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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疗程）

原厂原方 平价销售
普力诺一氧化氮复合片普及风暴

为何有人终生不得心脑
血管病？

为何有人终生不得心脑血管病？ 1998
年诺贝尔医学奖得住、 美国科学家伊格纳
罗教授的力作 《一氧化氮让你远离心脑血
管病》，全面解读了心脑血管发病的真相。

注： 以下内容均摘自伊格纳罗所著的
《一氧化氮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病》一书。

一氧化氮大大降低心脏病猝
死几率

“一氧化氮一旦生成之后，就与动脉中
的肌肉细胞接触并使之放松，扩张了动脉，
这样就使得血压降低，从而改善血流。 除此
之外， 一氧化氮还能预防血液在一些危险
的部位发生凝结。 如果血液在心脏或脑部
发生凝结，则病人就会罹患心脏病或中风。
只要人体产生足够数量的一氧化氮， 那么
就会大大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摘
自《一氧化氮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病》封二）

一氧化氮如何降低高血压？
与体内其它任何因素相比， 一氧化氮

能更好地舒张血管平滑肌， 随着平滑肌的
舒张，血管被扩张并使血流更容易通过，从
而降低血压。 （第 19 页）

一氧化氮如何逆转动脉硬化
一氧化氮进入血管壁内皮平滑肌肉细

胞，能够快速激发血管内皮舒张因子，松弛
血管肌肉，让变薄、变硬、变脆的血管恢复
原有的弹性，事实上，当机体正在生成足量
甚至过量的一氧化氮时。 不可能形成斑块
和动脉粥样硬化， 甚至可逆转这些情况。
（第 20 页）

一氧化氮如何预防卒中？
一氧化氮的两个关键功能即防止血栓

形成和避免动脉壁斑块附着， 在抑制血小
板凝结，预防血栓同时，能够直接作用血栓
根部，将血栓溶解，可避免传统药物溶栓时
带来的危险性。 （第 22 页）

百年诺贝尔奖
心脑血管疾病
专题之（三）

每天不到 10元钱 一氧化氮复合片平价普及风暴在京引起巨大反响

心脑血管病人登上健康快车

1986 年， 他破译了困扰医学界百年之
久的硝酸甘油作用于心脑血管病的发病机
制之谜；

1992 年， 他揭开了一氧化氮在心血管
系统中独特的信号作用， 一氧化氮被科学
杂志推举为“本年度明星分子”；

1998 年， 他本人还因这一史无前例的
新发现荣膺年度诺贝尔医学奖！ 他就是美
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药理学教授、 药学
院院长--路易斯·伊格纳罗教授。

在历史上有很多巧合，诺贝尔由于发现
了硝酸甘油（炸药主要原料）而成名，而他
自己却因拒绝服用硝酸甘油而延误了冠心
病的治疗。 在当时，科学家们就知道小量的
硝酸甘油可以用于缓解心绞痛， 但一直不
知道硝酸甘油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现在伊格纳罗和其他两位科学家解开
了这个秘密。 他们发现硝酸甘油在体内生
成了一氧化氮，但这种生成是瞬时的，只能
存在极短的 1 秒钟。 一氧化氮在体内 1 秒
钟就能起这么大的作用， 如果能让人体一
直都有充足的一氧化氮生成， 那么我们人
类就可能永远也不会得心脑血管病， 而且
因心脑血管病引起的各种并发症就可以逐
渐康复！ 事实上，一氧化氮对于减少心脑血
管病的发病率，逆转病情发展，减少心脑血
管猝死的程度远远超过 10 年前医学界最乐
观的推测。现在约有 500 多个心脏病权威组
织开始持续性研究， 全球有 3000 多家心脑
血管专科开始采用一氧化氮疗法防治血管
硬化，控制高血压，治疗心脏病。

对心脑血管病说 NO人物传记

只要身体产生更多的一氧化氮，就能达
到以下可测定的功效， 这样的结果绝对不
是偶然，也不是毫无根据的推断，这是全球
数百万人已经验证和正在经历的事实--
★活：服用 7 天，血液活起来

胸闷、心慌气喘、心前区疼痛、心悸、头
晕眼花、视物模糊、失眠、手脚发麻、僵硬等
症状逐渐好转，血压、血脂开始降低。
★降：服用一个月，三高降下来

血栓逐渐溶解，血液循环通畅，胸闷、
心慌气喘、心前区疼痛、心悸、头晕眼花等
症状逐步消失，睡眠好了，精神焕发；心绞
痛发作次数明显减少，降低了中风（特别是
二次中风）、心胀病发生的危险；血压、血脂
逐渐稳定。

★通：服用三个月，血管通起来
血管富有弹性，管腔逐渐增大；血液供

应充分，脑部神经得到有效滋润，侧支循环
更加密集发达； 重病患者语言功能开始恢
复，原来口齿不清的人，说话能成句了，眼
睛有神，感觉肢体有力。
★坚持服用，保心护脑防猝死，终生远
离心血管病

心脑血管持续保持良好状态，生活质量
大大提高，上楼不喘，血压稳定，血脂正常，
神清气爽，面色红润，心情舒畅。 逆转高血
脂症、动脉硬化症、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心
肌缺血、高血压、心绞痛、脑血管痉挛、脑中
风，终生远离猝死、中风等心脑血管意外的
威胁。

防止心脑血管系统老化的三阶梯方案 谨防伪劣一氧化氮
请认准美国阿尔法生产

诺贝尔成果是科学和严谨的，在购买一
氧化氮前，一定要仔细辨别，谨防上当：

1、是否是标准配方：美国阿尔法是按照
伊格纳罗教授的标准配方严格生产，从天然
植物中，提取足量的左旋精氨酸（含量超过
了伊格纳罗所要求的 4-6 克）、左旋瓜氨酸
和花青素、维 C、维 E 等抗氧化剂，其他市售
产品尚不具备。（购买产品后，可将配方成份
事情参阅书中的配方）

2、认准正规企业，认准美国阿尔法：如
果你有美国的朋友，不妨打听下，美国阿尔
法生物制药公司，拥有最先进的生产工艺和
强大的医学研发资源，是一氧化氮的研究领
域的佼佼者，品质好，售后有保障，7 天不满
意，无条件退货！

消费警示：

一氧化氮全球冲击波
岁末年初，对于不少身患心脑血管病人

而言，这个冬天并不冷！ 各种新闻媒体都在
报道着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一项根据诺
贝尔医学奖转化的医学成果一氧化氮复合
片成功上市，并在第一时间被引进到国内。
仿佛一记春雷， 震撼了心脑血管病人敏感
的神经。

“只要你体内有足够量的一氧化氮分
子，你就不会得心脑血管疾病。 ”新颖的治
疗理念，不可思议的功效，冲击着大众对心
脑血管病的传统认识。

很多人迫不及待地开始尝试这种闻所
未闻的一氧化氮来降低血压， 防止动脉硬
化，预防中风和心脏病。 一氧化氮复合片开
始在中国迅速流行， 在北京短短一个月就
连续三次脱销。

从质疑到狂热
心脑血管病人震惊了！

“一氧化氮？ 不是种化学气体分子吗？
怎么能治病？ ”

“补充一氧化氮真能逆转心脑血管
病？ ”海淀区的张先生与所有初次接触这种
新方法的人一样感觉不可思议！

作为第一批一氧化氮疗法的传播者和
受益者张先生原本是个“高人”， 所谓高人
是他有三高症，“2006 年有幸受电视台之邀
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诺奖群英会， 现场听
了伊格纳罗博士关于一氧化氮的演讲，就
对这个一氧化氮产生了浓厚兴趣， 上网查
资料， 还托国外的朋友给捎回来一氧化氮
的产品， 就是这个美国阿尔法制药公司生
产的一氧化氮复合片，吃了半年，果然效果
不错，现在血压血脂、血糖都非常平稳，头
不晕气不喘，看来这个诺贝尔不是吹的，我
相信科学。 ”

一氧化氮平价普及
万人喜获健康援助

每天花费不到 10 元钱， 就能体验到这
个顶尖的医学成果， 这在以前是想也不敢
想的事情！ 从去年 9 月美国阿尔法公司的
一氧化氮片进入北京，至现在半年时间，约
有 5 万人尝到了补充一氧化氮的甜头！

“科学无国界，理应让这个诺贝尔成果
造福全人类”。 美国阿尔发公司驻中国代表
处的张先生坦言，为更好地推动这项医学成
果的转化，普及推广一氧化氮疗法，阿尔发
公司举办了一系列科普教育和医学援助活
动，让一氧化氮开始深入人心。 但令人担忧
的是，现在市场上一氧化氮产品良莠不齐，
品质难以保障不说，动辄上千元的价格，使
消费者负担沉重。 作为全球一氧化氮研究
的开创者阿尔发公司率先做出拒绝暴利，
平价惠民的举措，采取厂价直销方式，砍去
层层代理的中间，将价格放到最低限度，让
患者得到真正的实惠。

事实证明，阿尔法的惠民举措在患者中

产生了巨大的口碑效应。 大家一传十，十传
百，一氧化氮复合片热潮在京城开始风靡。

每天 10 元钱
体验诺贝尔医学新成果

不用刻意调整生活方式，只需每日通过
补充一氧化氮，就可以让人体浑身上下的血
管时刻保持舒张状态，使血流能一直畅快地
在血管里流动，它还能补充血管营养。 防止
血管硬化衰老，防止胆固醇和脂肪等沉积物
黏附于血管壁，让硬化的毛细血管重新恢复
柔韧，最大限度降低血管堵塞的机会。 而要
达到这样的理想健康状态每日的花费还不
足 10 元钱。

一氧化氮复合片是在伊格纳罗教授的
亲自指导下，由美国著名的阿尔法生物制药
公司，严格按照诺贝尔奖标准配方制的第四
代美国阿尔法一氧化氮产品。 功效更加明
确，是国际公认的“心脑血管病的保护神”!
市民可拨打 热 线 0731 -82551688 或 者
400-705-2788 了解详情。

普力诺一氧化氮咨询热线：
0731-82551688
400-705-2788

原价 2640元
现价 1592元

●现在起只需购买一个疗程装， 就为
您一次节省 1048 元， 相当于半价体
验；●另外，本次普及活动已经将近尾
声，厂家每日供货缩减至 100 套，先订
先得；●每天打进电话订购的前 50 名
患者，可获得永久会员资格，并可获赠
伊格纳罗教授力作《一氧化氮：让你远
离心脑血管病》

订购
热线

0731-82551688
400-705-2788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出版

（全国免费送货，货到付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