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ntum Space Equalizer (Q.S.E.) 規格比較表
重點規格比較

量子空間等化儀 (Q.S.E.) 3000 應用型

量子空間等化儀 (Q.S.E.) 1000 基本型 (SE5)

適用對象

任何人皆適用

實驗室專業人員

(非專業 或 專業)

(英文流暢)

大部份配件皆通用，但使用較高級的彈性螺旋線

儀器相關配件

光筆，可更換不同的光筆 (目前有紅、白色光筆 使用硬式光纖筆，測試距離受限制，且因材質硬脆，
及 光療筆可供額外選購)，使用有彈性且不容易 很容易造成折斷損壞。
損壞。

硬體升級
(Firmware)
軟體 升級/更新 頻度

敝司代為處理，服務處理到好，立即可取件，完 自行由美國網站 D/L，如不熟悉流程，有毀損儀器可
全無風險。

能性。

每周皆有更新，每月至少更新一次。

不定期更新，約半年更新一次，或更少 ?

增強 30%
無向量波發射強度
(Scalar Wave)

標準強度
如選購 專業版 儀器軟體，則發射強度再另外往
上提高一倍 (200%)。

單機操作 (無需電腦)

是

是

單機內儀器程式清單

中文版 ─ 儀器內含程式清單

無清單 (亦無任何英文資料)

單機內程式正確性

完整修正 (Firmware)

尚存在相當 Bugs (Firmware)

儀器相關中文說明

相關的所有 中文參考資料

無中文資料

儀器培訓課程

至少兩天的專業培訓課程 (後續依照需要可以另

兩小時 Skype 網路培訓

行安排)， 保證學會。
儀器後續服務

On Site Service (到府服務
(到府服務)
到府服務)

儀器操作軟體

智慧型平版電腦操作軟體 及 界面 (台灣獨立研

無

簡單文字模式界面

發設計)
儀器連線恢復

智慧型儀器 斷線 自動偵測能力

無

訊息磁場淨化功能

可進行各種物質的 中和、淨化功能 (如水
晶、珠寶、配戴物等)

無

綠色通道功能 (SE-5 1000 型對於中文會有破

對於中文或特殊字元，會產生不可預期的破壞
1
輸出。

儀器處理中文資料能力 壞性處理，導致效果無法預期的缺憾)，完全相容
於任何亞洲語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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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器內含程式
生物調整功能
儀器用戶權限管理

儀器功能擴充
原廠之硬體與軟體升級

除基本程式外 (已中文化)，更內含許多專為亞洲

基本程式

的人設計的程式 (價值超過 數百萬台幣)。
眾多現成的 優化療程 可供選用 (只需打勾，不

需要有相當專業知識，方能建立有效的療程。

需要 特別專業背景 或知識)。
權限等級管理功能 (方便 診所、教育機構 或是

無任何權限管理功能。

商業組織 多人共同使用)
更完整好用的研發功能 (讓客戶自行 研發 及

僅具有簡單開發功能。

新增 儀器功能)。

持續研發 與 免費更新 (硬體 與 軟體)

已甚少有新增功能，僅提供少量的錯誤修正更新。

綠色通道功能 (1000 型 對於中文會有 破壞性

儀器處理中文資料能力 處理，導致無法預期的缺憾)，完全相容於任何亞 對於中文或特殊字元，會產生不可預期的破壞輸出。
洲語系。

單機硬體規格
單機硬體規格

量子空間等化儀 (Q.S.E.)
3000 應用型

量子空間等化儀 (Q.S.E.)
1000 基本型 (SE5)

單機硬體
(Firmware)

具備 調整 發射強度功能 (可由 QSE 專
用軟體控制)

僅能進行一般性發射

內建充電電池

不需要再 安裝 任何電池

無 (使用一般 9V 方型電池)
50 個內建程式：

Affirmations Program
Mineral Program
Subtle Balance Program (chakras, aura, tissue salts etc.)
Agriculture Program
Organ IDF Balance Program

儀器已內建程式

Pathogen IDF Balance Program
等等 .....
自建程式空間

可放自建程式超過 250 個以上 (只限英文)。

儀器面板調整

可手動用 ↑↓ 鍵 調整亮度。

聯機軟體規格

量子空間等化儀 (Q.S.E.)
3000 應用型

量子空間等化儀 (Q.S.E.)
1000 基本型 (SE5)

儀器操作軟體

台灣獨立研發設計 (適合任何電腦，包括平
板電腦)

美國設計(界面陽春簡單)

用戶權限管理系統

權限等級管理 (方便 診所、教育機構 或是
商業組織 多人共同使用)

無任何權限管理功能。

量子空間等化儀 相關文件

|

鈦生量子科技有限公司
鈦生量子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Q-S-E.ca

2

適合研發人員使用，開發出來的程式，可

自行研發程式保密 供其他用戶使用，僅有使用權，但無法閱

自行開發的任何程式，任人自由閱覽，無法保護
無法保護。
無法保護

覽內容，以保障開發者權益。
開發出來的程式，可設定其他用戶在某部

無

研發程式後續行銷 電腦使用 (鎖定電腦)，也可設定使用期
限，期限到自動失效。

儀器顯示保護

可自行設定儀器顯示器的亮度，以延長儀
器顯示器壽命。

報告輸出功能

專業級報告。可自行設定報告格式及欄
位，報告內含條碼，方便報告的管理。

等化記錄功能
等化記錄功能

調整過程中皆有記錄檔，方便事後查詢。
或是商業應用中，成為收費的依據。

無

儀器重新啟動

可由軟體端，直接重新啟動儀器。

無

訊息複製功能

可由 延伸檢測板 複製訊息 到沾粘板。

無

資料庫擴充功能

內建七層管理架構，擴充有彈性。

僅有三層，擴充功能困難

引入端淨化功能

含 自動淨化功能。

無 (僅能手動)

電腦端淨化功能

能自動淨化來自電腦端的任何干擾。

無

訊息處理防火牆

宇宙級訊息防火牆，確保無訊息互滲。

一般訊息防火牆

自我淨化功能

隨時進行儀器自我淨化，保障調整效果。

僅開機時，淨化一次。

無法由軟體設定
陽春簡單報告，且無法自行設定。

療程間項目複製

隨時進行 跨客戶、跨療程間的項目複製， 須先開啟被複製療程，進行複製後，再開啟新療程，才
能進行貼上 (操作繁複)。
至少節省三倍以上的療程編輯時間。

療程間項目刪除

可先標記好，一次進行 無限 項目數量 的
一次僅能刪除一個項目 (療程刪減，曠日廢時)。
刪除，節省療程編輯時間。

自然語言 分類

可自行建立分類，方便往後的使用與管理
(已內建 大量的 自然語言分類與句型)。

自然語言 加入

可先標記好，一次進行 無限 項目數量 的
自然語言 加入療程中，節省療程編輯時 一次僅能加入一個 自然語言項目 (操作繁複)。
間。

等化項目 加入

療程的執行

無句型，亦沒有分類管理功能 (使用困難)。

可先標記好，一次進行 無限 數量 的等化
項目 加入療程，或 直接 將整個程式一次 一次僅能加入一個 等化項目 (無法加入整個程式)。
性加入療程中，節省療程編輯時間。
3
可預先計算執行的時間 (精確到秒)，且可 雖可計算執行時間，但時間誤差很大，對於大療
設定迴圈執行，執行完畢，自動重頭跑起。 程有時誤差可大到好幾小時。無迴圈執行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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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程項
療程項目控制

療程的專案化

可任意設定療程中的任一項目，暫時停止

無

執行 (非刪除)，增加療程的執行彈性。

可將常用的客戶及療程設成專案，只要載
無專案管理功能，每次執行療程都要重頭設
入事先儲存的專案，不再需要設定任何時
定，萬一設錯又要重頭設起，浪費許多的時間 !
間及次數等繁瑣操作，立即可以執行運作。
可設定特殊客戶或療程 在特定時間來執

療程執行時段
療程執行時段

行。目前，可設為 白天、凌晨、晚上 或
不設時段。可讓不同功能的療程，在符合

無

的時段來執行，以取得更佳的效果。

專案療程控
療程控制

專案檔自動執行

可任意設定專案中的任一療程，暫時停止

無

執行 (非刪除)，增加專案的執行彈性。
可設定特定專案檔，在儀器軟體啟動時，
自動執行，完全不需要碰觸鍵盤或滑鼠。

無

完全達到，全自動操作的境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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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 (35 支程式)

英文版 (35 支程式)

細菌相關 (Bacterial Subtle Energies)

Bacterial Subtle Energies

生物場系統 (Biofield System)

Biofield System

心血管方面 (Heart, Arteries)

Cardiovascular (Heart, Arteries)

細胞方面 (Cellular)

Cellular

色彩療法 (Colors)

Colors

牙齒相關對應點 (Dental Odonton Points)

Dental Odonton Points

皮膚方面 (Skin)

Dermatological (Skin)

內分泌系統 (Endocrine System)

Endocrine System

環境 /物理因素 (Environmental/Physical Agents) Environmental/Physical Agents
花精療法 (Flower Essences)

Flower Essences

真菌與寄生蟲 (Fungus/Parasite Subtle Energies)

Fungus/Parasite Subtle Energies

胃腸道方面 (Digestive)

Gastrointestinal (Digestive)

礦石與頻率 (Gem Stones/Electro-Magnetic Freq) Gem Stones/Electro-Magnetic Freq

內建共通程式

血液系統 (Blood, Lymph, Spleen)

Hematologic (Blood, Lymph, Spleen)

肝/膽方面 (Liver/Gall Bladder)

Hepatic/Biliary (Liver/Gall Bladder)

草藥 (Herbs)

Herbs

同類療法 (Homeopathics)

Homeopathics

免疫系統 (Immune)

Immune

傳染性相關 (Infectious Subtle Energies)

Infectious Subtle Energies

曼德拉程式 (Mandala Program)

Mandala Program

中醫經脈穴位 (Meridians)

Meridians

肌肉/骨骼 (Muscle/Skeletal)

Muscle/Skeletal

營養與代謝 (Nutrition/Metabolic)

Nutrition/Metabolic

神經系統 (Neurological System)

Neurological System

視覺系統 (Ophthalmologic System)

Ophthalmologic System (Eyes)

口腔與牙齒 (Oral/Dental)

Oral/Dental

耳鼻喉科 (Ears,Nose,Throat)

Otorhinolaryngologic(Ears,Nose,Throat)

疼痛相關 (Pain-Producing)

Pain-Producing

心理方面 (Psychological)

Psychological

呼吸系統 (Lung/Bronchi)

Pulmonary (Lung/Bronchi)

身體檢測相關 (Testing Procedures)

Testing Procedures

毒素、毒藥、害蟲 (Toxins, Poisons and Pests)

Toxins, Poisons and Pests

病毒相關 (Viral Subtle Energies)

Viral Subtle Energies

腎 / 泌尿科 (Kidney, Bladder)

Renal/Urological (Kidney, Bladder)

生殖系統 (Reproductive)

Reproductive

量子空間等化儀 相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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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自行研發 (19
(19 支程式，
支程式，總值超過數百萬)
總值超過數百萬)

場域淨化系統
中醫氣血處理系統
治療相關應用項目
性靈檢測方面
業力處理系統 (一般)
業力處理系統 (深入)
脊椎校正處理系統
進階色彩療法
風水地理專用程式

差異程式

有害添加物檢測系統 (Harmful additives
detection system)

無

光療法
輻射污染處理程式
農業相關校正 (Agricultural Alignment)
梵穴輪檢測系統
人類基因檢測與治療系統 (Human
DeoxyriboNucleic Acid & Chromosome Testing
System)
梵穴輪檢測系統
宇宙 12 脈輪檢測
動物檢測與治療
特殊應用程式
優化療程，
優化療程，無需檢測，
無需檢測，直接可用
(31 大類，
大類，繼續增加中 ....)
肉體方面
生理/精神方面
靈體方面
前世/意識層
優化療程 (隨勾隨用
隨勾隨用))
常見慢性病
疼痛問題
免疫系統
皮膚方面
血液方面
重大疾病
營養補充品
量子空間等化儀 相關文件

無

6

|

鈦生量子科技有限公司
鈦生量子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Q-S-E.ca

急救類
淨化程序(自動)
中醫專用
流行性疾病
金屬污染 (去活性化)
金屬污染 (移除作業)
女性疾病
男性疾病
男性之性相關
女性之性相關
夫妻情趣
美容美體方面 (無齡、撫紋、塑身、美甲、
白髮、脫髮 等)
骨骼方面
身體保健
農業應用
體內污染移除系統
成癮性飲食移除
DNA 回春療程
生意經營方面
農業應用
是否為綠色軟體

是的，完全不需要安裝，立即可用。

軟體的可攜性

直接可以放在隨身碟 (U 盤) 上來立即執
行，無須進行任何設定，可攜性百分之百。

無法任意移動使用。

軟體間互通

可使用 QSE 專用軟體，也可使用 1000 型
的 陽春版軟體 (向下相容)。

無法使用 QSE 專用軟體
(僅能使用美國舊版軟體)

雲端系統支援

支援後續雲端操作系統。

無

關於 量子空間等化儀 相關事項：
相關事項：

1. 應用 放射粒子 理論 (Radionics) 及 無向量波 為發射載體，全程無需實際接觸檢測樣本。
2. 儀器內所提及的任何名稱皆是指 Subtle Energy Fields (精微訊息場)，而不是指直接對於物質界的名稱。例如：儀器內指的
心臟，並不是指物質界的 心臟，而是在
Subtle Energy Fields 下，對應於物質界的 心臟。
心臟
心臟

3. 本儀器所進行的任何檢測與調整，皆是在 Subtle Energy Fields 中進行，而無法直接對於物質界。
7
4. 儀器所使用的理論及技術皆符合 量子力學理論，全程遠端進行，無需直接碰觸樣本，避免了許多因觀測而產生的不明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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