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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纲
1、什么是微循环，微循环障碍会对人体健康产
生什么影响？

2、太极石健康能量纤维对人体健康有怎么样的
促进作用？

3、是否安全可靠？

4、是否可以验证？如何检测？

5、健康能量纤维的应用及发展前景！



什么是微循环
• 微循环：是指微动脉和微静脉之间

的血液循环，是血液与组织细胞进
行物质交换的场所。

• 微循环结构：微动脉、后微动脉、
毛细血管前括约肌、真毛细血管、
通血毛细血管、动-静脉吻合支、
微静脉七部分组成。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导致
微循环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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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时间加班 宅男宅女

游戏与网吧 高热量垃圾食品



微循环障碍产生的问题
1、神经系统：脑细胞得不到足够
的营养和氧气，同时细胞代谢产物
因供血不足不能完全排出体外，会
导致头痛、眩晕、失眠、多梦、记
忆力衰退；

2、心血管系统：心脏细胞营养不
足，心肌缺氧，从而导致胸闷、心
慌、心绞痛、心率不齐，重者发生
心肌梗塞，长期微动脉收缩导致高
血压及冠心病。

3、运动系统：肌体内产生大量乳
酸等代谢产物，刺激肌体产生酸、
胀、痛的感觉。如：风湿关节炎、
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软组织挫伤
和关节扭伤等；

4、微循环与人体疲劳和酸痛：人体在
运动后，肌体内产生大量乳酸等代谢
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刺激肌体，产生
酸、胀、痛的感觉，改善微循环，使
局部的血流量增加，把氧气和营养物
质带给组织，代谢产物随血液排出体
外，就能很快地解除人体的疲劳。5



如何改善微循环
3、擦身法 每天坚持冷水擦身
或干毛巾擦身，从上到下把全
身皮肤都擦得发热发红，此法
是促进体表微循环的有效方法
。这个需要注意的是要视自己
的身体情况而定。

1、拍打法 即用双空心拳或健身锤

，从上到下拍打全身，重点敲击背
部及足三里、命门、涌泉等重要穴
位。此法可以促进击打部位的血液
循环。产生振动波和冲击波，传至
肌肉和内脏器官的深部，促进肌肉
和内脏的微循环，使全身末梢血液
供应得到改善。

2、抖动法 是由自身发动的浑身颤

抖。方法是挺胸站立，以脚跟和膝
盖为轴，有意识地进行全身上下各
部位肌肉和内脏颤抖，此法对全身
微循环有良好的促进作用。



改善微循环--太极石健康能量纤维
太极石健康能量纤维让人们在日常服饰、家居、床品、运动
服饰等领域的不经意使用中，改善微循环、增强新陈代谢、
提高免疫力、调节睡眠，提升人体正能量，提高人们的健康

水平。



太极石故事
在一次尼泊尔神秘古国之旅，偶然机
会走访尼泊尔山林田野，与当地原住
民接触，在其言谈间提及尼泊尔当地
有一种神密矿石，轻轻的触摸后，可
感受到一股奇特的热流进入身体，这
股热流在身体四处奔湧著，令人感到
身体放松，全身通体舒暢，据当地原
住民述说，这奇特矿石是历经千年天
地灵气灌顶、融合大地精华，早在久
远年代之前就发现其散发的能量場对
人体健康有极大的帮助，在当地并将
它奉为“圣石”。

透过多项高科技仪器测试及多人亲身体验后，
我們见识到一个平凡无奇的矿石，竟然能散发
出如此強大的神奇能量，並且可以产生对人体
有益的共振频率。更令人惊讶的是，这神祕的
矿石能聚集正能量，消耗负能量，让許多不可
思议的好运开始在周边不断的发生，扭转气运
更带來好运势。因其具备的特殊能量特性，诚
如太极般源源不绝，因此将其命名为“太极石”
。



“太极石”是一种天然矿石，矽晶石英矿，主体成分为SiO2 ，富含多

种微量金属矿物元素!

将原矿石先打碎再磨成微米级粉体填充材料，可运用于薄膜、纤维与高分

子聚合物等，也可将微米粉末纳米化制成纳米矿石粉，用于纤维抽丝、制成

太极石健康能量纤维。

太极石纱线纳米太极石浆料太极石母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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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极石微米及纳米材料



太极石粉体的电镜结构照片
100,000X



太极石成份
SiO2：87.53％
K2O、CaO、TiO2

、Fe2O3

太极石成分分析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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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极石成分分析与鉴定（SAX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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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极石能量纺
织品制作流程

太极石
纺织品

原矿石 纳米化

母粒

抽纱

纺纱

针织或
梭织



功能与作用机理
• 细化水分子，改善血液微循环，促进细胞活
性，增进新陈代谢；

对人体有益的远红外波长8-14微米（生命光
波），太极石的远红外作用波长（4-16微米）
，与人体细胞中的水分子产生共振作用；

• 促进伤口愈合，增进免疫作用，调节睡眠；



远紅外线放射率
日本远红外线应用研究会

太极石的远紅外线
的放射率达9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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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红外放射率
工业技术研究院

太极石的远紅外线
的放射率达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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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NGE

3.9-16  um



太极石安全性检测

1、是否有放射性物质？

2、是否符合欧盟REACH法案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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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极石粘胶短纤维中
太极石的存在形态

斜截面50,000X 外观形态纵向30,000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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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測得含有
放射性核物質

放射性核种分析
台湾清华大学原子科学技术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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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核种分析
台湾原能会核能研究所

未測得含有
放射性核種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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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CH检测(151种SVHC)
~~SGS台湾检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送测物质浓度 均
小于1％
未测得151种有害
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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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微循环、改善血液品质
1、追求清洁的血液。太极石纤维能细化水分子、增强血液
细胞动能，血液能顺畅流动；

2、上行道时红血球随时为细胞输送新鲜的氧气和养份，下
行道时使新陈代谢充分进行并带走体内垃圾，白血球负责击
退侵入人体的病毒和细菌，血小板能及时止血和修复受伤血
管，三者各安其位，保障血液质量；

3、稳定血液质量就能使人体保持较高免疫力，为清洁的血
液提供条件。

4、血液粘稠是万病之源。



浸泡太极石后的水分子振频
为69.83Hz

a 原 水 水的振頻

通過陶磁濾心前 153HZ

通過陶磁濾心後 84HZ

b 原 水 128HZ

浸泡於陶磁球中 89HZ

利用麥飯石浸泡 97HZ

c 原 水 100HZ

浸泡磁鐵礦石 85HZ

D市售礦泉水 90.46Hz

浸泡太極石後的礦泉水 69.83Hz

NMR17O检测(水分子变化检測)
~~工业技术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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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循环检视仪
微循环畅通是百病不生；

微循环障碍是百病之源；

最常用又能代表全身微循环
状况的是：甲襞及眼底结膜
；

甲襞表皮比较薄，透光性好
，微血管表浅，观察方便。
一般是检查左手无名指，安
全方便，对人体无损伤、无
刺激、敏捷准确等优点。 24



太极石面料覆盖前后手指末端微循
环变化图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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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微循环正常，
流量较小，流速较

慢

太极石面料覆盖后，
血液微循环增强，流
量增大，流速加快，
微血管比较饱满。



微循环血流检测仪
器 PeriFlux5000

PeriFlux激光多普勒
血流仪广泛应用于多
学科的微循环研究。
在实验室应用上，激
光多普勒仪从1981

年开始，就广泛应用
于监测动物血流。是
微循环领域的最佳伙
伴。

PeriFlux 5000 可实时评估微循环血流变
化。激光多普勒血流单元用于监测微循
环血流灌注量，可监测包括毛细血管、
微动脉、微静脉以及微动静脉吻合支在
内的微循环血流；一个血流单元可配备
一个激光多普勒血流探头。

http://www.perimed.com.cn/products/instruments/laser-doppler-monitors/periflux-system-5000


穿著內裤血流量可增加28.6 ％
，血流速度可增加26.3 ％

穿戴Bra血流量可增加39.2 ％，
血流速度可增加34.4 ％

太极石布料对血流量及血流速的影响
~~纺织綜合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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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中医药研究院
医学报告



太极石服装对血流灌注量的影响1
福建省中医药研究院

穿对比裤子

穿太极石裤子

三阴交穴微循环血流灌注量测定

穿对比裤子



太极石服装对血流灌注量的影响2
福建省中医药研究院

穿对比裤子

穿太极石裤子

委中穴 微循环血流灌注量测定

穿太极石裤子



红外热像图
福建省中医药研究院

图一：穿对比衣服后红外热像图

图二：穿太极石衣服后红外热像图



太极石服装对血流灌注量的影响3
福建省中医药研究院

对比分析及结论：
1、穿太极石衣服可使人体背部温度普遍升高0.1-0.2℃，督脉
的红外辐射轨迹变得连续，规整并达全程，督脉线上均温，最
高温，最低温均有上升。
2、穿太极石裤子后，委中、足三里、三阴交三处微循环血流
灌注普遍提高，提高幅度平均为13.2%，血流图变得均匀、规
整。
结论：太极石面料服装使人体微循环得到改善，血液循环更加
顺畅。



所测得UPF等級50＋，具
有非常优秀的抗紫外线效果

对尼龙及聚酯太极石纤维，
測得具有抗靜电能力

太极石布料对抗紫外线的防护能力
~~SGS台湾检验科技股份公司~~



太极石纤维抗菌性能
中纺联检测中心

•

抑菌率
肺炎克雷伯氏菌 99.8%

金黄色葡萄球菌 99.4%

检测用AUN太极
石健康能量抗菌

棉男袜



太极石能量被使用前后脑电波的变化情况

日本远赤外线应用研究会



有利于促
进睡眠

1、使用太极石毛毯后，脑
电波中低频率的θ波，α波明
显增加，分别增加26.8%、
127.8%；而高频率的β波，
明显减少，减少率为52.9%

；

2、低频率θ波，α波明显增
加，极大地有利于脑部放松
，促进睡眠。

日本远赤外线应用研究会



太极石纤维的应用1
T恤

衬衫 文胸

内衣

休闲裤



太极石纤维应用2

羽绒填充
物

家居服

床上用品

保健帽子

高端拖鞋



太极石纤维应用3 运动系列

瑜伽服太极服

自行车骑行服 泳装



太极石纤维应用4

汽车座垫
健康能量袜

健康口罩 U形护颈



台湾的太极石生活馆

风涌而至的游客



太极石纤维的分类

• 聚酯基太极石长丝:  75D/72F 

150D/144F              300D/144F

• 锦纶基太极石长丝：70D/68F

• 聚酯基太极石短纤：1.0DX38MM

3.0DX38MM

• 粘胶基太极石短纤: 1.25DX38MM



太极石短纤纱线
太极石纱线目录

序号 品类 产品规格 原料成份 包装形式及规格

1

聚酯基太极石、棉混纺纱线

10S

50%太极石纤维，50%精棉 纸箱包装，25KG/箱

2 16S赛络纺
3 21S

4 32S

5 40S

6 50S

7 60S
50%太极石纤维，50%长绒棉 纸箱包装，25KG/箱

9 80S

10

聚酯纤维基太极石、莫代尔混纺纱线

32S

50%太极石纤维、50%莫代尔 纸箱包装，25KG/箱
11 40S

12 50S

13 60S

14

聚酯纤维基太极石长丝
150D DTY

100%聚酯基太极石
纸箱包装，25KG/箱

15 300D DTY

16

聚酯基太极石、棉、铜离子抗菌纤维
32S

40%聚酯基太极石纤维、40%棉、20%铜离子纤维 纸箱包装，25KG/箱
17 21S
20

粘胶基太极石棉混纺冰凉纱线

32S

60%粘胶基太极石冰凉纤维，40%精棉 纸箱包装，40KG/箱21 40S
22 50S

23 粘胶基太极石棉混冰凉弹力纱线 32S/40D 59%粘胶基太极石冰凉纤维、39%精棉、2%氨纶 纸箱包装，25KG/箱

21S赛紧纺
29

粘胶基太极石混纺纱线

32S赛紧纺

50%粘胶基太极石纤维、50%精棉 纸箱包装，25KG/箱30 40S赛紧纺
31 50S赛紧纺
32 60S赛紧纺

50%粘胶基太极石纤维、50%长绒棉 纸箱包装，25KG/箱
33 80S赛紧纺

34 粘胶太极石纤维、腈纶混纺 48S赛紧纺 50%粘胶基太极石纤维、50%腈纶纤维
纸箱包装，25KG/箱

35 粘胶太极石纤维、莫代尔混纺 60S赛紧纺 50%粘胶基太极石纤维、50%莫代尔



近期生产的部分
太极石健康能量产品

空调被 衬衫

能量四件套 休闲运动服



太极石健康能量抗菌袜



开创健康能量纺织品新时代

• 据世界卫生组织(WHO)2007年公布的一项全球性调查结果
表明：全世界真正健康的人仅占人口总数的5%，经医生检
查、诊断有病的人占20%，75%的人处于亚健康状态。

• 美国每年在健康产业中的收益约1.5万亿美元，而中国仅有
400亿美元，占美国的2.6%。说明国内的健康产业发展潜
力巨大！

• 根据中国纺织“高性能、高功能、高品位”的发展方向,健康
纺织品从内涵上完全体现了“三高”发展的主基调,是中国
功能性纺织品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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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的使命：提高人类健康水平
，提升幸福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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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极石健康能量纤维
带给我们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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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个使命：提高人类的健康水平！
2、一个理念：健康能量纺织品开启健康能量新纪元！
3、一份责任：共同推广，将健康、正能量、快乐、幸福带给每个追求身心健
康、崇尚生活品味的消费者！



部分合作伙伴



感谢聆听！

王荣华 高级工程师
太极石股份有限公司

冠帛（上海）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T：0595-88211883 88211806  

E-MAIL：275563919@qq.com

www.lbshtex.com

mailto:275563919@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