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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为何要细胞破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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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饮食的食物， 未能打破食物细胞结
构， 有效成分只能缓慢地从细胞壁和细胞膜
中释放出来。 在有限的消化时间内，位于食物
细胞中的有效成分还来不及释放就被排出体
外，只有少部分被人体吸收。
细胞破壁技术：就是利用物理方法将植物
粉粹成粒度小于 2000 目的微粒，使植物、食物
细胞经过破壁后， 细胞壁内的有效成分大量
释放出来， 使水份及营养更好地被吸收和保
持活性成分的技术， 达到在人体消化道内吸
收速度加快，吸收量增加的效果。
研究发现：食物中的营养，都藏在细胞壁
中，食用未破壁的五谷、鱼肉，骨头，果蔬、药

食同源食材，只有少部分被人体吸收，大部分
的珍贵营养成分都被浪费了，只有对食材细胞
进行破壁， 才能将细胞中的全部营养精华，包
括各种维生素、矿物质、微量元素、植物生化素
完全释放出来，为身体提供全营养！
实验证明： 奥诺斯自加热破壁机， 采用
钛合金刀头，纯铜高端电机，，能瞬间击破食
物细胞壁，把平时难以被人体吸收的营养成
分释放出来，实现高效吸收、利用！ 相当于一
台豆浆机、一台果蔬机、一台绞肉机、一台煎
药机、一台电炖锅、一台搅拌机、一台干磨
机，不管是骨头、鱼、果蔬、中药、五谷，坚果
什么都能实现细胞破壁。

食物细胞破壁 吃出高营养
奥诺斯自加热破壁机，营养新吃法，采用
进口钛合金刀头，内置全铜高端电机,切骨如
泥，能瞬间击破食物的细胞壁，把平时难以
被人体吸收的营养成分全部释放出来，实现
高吸收，高营养，高利用，全电脑控制，自动
加热、一键操作、大容量杯体，满足你的所有
破壁保健需求。
现在只需要花一台机器的价钱， 等于买
了七台机器的功能，让你省时、省钱、省心、
省力，让你一年省去上万元费用，就是让你
省！ 省！ 省！ 很多消费者会有这样的担心，这
么低的价格会不会是山寨、假货，担心活动
结束，售后没保证，为此我们承诺：本产品严
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 ， 所 售 产 品 均 质 保 一
年，终身维修，全国联保，假一赔十，请放心
购买。

全电脑控制 一键直达 自动操作 自动加热 切骨如泥 破壁为粉 一机多能 随“机”应变

破壁新吃法 吃出营养与健康

与往年不同，今年大家话里谈的，都是奥诺斯自加热破壁机，并且是一人用了带动十人，十人带动百人，
因为很多中老年人都想通过食疗，达到养生保健的目的，奥诺斯自加热破壁机千万巨资研发，现在抢购只要
980 元，成本价销售，仅限 500 台，赶快抢购吧！

一机多能定制全家料理
早晨放入黄豆，紫薯等，用自加热破
壁机轻松打一杯五谷养生粥； 中午要喝
鲜美的鱼汤，将鱼煮熟，连同调料加入容
杯，轻轻一按，稍等片刻，就能享用热气
腾腾的鱼汤；晚上再来杯果蔬汁，在容杯
内加入果蔬和少量水，启动按钮，全电脑
自动操作，简单方便。
软硬果蔬，五谷杂粮、浓汤米糊等，
各种美味一机定制，使用全新升级的奥
诺斯自加热破壁机，轻松制作适合全家
食用的精力汤。 它可以让你得到不用去
皮和核的果汁，也可以让你喝上不用滤
渣的热豆浆，还能让你喝上不用剔骨的
骨头汤和鱼汤，更可以在顷刻间将大米
打得和奶粉一样细腻。
它不但能够将我们日常饮食中吃到
的蔬 菜 、 水 果 、 五 谷 杂 粮 ， 包 括 肉 类 、 海
鲜、坚果、滋补中药，都能够彻底的打碎，
在实现细胞破壁，自动加热同时，更让里
面的营养完全释放出来， 供我们人体更
好的吸收和利用。 一台奥诺斯自加热破
壁机， 可调理全家营养问题， 食物打得
细，释放全营养，吸收好，满足一家老小
饮食营养需要！
奥诺斯自加热破壁机，全新破壁新吃
法，送父母，送的是孝心，送儿女，送的是
关爱，送朋友，送的是面子，送上司，送的
是关心，送自己，送的是健康！

细胞营养

从破壁料理开始
奥诺斯自加热破壁料理机和传统的
榨汁机、原汁机、豆浆机是不一样的，它
集很多机器于一身， 是普通机子无法做
到的，达到一机多用功能，满足全家破壁
营养需求，果汁，豆浆，五谷粥，蔬菜汤，
骨头汤，鱼汤，中药粉，膏方，打芝麻酱，
花生酱， 绞肉等一机全部能成， 全程破
壁，口感细腻，无渣无残留，让你可以在
家制作任何食疗养生方， 为健康提供源
动力。
奥诺斯自加热破壁料理机的问世，在
全国迅速掀起了一股破壁养生热潮，备
受中老年朋友青睐！ 各地的养生和健康
专业人士对破壁新吃法都纷纷赞不绝
口， 认为奥诺斯自加热破壁料理机做到
惊人效果，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 惊喜之
余，破壁的价值得到了广泛认可。
可是选择破壁养生机不能盲目， 那
么，理想的破壁养生机是什么呢？ 那就是
奥诺斯自加热破壁料理机，堪称破壁机的
领导者。

一台顶 7 台机器用
一台电炖锅

一台米糊机

一台干磨机

一台绞肉机

一台果汁机

一台煎药机

一台豆浆机

破壁新吃法 营养全更省钱
升级了，换代了，旧机换新机，豆
浆机、果汁机、米糊机、煎药机、绞肉
机、电炖锅、干磨机统统扔掉！ 只需
一台奥诺斯自加热破壁机，一机顶七
机，蔬果汁、豆浆、骨 头 汤 、 养 生 粥 、
五谷粥都可以统统破壁吃，而且还可
以根据自身的健康需要，制作各种的
食疗料理，比如福寿汤、杏仁羹、双
瓜饮等等，每天坚持破壁新吃法，通
过食疗进行调理，就可以通过食疗的
方法获得营养与健康。
福寿汤:主要针对中老年人心脑
血管有好处的一款料理， 食材有芹
菜，西红柿、山楂、苹果，另外还有枸
杞和坚果。 芹菜有降压作用，主要成
分芹菜素在芹菜叶里面，必须经过细
胞破壁才能释放出来，西红柿细胞里
含有番茄红素， 山楂的核也是一味
药， 有疏肝理气， 软坚散结的作用，
能够帮助调整血脂，苹果的苹果皮，
苹果核， 含丰富的维 C， 枸杞子、坚
果组合富含有人体必需的不饱和脂
肪酸，调节血脂的作用非常好。
杏仁羹：将杏仁、核桃、黑芝麻、糙
米放入奥诺斯自加热破壁机，加点水，
几分钟就打好了，这其中的杏仁，对保
护心肌功能特别有帮助， 核桃， 补脑
的，它能改善脑供血不足，来帮助恢复

记忆， 黑芝麻对清理血液垃圾特别有
好处，糙米的麸皮，含有人体最需要的
维生素 B 族、粗纤维，利于肠道排毒，
净化血液。 坚持每天喝一杯护心杏仁
羹，对身体状况有好处，精神头更好。
双瓜饮：食材配伍有黄瓜、苦瓜、
猕猴桃、燕麦、葛根，这些蔬菜水果，
都有降糖作用， 苦瓜里含有苦瓜甙，
可以降糖，黄瓜能清毒清火，猕猴桃
含有果胶，连皮一块打，燕麦含有膳
食纤维，利于肠道排毒，还含有葡聚
糖，可以吸附多余的油脂、血糖，这些
营养，必须经过细胞破壁，才能释放
出来。 制作时将这些食材都放进去，
只需轻轻一按，自动操作......一会就
做好了，简单方便，它还是自动加热，
放凉以后就可以喝了。平时这苦瓜都
不爱吃，太苦了，现在用这机器一打，
一点苦味都没了，还挺好喝的，每天
都坚持喝，算下来，一天还不到三毛
钱，挺划算的。
真的是省钱，又实用，还操作简
单，方便，对于不同人的不同需求，奥
诺斯破壁机都是有求必应。 而这细胞
破壁吃法，更是相当于给老年人装了
一副铁齿铜牙，不用你来嚼，它来帮
你嚼，吃起来更营养，更香醇，吸收更
好，一机在手，健康无忧!

传统吃法太浪费
传统牙齿咀嚼吃果蔬：只能吸收 15%营养，
果皮、菜茎人体无法直接消化吸收，医学证明：
蔬果中 70%的营养都藏在果皮、 果核、 种子里
（它含有植物生化素） 然而我们却把它当做垃
圾扔掉了，通过细胞破壁把果皮、果核、种子、
菜茎彻底粉粹， 让植物生化素全部释放出来，
达到保健养生的效果。
传统吃鱼、鱼头汤：平常吃鱼，鱼刺特别烦
人，怕卡嗓子，鱼脑、鱼眼、鱼骨都扔了，但用养
生破壁机，鱼全身都变成了宝。 鱼眼：能增强记
忆力及保护视力； 鱼骨： 能防止骨质疏松；鱼
脑：有助于儿童大脑发育，细胞破壁后的鱼全
身都是宝，营养吸收更好！
传统喝骨头汤：骨头扔掉，其实骨头汤的营
养精华全在骨头里面，它里面不但有骨髓和钙、
骨胶原，对骨质疏松，骨质增生，骨刺等骨关节
疾病都有很好的食疗作用。 过去炖完汤，吸骨
髓，骨头扔掉太浪费了，通过奥诺斯自加热破壁
机把骨头破壁打成粉、熬成粥，释放出的营养更
加丰富！
传统豆浆机：转速低、豆无法充分打碎，豆
渣多，口感差，过滤不方便，营养没有完全释放
出来，奥诺斯自加热破壁机能瞬间击破食物分
子结构磨得更细，实现在人体消化道内吸收速
度加快，吸收量增加，无残留，豆渣彻底粉粹，
自动加热，操作简单，一键完成。

★特大喜讯★
营养破壁普及活动正式启动，本次活
动的宗旨是：成本价销售，让渴望获得全
营养保健的中老年朋友都用上便宜满意
的破壁料理机。
本次活动推出的奥诺斯自加热破壁
机，原价 2980 元，活动期间成本价销售，
仅需 980 元！ 全国仅限 500 台，活动结束
后立即恢复原价！
前 100 名打进电话的顾客，免费赠送
一本破壁营养配料手册，教您如何为全家
的健康保驾护航， 名额有限， 仅限前 100
优惠代码：158
名，赶紧拨打！

还送养生机营养食谱一本

咨询抢购热线

400-9983-765
（遇占线请拨大客户专线13161571116）
免费送货 货到付款 最新技术
厂家质保 终身维修 全国联保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