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优价供应白色颗粒麦饭石滤料麦饭石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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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河南显达净水材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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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详细描述价格:[麦钣石的作用]   （1）吸附力强   所谓吸附乃是具有多孔性、巨大表面积的固体全部溶
化作用，而发生化学的、物理的反应。麦饭石作为中药对皮肤病，特别是拔脓，效果很好。麦饭石是多
孔性的，吸附能力很强，因其主要成分为二氧化硅、氧化铝从这点来考虑，是容易理解的。 在前面介绍
的麦饭石微细粉末的电子显微镜照相中，已确认是海绵状多孔性的，是其最大的原因。也就是说，因多
孔性，那么表面就非常大，由于长石部分风化，成高岭土状等，故始终保持很强的吸附作用、交换作用
。   （2）溶出矿物质   矿物质是人体不可缺少的微量元素，它们对维持生命的饮料水是非常重要的，
这一事实随着近年来对矿物质的研究，已逐渐被人们所认识。  
在饮料水中含有适量的矿物质，可以改善水质，也有抑制细菌和吸附有机物质的作用。 因此，当将麦饭
石投入水中时，可将水中的游离氯和杂质、有机物、杂菌等吸附、分解，而供给水中以矿物质。因此，
能防止水腐败，得到优质水。静菌状态：细菌类的活动被抑制，处于静止状态。所谓制菌作用是使细菌
类的增殖停止的作用。   (3）调整水质  
以铁，镁，氟等矿物质而论，当水中不存在时它则溶出，相反，水中存在过多时它则吸附。 这种作用与
ph有关，除了过于酸性和过于碱性的水以外，往净水中投入麦饭石，在多数情况（碱性）时采用投入方
式，在少数情况（酸性）时采用循环方式可使水接近中性。而且，使水在麦饭石层循环几次后，即使是
水量较大，也能调节ph。   注：由上表可以清楚地看到，它能吸附略微过多的mg（亦即溶出少），而
对铁、锰等也表现出同样的现象。从这一事实来看，麦饭石在水中的缓冲作用就可以理解了。  
（4）使水中溶解氧量丰富   麦饭石对需氧生物体能起到非常有效的作用。从麦饭石的这种作用来看，
它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和身体机能调节有密切的关系。据研究表明，麦饭石可能与生命起源有关。  
（5）麦饭石对水的净化作用   麦饭石是一种中性碱半火成岩，接近于火山岩。
[编辑本段][麦饭石的特性]   a.多孔 b.吸附性强及净化水功能 c.麦饭石中包含的天然矿物质易于释放从麦
饭石上无数的小孔中释放出氧。通过吸收漂和其它有毒物质净化水。麦饭石中散发出的钙、铁、钠等矿
物质可改良饮用水。 通过自来水试验可以看出麦饭石清除漂的功能 自来水 20分钟后 40分钟后 60分钟后
80分钟后 100分钟后   0.5ppm 0.3ppm 0.2ppm 0.1ppm 0.05ppm 已探测不到
[编辑本段][麦饭石用于饲料的效用 ]   使用麦饭石可使家畜变得更健壮。  
通过对麦饭石粉的分析和分解发现，麦饭石由25000多种成分组成。  
麦饭石的作用有很好的口感，可以增加产奶量，防止饲养失调，减轻排泄物的  
气味，（确保）有助于家畜的健壮。   麦饭石活化水对家畜饲养的作用。  



用作肉牛、奶牛和猪饲料作用   1、提高身体及血液中ph值，改善肠功能，提高饲料质量标准。
2、预防腹泻和胀气。   3、提高产奶量和奶的质量。 4、加入麦饭石后家畜进食更好。
5、提高肉的质量。   6、防止出现酸度过高或劣质的牛奶。  
7、麦饭石可以吸收肠内的异味，消除排泄物的恶臭。这样，苍蝇的数量会减少，有益于动物的健康。
对家禽的作用   1、死亡率降低 2、防止腹泻 3、确保肠功能正常 4、防止出现肠胀气  
5、提高肉的质量，减少脂肪含量 6、提高所需饲料的质量 7、防止家禽过分紧张和彼此啄食  
8、消除排泄物异味。 [编辑本段][麦饭石在改良土壤领域的应用]   麦饭石能够稳定和提高、平衡土壤的
物理机能，所以它比其它土壤改良剂更有优势。正因为这样，麦饭石对室外种植白菜的作用受到了广泛
的关注。   使用麦饭石可以减少化肥、土壤改良剂的使用，并可经济、有效地改善土质，保护环境。
a.促进草地的生长。   b.加快农作物的生长，提高作物的质量，增加产量  
c.降低和吸收残佘农药，确保农作物可发安全食用   d.是一种有效的土壤改良剂，活化矿物质  
e.是鸡、牛、猪等家畜有效的食品添加剂   1.减少化肥使用，保证草地生长  
2.加快农作物、花、水果的生长，提高作物的质量   3.麦饭石对猪、牛、鸡等家畜的神奇功效   麦饭石
对禽畜的生长有很大作用。例如：鸡既可饮用麦饭石活化水又可在鸡饲料中添加麦饭石。它还可以提高
肉、蛋质量，增强抗病能力，减轻畜栏中的异味。在奶牛饲料中添加麦饭石可以保持其肠胃健康，增加
产奶量，提高牛奶的质量，防止饲养失调等。
所有这些功效的存在是因为麦饭石能释放出牛所缺乏的并能导致各种疾病的微量无素（矿物质）。
[编辑本段][麦饭石在治疗皮炎方面的特殊功效]   麦饭石对接触性皮炎的作用在中国传统医学中，麦饭
石是一种主要成分为脱水硅酸的火山岩，属于石英斑岩类。可以治疗"皮肤病、肿胀、皮疥、皮外伤等"
。患者对麦饭石所做的一些肯定   a.沐浴后搔痒立即减轻   b.对腿部皮肤干燥特别有效  
c.使用后第二天就惊奇地发现麦饭石粉对皮肤干燥的疗效   d.干燥的皮肤脱落，其它的皮肤变得光滑  
f.我从未用过如此有效的产品，请继续向我们推荐安全、洁净的产品  
g.麦饭石粉与其它浴盐相比更湿润   c.它在热水中不溶解，但我已经习惯了表面积是活性炭20000倍的麦
饭石可以吸附如氯、三甲烷、细菌等多种有毒物质，它还可以释放出红外线，分解水分子使皮肤更易吸
收，还可以保湿，提供热量，消炎以及清除。   此外，麦饭石对防止食用油变质也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编辑本段][麦饭石的其他功用]   麦饭石被许多企业用于净水器或生物，物理过滤装置。在农业和园艺
业中使用麦饭石可以促进植物的生长。   
麦饭石作为牛、猪、鸡的饲料添加剂可以促进家畜的健康生长。   麦饭石很早就出现在中国的医学文献
上，2000多年来，麦饭石一直被用于治疗皮肤病、创伤和作解毒剂用。   麦饭石既可内服也可外敷。直
到近年来才对麦饭石的成分进行了科学的分析。研究表明，麦饭石在水中作为催化剂的作用对人体是必
不可少的。  
由于麦饭石的强吸附性和释放矿物质的特性，它可以用来活化、净化水并清除水中的有害物质。  
麦饭石提供优质、安全饮用水的功效受到了多方的关注。   通过电子显微镜可以看到麦饭石上有很多孔
，这是麦饭石显著的外观性之一。一克麦饭石的表面积达到几百平方米，是同量活性碳的20000倍。麦饭
石能够吸收、分解、清除各种物质，如：胺、氯、汞、镉、氰、白葡萄球菌、结肠杆菌（包括0-157）、
细菌及各种病菌。   麦饭石对清除各种化学特别有效。   麦饭石还可以利用自身成分通过吸收、分解
的方法电离有毒物质。释放矿物质并平衡矿物质数量，麦饭石能够在水中散发出人体必不可少的各种矿
物质。通过吸收多余的矿物质或释放矿物质补充其不足，麦饭石可以平衡矿物质的数量。麦饭石释放的
各种微量元素如：钾、磷、铁、磺、锰、镁等，这些物质对酶和荷尔蒙的合成起着重要作用。
麦饭石释放多种矿物质的原因是它由24000多种成分组成，这是麦饭石最显著的特征。  
释放对人体有益的红外线。   麦饭石含有大量锆石，能够释放出a射线或红外线。众所周知，红外线有
很多作用，其中一项是分解水分子并通过增加氧离子来活化水。水分子比例越大，人体对水的吸收越好
。锆石对促进人体健康有着积极的作用。   1、麦饭石与饮酒   已经介绍过，饮酒中加入少量麦饭石，
可以吸附酒中的杂醇油，改善酒的风味，这是大野博士的研究结果。以前，以“清酒添加石头，可防醉
酒的引人注目的广告而贩卖清酒，实际上就是麦饭石所含的主要成分。”   2、麦饭石与酿造   关于前
面讲的用于饮酒问题，也可以考虑将麦饭石水用于酿造。岐阜药科大学的麦饭石研究机构发表的“浸过
麦饭石的水会变成适于酿造用的水，所以也可以考虑在这方面的利用”，这是很有意义的。  
3、麦饭石与脱臭   麦饭石的吸引力，也体现在对于味的吸附方面。通过实验证明，麦饭石的脱臭能力
与市售的各种脱臭剂相比，其作用有过之而无不及。   4、麦饭石与刷牙   这是将麦饭石精制，进行超
微粒加工，将其混入牙膏中，可制成药用牙膏。已经证明其有除去烟油子，防止口臭，防止和治愈牙床
脓漏的作用。   5、麦饭石与吸烟   实验证明，在滤嘴中加入麦饭石的小粒，可不改变烟的滋味，而滤



去尼古丁、焦油。除去率以麦饭石的为100%，水过滤是32.35%，活性炭过滤是67.25%，麦饭石过滤最佳
。   6、麦饭石与污物处理   利用麦饭石的吸附能力，可处理工厂排出的有机污水和污物。  
7、麦饭石与人工矿泉   日本生命科学株式会社制造出麦饭石活性化水装置。即用该装置可以有效地利
用麦饭石中的矿物质，即有用于大型浴池的装置，还有在家庭中使用的小型装置。这些装置具有以下优
点：   节约能源使用的是连续供给的活性化水，一年之内不用换热水；节约燃料20-30%。节约用水和劳
动强度，用后不排水，只需补充用掉的水。可节约用水80%以上，下水道费也减少；浴池和周围的清扫
也大为减轻，节约劳动强度50%。   应用这种装置洗澡，能收到矿泉的效果。使肌肉有光泽并延缓老化
，从身体内部感到温暖，按摩作用明显，消除疲劳。   使用超声波处理的麦饭石水浴，可以迅速缓解人
体筋肉的疲劳。泡中发出的超声波：16000兆周以上的超声波，可使水温上升，清除脏污，产生自然的按
摩效果，促进人体的舒适感。这种超声波浴可以起到温暖、按摩和洗涤三种效应，从而可以解除人体的
疲劳。   温暖效益：超声波一接触人体，便在人体内产生一种热能，并渗透于人体内的各部分。由于这
种舒适的刺激，使人浴后发暖，促进血液流通及胃肠蠕动，缓解神经与筋肉的疼痛程度，具有恢复疲劳
的效果。  
按摩效应：由于超声波的振动，因而产生按摩作用。这一效果可以解除肩部及身体各部筋肉的疲劳。   
洗涤效应：由于超声波可以对附着于皮肤的污垢与脂肪起乳化作用，从而促进了人体皮肤表面污垢的清
除，更有效地收到洗涤效果。   同时使用超声波麦饭石水浴，还可以清除浴盆壁，在一般情况下，浴盆
壁容易结垢，清扫困难，而将超声波处理的麦饭石水的蛇形管插入浴盆中部，使之发生气泡，则会起到
清除浴盆壁的作用，还可以起到搅拌作用。   （10）麦饭石在人工矿泉水中的作用   人类出现于地球
，迄今大约已经历了300多万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水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的物质条件之一
。人类的生活用水，主要来自地面水和地下水。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泉水是人类饮食用水的重要来
源。但由于人口的不断增多、工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以及人类社会生活各种条件的改变，能够饮食到天
然矿泉水的人就越来越少了。   现代工业的迅猛发展，在给人类造福的同时，也由于环境的污染给人类
健康带来了许多有害因素。人们为了减少有害物质污染水源而可能造成对人体健康的危害，就渴望能喝
到天然矿泉水。许多国家的食品工业为适应这种社会需要而以瓶装销售矿泉水饮料，其销售量日益增多
。由于矿泉水供不应求，还有人工模拟矿泉水问世。   1985年我国地质工作者在内蒙古发现的‘中华麦
饭石’，经过科学家们的一系列分析鉴定与研究，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被日本誉以“神水药山
”、“保健石”以及”纯真的麦饭石’等美称。据报道，中华麦饭石既有防治许多疾病的作用，又具有
抗疲劳、抗乏氧、促进生长发育等保健作用。仅就目前研究所知，中华麦饭石人工矿泉水具有令人难以
想象的许多奇特作用：水既可从这种矿石中溶出许多有益于人体健康的无机盐和微量元素，如钙、磷、
铁、镁、铜、锌、锰、硒、铬等；又能把水中的汞、镉、氰以及细菌和产生恶臭的物质吸附掉。与此同
时，还可使水调节成为适于饮用的酸碱度。   显而易见，中华麦饭石人工矿泉水在防治疾病和保健中的
高效能力，是因为它能提供给适宜数量和比例的多种无机盐及微量元素。   许多种无机盐和微量元素，
是维持机体正常生理功能不可缺乏的一类重要营养物质。它们在人体细胞中执行着极为广泛而重要的生
理功能，与细胞内功能性物质的活力，物质代谢过程、细胞活动机能，以及生长发育、生理机能、若干
疾病的发生与发展，都有极为密切的关系。目前人们对这类营养物质特别是微量元素的了解虽不甚多，
但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认识到它对生命的重要性，是当前生物学、医学及营养学等各科学研究领域
中的前沿课题。  
人们已经认识到无机盐和微量元素的主要生理功能，至少可以大致概括为下述几个主要方面：  
它是构成组织的重要原料。如钙、磷、铁等是构成骨骼和牙齿的重要成份。  
它是生物大分子结构的组成成分。如遗传物质脱氧核糖核酸中的磷酸和某些蛋白质中的磷与硫。   它是
维持机体特殊生理功能的某些功能性物质的重要成分。如运送氧的血红蛋白和参与能最代谢生物氧化过
程的细胞色素酶系，铁是它们分子结构中必不可缺少的物质；钼是某些黄素酶的组成物质；硒是谷胱甘
肽过氧化物酶的组成成分；碘是构成甲状腺激素的重要成分，等等。   它是细胞中许多酶系的激活剂。
如锌可激活肽酶、烯醇酶和醛缩酶：锰能激活肽酶、精氨酸酶、烯醇酶和脱氧核糖核酸酶等。   它是维
持神经肌肉兴奋性和细胞膜通透性的重要因素。如钾、钠、钙、镁离子保持一定比例就能起到这方面的
作用。  
它是维持机体酸碱平衡的物质。酸性与碱性无机离子的适当配合是维持机体酸碱平衡的一个重要因素。 
  它是维持组织细胞渗透压的物质。无机盐协同蛋白质来维持组织细胞的渗透压，在体液移动与贮留过
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无机盐和微量元素在体内是不能合成的，但每天都要排泄出体外一些。因此，人
体每天都必须从饮食中摄入以补充损失。如果不能经常给以足够的补充，则会导致细胞机能障碍和物质
代谢紊乱乃至疾病的发生。另方面，也不是人体摄入微量元素越多越好。当摄入量过多时，也会发生一



系列有损于健康的作用，甚至毒性反应。所以微量元素营养应维持平衡。也就是说，衡量元素的摄入量
，无论是过多还是过少，都不利于人体健康，但在一般情况下是很少有可能发生这种现象的，尤其是过
多量的摄入。目前我国还没有自己的微量元素供给标准，只有一个参考国外《标准》的暂行供给量标准
。   应该指出，中华麦饭石的开发与利用，是个新事物，也是科学研究工作的新领域，还有许多具有重
大意义和令人感兴趣的理论及实际应用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以便使这种“神水”、“药石”发挥更
大作用，更好地为人民造福。   （11）麦饭石与美容  
麦饭石粉末的吸附能力，溶出矿物法的特性，对皮肤、粘膜发生作用，具有美容剂的效果。  
1、使用方法   用麦饭石粉末溶液洗脸：  
将麦饭石粉用水和牛乳、卵黄、化妆水等混炼，做成填充物，涂于患部；   粉末沐浴；  
用提取物洗脸；   将提取物涂于患部。   通过使用，可将皮肤表面的污物和角质化皮肤，细胞多余的
脂肪等吸附除去，使皮肤细胞活性增强。对普通痤疮、雀斑、夏日斑、汗疹、腋臭症、汗疮、水疱疹以
及由化脓菌引起的皮肤疾患均有效。   另外，以麦饭石粉作为溶剂使用时，由于能促进新陈代谢，美白
肌肤，是皮肤白皙透亮，故也能达到美容的效果。   但是，近来看到由于种种环境变化，过敏体质者增
加对于非常细的粉末也有可能出现过敏反应（粉末过敏）。如果希望在这种体质的人身上使用麦饭石粉
末时，需要先进行试验，在进行充分研究之后，才能使用。   2、精神（心理）效果   自古以来都说：
“有好水的地方美人多”。这是由于良好的水质使血液新鲜、排除身体的陈旧废物，从而使脸色和皮肤
的颜色充满活力。   麦饭石可以使水醇化，活性化，这已在很多实验事实中被证明。经常使用这种良质
活性化的水，在精神（心理）方面起到了美容效果是很有意义的。  
麦饭石的母岩常为中、酸性岩浆岩。其化学成分除常见的 ca 、 mg 、 si 、al 、 fe 、 k 、 na
外，还有少量稀有元素、稀土元素、放射性元素。麦饭石具有吸附性、溶解性、
ph调节性、生物活性和矿化性等性能。它能吸附水中游离的金属离子。麦饭石中含 al 2 o 3 约 15%,
是典型的两性氧化物 , 在水溶液中遇碱起反应降低 ph 值 , 遇酸起反应提高 ph 值 , 具有双向调节 ph 的功能
. 经水泡过的麦饭石 , 可溶出对人体和生物体有用的常量元素k 、 na 、 ca 、 mg 、 p 及 si 、 fe 、 zn 、 cu
、 mo 、 se 、mn 、 sr 、 ni 、 v 、 co 、 li 、 cr 、 i 、 ge 、 ti
等微量元素。麦饭石在水溶液中还能容出人体所必须的氨基酸 。   麦饭石广泛应用医疗保健、食品、
饮料以及水质净化、污水处理、防腐、防臭、保鲜、去污、瓷器制作以及种植业和养殖业等领域。   麦
饭石被广泛应用于饮水净化与污水处理，制工矿泉水，用于食品饮料或沐浴强身。认为饮用麦饭石水，
可调节人体新陈代谢，增加食欲，促进循环，有助于排除因环境污染而蓄积于人体内的有害物质，使细
胞净化。长期饮用可收到延年益寿之效。此外，日本在蔬菜水果保鲜、动物养殖、植物栽培、冰箱除臭
等方面也应用麦饭石。   （12）麦饭石与功能纤维麦饭石功能纤维是用棉花和木材中提取出来的纤维素
制成的，这种纤维素属于天然纤维，因此该麦饭石功能纤维也属于纯天然纤维。用这种纤维织成的织物
，其性能比纯棉织物和其它化学类纤维织物穿着更舒适、无静电、吸湿性强、透气性好、染色鲜艳，富
有丝绒感的独特风格。可用于制做各种男、女内衣，特别是背心短裤，保健效果更好。还可制做床单、
衬衫、枕套、袜子等，或与纯棉混织，制做各种针织织物，该麦饭石功能纤维是当发高科技保健纺织品
的理想原料。   1、给人体补充微量元素。由于麦饭石功能纤维上含有大量多种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
这些微量元素可做为人体所需微量元素的储仓，形成微量元素源，及时补充人体所需的锌、硒、钙等微
量元素，调节肌体平衡。麦饭石功能纤维上的元素通过与皮肤直接接触，由毛细孔渗透到机体内，吸收
周围环境和人体自身辐射的能量，使血液循环加快，毛细血管扩张，增强微循环的自律性运动，从而改
善微循环，促进正常的新陈代谢水平与生理机能，随时排除微循环不畅而导致的各种疾患。   2、良好
的吸附功能。因为麦饭石功能纤维具有良好的吸附功能，当麦饭石功能纤维与皮肤接触时，对人体内有
害的过氧化物垃圾（纤泥）具有很强的吸附功能，从而促进毛细孔内过氧化物垃圾的排泄，输通毛细血
管，使毛细血管保持正常的新陈代谢水平与生理功能，起到治疗和预防多种皮肤病的重要作用。   3、
远红外线功能。麦饭石功能纤维具有很强的远红外线发射功能，通过发射8~15微米远红外线光波与人体
水分子共振，产生温热微波按摩效应，增强细胞组织的再生能力，改善微循环，促进新陈代谢，提高肌
体免疫能力，帮助身体消除疲劳，恢复精力。   4、消炎、杀菌、除臭功能。麦饭石功能纤维上含有大
量的al和si等微量元素，这些元素对细菌及病毒都具有很强的吸附作用，能够有效地抑制细菌及病毒的活
动，因此能够达到良好的杀菌、消炎、除臭及预防多种皮肤病的功效   麦饭石------水的净化 麦饭石是
理想的水质净化剂、改良剂，它对水中的铅、镉、汞、砷、六价铬等重金属有较高吸附去除作用。浸泡
过麦饭石的水，由于离子交换作用，吸附水中污染所致对人体有害成分和多种细菌群，把水变成洁净的
活性矿物水，同时溶出对人体有益的多中矿物质和微量元素。长期饮用可排除人体积存的有害物质，调
节新陈代谢，促进血液循环，有利尿、健胃、保肝之功效，故又称其“细胞洗涤剂”。对高血压病、胃



溃疡、慢性胃炎、肾炎、肝炎、泌尿、糖尿病、心脏病、早搏、气管炎等有一定的疗效。订货电话：037
1-53792168  15638275813    13592490097  

本产品的滤料类型是麦饭石，适用对象是水，用途是水过滤，性能是耐酸,耐碱,耐高温,耐低温,防火,防水,
防静电，类型是高效，品牌是显达，吸附率是90（％），抗压力是85（kgf），密度是2.6（g/cm3），孔
隙率是80（%），磨损率是0.03，硬度是80，化学成分是3，盐酸可溶率是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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