电视
和互联⽹上⼴泛报道过。当⼈们把⼀桶冰⽔浇在头上时，你拿着摄像
机对着它，这些低级别的⾃我描写甚⾄在晚间新闻⼴播中出现了好⼏
个星期。
 

据称，⼀切⾏动都是为了给如此迫切需要的ALS研究收集捐款。但
是，关于在美国和欧盟已经有⼀种很有前途的治疗ALS的药物被批准
的事实，即在你所批评的MMS/亚氯酸钠的基础上，你没有说和写⼀
个字。为什么不呢？你是⼀只眼睛瞎了还是两只眼睛都瞎了？
 

事实。
- 亚氯酸钠被欧盟批准作为医药产品使⽤
 
 
4.6.3 卫⽣部门的⼆氧化氯专利
 

只要在搜索引擎和我们的MMS家族中稍加研究，越来越多基于⼆氧化
氯的经批准的医药产品就会出现。
 

例如，⽤于动物伤⼜消毒的Ciderm SP喷雾剂在美国获得批准，在此
可 从 纽 约 州 Melville 的 Frontier Pharmaceutical Inc. 获 得
（www.cidermsp.com）。
 

⽇期为1977年7⽉12⽇的专利US-4035483，涉及亚氯酸钠作为⽆毒防腐
剂的使⽤。⽂中指出，它对治疗烧伤和其他伤⼜以及治疗感染很有
⽤，不会⼲扰⾃然再⽣过程。
 

1988年2⽉16⽇，德国Oxo Chemie公司获得了US-4725437号专利，涉及
⼀种由海德堡的Friedrich W. Kühne博⼠发明的物质，名为Oxoferin。该
公司能够以4500万美元的价格将其出售给⼀家美国公司，该公司将名
称改为WF-10，并获得了美国⾷品和药物管理局的批准。
 

http://www.mms-seminar.com/wp-content/uploads/2015/02/Patent-US4035483.pdf
http://www.mms-seminar.com/wp-content/uploads/2015/02/Patent-US4725437.pdf


⽇期为1955年2⽉8⽇的US-2701781号专利，涉及⼀种⽤于⼀般临床⽤
途的防腐液的销售。
 

1991年5⽉28⽇的专利US-5019402，授予Alcide公司，⽤于销售含有⼆
氧化氯的⾎液和⾎液制品的消毒产品。今天，它主要⽤于输⾎领域以
防⽌感染。你好，等⼀下：⾎液是我们的命根⼦，⽤⼆氧化氯处理不
会造成任何伤害？那么它就不可能那么危险，对吗？
 

1998年11⽉3⽇的专利US-5830511，⽤于销售⼀种产品，其成分包括亚
氯酸钠，旨在刺激免疫系统。该奖项授予Bioxy Inc.公司，该公司作为
饲料补充剂⽤于动物，可降低死亡率，减少氮的排泄，减少对抗⽣素
和疫苗的依赖，并通过促进更强⼤的免疫系统改善动物健康。
 

1999年1⽉5⽇的专利US-5855922，授予BioCide International公司，⽤于
销售⼀种⽤于治疗愈合不良或⽆疤痕的慢性伤⼜和其他⽪肤疾病的产
品。在腿部开放多年的情况下，也有这种经验的报道（⼤部分是糖尿
病患者）。
 

2000年8⽉8⽇颁发给Bioxy Inc.的专利US-6099855，涉及⼀种⽤作免疫
系统刺激剂的产品的商业化。 该产品旨在改善动物健康，提⾼⾷物利
⽤率，降低死亡率，减少对抗⽣素和疫苗的依赖，并由于免疫状态的
改善⽽改善整体健康。
 

1981年10⽉20⽇的专利US-4296102，关于通过⼜服⼆氧化氯控制⼈类
阿⽶巴痢疾的产品的销售，专利授予墨西哥城的Felipe Lazo。
 

2001年6⽉26⽇的专利US-6251372 B1，授予宝洁公司，⽤于销售⼀种⼜
服预防⼜臭的产品。
 

专利US-4851222，⽇期为1989年7⽉25⽇，颁发给Oxo，⽤于销售⼀种
⾻髓再⽣产品。惊⼈的!
 

1988年4⽉2⽇的US-4737307号专利，⽤于销售⼀种防治⽪肤病的细
菌、真菌和病毒的产品。

http://www.mms-seminar.com/wp-content/uploads/2015/02/Patent-US2701781.pdf
http://www.mms-seminar.com/wp-content/uploads/2015/02/Patent-US5019402.pdf
http://www.mms-seminar.com/wp-content/uploads/2015/02/Patent-US5830511.pdf
http://www.mms-seminar.com/wp-content/uploads/2015/02/Patent-US5855922.pdf
http://www.mms-seminar.com/wp-content/uploads/2015/02/Patent-US6099855.pdf
http://www.mms-seminar.com/wp-content/uploads/2015/02/Patent-US4296102.pdf
http://www.mms-seminar.com/wp-content/uploads/2015/02/Patent-US6251372.pdf
http://www.mms-seminar.com/wp-content/uploads/2015/02/Patent-US4851222.pdf
http://www.mms-seminar.com/wp-content/uploads/2015/02/Patent-US4737307.pdf


 

1982年3⽉2⽇授予墨西哥的Felipe Lazo的专利US-4317814，⽤于治疗⽪
肤烧伤的药物的商业化。
 

1993年10⽉12⽇的专利US-5252343，授予Alcide公司，⽤于销售⼀种预
防和治疗细菌感染的产品，特别是乳腺炎，使⽤⾼达1000ppm的⼆氧
化氯。
 

⽤于治疗艾滋病引起的痴呆症的专利US-5877222。
 

专利US-8029826B2和US-7105183B2，均⽤于治疗神经退⾏性疾病。
 

在匈⽛利，由Zoltán Noszticzius教授领导的布达佩斯技术和经济⼤学的
⼀组科学家和Jósa András诊所已经开发了⼀种经批准的⾮处⽅药⼆氧
化氯溶液（300⾄1200ppm）并获得了专利。他说，"Solumium（⼆氧化
氯）是周围最有效的消毒剂之⼀。它可以杀死所有病原体，如细菌、
真菌、原⽣动物和病毒，⽽且都没有伤害，没有已知的副作⽤。"使⽤
领域包括⼜腔溃疡、疱疹、⽪肤病变、开放性伤⼜、膀胱感染、⽪肤
感染、真菌性⽪肤感染、MRSA、喉咙痛、⽛龈炎、⽛周病、⼜臭、
⽛痛、根管治疗、⼜腔⼿术、传染性⼜腔疾病、⿐塞、扁桃体炎、瘙
痒、⽔肿以及阴道冲洗和灌肠（专利。 ep2069232; us-8512671;
cn101605720）。)
 

这份专利清单还远远不够完整。如果你发现更多的专利，请发给我
们。
 

事实。
- 主页上的专利说明书链接
- 索洛⽶亚，含有⼆氧化氯的⾮处⽅药
- 研究⼆氧化氯作为局部防腐剂
 

4.6.4 美国-军队：抗击埃博拉病毒的彩信成功了!
 

http://www.mms-seminar.com/wp-content/uploads/2015/02/Patent-US4317814.pdf
http://www.mms-seminar.com/wp-content/uploads/2015/02/Patent-US5252343.pdf
http://www.mms-seminar.com/wp-content/uploads/2015/02/Patent-US5877222.pdf
http://www.mms-seminar.com/wp-content/uploads/2015/02/Patent-US8029826.pdf
http://www.mms-seminar.com/wp-content/uploads/2015/02/Patent-US7105183B2.pdf
http://www.mms-seminar.com/wp-content/uploads/2015/02/Patent-US8512671.pdf


活跃于全球的强⽣集团通过其⼦公司ClorDiSys Systems销售基于⼆氧化
氯的专利，⽤于房间和医疗设备的消毒。
 

美国陆军⽹站上的⼀个吹嘘www.army.mil，这⾥的活性成分⼆氧化氯
如下。
"⼆氧化氯是⼀种黄绿⾊的⽓体，有淡淡的⽓味，与氯漂⽩剂相似，但
除此之外，它有很⼤不同。" 啊哈，所以如果你能赚钱，你就很清楚
⼆氧化氯和氯漂⽩剂的区别！"。
 

"ClorDiSys系统公司的技术主管马克 -查尼斯基（Mark Czarneski）
说："ClorDiSys为帮助抗击⾮洲的埃博拉病毒传播⽽感到⾃豪。
 

"⼆氧化氯是⼀种⼴谱的⽣物杀伤剂，可以杀死孢⼦、细菌、病毒和真
菌。到⽬前为⽌，还没有发现病原体对ClO2有抵抗⼒。Christopher
Doona博⼠报告说："它已被有效地⽤于对付细菌孢⼦，⽽细菌孢⼦⽐
埃博拉等病毒更难杀死。
 

因此，现在又是吉姆-汉伯的关键问题：如果⼆氧化氯可以安全地杀死
所有这些⾝体外的病菌--是的，甚⾄是埃博拉病原体--为什么它不应该
在⾝体的⽔中（即⾎浆和间质）做同样的事情？好吧，我们全球MMS
⼤家庭中的⼀位⾮洲医⽣已经在相当成功地治疗患有埃博拉的⼈。然
⽽，为了保护他，我们在此不提他的名字和地点。
 

事实。
- 美国陆军：⽤⼆氧化氯防治埃博拉病毒
- 公司 ChlorDiSys
 

4.6.5 双重标准 "氯化鸡⾁
 

⼀⽅⾯，MMS和⼆氧化氯在媒体上被介绍为⾮常有毒和危险的东西。
另⼀⽅⾯，同样的物质被同⼀个联邦风险评估办公室和同⼀个电视台
赞美到了天上，这取决于当时的宣传⽬标是什么。
 



对于许多消费者来说，氯化鸡⾁是欧盟和美国之间关于TTIP⾃由贸易
协定讨论中的⼀个关键的情感⽀柱。背景：在美国，整只鸡或家禽部
分通常在包装/冷冻前的最后⼀步浸泡在⼆氧化氯溶液中，从⽽进⾏彻
底消毒。随着TTIP协议的达成，这种⾁也将被允许在欧盟销售，⽽这
是以前⾃1997年以来⼀直被排除在外的东西。⼆氧化氯在欧盟早已被
批准作为防腐剂，编号为E926。为了给美国铺平道路，ARD公司正在
进⾏明显的双重标准。
 

根据吉姆-汉博的说法，当涉及到⽤MMS进⾏健康治疗时，起始产品亚
氯酸钠或活性物质⼆氧化氯是 "有毒的氯漂⽩剂"，对⽣命和肢体有可
怕的危险（ARD Kontraste）。然⽽，如果美国⽤同样的物质对家禽进
⾏消毒，⼀些同样的专家和机构就会被要求宣称这种物质是⽆害的
（ARD报告）。
 

与美国有关的报道者随后让来⾃同⼀联邦风险评估办公室的BfR专家
Ellerbroek在德国呼吁对家禽产品进⾏⼆氧化氯处理--该机构曾强烈反
对MMS。其他科学家，如柏林⾃由⼤学⾁类卫⽣和技术研究所所长
Reinhard Fries和汉诺威兽医⼤学的流⾏病学家Thomas Blaha也指出了明
显的优势，并主张对家禽产品进⾏这种处理。
 

但这三个声明的共同点是，它们故意只谈 "⽤氯化合物处理 "和 "⽤氯
处理家禽"。然⽽，纯氯和⼤多数氯化合物都有很强的毒性或产⽣有问
题的化合物。这⾥实际使⽤的活性物质，即亚氯酸钠或⼆氧化氯，在
这⾥故意没有明确提及，以避免给MMS和Co.
 

我们如何向愚蠢的消费者解释，⽤⼆氧化氯处理过的⾷品，如家禽或
饮⽤⽔，可以毫不犹豫地⾷⽤，⽤⼆氧化氯处理过的⽔可以毫不犹豫
地沐浴游泳池，⽽它实际上是'有毒的氯漂⽩剂'？为什么已被证明在体
外⾮常有效和⽆毒的同⼀药剂在体内却⽆效和有毒？迄今为⽌，关于
⼆氧化氯的⽆数官⽅研究中的每⼀项，最终都变成了⽀持MMS的又⼀
个论据。
 



实际上，我认为⽤⼆氧化氯处理家禽是明智的、⽆害的，因为屠宰场
⾥的每五只鸡都被沙门⽒菌污染，因此超市⾥也有。2013年1⽉，ZDF
杂志《Zoom》甚⾄在⼤多数超市产品中发现了危险的耐抗⽣素MRSA
病菌。奇怪的是，在明确涉及消费者保护的情况下，没有专家敦促私
⼈家庭在处理这些受污染产品时要特别⼩⼼或注意卫⽣。炸鸡、烤鸡
或煮鸡肯定是没有细菌的。但是，厨房⾥的⼑或者，⽐如说，砧板
呢？在我们的MMS提⽰中，我们展⽰了如何⽤MMS/CDS使砧板、⼑
具和厨房海绵绝对⽆菌。
 

事实。
- 联邦风险评估办公室（BfR）的警告
- 氯化鸡⾁的BfR
- 善的轴⼼。氯丁松鸡--年度最佳鸟类
- Der standard.at: 来了⼀只飞来的氯鸡
- ARD政治杂志《美因茨报告》：氯化鸡并⾮不健康
- BUND敲响警钟：⽕鸡⾁中的病菌



5.休闲、家庭和假期的彩信提示
5.1 彩信提示1：家庭中的霉菌
 

⽐⼈们想象的要多得多，⽣活空间中公开或隐蔽的霉菌侵袭是许多不
耐受、过敏和其他疾病的实际诱因。霉菌可能是由于不正确的外部隔
热材料或也是不正确的通风习惯⽽导致的潮湿砖⽯。霉菌和孢⼦对⼆
氧化氯通常没有问题。有两种申请⽅式。
 

⼀⽅⾯，可以⽤⼆氧化氯熏蒸法对有关房间进⾏消毒。只有经典的
MMS适⽤于此，因为只有这样才会在激活过程中引起强烈的⽓体形
成。根据房间的⼤⼩，在⼀个玻璃碗中激活30⾄40滴MMS，但不加
⽔。相反，反应被允许完全发⽣。
 

将这个托盘放在房间中间，关闭门窗和其他缝隙，并在房间⾥熏蒸⼏
个⼩时（最好是⼀夜）。这种⽅法不仅可以安全地杀死可见地⽅的霉
菌和霉菌孢⼦，还可以杀死悬浮在空⽓中的霉菌。最后，溶液是清澈
的，⼆氧化氯被放出并分解了。
 

注意：在熏蒸期间，⼈或动物不应进⼊这个房间。虽然⼤部分⼆氧化
氯在熏蒸后已经分解，但为了安全起见，应⾸先对房间进⾏⼤量的通
风。
 

另⼀⽅⾯，可以⽤活性MMS或CDS溶液喷洒在发霉的地⽅，纯的或例
如⽤⽔1:10稀释的，⽤喷壶喷洒。如果有必要，它可以将这两个程序
⼀个接⼀个地结合起来。
 



进⼀步的应⽤范围
 

病房消毒
如果家庭成员患有传染性疾病，在疾病克服的间隙和之后，⽤这种⽅
式对病室进⾏熏蒸，从⽽进⾏消毒可能是有⽤的。这是⼀个可能的措
施，以防⽌其他家庭成员被感染。
 

中和强烈的⽓味
当有机物被细菌分解时，会产⽣⾮常难闻的刺⿐⽓味，特别是当动物
⼫体或⼈的⼫体在房间⾥躺了较长时间时。同样，房间熏蒸的效率很
⾼，房间又是⽆味的，完全消毒。



5.2 彩信-提示2：对冰箱、汽⻋和房间进⾏消毒
 

我从吉姆本⼈那⾥得到这个提⽰。在我培训期间，他邀请我去他在多
⽶尼加共和国巴拉奥纳的⼩公寓，并告诉我他有⼀个⾮常实⽤的彩信
提⽰。我的眼睛亮了起来，期待着⼀个全新的提⽰，以更快地根除癌
症等威胁⽣命的疾病。相反，他想向我解释他如何⽤MMS对冰箱进⾏
消毒。
 

起初我很失望，但这个提⽰在我的MMS研讨会上变成了⼀个⼤热门。
据吉姆说，曾经翻倒或腐烂的⾷物中的病菌往往会转移到新储存的⾷
物中，这时的保质期就不那么长了。这些病菌也可能对你的健康造成
危害。此外，他更懒得先精⼼清理有病菌的冰箱，然后再擦拭潮湿，
尤其是你经常只是在这⾥擦拭病菌。因此，这⾥有⼀个提⽰。
 

在⼀个玻璃碗中激活10⾄15滴经典的MMS，不加⽔，把碗放在冰箱⾥
过夜。完成了!等等，等等，冰箱⾥的东西呢？别担⼼，它不会发⽣什
么事。⼆氧化氯⽓体充满整个房间，对冰箱的每⼀个表⾯进⾏消毒--
甚⾄是⽔果、蔬菜、⾁类等，⽽不会对⾷物留下任何损害。第⼆天，
碗⾥的溶液晶莹剔透，冰箱完全被消毒了。
 

所有的⼆氧化氯通常会被放出，随后也会被分解。安德烈亚斯-卡尔克
博⼠喜欢将不再需要的活性彩信的残余物放⼊⼀个玻璃瓶中，让瓶盖
打开。他把瓶⼦放进冰箱，它提供了与上述⼀次性消毒相反的，在⼏
天内对冰箱进⾏永久性的缓慢连续消毒。因此，你永远不会再有腐烂
的⽔果或蔬菜，相反，它们只是慢慢地⼲涸和枯萎。实际上，唯⼀可
能被损坏的冰箱物品是有细菌或真菌涂层的昂贵的特殊奶酪。
 

进⼀步的应⽤范围
 

对汽车/空调进⾏消毒
在某些时候，通风软管和汽车空调系统冷凝器上的冷凝⽔被污染，当
你打开通风系统时，车内有难闻的⽓味。



 

此外，例如养狗的⼈，经常有这样的问题：汽车，特别是汽车座椅，
有异味。这是由细菌分解有机物质（如⼜⽔）造成的。车库⾄少提供
约70欧元的空调和通风管道的消毒。这⾥有⼀个提⽰，如何⽤5美分做
这件事。
 

在⼀个玻璃碗中激活⼤约15⾄20滴经典的MMS，并将其放在脚部空间
的前⾯。现在将换⽓扇调到最⾼级别，并将通风设置为不吸外界空
⽓，只吸室内空⽓（将换⽓扇设置为再循环⽽不是新鲜空⽓）。
 

现在关闭所有窗户和门，让⼆氧化氯⽓体在车内循环约15⾄20分钟。
由于完全开启的⿎风机会敏感地浸出汽车电池，你可以让发动机短时
间内运⾏。那么整个事情就不⼀定要在住宅街进⾏。由于⼈们很少做
这个程序，在我看来，今天的现代发动机，空转废⽓对环境的影响是
可以忽略不计的。
 

注意：在熏蒸期间，⼈或动物不应该在车内。之后，为了安全起见，
车内应进⾏⼤量的通风。



5.3 彩信⼩贴⼠之三：节⽇救星（CDS喷雾瓶）。
 

⼀场病可以毁掉你整个当之⽆愧的假期。据世卫组织称，假期中的⼤
多数腹泻疾病是由受污染的饮⽤⽔引起的。此外，还有⼀些感染，例
如，通过变质或污染的⾷物，以及通过感染的伤⼜。
 

在MMS社区，我们有通⽤的问题解决⽅法：CDS喷瓶。已经有⼀个带
喷头的10毫升玻璃瓶（可从⼀些供应商那⾥买到，作为配料辅助⼯具
或套装），假期就省了。
 

MMS。
直接在10毫升的玻璃瓶中激活6⾄15滴，其余的⽤⽔装满。
 

或
 

CDS/CDSplus。
将2⾄5毫升即⽤型黄⾊溶液倒⼊玻璃瓶中，其余部分加⽔。
 

现在你可以把这种混合物放在⼿提包⾥随⾝携带，⽆需冷藏，最长可
达14天。喷头可以防⽌⼆氧化氯⽓体过快逸出。温度越⾼，你可以使
上述剂量越⾼。
 

度假时的程序。
- 在假期前准备好这个喷雾瓶。
- 将MMS装置或已激活的CDSplus装⼊箱⼦。
- 喷雾瓶可以放在⼿提⾏李中带上飞机。
  透明袋，因为含量⼩于100毫升。
 

注意事项。
在以下⼤多数应⽤领域，使⽤MMS或CDS⽣产的溶液基本上是⽆关紧
要的，因为喷洒的是含有溶解的⼆氧化氯的⽔雾，⽽没有纯净的、因
此可能是危险的⼆氧化氯⽓体。⽤MMS产⽣的溶液只是pH值偏酸，如
果数量较多，很容易攻击纺织品（这有点取决于稀释程度！）。



 

可能的应⽤。
 

1.船上的厕所
对于飞机上多达400⼈来说，只有三到四个厕所可以使⽤。据此，卫⽣
状况。在门把⼿和马桶盖上喷1到2下，⼏秒钟就能解决问题。
 

2.⽣病的旅伴
在飞机或公共汽车上，你的旁边坐着⼀个患感冒的⼈，不停地对你打
喷嚏，从⽽在空⽓中传播其病菌。你已经在想象你是如何在假期中把
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药店的咳嗽和感冒药上，⽽其他⼈则去了漂亮的
旅⾏。向空中喷1⾄2下。这已被证明可以对空⽓进⾏消毒。你也可以
吸⼊这种喷雾剂，让你的呼吸系统重新摆脱细菌。不要担⼼，这是⼀
种⼆氧化氯溶液的⽓溶胶，⽽不是纯粹的⼆氧化氯⽓体，所以它是安
全的!
 

3.欢迎饮料
抵达酒店后，会有⼀杯欢迎饮料。这通常是可以的，但冰块通常不
是。⼤多数冰块机是完全有细菌的。在玻璃中喷洒1到2次，等待很短
的时间 - 这个问题也可以很容易地规避。
 

4.酒店房间/浴室
我们从电视报道中知道，酒店的浴室看起来表⾯上很⼲净。然⽽，在
紫外线下，往往会发现病菌只是被擦到了。因此，喷洒马桶盖、脸盆
和配件，等待⼀⼩段时间，然后冲洗或擦拭。你已经有了⼀个可以接
受的浴室，在你度假的时候。
 

5.酒店房间发臭
在湿度⾼的国家，酒店房间、沙发或床经常有发霉的味道。这表明有
很⾼的细菌负荷，因为⽓味⼏乎总是由细菌腐烂过程引起的。同样，
喷洒⼏下也会有帮助。如果是整个房间，在这⾥进⾏房间熏蒸将是有
⽤的，正如上⾯提到的彩信提⽰。这只适⽤于经典的MMS。
 



6.空调
在炎热的度假国家，也总是使⽤空调。由于暖空⽓⽐冷空⽓可以携带
更多的⽔分，因此冷凝⽔会在这些设备中沉积。这往往会随着时间的
推移⽽发芽，因此，空调及其供应线也会不断地⽤病菌污染房间。我
们的喷雾瓶的另⼀个应⽤领域。
 

7. ⾷物/饮⽔
在市场的路上或在⼭区，你可能不得不依靠不安全的⽔源饮⽤⽔。温
暖国家的⽔果和蔬菜也可以传播甲型肝炎。同样，在饮⽤⽔中或⽔果/
蔬菜上喷洒⼏下，将确保你能继续享受你的假期。
 

8. 伤⼜消毒
如果你在海滩上被贝壳划伤，或在徒步旅⾏时受了伤，你可以喷它，
避免伤⼜感染。
 

9.⾝体和⼜腔的⽓味
如果你在假期中⾃发地遇到⼀个不错的⼈，你可以通过在⾝上喷洒
CDS来增加你的成功机会。你的汗⽔只有在你⽪肤上的细菌将其转化
为丁酸时才有味道。没有细菌--没有体味!这对吉姆在多⽶尼加共和国
的⼯作很有帮助。还可以在嘴⾥喷⼏⼜，让它在⽛齿之间浸泡⼀两分
钟，再吐出来。现在，不再有恼⼈的⼜臭阻挡你进⾏有希望的约会
了。别担⼼，亲爱的⼥⼠们，两次使⽤后，⼆氧化氯的⽓味在⼏分钟
内完全消失。
 

10. 腐败的鱼或贝类引起的⾷物中毒
坏鱼或贝类的⾷物中毒会威胁到⽣命。我⾃⼰曾经有将近⼀个星期的
持续呕吐和腹泻。那时候我还没有MMS。安德烈亚斯-卡尔克博⼠本⼈
在这种情况下服⽤了6滴激活的MMS，此后每⼩时服⽤两次。然后所
有的抱怨都停⽌了，⾝体在这场超级感染中赢得了⽐赛。
 

我知道，过度卫⽣也会使⼈敏感和⽣病。这曾经被夸张地收集了⼀
切，MMS可以在假期进⾏有意义的帮助。每个⼈都可以从这个光谱中



挑选出对他有吸引⼒的东西。也许你能想出⼀些更有趣的可能性。帮
助改善这⼀贡献!



5.4 MMS提示4：浴室、厕所和厨房的⽣物膜
 

我们有这样的想法：细菌单独游动并繁殖。事实上，细菌经常⽣活在
群落中，并在其群落周围形成⼀个保护性粘液层（⽣物膜）。这使得
细菌具有抵抗⼒，并能抵御极其不利的边界条件，如环境的pH值。
 

这种⽣物膜还在外部保护它们免受其他威胁，如许多杀菌剂或抗⽣
素，并为它们在内部的⽣长提供最佳的⽣活条件。例如，在厨房和浴
室，这些⽣物膜可以在瓷砖接缝上或在瓷砖接缝中看到淡红⾊或⿊⾊
的条纹。然⽽，这些⽣物膜也会在⽔箱、⽔过滤器、管道、冰箱的排
⽔器或总是潮湿的厨房海绵上形成。与许多其他杀菌剂相⽐，⼆氧化
氯有⼀个⾮常特殊的属性。
 

⼆氧化氯可以⾮常迅速地穿透⽣物膜并完全溶解它们。
 

这意味着细菌对⼆氧化氯毫⽆抵抗⼒，被彻底杀死。例如，这种效果
被⽤于酿酒⼚和⽜奶加⼯⼚。在那⾥，管道和容器定期⽤⼆氧化氯进
⾏冲洗，从⽽进⾏消毒。
 

类似地，⼈类和动物体内的致病菌也会形成⽣物膜以保护它们的菌
落。也许⼆氧化氯的这⼀特性，再加上强⼤的氧化能⼒，是对体内快
速和彻底消毒效果的解释。使⽤抗⽣素，⼈们必须使⽤越来越⾼的剂
量来穿过这个⽣物膜，然后还必须与细菌的适应性作⽃争，因为它们
通过变异产⽣抗药性。幸运的是，⼆氧化氯解决了这些问题。
 



指⽰。
只需根据MMS提⽰3准备⼀个MMS/CDS喷瓶，每隔10分钟喷洒⼏次⽣
物膜，让它发挥作⽤，直到它可以被轻易冲洗掉。
 

5.5 MMS技巧之五：恢复DMSO的纯度
 

DMSO通常以纯品出售（纯度约为99.9%）。如果储存时间较长，就会
吸引⽔分，从⽽产⽣⽔。通常，我们只知道稀释东西的⽅法。为了让
液体再次浓缩得更⾼，我们实际上只知道通过沸腾。
 

我们不能在这⾥应⽤DMSO，因为它将破坏化学结构。但是我们可以
很容易地利⽤DMSO的⼀个特性。DMSO在18度以下会变成结晶，因
此是固体，尤其是在冬季交货时。现在，如果我们把DMSO瓶⼦放在
冰箱⾥过夜，⾥⾯的DMSO就会变成固体，但⽔在冰箱温度下还没有
冻结，会在上⾯沉淀。现在我们只需将分离的⽔倒掉，然后重新密封
瓶⼦。然后我们将DMSO瓶放在暖⽓中或在温⽔浴中加热（不要⽤微
波炉！）。通过这个简单的程序，我们将DMSO的浓度再次提⾼到⼏
乎百分之百。



5.6 MMS第6号提示：DMSO疤痕溶液
根据Hartmut Fischer博⼠的说法，www.pranatu.de）
 

这个美妙的提⽰来⾃DMSO专家哈特穆特-费舍尔博⼠本⼈。即使是多
年前受伤和⼿术留下的疤痕也⼏乎可以完全消失。不知何故，DMSO
似乎在细胞更新中起作⽤，恢复旧的细胞结构和秩序。DMSO还可以
修复DNA损伤，例如由辐射损伤造成的损伤，应该作为任何放射治疗
的紧急补救措施保存在⼿边。
 

搅拌疤痕溶液。
⾸先，将35克氯化镁溶解在1升⽔中。然后将喷雾瓶或滴管瓶（见供应
来源项下）装⼊⼀半的DMSO，并加⼊2个安瓿的普鲁卡因。⽤上述镁
⽔填满这种混合物，直到瓶⼦装满。DMSO不能与塑料接触!从安瓿瓶
中转移液体时，最好使⽤带套管的注射器。然后将此溶液储存在⿊暗
中你需要⼀个100毫升的玻璃瓶来装这个混合物!
 

疤痕溶液的应⽤。
如果耐受性好，每天⽤它慷慨地打湿疤痕⼀次（棉签或⼿指），并在
再次穿上⾐服之前让其长时间起作⽤。
 

只需保存剩余的镁⽔或每天饮⽤满满⼀杯稀释的饮料。它是清洗⾎管
的绝妙药⽅。
 

顺便说⼀下：每个⼈都有⼀个疤痕：在肚脐处。我只能根据⾃⼰的经
验说，这也能引发⾮常强烈的精神和⼼理过程。因此，躺下，揭开肚
脐，滴⼊，闭上眼睛，尽情享受吧!
 

供应来源。
见www.mms-seminar.com "供应来源 "栏⽬。
- 氯化镁，DMSO和剂量组（注射器和滴管瓶），2件。  普鲁卡因
Pasconeural，2％，5毫升安瓿（药店）。





6.结论
根据提出的事实、研究和临床经验报告，以下可验证的结论是令⼈信
服的。
 

- ⼆氧化氯不能与纯正的氯或甚⾄氯漂⽩剂相混淆。
 

- ⼆氧化氯没有毒性，也没有致癌性!

- 它最终会分解成⽔、氧⽓和普通盐。

- ⼆氧化氯是这个星球上最好的细菌杀⼿!

- ⼜服⼆氧化氯溶液有
没有已知或持久的副作⽤!

- ⼆氧化氯没有致突变性，不会对后代造成伤害!

- 根据吉姆-汉博的MMS应⽤协议，单次剂量是安全的!(环保局研究)

- 彩信应⽤记录的持续时间根据吉姆
谦卑是安全的!(世卫组织研究)

- ⼆氧化氯具有⼴泛的积极健康作⽤。
对⾝体的影响!

- 除其他外，⼆氧化氯对疟疾有成功的效果。
艾滋病毒/艾滋病，甚⾄是埃博拉病毒!

- 有⼀个故意的不真实的抹⿊运动正在进⾏中，反对
⼤众传媒中的MMS!

- 每个家庭都应该有MMS，以便做好危机准备。
有库存。



此外，现在还有MMS的进⼀步发展，如pH值为中性的CDS或
CDSplus。这些是⼆氧化氯溶液，外⾏⼈不再需要处理更⾼浓度的化
学品。因此，在很⼤程度上消除了由于不正确处理⽽造成的危险。



此外，现在还有MMS的进⼀步发展，如pH值为中性的CDS或
CDSplus。这些是⼆氧化氯溶液，外⾏⼈不再需要处理更⾼浓度的化
学品。因此，在很⼤程度上消除了由于不正确处理⽽造成的危险。
 

在诗⼈和思想家的国度⾥，要么没有更多基于彻底研究的结果公开的
⾼质量新闻报道，要么就是有意⽆意地描绘出⼆氧化氯的虚假画⾯。
隐瞒真相的重要部分，对我来说绝对等同于故意撒谎。我的问题
是，"Cui bono？" 这对谁有好处？循着钱的⾜迹，你会找到罪魁祸⾸
的。
 

最后的结论可以也应该由每个⼈⾃⼰在这⾥得出。我在此根据可核实
的事实和资料来源给出我的个⼈总结。MMS的⽤途⾮常⼴泛，可以帮
助治疗简单的感染，直⾄危及⽣命的疾病，如疟疾、⾎液中毒（败⾎
症）、⾷物中毒、MRSA感染、艾滋病/艾滋病毒、疟疾、登⾰热、
SARS、猪流感、埃博拉、癌症和糖尿病等，快速有效，或有潜⼒做到
这⼀点。作为抗⽣素的替代品，它是如此有趣，因为它还能安全地杀
死变异的抗⽣素病菌，并在肠道菌群中不留下任何损害。MMS可以防
⽌已知的和很可能是未来的未知病菌，这些病菌被认为有可能导致⼤
流⾏病，即世界性的流⾏病。
 

然⽽，最⼤的优势可能是，⾮常多的⼈可以简单地使⽤MMS来治疗已
知和未知的疾病，因为在推荐的⽅案、配⽅和剂量下，⼜服⼆氧化氯
没有严重的急性或永久性损害。
 

尽管有这些令⼈印象深刻的效果，MMS对我来说并不是万能的。我不
相信在纯粹的物理层⾯上有这样的东西。我总是说：MMS为你提供了
⽣活时间和⽣活质量。你应该利⽤这段时间找到你⽣病的精神原因，
并将其化解。否则你就会像传统药物⼀样使⽤或滥⽤MMS，纯粹是为
了缓解和-抑制症状。但只有对实际原因的治疗才会导致永久性的解决
或完全康复。因此，我在这⾥提到了⽹络研讨会和电⼦书
《Back2Balance》和《Back2Health》，其中有恢复⾝体和精神平衡的新⽅
法。



 

在Back2Balance中，我展⽰了五条主要途径（例如，酸度过⾼和渣
滓），这些途径可能导致⾝体中毒或缺乏症状。幸运的是，你也可以
扭转所有这些途径，从⽽找到回到平衡的途径。Back2Health是关于现
代、快速和有效的技术，以追踪和化解创伤、恐惧、恐惧症、神经官
能症、精神病，但也包括像内疚、羞耻、悲伤和宽恕等精神情感层⾯
的问题。根据我的经验，只有掌握了所有这些知识和这些技术，才有
可能对健康和疾病有⼀个全⾯的看法。
 

6.1 MMS研讨会和讲习班
 

同时，我不再举办MMS研讨会和讲习班。相反，我录制了⼀个七⼩时
的⽹络研讨会，并在⽹站www.mms-seminar.com 上免费提供。加上这
本免费的书和数百个多种语⾔的经验视频，应该⾜以为最好奇的MMS
兴趣者服务。请在那⾥注册通讯，并订阅我的德语Telegram频道
AKASHA.TV。
 

为此，我将另⾏组织AKASHA⼤会BACK2HEALTH。你可以在
www.akasha-congress.com，了解更多信息!



6.2 MMS⽹络研讨会
 

为了进⼀步传播这种令⼈兴奋的治疗知识，还有MMS⽹络研讨会。这
些是录制的在线视频，内容与两天的MMS研讨会相同。因此，每个⼈
都可以节省旅途费⽤、过夜住宿、⾷品供应和现场MMS研讨会的门票
费⽤。也没有更多的调度或空间问题。在你想的时候，在你想的地⽅
开始你的MMS⽹络研讨会，并根据你的意愿经常重复有趣的部分。我
还节省了差旅费、住宿费、房间租⾦和部分⽤于宣传此类活动的费
⽤，并乐意通过⼤幅降低MMS⽹络研讨会的价格将这些费⽤转嫁给
您。如果您仍然欣赏个⼈会议的优势，当然也欢迎您参加我的
AKASHA⼤会BACK2HEALTH现场活动。
 

6.3 个⼈建议
 

从我的研讨会的经验来看，我⽆法避免对健康的整体看法。⼀⽅⾯，
⾝体层⾯的措施，如MMS应⽤，可能是必要的，但也有必要在精神-情
感层⾯解决致病问题。⼀些精神情感技术，如灵⽓净化、Power-
Light（⼀种没有限制的灵⽓）和CQM（根据Gabriele Eckert的中国量⼦
法），我已经亲⾃学习并应⽤于志愿者⾝上，取得了⾮常有趣的效
果。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技术3-Steps-Back已经从这些技术和⼀些
新元素的混合中发展出来。只要有机会，我就会提供这些⼀对⼀的课
程，并要求只有那些与这些问题或与我有共鸣的⼈才能报名参加。第
⼀次，我基本上是做灵⽓净化和其他⼀些事情，如与灵魂重新连接。
根据我的经验，这种觉醒是基础。然后⼈们会更加稳定，CQM和其他
灵性技术会更快、更有效地进⾏，或者那时往往不再需要了。这个最
初的会议可能需要⼀个半到三个⼩时，并且是在捐款的基础上进⾏
的。此后，你不应该再承担更多的事情。在迄今为⽌99%的情况下，
这是唯⼀的环节，因为你应该能够⾃⼰处理所有其他问题。精神治疗
不是⼀种被认可的医疗技术，我不能提前承诺任何效果。它总是在你



的灵魂允许的范围内发⽣。此外，我不治疗任何东西，⽽是帮助你治
疗⾃⼰。
 

6.4 新的MMS平台
 

⽹站www.mms-seminar.com，在功能上有了很⼤的扩展。在⽤你的电
⼦邮件地址或简单地⽤你的Facebook账户注册后，你可以获得许多关
于MMS和其他替代疗法和⽅法的免费信息。除了这本电⼦书，你可以
免费观看MMS介绍⽹络研讨会，阅读MMS新闻或与其他⽤户交流信
息。此外，你还可以获得⼀份包含书籍和供应来源的最新清单，以及
不断增长的经验数据库。除了这些免费的优惠，还有关于其他整体健
康主题的⽹络研讨会和电⼦书可供付费使⽤。
 

6.5 不再呼吁捐款!
 

这本书只告诉你替代性的补救措施和⽅法。它的⽬的是给有需要的⼈
带来希望，告诉他们如何把对⾃⼰的责任重新掌握在⾃⼰⼿中。所有
这些信息都是多年来⽤⼤量的爱、时间、成本和个⼈努⼒收集起来
的，在这⾥⼤部分是免费提供给你的。
 

如果这些知识以任何⽅式帮助了你、你的家⼈或你的朋友和熟⼈或你
的宠物，那么你也可以⽀持传播⼀般的替代治疗知识，或特别是吉姆-
汉博运动的全球活动。
 

更新：我的所有Paypal账户都被暂停，并被这家从未成为银⾏的银⾏终
⾝禁⼊。我的Ing-Diba账户也在第⼀次捐款后就被终⽌了。安德烈亚
斯-卡尔克和凯丽-⾥维拉可以唱同⼀⾸歌。在这⾥你可以看到⿊暗势
⼒是多么害怕⼆氧化氯这个简单的事实。
 

出于这个原因，我不接受任何⾦钱上的捐赠!
真理也会通过这种⽅式找到你的。
 



6.6 我们也需要你的帮助!
 

翻译
语⾔障碍是有关替代疗法和⽅法的知识往往停留在当地的主要原因之
⼀。如果你是多语⾔者，并希望这本电⼦书的内容能被其他语⾔的⼈
使⽤，请帮助我翻译或校对本书。对我来说，优先考虑的是英语、西
班⽛语、葡萄⽛语、⼟⽿其语和法语的母语翻译。但也⾮常欢迎其他
语⾔。
 

分布情况
⾮常多的⼈仍然没有听说过这本书中的知识。谈论MMS并通过电⼦邮
件发送这本电⼦书。帮助到处传播这些知识，例如在⼯作中、在俱乐
部、在其他平台和社交⽹络中。
 

展现社区精神，为公共利益做出⾃⼰的贡献!



6.7 吉姆-汉伯的讲话
 

"你们中的许多⼈也有这样的印象：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正在发
⽣。这也是事实，在我们的时代甚⾄会升级。⼀场古⽼的善恶两极之
间的战⽃即将进⼊⾼潮。预⾔中的所谓 "黄⾦时代 "不会⾃⼰到来。没
有像天使、能量体或外星⼈这样的⾼级⼒量，我不想否认它们的存
在，它们会来拯救我们。
 

这是我们⾃⼰的⼯作。这就是为什么你现在在这⾥。因此，要对⾃
⼰、对⾃⼰的⽣活、对⾃⼰的健康和环境负责。⾸先在⾝体和精神层
⾯上清洁⾃⼰。
 

然后与志同道合的⼈建⽴联系，记住你在这⾥的实际任务。这最后⼀
场伟⼤的决定性战役不会⽤任何武器赢得，也不会在外部赢得。为
此，你必须进⼊⾃⼰的内⼼，承认并接受在这个宇宙中没有⽐你更⼤
的⼒量。MMS不是终点，它只是⼀个开始."
 

摘⾃2014年12⽉在墨西哥对吉姆-汉博的采访）。
 

- 结束 -
 
 



关于作者
 
 

Dipl.-Ing. Ali Erhan--机械⼯程师和IT顾问，通过⾃⼰的苦难来到了
替代治疗⽅法。⼀次成功的MMS⾃我治疗和与发现者吉姆-汉博的培训
师培训，亲⾃为他指明了未来的道路。作为⼀个⾃雇的研讨会负责
⼈，他多年来⼀直在德语国家举办以 "⽤MMS治疗？"为主题的晚间研
讨会和实践讲习班。 在这⾥，你可以了解到关于吉姆-汉博的⼀切，
他的发现，MMS或⼆氧化氯的作⽤⽅式和应⽤。

 

因此，严格指出了MMS的机会、风险和副作⽤以及局限性，这远远
超出了迄今为⽌已知的出版物。此外，他还详细介绍了较新的发展，
如耐受性更好、pH值中性的CDS（⼆氧化氯溶液）。对他来说，重要
的是再次加强每个⼈的个⼈责任，并传达健康的整体情况和⽣病的过
程。
 
 

...⽽我们正变得越来越多!
 
 
 

答案是42。
爱就是答案!


	鸣谢
	人类的英雄
	疗效声明、免责声明和许可
	前言
	1.用MMS治病？
	1.1 传统医学和个人责任
	1.2 什么是MMS？
	1.3 MMS是如何工作的？
	1.4 风险和副作用
	1.5 相互作用和禁忌症
	1.6 二氧化氯产品的市场概况
	1.6.1 第一个发展阶段：经典彩信
	1.6.2 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即用型CDS解决方案
	1.6.2.1 新：CDSpure®安瓿瓶
	1.6.3 不再推荐的程序
	1.6.4 第三阶段的发展：CDSplus®--持久而稳定的CDS
	1.6.5 二氧化氯产品的比较
	1.6.6 我何时服用什么？
	1.6.7 使用CDSplus®的首次经验报告
	1.6.8 危机准备的彩信服务
	1.6.9 饮用水产品的来源
	1.6.10 重要警告
	1.7 进一步的援助
	1.7.1 MMS2 - 次氯酸钙
	1.7.2 基于次氯酸钠的MMS2替代品
	1.7.3 活性增强剂DMSO
	1.7.4 沸石和膨润土
	1.8 外部MMS应用协议
	1.8.1 漱口水
	1.8.2 足浴和全浴室
	1.8.3 MMS气囊
	1.8.4 眼、耳、鼻药水
	1.8.5 肠道和阴道灌肠
	1.9 内部MMS应用协议
	1.9.1 MMS-1000/1000+协议
	1.9.2 CDS-1000 /CDS-101协议
	1.9.3.CDS 115协议（登革热协议）。
	1.9.4 5/5-100协议（强化协议
	1.9.5 2000协议（MMS1+MMS2
	1.9.6 协议3000（MMS1+DMSO外部）。
	1.9.7 协议4000
	1.9.8 疟疾议定书
	1.9.9 克拉拉的6+6方案（休克疗法
	1.9.10 用二氧化氯注射CDI IM/IV
	1.10 MMS常见问题 - 问题和答案
	2.MMS在人类中的成功案例
	2.1 MMS与癌症
	2.2 MMS与阿尔茨海默氏病、帕金森氏病和痴呆症
	2.3 MMS在精神障碍、职业倦怠和抑郁症方面的作用
	2.4 MMS和自闭症
	2.5 MMS和超重/溜溜球效应
	2.6 MMS和糖尿病
	2.7 MMS和疟疾
	2.8 MMS和流感
	2.9 危险的疫苗接种
	2.10 获得MMS成功的疾病列表
	2.11 CDS和电晕大流行
	3个MMS在动物身上的成功案例
	3.1 小动物的协议
	3.2 猫和小型犬的协议
	3.3 中型和大型犬的协议
	3.4 马匹的协议
	3.5 反刍动物的协议
	3.6 被二氧化氯说服的兽医
	4.MMS的媒体诱导
	4.1 指责MMS是有毒的氯漂白剂
	4.2 关于MMS无效的指责
	4.2.1 乌干达疟疾研究
	4.2.2 二氧六环的临床应用
	4.2.3 亚氯酸钠被欧盟批准为医药产品
	4.2.4 与艾滋病毒/艾滋病有关的成功案例
	4.3 指责MMS是纯粹的赚钱行为
	4.4 对吉姆-汉博和山达基的指控
	4.5 指控创世二号教会
	4.6 向媒体提问--彩信的有效性
	4.6.1 关于二氧杂环己烷的报告在哪里？
	4.6.2 针对ALS的MMS在欧盟得到批准!
	4.6.4 美国-军队：抗击埃博拉病毒的彩信成功了!
	4.6.5 双重标准 "氯化鸡肉
	5.休闲、家庭和假期的彩信提示
	5.1 彩信提示1：家庭中的霉菌
	5.2 彩信-提示2：对冰箱、汽车和房间进行消毒
	5.3 彩信小贴士之三：节日救星（CDS喷雾瓶）。
	5.4 MMS提示4：浴室、厕所和厨房的生物膜
	5.5 MMS技巧之五：恢复DMSO的纯度
	5.6 MMS第6号提示：DMSO疤痕溶液
	6.结论
	6.1 MMS研讨会和讲习班
	6.2 MMS网络研讨会
	6.3 个人建议
	6.4 新的MMS平台
	6.5 不再呼吁捐款!
	6.6 我们也需要你的帮助!
	6.7 吉姆-汉伯的讲话
	关于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