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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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星社区的刘阿姨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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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血压降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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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温骤降
航天理疗毯 遭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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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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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肤色晦暗粗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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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长期被慢性病折磨的孝心儿女们……
都在纷纷体验、抢购航天理疗毯

别人忙吃药 我躺家里“睡大觉”
■航天理疗毯解放风湿骨痛

航天理疗毯能在睡眠时疏通瘀阻血脉， 促进体内寒毒的排
出，通过温热水疗的共同作用，可以将热能磁能以微电流导入到
皮下 4毫米的骨骼关节，就象睡眠时的贴身针灸仪，拔除寒毒。使
患者的病情更快好转。

■航天理疗毯保护心脑健康

航天理疗毯能发出极强的能量磁波， 呈螺旋环绕包围人体，产
生人体不可觉察的高频振动，将血栓碎成微小颗粒，排出血液，软化
血管，加速血液循环，心脑缺氧迅速得到缓解，失眠的人也能轻松入
睡，血栓块逐渐排出、血管恢复，高血压、高血脂、动脉粥样硬化等心
脑血管疾病不药而愈。

■ 前列腺尿频尿急睡睡就好

航空理疗毯三疗合一，利用夜间治疗，可以对前列腺及男性
重要部位进行适当的加热，促进前列腺积液的排出，消除腺体肿
胀，缓解对尿道的压迫，这样尿频尿急的症状就消失了，病灶细
胞重新恢复活力，前列腺腺体恢复健康！

■ 女人年轻健康的保护神

航天理疗毯加速体内血液循环，血流快了，手脚自然热了，远
红外热疗，将热能以微电流导入体下，使体内血气调和，滋养五脏
六腑，特别是养肾强肾，消除气血肾三虚。 最后通过温热水疗巩
固治疗效果，提高机体免疫力女性更年期潮热汗出、心烦易怒、
手脚冰凉月子病就逐渐消失了。

航天理疗毯 3大神奇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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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温度升
高降低，绝不会发生泄漏现象，航天理疗毯的温
热水疗效应可将远红外热疗和生物磁疗发挥最
大的作用，以此加快周身血液循环速度，疏通血
脉淤阻， 因此使用后会感到酸麻胀痛感消失，手
脚冰凉的现象消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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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天理疗毯中的生物按摩磁疗石由离子纤
维炭，碧玺，欧泊，托玛林石，电气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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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无感按摩的治疗方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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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穴
调机能， 坚持使用治疗彻底， 从此摆脱打针，吃
药，理疗，手术的困扰！让您一觉醒来，病痛全消！

航天科技
让无数患者获得新生
老战友救了我的命

我得心脏病、脑血栓、高血压都有 10 多年了，血脂也高，经常
心慌，脑袋迷糊，两眼发黑。 脑袋迷糊的时候根本就起不来床。 心
脏病发病的时候经常出现心绞痛，而且还胸闷、气短。 一般的体力
活都干不了了。 近 1 年来我感觉症状明显加重了，躺在床上都有
严重心绞痛频发，胸口憋胀而且很痛。 真是痛苦啊!这些年就为了
这些病药没少吃，一把一把的，但就是没有效果。 医院也去了，作
用也不大。弄的我连死的心都有了。就躺在床上哪也不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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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
有一位和我一样的老战友来看我，我—看到他真不敢相信自己的
眼睛，他就像变了个人。 看上去都年轻了 10 岁，而且身体的病也
好了。我问他用什么办法治好这病的，他告诉我用航天理疗毯。后
来我也买一条用了—宿，真不敢相信睡了—宿我的各种病状明显
好多了，真是太神奇了！我现在用了快 3个多月了。全身的病也不
没再犯过，还能干点体力活。 我现在真是太感谢航天理疗毯了，是
它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我 20年的老寒腿、关节炎硬是睡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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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彻底治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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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老公是一个合格的“准爸爸”

我是一名孕妇，怀孕已经 5个多月了。 现在冬天到了，家里也
冷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以前都用电热毯，但第二天醒来，皮肤干
燥，还容易上火。 但是没有办法，不用电热毯晚上睡觉冷啊，根本
就睡不着。 有一天我老公在报纸上看到在使用电热毯时候电热毯
产生的电辐射容易对胎儿造成畸形，他对我说完以后我立刻就不
敢用电热毯了，大人苦点倒所谓别对孩子造成影响就行。 不用以
后晚上睡觉尽管盖的被够多但老是感觉冷，对我的睡眠照成了影
响。 有一天老公在电视上看到介绍航天理疗毯对胎儿的好处，就
给我买了一条回来用，还真挺好，晚上睡觉睡的好了，最主要的是
航天理疗毯没有电辐射对胎儿没有影响。 而且还有磁疗对胎儿也
有好处，用上还安全，上班的时候不用担心，就算水烧干了也没
事，航天理疗毯的电源就自动关闭了。 真是感谢航天理疗毯给我
和胎儿———个平安的冬天!!!

长沙市内经销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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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通程新
一佳超市药品专柜、南门口好又多药号、平和
堂负一楼药号（东塘店、五一路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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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元堂今朝店（长
沙晚报大道114号上海文峰旁）、庆元堂华厦开福
店（新河大市场斜对面）、庆元堂大药房（新星小区

圭塘路115号）、橙子街庆元堂大药房（林科院步
步高超市旁）、 芙蓉区庆元堂大药房（人民东路
398号星城世家106号门面）、庆元堂大药房德雅
店（盛旺超市斜对面）、庆元堂大药房（天心区临木
莲路恒盛世家正门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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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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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药店中心店（新华书店旁）、贺

家土健康堂大药房、人民药店株百店（株百负一楼
超市入口处）、人民药店炎帝店（炎帝广场银座一
楼）、人民药店东都店（红旗广场步步高一楼）、平
和堂药号（平和堂负一楼）、人民药店 608店（三三
一六 0八所沿河三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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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欣大药房（湘乡汽车站斜对面）

邵阳：大德生药号（第一人民医院对面）、邵东
县同仁大药房解放路 24号（原回族食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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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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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娄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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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乐富超市橡果国际购物专柜、
博爱大药房
常德：民康药号北站店（老汽车北站）
张家界：采芝堂大药房（回龙路老十字街）

近日， 随着第六届航天科技民
用化成果免费体验活动的开

始，航天理疗毯“睡眠治病”的理念早已
深入长沙百姓心中，铁一样的效果更是
让我市多病缠身的中老年人心服口服。
此次活动，航天理疗毯厂家让百姓免费
体验 3 天，就是要用事实说话，让更多
市民享受到国家最新航天科技带来的
康复喜悦，据不完全统计，购买人群主
要分为三大类：

●新顾客急：

身边的同事、邻居、朋友都
睡好了，我也不能落下！

“真神奇，我不咳了，我老伴睡的
比我效果还好， 以前每晚起夜 5、6 次，
现在一晚上就两三次，睡觉也香了。 ”

“对门老张整天喊头晕胸闷，整天
耷拉着脑袋蔫蔫的， 现在走路快了，脸
色好了，整天精气神十足，见了谁都说
航天理疗毯好”

“我爸原来关节痛，一变天疼的连
路都走不了， 睡了几天航天理疗毯，再
没听他喊过痛！ ”我以前买理疗产品上
过当，所以很谨慎。 现在，我亲眼看见，
我身边的邻居、朋友都睡好了，现在还
能免费试用 3 天， 不好使它敢这么做？
赶紧买 2条，心有底儿！

●回头客乐：

自己睡好了，再给亲人买 5
条，体验价特合适！

在新特药房，睡过航天理疗毯的李
大妈对笔者说：“有人问：航天理疗毯到
底好不好使？ 我自己就是证明！ 我从去

年 11 月份开始使用航天理疗毯到现
在，血压、血脂、血糖都平稳了！ 现在买
是体验价，一下子省好几百块，多合适！
赶紧给我再拿 5 条，送亲戚朋友，再送
老领导一条！ 他准乐”。

●药店打“白条”：

还没开始呢？ 先给我预留 4
条，明天来取！

活动还没开始， 挺多市民就坐不
住了， 早早的来到药店预定， 退休干
部吴先生就是其中一个。“我做梦没
想到， 航天科技真厉害， 把我的尿频
尿急愣给睡好了， 今天特意给亲家订
两条，享受体验价，真是太划算了，就
怕明天捞不着啊” 吴先生一边拿着营
业员开的欠条， 一边美滋滋的走出药
店。

■ 科技揭秘：
航天科技怎样睡觉治病?
�������众所周知， 人体背部汇集了大椎穴
等 65 大穴位和阳脉之海的督脉以及号
称血海的冲脉等全身一半的重要经脉。
而诸多慢性病都与这些经络穴位的瘀
滞、邪虚有关。

航天理疗毯正是利用航天技术和
材料，使毯子软管内的循环水，在按摩
生物磁片和远红外的作用下形成脉冲
离子水流按摩， 可直接刺激人体的 65
大穴位，形成“温热循环脉冲水疗通经
脉，生物按摩磁疗通经络，远红外热疗
祛寒湿”三大疗法，对大脑、心脏及颈肩
腰腿、肠胃、生殖系统、前列腺，起到活
血化瘀、疏通经脉、驱寒理疗的功效！

■ 朱良仁 男 55岁 广东和平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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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爸卧床不起 儿女痛彻心扉

一条毯子救了他的命

海川大药房抢购现场

治病神毯 长沙遭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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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眠患者请注意
航天理疗毯 睡觉治病
现场体验 不收一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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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专利产品◆专利号：ZL200920015876.8���ZL200920247763.0���ZL200910188348.7����◆三位专家鼎立支持 ◆国家安全局和国家卫生部联合推广

88825952��88825962订购咨询
免费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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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打针 不吃药
睡觉治好 5 大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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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想睡上
一觉就睡走疾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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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国内唯一一种由水疗加磁疗加远红外热疗三疗合一，治病加养生的航天理疗毯的问世，使患有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失
眠便秘、尿频尿急等慢性病的中老年人得到康复，不打针不吃药，“睡眠疗法”开启了睡眠康复多种中老年慢性病的新纪元。 航天理
疗毯上市五年来赢得了我省人民的高度青睐，在销售药店经常出现抢购、断货、预订，甚至有交款 3-5 天后才能买到，航天理疗毯实
实在在的效果赢得了老百姓的青睐，百姓从质疑到信赖，到成为航天理疗毯忠实的传播者，老百姓心中有杆称，疗效才是硬道理。

海川大药房抢购现场

航天理疗毯五年畅销 我们都是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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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天毯上床男女大变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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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颈肩腰腿一睡就显功

航天科技造福普通百姓，睡觉治好慢性病，疗效立即体验
第六届航天理疗毯爱心体验活动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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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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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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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 天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