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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庆祝航天理疗毯全
新升级换代产品强尔脉
水疗能量毯隆重上市！

不打针不吃药，睡睡就治病，航天技术最高
成就温热循环水疗，生物按摩磁疗，远红外热能
疗，三疗同步，三疗合一，疗效有保障。

●使用当天，感到身体发热，入睡快，睡眠香，
吃饭香。 便秘、尿急、尿频得到良好改善。

●使用 7 天，头痛眩晕、呕吐、心悸胸闷、四
肢无力、 颈肩腰腿痛、 手脚冰凉等症状明显改
观，免疫能力全面提高！ 精气神十足！

●使用 15 天：视物模糊、四肢麻木、浮肿、
口眼歪斜、流口水、语言不清、晕眩、出汗、胃痛
泛酸、打嗝饱胀、腰酸背痛、尿频尿急、痰多咳嗽
等各种症状。 从根本上得到全面改善。

●坚持使用，健康长寿乐逍遥！ 送亲友，送
长辈，送父母，有档次，有面子。

如果你想摆脱打针吃药的痛苦， 如果你想
睡得沉、睡得香，睡出健康，那你就试一试航天
理疗毯。 爱自己，爱健康就睡航天理疗毯。

航天科技造福普通百姓，
睡觉治好慢性病，疗效立即体验

气温骤降
航天理疗毯

我患风湿关节炎、老寒腿 20 年，开始我
全身关节疼痛，用西药止痛，时好时坏，重的
时候根本下不了床。 上趟厕所都得用人把我
抬去，真是生不如死。 经过医院检查，诊断为
风湿关节炎、 老寒腿。 数年来关节变形、僵
硬、肿胀、疼痛明显，生活不能自理，其间服
用多种中、西药进行治疗，效果不佳，后来导
致我卧床不起。 后来儿子给我买了条航天理
疗毯，说这条毯子可神了，可以治愈你的风湿
骨病。当时我还真的不信，我吃了这么多年的
药也没有彻底治愈我的病， 就凭这条毯子就
可以？当天我就用上了，还别说第二天早上醒
来就觉得腿不那么痛了，感觉浑身轻松多了。
于是我就用了一段时间航天理疗毯， 没想到
我的风湿骨病和全身的老毛病全好了。

我得高血压有 10 多年了，血脂也高，经
常两眼发黑，另外还有前列腺炎，一个晚上
要去 4、5 趟厕所，白天出门的时候，裤腿上
哩哩拉拉的都是尿液， 而且还因为前列腺，
影响了我的性功能，和老伴好几个月都不能
过一次性生活，就为了身上的这些病，我没
少吃药，花了钱不说，还把胃给吃坏了，后来
我干脆不出门了，就躺在床上，哪也不去，不
知不觉的，这一躺就是 3 年，这可急坏了我
的儿女们，说我不是在床上等死嘛，他们四
处张罗药方买各种药品，上医院检查，可效
果都不明显。

后来我女婿给我带来了一条毯子，叫
……航天理疗毯，我就开始用这个航天理疗
毯，才两个月下来，我就感觉血压平稳了，晚
上也不起夜了， 尿频尿急尿痛的现象也没
了，这些好了不说，我和我老伴的夫妻生活
也恢复了， 不瞒您说就像别人说的一样，我
又焕发了人生的第二春，现在我每个星期和
老伴还有那么一、两次夫妻生活！ 真没想到
是一条毯子救了我的命！

真是感谢儿女们的孝心，感谢航天理疗
毯给了我新的生命！

我今年也不大，才 40 岁，可内分泌一直
不好，例假也不正常，晚上总爱失眠，经常是
带着两个黑眼圈上班，时间一长，皮肤也粗
糙了，气色很难看，老公看不下去了，怕我是
更年期到了， 就给我买了一条航天理疗毯，
这理疗毯效果还真不错， 用了不到两个月，
你看我现在睡眠也好了，气色好了，皮肤光
洁细嫩，皱纹比以前少多了。 最让我感到高
兴的是我的内分泌正常了， 月经也有规律
了，我老公
更是比以前
强多了，我
对夫妻生活
的欲望也增
加了，现在
我和老公的
性生活特别
和谐。

脑血栓 老骨病 心绞痛频繁发作 一夜三次 频临鬼门关

神奇毯子救了我的命
航天理疗毯五年畅销

我们都是受益者

海川大药房抢购现场

遭抢

昨日， 航天理疗毯到货的消息不胫而走，
立即引发疯狂抢购，体验店更是人满为患。

刚刚做完体验的王爷爷兴奋地说： 才 20
分钟，哇，一下就站了起来。 腿不痛、头不晕，这
航天科技不服不行！。

红旗社区的刘阿姨说： 我是第一次买，看
到单位同事他爸有高血压、哮喘，这个航天理
疗毯一睡，现在血压温了，喘气顺了，这么好的
东西，说什么也得给我爸我妈抢两条。

用了 5 年航天理疗毯的老刘说：自从用了
航天理疗毯，腿不疼了手也不麻了，关节也不
疼了，也不怕风了，今天准备买 30 条，送给老
战友。

药店经理介绍：近日长沙气温骤降，航天
理疗毯已经持续热销 5 年， 新顾客疑虑的，老
顾客早已给出了答案，疯狂抢购在意料之中。

———颈肩腰腿痛、关节僵硬肿胀的风湿骨病患
者
———高血压、高血脂、搞血糖、头晕胸闷的心脑
血管患者
———前列腺尿频、尿急、性欲下降的男人
———肤色晦暗无光泽，粗糙患有各种妇科病的
女人
———孩子爱感冒、免疫力低下的爱心妈妈
———失眠多梦、常患胃病的白领工作者……都
在纷纷体验、抢购航天理疗毯

“我一辈子没求过人，可没想到年龄大了，
却被这一身的病击倒，时常躺在床上，像个活死
人……”说起一身的毛病，家住望月湖的张爹爹
心中的苦水 3天 3夜也倒不完……

张爹爹自述：得心脏病、脑血栓、高血压 10
多年了，经常心慌，脑袋迷糊，两眼发黑。脑袋迷
糊，胸口像压着个大石头，老腰突更是痛得我吡
牙咧嘴，近 1年来我感觉症状明显加重了，夜里
经常有严重心绞痛频发，胸口憋胀刺痛，憋得嘴
唇发紫，每次都像是去了鬼门关一遭。真是痛苦
啊!这些年就为了这些病药没少吃，病却越来越
重，躺在床上哪也不去，不知不觉的这一躺就是
10年，真想结束我这一生。家人都愁坏了！隔壁
老张原来半身不遂，5、6 年没下楼，邻居都把他
忘了，那天儿子突然看见他走下楼，惊呆不已，
一问是用了一个叫航天理疗毯的产品， 儿子赶
紧也给我买了一条，当晚一睡，明显感觉睡眠好
了，一夜到天亮，睡了两三天，血压降了，心脏没
有砰砰跳出来的感觉，也不胸闷气短了，到现在
我的心绞痛再也没发作过， 要不是自己亲自试
用，我真不敢相信这个毯子有这么好的效果。航
天科技，真是太神奇了！ 我现在用了 3 个月了。
全身的病也没再犯，还能干体力活。我现在真是
太感谢航天理疗毯了，是它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解开航天理疗毯救命之谜
航天理疗毯由中国航天科研中心根据宇航服

原理研制而成，获两大专利，具有三大神奇功效。

航天理疗毯神奇亮点 1:�
温热水循环 水疗能治病

温热循环水疗系统的治疗作用就是“水

疗”，水流运行在耐高温、防辐射、高强度的无压
真空聚脂管内，呈线性均匀的排列在毯中，产生
的温热水疗效应可将远红外热疗和生物磁疗发
挥最大的作用，加快周身血液循环，疏通血脉淤
阻，有效解除酸麻胀痛，手脚冰凉等现象，全身
解乏轻松！

航天理疗毯神奇亮点 2:�
远红外热疗 清血毒促健康

航天理疗毯通过的远红外热疗作用驱散化
解体内的淤毒，血液中的毒素在远红外热疗的
照射下被强效分解，代谢排出，当血液清澈后，
新生的血液细胞开始再生，机体免疫力增强，全
身流动的都是健康血，随之血压血糖平稳，远离

心脑血管疾病！

航天理疗毯神奇亮点 3:�
生物按摩磁疗 化淤驱寒通脉

航天毯中的生物按摩磁疗石由离子纤维
炭，碧玺，欧泊等 68种珍惜矿宝石经涡流煅烧
工艺打造而成，按人体背部督脉经络穴位均匀
分布，分别作用于通往脑、心、肝、脾、肾、肺和四
肢关节的 25大穴位，在温热循环水疗和远红外
热疗共同作用下，驱散寒气，打通经脉、通穴治
脏腑，调机能，从此摆脱打针吃药，手术的困扰！
让您一觉醒来，病痛全消。

航天科技中心供稿

什么人在体验抢购航天理疗毯

腰腿疼痛、风湿、类风湿、颈椎病、腰椎
病、前列腺病、心脑血管疾病、失眠患者

航天理疗毯 睡觉治病
现场体验 不收一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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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惊喜
1��每天早上 8：00--11：00，在
长沙海川新特药房（湘雅附二医
院西行一百米长沙电影城一楼）
六谷大药房（湖南省人民医院正
对面）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活动仅剩最后 3天

3��购买强尔脉水疗能量毯一

床， 赠送价值 498元远红外
磁疗保暖内衣一套， 数量仅限
100套，电话订购优先

4��打进电话前 100 名购买
者可享受爱心体验价

颈肩腰腿痛
一睡就显功

父母慢性病
快睡航天毯

航天毯上床
男女大变样

长塘里小区张树林使用航天理疗毯三个月，睡好一身疾病

海川新特药房（湘雅附二医院西行一百米长沙
电影城一楼）、六谷大药房（湖南省人民医院正
对面）、东塘养天和星城大药房（百姓鞋业旁）、
河西金典大药房（新民路 193号四医院斜对
面）侯家塘新一佳超市药品专柜、高桥财富大
厦日上大药房（高桥农副产品城内）、誉湘大药
房（马王堆派出所对面）、汽车西站康寿大药房
（公交车进站口对面）、汽车南站崇源堂大药房

（惠之宇大酒店一楼）、井湾子新一佳二楼崇源
堂大药房
浏阳：体验店：钰华堂大药房（北正中路 23
号中医院下行 50米）
宁乡：神州大药房（人民中路 149号原农贸
市场对面）
望城：工农大药房（县人民医院斜对面）
星沙：旺鑫大药房（星沙四区凉塘路 96号）、
旺鑫大药房真诚店（威尼斯商业街）、新一佳

超市药品专柜
榔梨：九芝堂大药房
株洲：体验店：健康堂大药房（贺加土浩天宾
馆对面）石峰区健康药店（杉木塘杉塘路 29
号）人民药店湘天桥店（湘天桥菜市场旁）人
民药店渌口店（渌口新汽车站斜对面）人民
药店颐景园店（天元区新政府旁）人民药店
炎帝店（河西炎帝广场银座一楼）人民药店
株百店（株洲百货大楼负一楼）平和堂大药

房（平和堂负一楼）阳光大药房（人民路中
医院对面）醴陵：春天大药房（火车站对面）
攸县：和协大药房（人民医院斜对面）
茶陵：万众药品大超市三角坪店（紫荆花大
酒店斜对面）
湘潭：贵福康药号（建设北路一中对面）、
体验店：泽仁堂大药房（湘潭宾馆对面）、
河东福顺昌医药堂（霞光村店、华凯站店）
湘乡市：四世堂大药房（壕塘十字路口）

邵阳：时珍大药房（宝庆中路市中心医院斜
对面）大德生药号（第一人民医院门诊部正
对面）邵 东:�湘君大药房（解放路 16号老花
鼓剧团对面）隆回县：新特大药房（县神龙宾
馆对面）
岳阳：五里牌万年青大药房（五里牌转盘处）
衡阳：国兴大药房（岳屏公园东门对面）
耒阳：人民西路永春堂大药房
郴州：琛州大药房（国庆南路 14号满堂福旁）

益阳：平和堂大药房（陆贾山庄水利局对面）
南 县：赤沙大药房（华泰宾馆一楼）
娄底：众一大药房九亿店（九亿步行街对面，
友谊阿波罗旁）天天好大药房（步步高超市
对面市财政局门面）
涟源：康尔安大药房（五马广场心连心对面）
冷水江：新华佗医药超市（武陵城国际对面）
新化：南门药店（南门弯）
双峰： 永济堂大药房（书院路蔡和森广场北50

米）
怀化：百信大药房（明珠大酒店对面100米）
永州：冷水滩：五洲药店（老火车站对面）
芝山区：永宏大药房（商业城旁）
道县：华康大药房（新华书店左侧）
吉首建安药店（市一中桥头）
常德：战备桥大药房（红绿灯十字路口）
张家界：采芝堂大药房（回龙路老十字街）

长沙市内经销地址：

航天理疗毯不服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