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者 研究題目 出處 年度

1 Watanabe T. 
et al.

對大白鼠的生殖機能供給鹼性離子水帶
來的影響

日本不孕症學會雜誌，Vol. 35，No. 4，
p748-751 1990

2 鈴木基之 et 
al. 給予機能水的細胞培養的影響 造水技術，Vol. 20，No. 3 1993

3 澤則之 et al. 鹼性離子飲料水對小型肉用雞生產率帶
來的影響

德島縣畜試驗研究報，No. 35，p82-
84 1995

4 加藤隆夫 水質對納豆發酵中的酵素活性帶來的影
響(第1報)

仁愛女子短期大學研究期刊，第27號，
p43-49 1995

5 瀧口強 et al. 關於對酸性水、鹼性離子水的豆腐製造
的利用 群馬縣工業試驗場研究報告，p96-101 1994

6 唐澤秀行
et al.

研究關於製造豆腐的鹼性離子水的適應
性 ⻑野⾷工試驗研究報告23，p53-56 1995

7 Watanabe T 關於對妊娠以及哺乳大白鼠繁殖的鹼性
離子水的效果

日本不孕症學會雜誌，Vol.20，No.2，
p135-142 1995

8 石井猛 et al. 對於小白鼠的鹼性離子水和酸性水的效
用

水處理技術，Vol. 36，No. 12，p603-
608 1995

9 玉置悟 et al. 機能水對糖尿病發病原因帶來的影響；
予報

機能水研討會ʼ94計劃•預備稿集，p9-
12 1994

10 谷川武 et al. 機能水對免疫系帶來的影響 機能水研討會ʼ94計劃•預備稿集p13-
15 1994

11 ⻄村宏一
et al.

弱碱性電解生成水溶液以及酸性生成電
解水溶液對於過敏性皮膚炎的效用

機能水研討會ʼ94計劃•預備稿集 p21-
24 1994

12 佐藤之紀
et al.

用電解水煮的煮飯米的性質和狀態和米
的浸泡情形

日本家政學會誌，Vol. 45，No. 4，
p343-348 1994

13 鈴木正彥
et al. 鹼性離子水能預防高血壓發病嗎 醫學和生物學，第131卷第6號，

p249-252 1995

14 鈴木正彥
et al.

讓高血壓自然發病的大白鼠飲用鹼性離
子水對於依那拉普利(enalapril)的降壓
作用

醫學和生物學，第131卷第6號，
p281-286 1995

15 龜山孝一郎 鹼性離子水以及超氧化水對過敏性皮膚
炎的應用

生物科學和產業，Vol. 53，No. 1，
34-36 1995

16 鈴木正彥
et al.

讓高血壓自然發病的大白鼠飲用鹼性離
子水對於依那拉普利(enalapril)的降壓
作用

醫學和生物學，第131卷第6號，
p281-286 1995

17 鈴木正彥
et al. 鹼性離子水能預防高血壓發病嗎 醫學和生物學，第131卷第6號，

p249-252 1995

其他研究者報告的例子



Researchers Title of research Source Year

18 稻益建夫
et al.

關於利用鹼性離子水的綠茶的官能評價
試驗和利用溶出實驗的茶葉成分的溶出
量

機能水研討會ʼ96福岡大會計劃•預備稿
集，p110-111, 1996

19 山岸敏宏
et al.

對⽥鼠的成⻑、血液成分以及體脂肪蓄
積帶來的電解水供給的影響

機能水研討會ʼ96福岡大會計劃•預備稿
集，p112-113 1996

20 岡⽥武史
et al.

利用弱酸性電解水以及鹼性離子水對難
治過敏性皮膚炎的治療經驗

機能水研討會ʼ96福岡大會計劃•預備稿
集，p78-79 1996

21 白畑寬隆
et al.

對電解還原水的活性氧消去效果以及細
胞內信號帶來的影響

第4次機能水研討會ʼ97東京大會計劃•
預備稿集，p16-17 1997

22 鈴木正彥
et al.

對於鹼性電解水的Dahl⾷鹽感受性大
白鼠對高血壓發病的影響

第4次機能水研討會ʼ97東京大會計劃•
預備稿集，p103-104 1997

23 G.Fernandes
et al.

Effect of Reduced Water Intake on 
Lifespan of Autoimmune Disease 
Prone Mice

第4次機能水研討會ʼ97東京大會計劃•
預備稿集，p73 1997

24 Watanabe T 
et al.

鹼性離子水對大白鼠的紅血球六碳糖激
酶活性及筋肉層的影響 J. Toxicol Sci.Vol.22,No.2,p141-152 1997

25 小林健治
et al. 電解水對乾製鰹魚精華成分的抽出效果 日本⾷品科學工業會刊，第44卷第7號，

p508-511 1997

26 小林健治
et al. 討論電解水對煮飯的特性 日本⾷品科學工業會刊，第43巻第8號，

p930-937 1997

27 S.Shirahata
et al.

Electrolyzed-Reduced Water 
Scavenges Active Oxigen Species 
and Protect DNA from Oxidative 
Damage

BBRC234,p269-274 1997

28 鈴木正彥 et 
al. 高血壓和鹼性離子水 第5次機能水研討會ʼ98橫濱大會計劃•

預備稿集， p73-74 1998

29 Gabriel 
Fernandes

鹼性離子水的不受制約基礎以及抗氧化
酵素的效果

第5次機能水研討會ʼ98橫濱大會計劃•
預備稿集，p49 1998

30 中川敦子
et al. 使用鹼性離子水的蔬菜加熱烹調 New Food Industry,Vol.40,No.7,p61-

64 1998

31 奈良英一
et al.

電解陰極水的抗氧化效果
對於深海鮫以及核糖體的效果 油化學討論會，Vol. 37th，p60 1998

32 白畑寬隆
et al.

⾷物過敏症的最前線•⾷物成分和過敏
症 由於⾷品的免疫系調整作用 醫學的進展，附冊10月號，p51-56 1999

33 奈良英一
et al.

電解陰極水的抗氧化機構的闡明以及對
各種胡蘿蔔素(carotenoid)的氧化抑制
效果

油化學討論會演講提要集，Vol. 38th，
p6 1999

34 K. Miyashita 
et al.

Antioxidative Activity of a Cathodic 
Solution Produced by the Electrolysis 
of a Dilute NaCl Solution

Biosci. Biotechnol. Biochem.,63 
(2),421-423 1999

35 河村宗典 對還原水醫療的應用 1999年度日本動物細胞工學會大會提
要集，24 1999



Researchers Title of research Source Year

36 白畑寬隆 還原水的癌抑制效果以及抗糖尿病效果 1999年度日本動物細胞工學會大會提
要集，25 1999

37 白畑寬隆 水持有的生理機能 農業以及園藝，Vol. 74，No. 1，
p165-171 1999

38 白畑寬隆 由於還原水對動物細胞的機能控制和醫
療上的應用

日本農藝化學會刊，Vol. 74，No. 9，
p994-998 2000

39 鈴木政美
et al.

對⻑期飲用鹼性離子水的小白鼠成⻑過
程的影響

第7次機能水研討會2000東京大會計劃
•演講提要集，p82-83 2000

40 鈴木鐵也 強鹼性電解水的基礎的分析 第7次機能水研討會2000東京大會計劃
•演講提要集，p12-13 2000

41 福永健治
et al. 強鹼性還原水是否出示還原力 第7次機能水研討會2000東京大會計劃

•演講提要集，p14-15 2000

42 菊地憲次 關於水電解的陰極的電氣化學反應 第7次機能水研討會2000東京大會計劃
•演講提要集，p16-17 2000

43 中山武久
et al. 強鹼性電解水的ESR解析 第7次機能水研討會2000東京大會計劃

•演講提要集，p18-19 2000

44 宮下和夫
et al.

強鹼性電解水的脂質成分抽出效果和抗
氧化活性

第7次機能水研討會2000東京大會計劃
•演講提要集，p20-21 2000

45 藏⽥憲次 電解陰極水是否能抑制植物的光阻礙？ 第7次機能水研討會2000東京大會計劃
•演講提要集，p22-23 2000

46 松本知明 使用電解還原處理的小麥蛋白質的變應
原性降低化 ⾷品和開發，Vol. 35，No. 10，p5-7 2000

47 白畑寬隆 由於還原水的動物細胞的機能控制和醫
療的應用

日本農藝化學會刊，Vol. 74，No. 9，
Vol.74,No.9,p994-998 2000

48 白畑寬隆 持有活性氧消去能量的還原水的特性和
其生理機能

第8次機能水研討會2001大阪大會計劃
•演講提要集，p64-65 2001

49 宮下和夫
et al. 強鹼性電解水的抗氧化活性 第8次機能水研討會2001大阪大會計劃

•演講提要集，p66-67 2001

50 小林健治
et al.

對強鹼性電解水的抗氧化活性帶來的還
原力和溶存氧的影響

第8次機能水研討會2001大阪大會計劃
•演講提要集，p68-69 2001

51 K.Hanaoka
Antioxidant effects of reduced water 
produced by electrolysis of sodium 
chloride solutions

Journal of Applied Electrochemistry 
31;1307-1313 2001

52 加藤崇文
et al.

使用電解還原水的抗氧化能量的基礎研
究以及對生物體的影響

日本營養⾷糧學會大會演講提要集，
p269 2002

53 小關正道
et al.

攝取鹼性離子水給予大白鼠血清三酸甘
油酯(triglyceride)水平的影響 機能水研究第1卷第1號，p30 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