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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牛人” ———王慧莉
初见王慧莉， 笔者怎么也想不

到，眼前这位平易近人的老太太，竟
然是享誉国际的航天高工， 我国航
机制造方面的权威专家， 屡次获得
国际金奖， 多次受到领导人接见的
“航天牛人”。

更想不到的是，这位腰腿轻快，
走路生风的老人， 曾因腰椎间盘突
出，腰腿麻木，大小便失禁，卧床不
起……最后靠着自己发明的“太空
腰带”，重新站了起来。

王慧莉的经历， 奇就奇在一辈
子与机械图纸打交道的她， 临近退
休，却又琢磨起了腰椎病，竟然还机
缘巧合， 误打误撞的创造出“不开
刀，不手术，在家治好腰椎病”的医
疗奇迹。 成功实现了从“科学家”到
“医学家”，从“患者”到“医生”的华
丽转变，成为腰椎病人心目中的“大
救星”。

真的不开刀，不手术，在家就能
治好腰椎病吗？ 王慧莉到底有什么
治病法宝？为什么效果这么神奇？围
绕着王慧莉的谜团有很多，下面，我
们就来听听她的讲述。

久病成医
“航天牛人”攻克腰椎病

当初，王慧莉不开刀，不手术，
自己治好腰椎病可是市里的大新
闻，大街小巷里传的神乎其神，连电
视台都赶来采访她。

从现存的资料来看， 王慧莉当
时的病情确实很严重。诊断书记录，
重度腰椎间盘突出， 突出髓核压迫
马尾神经，造成大小便失禁，并伴有
坐骨神经痛， 下肢麻木、 和肌肉萎
缩。

王慧莉介绍说， 当时跑遍了北
京、上海的各大医院，吃药、打针、输
液、按摩、拔罐、贴膏药……偏方怪
方都试过，花光十几万的积蓄，效果
微乎其微。

她还特意拿出一张手术通知单
说，到后来，医生也没了办法，给她
下最后通牒，要么做手术，要么回家
等瘫。 王慧莉果断拒绝。

她明白，手术不单风险大，而且
容易复发。如果手术不成功，损伤到
神经，后果不堪设想。 于是，王慧莉
选择了病退在家。邻居们都说，她瘫
痪在床，再也起不来了。

可是时隔两年， 王慧莉又重新
出现在大家面前，而且精神抖擞，精
力过人。 她走路不扶墙，不跛行，弯
腰灵便， 腿脚利索， 行动快过年轻
人，与得病的时候判若两人。

王慧莉自己治好腰椎病， 消息
很快传遍亲朋邻里。 很多人跑来向
她求助，8 个人拿去治，结果居然治
好了 64个老腰突。

神奇小腰带 专治老腰突
王慧莉的治病法宝是一条神奇

的小腰带，重量不足 2 公斤，把它绑

在腰胯上，轻轻一摁机关，就能轻松
实现解压复位椎间盘、回缩髓核，修
复纤维环等一系列治疗。而且睡觉、
看电视、 做家务、 开车的时候都能
治，完全不影响工作休息。

用过它的人都说，一戴上去，腰
部压迫感顿时消除，全身无比轻松，
就像一下飘到了外太空， 和神七航
天员的失重感觉一样。 所以大家都
管它叫“太空腰带”。

王慧莉介绍说，病退回家之后，
她索性下了狠心， 一定要把腰椎病
弄个明白。

她翻书查资料，咨询医生学者，
对腰椎病进行了深入研究。她发现，
病损腰椎持续受压， 才是腰椎病久
治不愈的根源。

人体站立时， 腰椎承受着 1/2
的体重，久坐、负重、弯腰都会压迫
腰椎。天长日久，就会导致连接腰椎
间盘的纤维环破裂， 髓核流出钙化
形成突出物，挤压周围的血管神经，
就会产生腰腿酸麻胀痛等不适症
状。

“如果能做一个解压器，绑在腰
上，解除破损腰椎的压力，为腰椎复
位，和纤维环自然愈合，提供时间和
保护， 不就可以在家治好腰椎病了
吗？ ”

这个念头让王慧莉激动不已，
因为机械制造正是她的老本行。 于
是说干就干，拖着病痛腰腿，她找来
了很多航空航天方面的绝密资料，
开始了艰难的研制历程。

一次次设计图纸、做模型，一次
次的亲身实验。历经 2年零三个月，
经过 300 多次的失败、改进。 终于，
第一条“太空腰带”研制成功了。

戴上当天, 王慧莉的腰部疼痛
就有所减轻，腿麻也好了很多。 7天
就能下楼，一个月就能骑车买菜，连
续佩戴三个月， 腰腿有劲， 一身轻
松， 困扰王慧莉两年多的腰椎病竟
然奇迹般的痊愈了！

航天员的“小法宝”
腰椎病的“大救星”
为什么能有这么神奇的效果？

王慧莉没有直接回答， 而是讲了另
外一个故事。

航天飞机起飞速度每秒 11.2公
里， 相当于普通飞机的 100 倍。 这
时， 航天员的腰椎需要承受 8 倍于
自身体重的重力， 相当于同时背了
20 袋大米。 要是换做普通人，肯定
会腰椎间盘突出，卧床不起了。可是
航天员却很少得腰椎病。

为什么航天员不得腰椎病？ 是
什么保护着他们的腰椎？这个秘密，
全世界也没有几个人知道。 王慧莉
神秘的笑着说，通过工作便利，她找
到了其中的答案。

原来， 航天服的内部有个特殊
装置，叫“腰部解压器”。它就像一个

“微型千斤顶”， 支撑起航天员腰部
的沉重压力，腰椎才能不受损伤。

而王慧莉发明的“太空腰带”，
可以说就是宇航员专用“腰部解压
器” 的缩微版。 不单能保护病损腰
椎，还能同时实现解压复位椎间盘、
回缩髓核， 修复纤维环等一系列治
疗，所以对腰椎病十拿九稳。

王慧莉发明“太空腰带”的消息
引起了广泛关注，连央 10《发明空
间》栏目都来专门报道她。大家纷纷
建议，把她的治病法宝量产推广，以
造福更多的腰椎病人。

三甲医院鉴定
一用就灵 效果胜过手术刀

不仅如此，来自北京协和、广州
中山、 上海华山等多家权威医院的
临床报告，再次证实了“太空腰带”
的神奇效果。 报告显示：

使用 7 天：每天 30 分钟，腰椎
压迫逐渐解除， 患者惊喜的发现腰
腿不疼、不麻了！

使用 28天：突出的髓核开始回
缩，纤维环渐渐愈合，神经压迫减轻

消除。 患者行动变灵活，弯腰、起立
逐渐正常。

使用 3 个月：久坐、弯腰、走路
都不疼，下蹲站立，轻松自如，爬楼
走道，腰腿有劲，就像没得过腰突病
一样！

“太空腰带”有着很多传统疗法
所不具备的优势， 零风险， 操作方
便，一次治疗，终生受益，无论病史
多长，病情多严重，甚至瘫痪在床的
患者，戴上太空腰带后，都能得到缓
解，恢复自理能力。

更让医学专家们佩服的是，太
空腰带的疗效不仅仅体现在解压止
痛的症状改善上， 更重要的是内部
病变部位的修复。

CT片显示：使用太空腰带的腰
椎病患者突出的髓核消失， 破裂的
纤维环修复如初， 整个腰间盘就像
新换的一样。 效果真的超越了手术
刀。

权威验证
腰椎病治疗三大突破
2007 年，经进一步改良，加入

航天液压系统、 纳米能量纤维的新
一代“太空腰带”问世了。 国家相关
部门对其进行了严格测试， 结果显
示， 这种新发明实现了腰椎病治疗
的三大突破：

1、失重疗法
“太空腰带”就像一个太空舱，

一下子把腰椎置身于太空失重状态
下，腰椎压力立即解除，疼痛自然消
失。

2、解压复位
小腰带的千斤顶作用， 拉宽腰

椎间隙，回正腰椎，产生负压吸力，
“吸”回突出髓核，解除神经压迫，酸
麻胀痛消失！

3、修复愈合
小腰带中的航天纳米纤维就像

一部焊接机，能发射出 8-15 纳米的
能量光波，焊接愈合纤维环裂口，从
而治好腰椎病。

为此，国家正式将其定名为“腰

部解压器”，并授予王慧莉重大发明
专利（专利号：ZL�2011203250937），
进行重点保护。

同时，将“太空腰带”注册为专
治腰椎病的专用医疗器械（晋并食
药监械 （准） 字 2012 第 1260003
号）。

真功实效
卧床腰突 七天就能走
不开刀，不手术，在家就能治好老

腰突， 太空腰带受到腰椎病患者的
热烈追捧， 一股腰椎病康复热潮迅
速席卷全国。

被医院下了手术通知的， 不知
不觉就康复了， 不用再花费巨资开
刀了；整天直不起腰，走不了路，天
天靠吃止痛药缓解的， 腰腿不麻不
痛了，弯腰有力、走路生风；就连瘫

痪在床的患者也奇迹般站了起来，
爬楼、锻炼都没有问题……

很多腰椎病患者看过不少医
生，也尝试了很多方法，可就是治不
好。但用上太空腰带之后，奇迹出现
了。

一戴上去， 腰部的酸麻胀痛感
马上就减轻了，一点压力也没有，就
像飘到了外太空。 不知不觉， 腰不
痛、腿不麻，弯腰走路行动自如。 甚
至连一些已经放弃治疗的瘫痪患
者， 佩戴太空腰带后又再次站了起
来。

有的患者不敢相信自己真的好
了，偷偷到医院做 CT检查。 结果显
示，突出髓核完全消失，纤维环裂口
愈合，整个腰椎就像新换的一样。

“航天牛人”公开叫板：
治腰椎病，我十拿九稳！

根据成千上万的康复事实，“航
天牛人”王慧莉自信十足，她面对媒
体公开叫板： 治腰椎病， 我十拿九
稳！

无论你腰突多重，卧床多少年，
吃过多少药，最快 7 天，最晚 28 天
都能自如行走，恢复自理能力，过上
正常人的生活！

不管你术后复发多少次， 只要
没有割断神经，戴上“太空腰带”，当
晚就不疼，手脚不麻不木，你敢用，
我敢保，不出三个月准能跑！

我不光要你过上健康人的生
活， 还保你多年不犯！ 疗效才是王
道，腰部解压才是正道，给患者作出
如下担当：

担当 1：一次治愈腰间盘突出、
膨出、脱出、膨肿、椎管狭窄、腰椎增
生、腰肌劳损、老腰病、坐骨神经痛
等腰椎病；

担当 2：无需打针、吃药、做手
术， 不耽误工作生活， 当晚止痛、7
天能走、30天能跑，3个月修复纤维
环， 愈后可以到任何一家医院拍 X
光片检验，真金不怕火炼；

担当 3：在 30 年内复发的患
者， 我们将跟踪服务， 负责到
底。

“航天牛人”王慧莉：

治腰椎病 我十拿九稳
解压复位
快治腰突

1、腰椎病无需打针、吃药、做手术，“腰部解压器”一戴就灵。 一生只花一次钱，轻松治疗老腰突；
2、卧床腰突 7天可扶墙行走，中重度患者最多 28天，即可恢复自理能力，买菜、开车、打球都没问题；
3、现腰椎病问诊专线 400-6397-588全面开通，同时，开展“腰椎病百日康复行动”，活动期间“腰部解压器”半价体验，数量仅
500台，售完即止！

特大喜讯
解压治腰突 健康好腰板
为了让更多腰椎病患者早

日体验到“腰部解压器”的神奇
功效，摆脱腰椎病困扰，特举办

“腰椎病百日康复” 全国大型公
益救助活动。

500 台半价体验，售完即止！
据工怍人员透露，此次活动仅

限 500 台“腰部解压器”，享受半价
体验，数量有限，售完即止！

腰间盘突出救助专线：

400-6397-588
免费邮寄 货到付款

●她患有腰椎病，却治好了让医生教授都头疼的腰椎病！
●她治腰椎病不吃药，不开刀，效果却远远胜过手术刀！
●她是我国航机制造方面的权威专家，却机缘巧合地创造出“不开刀，不
手术，在家治好腰椎病”的医疗奇迹，成为腰椎病人心目中的“大救星”。
●她曾是一个腰椎病人，行动困难，卧床不起，却利用自己的发明创造，
重新站了起来！
●她，就是“航天牛人”———王慧莉。

“航天牛人” ———王慧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