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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瑟尔效应机，据称该机器由英国人约翰瑟尔（John Searl）发明制造，其运转时可以不用外

界能源输入，就可以自主产生强大的磁场和电力输出，并可产生升力与反重力现象，被认为

包含重大宇宙奥秘，并能提取宇宙自由能源。这机器让人甚感惊奇，但其背后的运转原理则

模棱两可，莫衷一是。这里作者用以太旋涡理论对其运转机制作一番原理性解析，以还原瑟

尔效应机的真正面目。

一、前言

二、瑟尔效应机结构

三、以太基础理论

四、瑟尔效应机的材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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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瑟尔效应机运转原理

六、伴生现象的物质作用机制

七、伪自由能源

八、钕金字塔发电机

一、前言

瑟尔效应机，又称为瑟尔机、瑟尔发电机(SEG)，“瑟尔”又作“赛尔”。据称该设备由英

国人约翰瑟尔（John Searl）设计制造，其运转时可以不用外界能源输入，就可以自主产生

强大的磁场和电力输出，并可产生升力与反重力现象，以此基础制造出发电设备和飞行器。

瑟尔效应机的发明，及其莫明其妙的运转机制，诞生自由能源概念，也被科学界认为是违反

能量守恒定律的，从而加以否定。人们之所以误以为这机器运转是违反能量守恒定律，在于

机器发明者不知其背后的物质作用机制，科学界也用错误的物理理论如电、磁、原子等相关

概念下的经典理论，来解析这一机器运转后产生的现象，但都得不到正确满意的答案，从而

让这个发明成为神秘存在。

而引入“流动的以太”概念，及以此为基础的理论拓展，即以太旋涡理论，就可以很简单地

解析瑟尔效应机的运转原理。其运转看似是无源，不用能量输入就能永动，看似是违反能量

守恒定律，但都止于看似而已。瑟尔效应机，在以太论下，有着非常浅显的运转原理解析。

作者这里从瑟尔效应机的结构介绍开始，逐一解析。

二、瑟尔效应机结构

这里作者对瑟尔效应机的结构作一个简单介绍，主要引自百科知识：

“这个设备由 1-3 个圆环和 1-66 个（或更多）转子嵌套组成。

圆环和转子是相似的 4 层结构，由内到外依次是金属钕-聚四氟塑料（特氟龙）-永磁体-铜。

每个圆环是 4 层不同材料的环嵌套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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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小转子由 8 段相同的薄铁饼吸合叠加，共 32 个部件组成。

转子靠磁力吸附在大转子上，转子围绕大环高速旋转后，他们之间会产生磁悬浮间隙，做无

摩擦滑动，因此设备没有磨损件，寿命可达数十年以上。

设备的产出大于输入，一经初期的启动后，即可持续运行，理论上来说是不需要常规输入的

永动设备。”

“为了收集电能和控制转速，可以在外围加上感应线圈。线圈工作时的磁场可以对转子产生

作用力，影响转子速度，让机器启动或停止。 转子经过线圈，就会产生感应电，以此方法

收集输出电流。”

瑟尔效应机运转时，还会产生诸多伴生现象：

1、反重力现象，即机器整体重量减轻，据称还可以飞起来，或让家电自行启动。

2、温差现象，即机器中心钕环的温度，中心降温数十度，或降到零下几十度

3、辉光现象，即会在机器周边空间产生奇异的光

4、传说处在机器边上还能修复伤口、治疗癌症等

瑟尔效应机最令人不解的运转特性是无源，即没有能量输入就可以永动运转，这被认为是违

反能量守恒定律。也有人根据此现象创造出“自由能”概念，认为宇宙中看似虚无的空间充

满着某种未知能量，称为自由能。此瑟尔效应机的运转，就是从这宇宙虚无空间里提取并吸

收这股能量而运转。更有阴谋论者认为瑟尔效应机之所以不被深入研究与广泛推广，是这种

免费的自由能源会损害能源集团的利益，从而遭受打压而故意被掩藏与否定。

三、以太基础理论

要正确认识瑟尔效应机的运转原理，必须依托正确的理论，这又是建立在正确的宇宙观、时

空观及物质观之上。理论正确及三观正确的唯一标准，是理论描绘及三观是否与宇宙原貌一

致。这里作者用自认为正确的以太旋涡理论来解析瑟尔效应机原理，对所需的基础理论与新

观点作一个简单罗列，以让读者知道作者是依托哪些新认识来解析瑟尔效应机原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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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基础理论与新观点的详细解说，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通览作者的《广义时空论附录（上）·万

物意志篇》一书。而要真正理解这些基础理论与新观点，则只能依赖读者自己对宇宙原貌的

感悟与认识，作者这里的任何表述，都只有参考价值。只信作者的说教，会陷入迷信的境地，

这不是作者所希望看到的。

1、宇宙所有物体都是由以太构成的，以太是流动的

2、原子、电子都是微观以太旋涡，原子核、电子核是更微观以太旋涡的堆积体

3、原子通过其空间内的电子连珠向外界传递振动能量

4、磁场、电场、电荷、引力场都是不同时空尺度以太旋涡的力场

5、地球周边空间，存在宇观以太旋涡。重力场的本质是地球表面静电场，是地球表面以太

湍流的力场

6、磁铁的磁性成因是强以太旋涡牵引周边原子以太旋涡形成环形电流，进而根据电生磁原

理产生磁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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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电是导体内的定向以太振动波

四、瑟尔效应机的材料分析

由这个瑟尔效应机结构可知，其环内侧存在一种特别的稀土金属——钕；其环外侧存在一种

常见的金属——铜；中间则分别是永磁体与特氟龙。瑟尔效应机是这四种材料的特定空间结

构体，瑟尔效应机的原理解析，其实就是解析这四种材料有机组合之后的物质作用关系，由

此也必须先认识这四种材料的特定属性。这里以百科知识为参照，分别就这些材料的新认知，

作个以太旋涡理论下的简要说明：

1、钕百科知识：是一种稀土金属，化学符号 Nd，原子序数为 60，镧系元素之一，单质为

银白色金属，是最活泼的稀土金属之一，熔点 1024°C，密度 7.004g/cm³，有顺磁性。在空

气中能迅速变暗，生成氧化物；在冷水中缓慢反应，在热水中反应迅速。掺钕的钇铝石榴石

和钕玻璃可代替红宝石做激光材料，钕和镨玻璃可做护目镜。钕在稀土领域中扮演着重要角

色，并且左右着稀土市场。金属钕是可以与铁、硼等元素原子构成永磁材料，其磁体磁能积

高，被称作当代“永磁之王”。

以太旋涡理论下，钕原子的空间结构在经典原子模型下的描绘是错误的，但其宏观的物理与

化学特性则是客观的。在于宏观是现象层面，人们观察到什么就是什么，是事实描绘。微观

描绘则是理论层面演义的结果，经典原子模型是错误的，基于经典原子模型建立的诸如核外

电子排布、电子云模型，都是错的，具体的关于钕原子属性的相关认识也是错的。

由这钕的宏观物理化学特性可知，钕元素原子，是一种高角动量、高电子连珠偏向的原子以

太旋涡结构。考查其原子活跃性，属于“连珠频率高，偏向大，角动量高”的微观以太旋涡。

钕原子以太旋涡，其活跃性只比放射性元素原子低一级，属于非常活跃的微观以太旋涡。如

此状态下，钕原子以太旋涡及宏观结构的钕金属块，每时每刻都在向四周空间发散电子连珠

下的振动能量。

这振动能量相对放射性元素原子的辐射要弱，不表达出中子、γ射线之类的可检测的强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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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比普通金属如铜、铁对四周空间的影响又要大得多，比如导致钕金属块的表面以太湍流层

更厚，作用范围更广，诸如此类特性。若人们难以理解钕金属块向四周发散振动能量这一场

景，可以直接用烧得红亮的铁块来类比——铁金属块周边空间充满红外辐射并可被感知，钕

金属块周边空间也充满更高强度的以太层次的辐射，只是没有相应仪器而不被感知及认识。

钕原子以太旋涡在宏观上带来的物理化学特性是其与其它元素物质结合时，如与铁、硼元素

原子以太旋涡形成特定合金后，其合金空间里，钕原子以太旋涡由于其高活跃性，并不能被

完全耦合形成固化的同旋异极吸附结构或异旋同极吸附结构，而是处于自由态，也即离子态，

还能保持钕以太旋涡处于高速自转与自由轴偏向状态。当自由态的钕原子以太旋涡牵引周边

附近空间的铁、硼原子形成环形电流后，环形电流继续形成次生以太旋涡，次生以太旋涡在

宏观上的力场表达为磁场。这也是钕铁硼永磁材料具有极强磁性的物质作用根源。

2、铜（Cuprum）百科知识：是一种金属元素，也是一种过渡元素，化学符号 Cu，英文 copper，
原子序数 29。纯铜是柔软的金属，表面刚切开时为红橙色带金属光泽，单质呈紫红色。延

展性好，导热性和导电性高，因此在电缆和电气、电子元件是最常用的材料，也可用作建筑

材料，可以组成众多种合金。铜合金机械性能优异，电阻率很低，其中最重要的数青铜和黄

铜。

同样，以太旋涡理论下，铜原子也是微观以太旋涡，经典原子模型下的微观层面的描绘也是

错的，其宏观层面的物理化学特性则是客观事实。根据铜金属在宏观层面的物理化学特性，

可以反推知道铜原子以太旋涡的活跃性属于“连珠频率高，偏向小，角动量高”的一类。这

个微观物质运动与宏观物理化学属性相对应的过程如下，钕同理：

连珠频率高，对应柔软、远紫外谱线数量丰富，呈金属态

偏向小，对应化学属性不活跃

角动量高，对应密度高

如此铜原子以太旋涡的不活跃属性，使其宏观的金属态能承载外界的强振动能量之后，能提

升铜金属内部的原子以太旋涡的振动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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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永磁体，其物理特性是在其周边空间存在大以太旋涡，旋涡的力场被仪器探测到，就是

磁场。永磁体的磁场成因也是其内部存在环形电流，其内部产生牵引作用的可以是自由态的

钕原子以太旋涡，也可以是自由态的石墨烯以太旋涡，等等。

4、特氟龙百科知识：是聚四氟乙烯（Poly tetra fluoroethylene，简写为 PTFE），俗称“塑料

王”，是一种以四氟乙烯作为单体聚合制得的高分子聚合物。 白色蜡状、半透明、耐热、

耐寒性优良，可在-180～260ºC 长期使用。这种材料具有抗酸抗碱、抗各种有机溶剂的特点，

几乎不溶于所有的溶剂。同时，聚四氟乙烯具有耐高温的特点，它的摩擦系数极低，所以可

作润滑作用之余，亦成为了易清洁水管内层的理想涂料。

特氟龙在这瑟尔效应机中，是起到支撑骨架及隔片的作用。

五、瑟尔效应机运转原理

瑟尔效应机里，一环的四层结构是钕金属处于内层，铜金属处于外层，内外两层中间分别是

永磁体与特氟龙层，如此结构应极活跃的钕与很不活跃的铜相临近，产生钕原子以太旋涡振

动的单向传递，即钕原子的振动力场指向铜原子，一如温差发电的高温端向低温端传递能量，

又如 PN 结中 P 指向 N 的能量势差，甚至太阳光照射地球也类似，两者间会形成电势差，并

让铜原子以太旋涡提升振动强度。

而铜环的内侧是永磁体，周边空间存在一个大以太旋涡。以太旋涡的流转都具有单向性，即

其旋涡方向不是在顺旋涡流转，就是在逆旋涡流转，如此永磁体以太旋涡会牵引被钕振动能

量提升活跃性的铜原子，沿旋涡流方向作单向振动传递，一如风吹过时会牵引声波沿空气流

方向偏折，流速越大偏折也越大。这个单向振动传递在圆周闭合的铜环内表达为以太波振动

传递，也即环形电流。环形电流根据电生磁原理，再产生次生以太旋涡与铜原子间的以太流

喷射，对铜环产生反冲作用，宏观上既表达为磁场，又让周围的转子在涡流相冲作用下产生

高速绕环旋转。若环数多的话，铜环在转子的反作用力下牵引粘连一起的四层环一起旋转。

瑟尔效应机大圆环周边的众多转子，有一样的结构形态与内部振动能量辐射与发散场景，也

会在周边空间形成一个略小的以太旋涡，如此大环以太旋涡与转子以太旋涡相互嵌套，形成

一个如有滚珠结构的转轮，能极大地强化大圆环以太旋涡的旋转。

这就是瑟尔效应机原理。

瑟尔效应机的发明者曾用钕金属原子向四周发射自由电子来解释这机器能运转的无源机理。

“向四周发射自由电子”与这里的钕金属原子以太旋涡向四周辐射振动能量（以太波）有相

似的场景描绘，但其依托的电子、原子概念是经典原子模型下的结构描绘，且更无法说清“钕

金属原子何以能发射电子”的内因，因此场景虽为形似，却是错的与不究根本的。

众多转子围绕圆环边自转边公转，这也是一个行星绕太阳的运动模式，整个瑟尔效应机及周

边空间，是一个放大版的原子以太旋涡，或缩小版的太阳以太旋涡。对应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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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环周边空间——太阳、原子以太旋涡空间

转子周边空间——行星、电子以太旋涡空间

圆环（磁场）——太阳（磁场）

转子（磁场）——行星（磁场）

圆环钕层——太阳地心，原子内核

转子钕层——行星地心，电子内核

这一结构里没有什么玄乎的自由能源，也没有什么难懂的幻方法则，更不是无源的，能量源

就是处于强振动状态、非常活跃的钕金属块本身。现实中人们发现两种不同活跃程度的金属

块连在一起，两端会存在电势差，钕与铜相临近也是一样形成电势差的过程，只是两者中间

多了个永磁体纠正振动能量的传递方向，进而产生“钕原子振动——>铜原子振动——>以太

纵波传递（环形电流）——>次生以太旋涡运动（磁场）——>转子绕环运动”这一能量持续

转换与传递过程。



第 9 页

这瑟尔效应机，其实也是一个自带电源，且电路及线圈均简约化的电动机。

普通电动机通电源后，其定子永磁材料与转子线圈产生的磁场相互排斥而产生转动。在瑟尔

效应机里，钕金属环充当电源及正极的作用，铜金属环充当转子线圈及负极的作用，永磁体

环则对应普通电动机里的永磁体定子。

六、伴生现象的物质作用机制

瑟尔效应机在运转时产生几种奇特的伴生现象，这里作一个以太旋涡理论下的简单物质作用

机制分析：

1、反重力现象。这是由于瑟尔效应机运转后，其周围空间存在大以太旋涡与以太湍流，这

大以太旋涡与以太湍流的力场与地球表面的以太湍流力场相斥，表达为重量减少与反重力现

象。若这个力场作用于家电，可让家电电路切割磁力线而产生电流，于是会看到家电莫明开

启现象。

2、温差与降温现象。这是由于瑟尔效应机运转后，钕环的原子以太旋涡的热振动被电势差

与永磁材料定向牵引流向铜环原子以太旋涡，表达为钕环降温而铜环原子活跃性提升，形成

温差。而铜环内的原子以太旋涡提升振动后，通过电生磁原理转化为周边空间大以太旋涡的

角动量，而不是转化为铜原子热运动，如此整个机器处于不断降温状态。这其实也是半导体

降温原理的体现：钕—P 结，铜—N 结，钕原子以太旋涡振动能量—电流，四层套环形成钕

—铜版的大号 PN 结。

3、奇异发光与辉光现象。这是瑟尔效应机运转后，其以太旋涡的力场与地球以太湍流的力

场涡产生相冲相合作用，两力场平衡位置的空气分子处于受激状态，从而能受激发光表面为

辉光。原子受激发光的原理可以参考《万物意志篇》章节“六、微观世界—原子发光原理二·受

激性发光”。

4、修复伤口，甚至治疗癌症。这一解析涉及以太旋涡理论下的更多拓展认知，如基因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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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复制、癌症成因等等新认识，这里篇幅有限，就不详细解析，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作

者的“癌症原理”一文来理解。简略表述就是瑟尔效应机运转后，在其周边空间产生大以太

旋涡与强能量振动，可以提高体细胞的活性，进而加快细胞复制能力，表达为有助于修复伤

口。同时，其强振动能量可以干扰癌细胞空间的以太旋涡，进而破坏肿瘤的活性，一如大蒜

的功效，从而能治癌防癌。

七、伪自由能

瑟尔效应机，由于其特殊的运转现象，及现代科学错误的宇宙认知，让人们感到莫明其妙，

由此有人猜测宇宙中存在自由能源，大略是无穷无尽免费提取的能源，并将其不能在经济生

活中大力推广应用归咎于能源利益集团故意打压，其实根本没有这回事。

现实中瑟尔效应机的奇特运转原理在本文解析之前是不可知的，自由能源概念也只是一种现

象背后的物质作用猜测，并没有真正的原理性内涵说明。除此之外，这种机器不能大力推广

应用的最大原因，在于这一机器结构的核心材料——金属钕过于稀少且价格过于昂贵。

地壳上的金属钕，据推算其含量只有 38ppm，即 0.0038%，这一数值参照金属铝的含量是

8.3%，可知这是极为稀少的存在，根本不能在现实中支撑起大规模的技术应用。当下市场价

格更是 1 千克接近 1000 元，远比铝的 1 千克 21 元不到要高出许多倍。用瑟尔效应机提供电

能，还不如用铝盐发电来得更经济合算，而即便铝盐发电也只是一种性价比很低的能源应用

形式，更何论必须采取稀土金属钕的瑟尔效应机。因此这瑟尔效应机不能大规模推广是必然

的，与机器成本太高有关，与能源利益集团无关。瑟尔效应机，只有科研价值，而无现实应

用价值。

金属钕其实就是瑟尔效应机的燃料与电源电池，在这机器里属于消耗品。金属钕的原子活跃

性会随温差现象与降温作用的持续而逐渐降低，从而导致周边空间次生以太旋涡的流转速度

减弱，最终不能持续输出振动能量而让机器摆停，一如电池耗尽，而非人们以为的“永动”

或违反能量守恒定律。这机器里并不存在不可明状的“自由能源”这一能量形态，万物皆是

以太运动的特定时空形态在意识里的反构，本身也处处就是能源，人们要研究的是如何方便

实现不同能源形态之间的转化。

八、钕金字塔发电机

一个正确的理论，除了能对未知现象进行原理性解析之外，还能在这理论之上构建实验并预

测结果。这里作者同样用这四种材料，再添加几个小零件，构建出一个瑟尔效应机变体之后

的能源供应装置，以验证以上原理解析，即钕金属为瑟尔效应机能量源的判定是正确的。有

兴趣又有条件的人可以依此构架来进行实验，以验证作者的实验预判，记得作好安全防护。

先说装置构架：

一个金字塔形的钕金属块，越大实验效果越好

一个带柄的有缺口的铜环，越大且螺旋环数越多实验效果越好

一个圆柱形永磁体，磁场强度越高越好

一个晶体二极管，几根导线，一个 LED 灯泡或白炽灯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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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面图示连接电路，导线一端连铜环缺口端，一端连金字塔形钕块的底中心点，中间连灯

泡与晶体二极管，再将钕金字塔形的钕块顶端与铜环的柄端焊接，形成闭合回路，最后永磁

体放在铜环中间，即可开展实验。

再说实验判定：

作者根据上面提到的钕金属由于原子活跃性而存在强振动能量，预判在这个实验装置里，钕

金属原子以太旋涡的振动能量，会通过金字塔形结构汇集到顶端，再通过铜环传递后，形成

环形电流，经过导线传递，最终会导致灯泡发光。如此装置也是不用外来能量源就能让灯泡

发光的。

而柱形永磁体的 N 极与 S 极互换，将影响灯的亮度，这是由于永磁体的以太旋涡在 N 极与 S
极互换后，其旋涡方向转变，会对铜环里的电振动波起牵引或阻碍作用，从而影响电流电压

强度。

晶体二极管是为了规范电流方向。

以此实验装置来验证钕金属本身就是能量源的判定。

实验拓展：金字塔形钕块，可以考虑用装在金字塔形容器的水银来代替实验。

附一些瑟尔效应机的相关视频，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了解一下：

俄国人做的瑟尔效应验证机

听说过瑟尔效能机吗？

自由能源—约翰·瑟尔的故事

最后，话说这个瑟尔效应机结构俯视图，与雪印堂的堂标很相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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