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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并非理所当然

五角星系统里的再生是
净化身体的一种独特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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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通过微调来恢复身体的自
然力量和活力。我们以高度的责任
感生产所有产品，使用植物疗法，
芳香疗法和顺势疗法的最新知识，
并尊重传统中医原则。

启程 – 生命杂志
生命 – 安能产品消费者杂志, 专刊。参考编

号 MK CR E 15476. 出版商: Energy SE, Trojská 39/201, 

Praha 7, 邮编: 171 00, 注册号码.: 03737195, 

电话: +420 283 853 853, 传真: +420 283 853 854, 

邮箱: info@energy.cz, www.products.energy 

编辑办公室: Energy SE, Trojská 39/201, Praha 7, 

邮编: 171 00, 电话: +420 283 853 853, 

+420 736 537 333, 传真: +420 283 853 854,

 邮箱: katerina.himmelova@energy.cz

主编: MUDr. Kateřina Himmelová。

专家委员会 : MUDr. Bohdan Haltmar,  

MUDr. Jiří Hanzel, Eva Joachimová.  

艺术主编: Jana Kuntová. 

图片: Dreamstime, Energy Czech Republic a.s. 

文字编辑: Mgr. Renáta Pekařová, PhDr. Vítězslav Bon. 

平面设计: Radical Design, s.r.o. 出版时间: 2017年12月.



关于我们：我们的理念 4

健康并非理所当然 5

五角星系统里的再生是净化身体的一种独特方式 6

五角星浓缩液—现代植物疗法 8

生物信息是未来 8

草本乳霜的独特之处 9

如何最成功地“启动”机体  10

超音速诊断 11

安能为您提供健康，预防并解决问题 12

绿色食物 14

腐植酸具有深远的治疗作用 16

在日常生活习惯中善待自己 17

美容化妆品：隐藏在里面的秘密 18

兽医产品系列 20

独特的产品出自独特的地方 22

目录

关爱自己的
健康



作为一家原创的捷克公司，我们不仅能够有效地将我们自己

的开发和生产联系起来，而且能够找到一种独特的方式把产

品交到客户手中。

我们所有的产品包括创新的营养品，治疗和护理化妆品以及

兽医产品都是天然、温和、非常有效的。 在开发这些产品的

过程中，我们在思想上兼容并蓄，密切关注专业人士、医学界

和治疗专家之间的协同联系。我们尊重 最新的科学进步，同

时汲取医学哲学传统教学的知识和经验。

安能产品系列的基石是五种天然草本浓缩液，它们形成一个

连贯的系统，叫做五角星再生系统®。这五种浓缩液的结构

对应五种基本自然元素的能量，即：金、木、水、火、土。这些

产品相互补充，相互平衡，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效的身体再生

系统。 我们将产品和全面、周到定制的客户关怀视为一个不

可分割的整体。高质、深入的诊断、讲座、课程、我们自己的

杂志和专业培训只是我们为所有客户定期提供的一部分，而

且在不断扩大。

我们坚信人与人的接触在这个时代是不可替代的。因此我们

不断增加可以获得安能产品和配套服务的授权地点，而且不

断扩大我们提供这些服务的国家。正如能量无边界，我们也

在创造一个可以无限移动的空间。

关于我们：
我们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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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并非理所当然 我们的产品受到医生的推荐
安能系列产品可以与传统药物结合使用。然而，用户应该

遵循主治医师的建议使用或中断药物。这些产品既有预

防作用又有再生作用。与身体自身的治疗能力一起作用，

其任务是保持身体的和谐，保持其自然状态。如果病人

患有并发症，最好咨询医生。超音速诊断可以准确地识

别与客户健康状况一致的产品。

专家委员会
自成立以来，安能集团一直与医生，专家和各类治疗师

通力合作。我们与专家委员会成员进行最密切的合作，

该委员会保证了现有产品和服务的高标准，并负责增

加公司的专业声誉。

数千年来，人类习惯于与自然紧密接触，但在过去的一个世纪

里人们却生活在一个充满合成化学物质、污染空气、有毒食物

和压力重重的环境中——这只是我们生存的一小部分。可以理

解，所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类的免疫系统，让体内

积累有毒物质，因此人体很容易受到各种疾病的影响。使用量

越来越大的化学药物只能消除疾病的症状，但不能解决问题的

根源。从专业的角度来说，目前的对抗疗法是针对症状而非病

因。当然，这对我们不利。可喜的是人们开始关注替代疗法，这

些疗法基于纯天然物质来排毒、再生身体，使我们恢复能量与

活力。健康并非理所当然——我们需要注重健康。科学家们正

在越来越多地研究天然药物来源和替代疗法，以增强身体在

不使用化学药品的情况下自愈的能力。他们正在考虑古文明的

方法，其治疗不仅使用天然药物，而且还（例如）考虑到行星排

列和宇宙疗愈能量的使用。毕竟，即使是合成的药物最终也是

来自大自然。如果考虑自己，我们肯定会得出有趣的结论。虽

然我们很自然地保持家里和工作场所干净整洁，照顾好自己

的汽车，但我们经常忽视自己的身体。在生命的某个阶段，我

们沉迷于对生活的热爱，吃喝玩乐，毫无限制地享受着世界上

所有的快乐。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发现并非每种饮食

都对身体有益，缺乏运动会导致疼痛，作息不规律为疾病铺平

了道路。只有到那时，我们才能对健康生活和与之相关的一切

变得更感兴趣。可悲的是，人们不愿意放弃快乐，也没有及时

意识到预防才是长寿和健康生活的关键。健康可以通过营养、

运动、放松、药用植物和膳食补充剂来巩固。虽然这些方法不

能取代预防性医学检查，但可以是重要的补充，使我们能够健

康、幸福、充满活力地经历生活的每个阶段。如果我们考虑到

自己身体的自然需要，那么有志者事竟成，我们肯定能够在这

方面取得成功。虽然健康是我们在工作、家庭和社会生活中获

得满意和成功的基本前提，但我们不应该把它视为理所当然。

尽管现代医学在外科手术和急性疾病的治疗中取得了巨大进

步，但是几个世纪以来，整体医学一直是——并且仍然是——

我们健康护理的主要支柱。它尊重人的整体即人的身体、心智、

灵魂和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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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角星系统里的再生是净化身体的一
种独特方式

五角星®--独特的草本浓缩液和乳霜
安能产品系列的基石是五种天然草本浓

缩液，它们形成一个连贯的系统，叫做“

五角星再生®”。它基于生物信息疗法的

原理和对人的整体方法，考虑到身体和心

灵的相互关联，并且关注整个人格(从心

理、情感、精神和身体的角度去关注)。

生物信息学对人体的作用有两个主要层

面：自然物质直接影响身体器官，生物信

息——通过生物共振的原理——影响大

脑的基底神经节。生物信息增强产品的效

果，协调人的整体能量系统。五种草本浓

缩液的结构对应于五种基本自然元素的

能量，根据中医学，五种基本自然元素的

协同作用是健康的关键：

Vironal——金,Regalen——木, Renol 

——水,Gynex——土, Korolen—— 

火。这一产品体系通过其作用涵盖了所有

十二种基本能量途径——经络，通过经

络进行整个机体的解毒和再生。这些产品

可以按照指示的顺序作为预防性增强健

康的整体解毒疗程依次使用，从而激活整

个身体的能量系统，或者根据特定健康问

题的性质有针对性地单独使用。为了准确

订购并有针对性地使用，我们建议您咨询

安能俱乐部的专家，在那里，您也可以使

用超声速EAV测试最佳产品。除了内服的

五种草本浓缩液外，五角星®再生系统还

配有五种生物信息乳霜，这五种生物信息

乳霜也对应中医里的五种元素的能量：

Droserin——金、Protectin——木、

Artrin——水，Cytovital——土，

Ruticelit——火。这些乳霜可以与草本

浓缩液结合使用，也可以单独使用，即局

部应用于相关经络的某个部位或作用于

影响这些经络的器官的位置。关于这些产

品更详细的信息可以在“五角星再生®”

手册中找到。根据具体问题，草本浓缩液

和乳霜可以单独使用或与其他安能产品

联合使用。内用草本浓缩液并结合外用

乳霜能够扩大再生的范围，不管是预防

性的还是治疗性的再生。五角星®玫瑰（

右上）的图形提供了产品和对应器官的基

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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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ONAL – DROSERIN
这两种产品主要影响肺、结肠、小肠和

脾脏的经络。这两种产品既可以预防

性使用，也可以用于急性病毒和细菌感

染，如流感、心绞痛、上呼吸道 炎症和

高温，以诱导出汗，并改善免疫和淋巴系

统。在使用抗生素治疗期间也可以服用

Vironal。Droserin 助于缓解流感初期

的症状。

REGALEN – PROTEKTIN
这两种产品影响肝脏、胆囊、胃和脾脏的

经络和督脉。特别适用于消化问题以及

有机体的解毒和再生（胆道疾病、肠胃

胀气、精疲力竭、哮喘、过敏、湿疹等）

。Regalen 适用于春季清洁过程。

Protectin 适用于所有带瘙痒的皮疹。

RENOL – ARTRIN
这两种产品经证明有助于特别是肾脏和

膀胱经上的紊乱。可以成功帮助再生肾

脏和膀胱区域。两种产品都可针对退行

性关节疾病，四肢和眼睛周围的肿胀进

行使用。

GYNEX – CYTOVITAL
这两种产品主要影响受孕经络和三焦经。

加速女性和男性的整体机体再生。其消炎

作用十分显著。除了对治疗女性疾病的有

益效果外，Gynex还有助于在减肥节食

期间减少食欲，并且能有效地稳定精神状

态，保持极好的皮肤状况。Cytovital 有

助于防止皱纹和对抗脂肪团。

KOROLEN – RUTICELIT
这两种产品解决心络、督脉和三焦经的问

题。Korolen适合预防心血管疾病，对抗

高胆固醇、压力和疲劳综合症，并改善血

液质量。此外，它还促进中枢神经系统的

活动，有助于失眠、衰老和大多数精神紊

乱的情况。Ruticelit（除其他作用外）还

有增强血管壁的功效。

五角星®浓缩液在预防和帮助解决健康

问题方面有着广泛的应用，并且可以成功

地与传统医学的治疗实践相结合。

五角星®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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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信息是未来

五角星®草本精华——现代植物疗法

使用安能产品用于独特的解毒和再生疗法

是基于共振原理和生物信息对人体的作

用。正如我们接受共鸣一样，我们也应该

意识到生物共振。生物共振是顺势疗法、

生物治疗、五角星® 再生系统以及基于

EAV设备的核心。在国内外成功地用于治

疗各种富裕疾病。生物信息包括影响生化

反应的电磁频率和模仿大脑皮层下中枢的

控制频率，这些中枢调节自主神经系统和

内部器官的工作。然而，由于生物信息的

频率模式仅仅是近似的，所以必须以规则

的间隔重复。它根据共振原理而作用。在

任何 有机体中，按照一定的规则触发再生

过程是有可能的，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能够使用信息部分地影响我们需要影响的

信息就足够了。所用频率的组合会加速、

抑制或停止某些生化反应。由此，这些频

率有助于更好地使用单个产品中的成分，

并在必要时消除不良副作用。应用生物信

息的产品比生物信息较少的产品有效40%

至80%。重复使用正确的信息可以逐渐中

断或消除身体中的原始负面信息。这一过

程可能足以触发再生。同时，经络中的能

量水平得到调节，失去的动力得到恢复。

自远古以来人们就一直使用药用植物来治

疗疾病。最初的做法无非是炼金术，经过

几个世纪的发展，已演变成一种可观、有

效且温和的治疗方式用以医治严重和轻微

疾病。为了达到深远而有效的效果，我们

决定开发先进的植物治疗产品，即“超级

浓缩液”。是什么让这些浓缩液如此与众

不同呢？

任何人如果要制造一种基于提取物的产

品都必须从大自然中开始。在野外或特殊

草药园采集草药，小心采集，留下需要的

部分。有些草药是在新鲜时处理的，有些

则最好慢慢干燥并储存以备以后使用。混

合草药必须按比例配置，才能符合所需产

品的精确配方。之后就可以进行第一个也

是最重要的一个技术步骤——萃取。虽然

目前从植物中提取活性物质的方法不计其

数，但最佳并且最有效的方法仍然是水醇

基。因此，我们将制造产品的草药混合物

浸泡在水和酒精浴中大概平均14天，以便

使其释放出最佳物质并被萃取出来。

第二阶段在技术上更先进，也是使我们的

产品和其使用效果与其他所有产品不同

的地方。提取物在高度真空下浓缩、蒸发

产生超临界浓缩液，其中没有可测量的酒

精。活性物质在该浓缩液中的治疗价值是

普通提取物的几倍。此外，浓缩液占最终

产品含量的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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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药膏包含1%至3%草本提取物，五角星®乳霜则包含50%的

草本提取物，含量异同寻常。乳霜中草本提取物经过仔细平衡

而混合，并利用生物信息，增强活性成分本身的作用。乳霜中的

油性基底则完全由天然植物油组成。其明显的优点是天然高含

量的护理和保护物质以及维生素（蓖麻、亚麻籽、芝麻、大豆、

罂粟和大麻油）。其他活性成分包括脂质体、乙酰乳酸合成酶和

卵磷脂，它们具有显著的定性作用。草本乳霜的主要成分包括

来自斯洛伐克波达斯卡（Podhájska ）温泉里充满能量的矿质

水，具有与死海水、腐植酸钾相当的特性，有很强的抗炎作用，

以及珍贵的树脂提取物(没药、乳香、龙血)，确保乳霜的最大再

生效果。

五角星®乳霜不仅在成分组成上独特，而且在治疗用途方面也

相当优越。乳霜成分保证使用天然原料，不含稳定剂或合成

香料，因此不会引起皮肤不良反应。当五角星®乳霜的活性成

分与油性基底混合时，很容易渗入皮肤的深层，并由此渗入组

织。因此，使用生物信息乳霜不仅对皮肤本身有积极影响，而

且通过经络对深层器官及其系统也有积极影响。

为了使乳霜的作用更加精准、有针对性，我们建议您使用

反射疗法将乳霜 应用于手掌或脚掌各个器官的反射区。

您还可以通过在相关经络处于活动阶段的时候依次作用

在反射区上来增强使用效果。

 

五角星® 系统是一个非常有用的诊断工具，帮助我们

更好、更容易地了解疾病和问题的原因。但是您应

该意识到，我们身体的疾病不仅源于外部世界、外

部因素，如病毒、细菌、战争、飓风或日益严重

的空气污染。许多疾病都源于我们自己，源于

不良的饮食习惯、病态的心理以及压抑或失

控的情绪。因此，五角星®不仅是平衡身体

和思想的一种方式，也是一位老师，带领您

认识自己。

是什么使我们的草本
乳霜与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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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最成功地“启动”机体
即使是最精致的产品也不能取代神经系统的控制频率。这

些频率根据器官的需要而变化，而产品则是“调制”而成。

但是，我们可以把产品比作启动器，用来点燃再生过程。一

旦再生开始，您需要允许该过程在体内的控制中心完成，

并在建议的时间内停止使用该产品。

如果您持续使用产品，身体则会停止对产品做出反应。因

此，在使用产品时需要有间隔和停顿。对于轻微的健康问

题，我们建议使用三周（一个疗程）。对于中度功能障碍，

使用三周后休息一周，然后重复治疗即两个疗程。对于更

严重的情况，如果使用者是老年人，有时需要使用三个疗

程，每个疗程结束后休息一周。

神经系统的控制结构也需要时间来修复器官功能先前的损

伤。如果您更换产品，其间有一周的间隔，那么这个时间不

一定充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建议在使用两种不同产品

之间至少休息14天到一个月，以便完成再生过程。控制中

心可能不总是有足够的能量在多个层面上修复损伤。当控

制中心正在完成之前使用产品后开始的再生时，过早地使

用另一产品可能将再生重新定向到不同的方向，从而消除

先前的影响。年轻的身体只需要短暂的停顿，但是年纪越

大的人休息的时间应该越长。在用超音速测量您的身体能

量之后，专家会提供最适合您的产品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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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音速诊断

通过测量手、脚上的穴位，然后分析测

量值，设备可以非常精准地确定任何问

题的来源。还可以确定压力的类型，哪

些酶系统没有百分之百地工作，或者小

肠是否存在吸收不良障碍，并检测感染

状况。这不是医学诊断，而是确定各种系

统的运行状况。分析之后，可以直接测

试特定产品或产品组合来帮助恢复器官

功能——使其再生。安能的诊断方式是

一种非侵入性的方法，能够在早期检测

器官中的功能问题。这在预防健康问题

中是最重要的；此时的再生最为有效，并

且器官功能障碍的问题可以切实地得到

补救。如果身体健康的人每六个月至少

检测一次，那么就不必担心危险的慢性

病。该装置能够在任何症状显现之前识

别功能障碍。经测试的产品的后续再生

作用阻止了疾病的进一步发展，并使器

官功能恢复到正常值。如果已经测量过

的病人显示出某些症状，超音速诊断可

以直接使再生针对病因，让身体更快地

恢复到正常状态。就算是很严重而且经

常无法医治的疾病，在有针对性地使用

产品进行再生的六到九个月里也可以进

行至少部分修复。再生所需的时间取决

于疾病的深度、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

如果是年轻人或者疾病出现的时间较

短，那么情况可能在三周内就得到扭转。

由于再生作用的原理与常规药物的作用

完全不同，因此通常可将再生与常规治

疗相结合。超音速测量方法用于检测功

能问题，这与医学诊断不同，医学诊断

是检测器官疾病和解剖学变化。因此，

不应将医学诊断与安 能诊断混淆，安能

诊断很好地补充了传统医学诊断，并且

是卫生保健的有益替代形式。

健康的其中一个定义是身体能量保持平衡。随着时间的推移，任何偏差都可能会导

致我们最初完全不知道的健康问题。然而，当疾病潜伏时，可以通过一种基于伏尔电

针（EAV）原理的设备来可靠地识别。安能的健康顾问使用超声速测量身体中的能

量。这是一种电子装置，通过测量精准穴位所在皮肤的电阻，直接检测器官经络或器

官或其组织当前的能量状态。用外行人的术语说就是，它检查大脑和脊髓的自主中心

如何控制各种器官及其组织。此外，它还可以测试生物信息对于特定人的适用性。

您应该知道：
»  尽管安能产品对身体的影响效果

很广泛，但每种产品都影响身体

的某一区域。您使用的产品为器

官的再生准备了另一个系统，进

而使全身逐渐恢复。我们一次处

理一个问题。因此，再生有时需

要更长的时间，因为疾病的治疗

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  当处理慢性病以及给儿童服用产

品时，最好从低剂量开始——从

一滴开始，逐渐接近推荐剂量。

怀孕期间，如果身体状况复杂

时，您必须咨询医生。



先进并具有创新性的五角星®再生系统

经过扩大，现在包括许多附加产品，使

我们能够为客户提供一个简单和明确的

理念，以照顾客户的整体健康。

其他草本浓缩液
这些本质上与五角星®产品相似，但

主要是提供更多机会调节、刺激有机

体。Stimaral 提神醒脑浓缩液是为了

更好地让身体适应增加的心理压力和

新的环境而设计。可以用于镇静、改善

注意力、增加大脑活动。KingKong 金

刚增力浓缩液对运动员、身体和精神压

力大的人、老年人以及伤后恢复及手术

病人来说是一个极好的补充剂。

单一草本浓缩液
一些药用植物的作用非常强大，单独

使用时最为有效。番荔枝（Annona 

muricata）已被证明为癌症患者提

供支持性护理。对于复发的耐药性

传染病，抵抗常规和替代治疗，并

导致重大健康并发症，蓖麻（Cistus 

incanus）——岩蔷薇提取物——是一

个不错的选择。它对病毒、细菌、真菌

和衣原体等疾病都有很大帮助。刺 蒺

藜（ribulus terrestris），一种众所周知

的壮阳药，除了对激素系统、整体性能

和健康有益作用外，还具有多种代谢作

用。它还支持重要器官的功能。.

防御感染
“防御”是医生和公众都喜欢的词。每

个人都对如何有效地保护自己和抵御细

菌、病毒和真菌很感兴趣。由于我们生

活的时代某些药物正在失去功效，有效

且不给身体带来负担的自然物质正日益

突出。以胶囊、滴剂、喷雾剂和鼻腔清洗

液为形式的Grepofit系列产品完全符合

当代需求。这些产品含有葡萄柚或葡萄

柚种子提取物和其他具有天然抗感染作

用的成分。龙血（Drags Imun ）是一种

从南美巴豆中获得的纯树脂，这种植物

生长在亚马逊地区，并在几个世纪以来

一直是当地土著人的民间治疗实践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该产品最主要的价值在

于其抗病毒、抗菌和抗氧化作用。龙血

抗炎皂可以起到补充作用。

其他膳食补充剂
我们的其他天然产品种类繁多，也会

随着客户的需求不断扩大。下面我们列

出最受欢迎的产品。Flavocel 维C胶

囊包含维生素C、苏丹木槿精油和黄

酮类化合物的有效组合，Imunosan

免疫胶囊是根据传统的东方教学从药

用蘑菇中提取的精华，Peralgin抗过

敏胶囊是从紫苏中提取的针对过敏

问题的急救精华。Skeletin 壮骨胶囊

用墨鱼骨提取物治疗肌肉骨骼系统问

题。Revitae新生胶囊，含有天然抗压

物质，在您身心经历巨大压力时帮助增

加体力。Vitamarin 鱼油补充所需的不

饱和脂肪酸。

天然矿物质和维生素
从植物和水果中提取的天然提取物，作

为必需维生素和矿物质的全面来源，与

人工生产的形式相比具有不可否认的

优势。在本质上，这些元素总是与其他

物质相协调，在产生的复合物中起着不

可替代的作用。这些物质因其协同作用

而特别重要，能够增强其能量效果，加

强吸收和整体使用范围。Fytomineral

多种矿物质为身体提供一系列吸收

度高的胶质矿物质，而维生素氟化物

Vitaflorin 复合维生素将最好的天然

维生素来源结合成最有效的组成和形

式。

益生菌
益生菌细菌培养有助于维持人体消化

道中的健康菌群。这对正常消化和良

好免疫力很重要。益生菌可以防止致

安能为您提供健康，预防并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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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微生物，尤其是细菌和真菌在肠道内

和身体内传播。它们还起到预防癌症

和食物过敏的作用，适合作为抗生素

治疗的辅助药物，在治疗期间和之后

使用。Probiosan 益生菌小球藻胶囊

不仅含有有益细菌，还含有淡水藻类小

球藻，使其含有高水平的有益营养素，

以促进解毒和提高营养。Probiosan 

Inovum新一代益生菌小球藻胶囊富含

高量初乳和β-葡聚糖，能够增强整体免

疫力。

草本茶
浓缩液位列在治疗工具的“顶级抽屉”

中，而茶的效用则缓慢一些，如果长期

使用，仍然有很重要的作用，这一点毫

无争议。在大多数情况下，活性成分可

溶于水，并在煮沸一定时间后，从植物

物质进入水中。我们的茶类系列产品包

括来自南美洲原始森林的草药：具有独

特的抗炎、抗氧化和抗癌作用的拉帕乔

（Lapacho），主要用于消化和泌尿生

殖疾病的珍珠草（Chanca Piedra）

，以及被证明对抗炎性和传染性疾病

的毛钩藤（Uncaria tomentosa）。

菝葜（Smilax officinalis ）协调肾和

膀胱通路，蒺藜（Tribulus terrestris 

）用于男性和女性不育症，而黄花叶

（Maytenus ilicifolia ）对消化和免

疫有作用，建议在更年期使用。

泡浴
Biotermal地热浴盐是一种有效的

第三系地热水浴盐。该系列产品包括

以浓缩浴补充剂为形式的全身沐浴

护理和解毒支持产品。来自波达斯

卡（Podhájska） 温泉地热水中的

Biotermal 生物信息浴盐具有显著的

再生效果并帮助有毒物质从身体中释

放出去。它具有舒缓和放松精神的作

用，能够缓解疼痛，改善肌肉骨骼系统

的状况。

抗菌产品
Audiron消炎止痛制剂是一种治疗耳

朵和相关问题的优质产品，也可用于疱

疹病毒病。传说中的Spiron 芳香喷雾

在任何环境下都能立即带来和谐和安

宁的气氛，有助于净化心灵，并保证良

好的睡眠。它不仅适用于空气清 新，而

且还可以对伤口和各种物体进行消毒。

它含有精选天然精油的协同作用。

牙膏
Diamond, Silix and Balsamio 牙膏

依靠第三系热水，草本提取物复合物和

龙血，制造出完全天然的泡沫。这些牙

膏不仅提供基本的清洁，而且具有微生

物作用，并且通过舌头上的反射区影响

身体相关的经络。牙膏中的精油在口腔

中留下非常愉快的感觉，对口腔起到长

期保护的作用。

再生的最佳条件
身体的解毒是再生的核心，因此

必须为身体提供足够的液体，最

好是纯水，以便容易从生物体中

释放不良的松散物质。如果你采

取适当的饮食预防措施，避开化

学防腐食物和大量红肉、意大利

腊肠、罐头、咖啡、糖和类似的

食物，避免压力状况并增加运动

量，你将会大大提高再生的成功

率。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这一点，

但至少可以尽可能接近这个理想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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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的精华
"精华quintessence"一词来源于亚里
士多德的自然哲学，源自拉丁语短语
"quinta essentia"，即“第五本
质”。否则，被称为乙醚，它是第五
项天体元素…

14 ~ 启航 ~ 安能杂志



绿色食品，有时被称为超级食品，毫无

疑问是当今世界的精髓。绿色食物来自

纯天然来源，加工极少，其重要性在于

所含的各种营养成分。它们是必需的维

生素、矿物质、酶、抗氧化剂、氨基酸和

其他对我们身体至关重要的物质的来

源。合成产品是一组分离的物质，而绿

色食品的各个活性成分以复杂和精确

定义的方式协同工作。它们依赖于协同

作用的原理——多种物质的相互作用，

其结果是复合的。更重要的是，所有活

性成分都是理想的比例，以确保其恰当

的吸收和最佳使用效果。 我们的使命

是找到最好的精华，这些精华仍然可

以在世界各地偏僻,但环境 仍然纯净的

地方找到。只有在这里，在原始的自然

中，我们才能收获最好的生物资源，我

们将这些资源经过简化处理，彻底检

查后趁新鲜时包装起来。这些产品的

真正精髓在于其来源、产地、能量，以

及人们的触摸，最终使其成为真正的

自然精髓。绿色食品可以在你所在的地

方找到。

探索他们的广泛影响和多种味道吧。

绿色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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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泥炭提取物的内外用途受到广

泛关注，其对机体整体解毒具有广泛

的积极作用和显著的效果。腐植质可

以永久地结合许多有机来源的有毒和

致突变化合物或外来微生物，并将它们

从身体中排出，而不会有伤害生物体的

风险。

这些物质的作用很多。除了具有抗病

毒、抗菌和抗真菌活性外，还具有镇痛

（止痛）作用，其抗炎活性尤其显著。

研究发现腐植物质可以减缓某些类型

癌症的发展。其保护和预防作用主要是

在结直肠癌的病例中确定的。腐植质通

过有效清除结肠中的有毒物质，对增强

自然的非特异性免疫力具有非凡的影

响。免疫也通过刺激白细胞活性的能力

而增加。它们也被称为催化酶反应，从

而刺激新陈代谢。腐植物质由于其对血

管系统的有益作用而改善细胞的氧合。

腐植质具有减轻组织及关节中的毒性

负担和抗氧化作用的能力，对整个肌肉

骨骼系统的疾病，包括脊柱、关节病、

关节炎和其他退行性骨和关节疾病具有

良好效果。

Cytosan西多森胶囊非常适合对细胞、

血液和所有器官的内部环境进行解毒，

对身体进行定期的预防性和治疗性清

洗，以及适合解毒的初始阶段。Cytosan 

Inovum新一代西多森胶囊的主要作用

是从整个消化道中精确清除所有不良物

质。 

西多森和新一代西多森也可以外用，用

于清洗表面伤口、皮疹和慢性开放性伤

口，并且以面膜形式作为一种非 常有效

的化妆品。

Cytosan 罨敷剂凝胶促进皮肤解毒和

再生，并对深层组织结构具有显著的抗

炎作用。因此，Cytosan 罨敷剂凝胶敷

布可用于内脏器官的炎症性疾病。 

Cytosan 洗发水能够对腐植产品起到

补充作用，它使皮肤解毒并作用于反射

区。

Balneol香波醇浴液专为泡浴而设计，

但也可作为止血敷布用于治疗。

人们需要对身体进行定期排毒，这是

一个不争的事实。不管人们的生活有

多严格，人体都会被废物所腐蚀和堵

塞。这种毒素负担是自然衰老

的原因，也让人们容易生

病，最终也是自然死亡

的原因。正如有必要

定期把家里好好打

扫干净，以便住

在里面，您也需

要把“脏东西”

从身体里清除

掉。

腐植酸具有深远的治疗作用



西方文明正越来越多地转向古老的教导，并寻求

解锁那些已经消失多年的古老能力。一个人所能

拥有的最宝贵的状态是在其内在的重心保持中

立。从可以直立的那一刻起，每个人都开始决定

自己所站的点，像指南针一样，站出自己的方向：

东、南、西、北。然而，生活中各种各样的情况常

常使我们失去平衡，而回到出发点并不总是那么

容易。每个人因其个性、精力和情感，或多或少都

偏离中心，人们所渴望的一贯性必须在一生中通

过帮助自己回归和谐——人性的本质——的关系

来创造。只有这个中心的位置才赋予人们使用自

己自然力量的能力。这种平衡最简单的途径是通

过小的日常仪式来实现。

安能五角星®Droserin, Protektin,Artrin, 

Cytovital 和 Ruticelit甘油皂、洗发水是基于五

角星®再生方法研发生产。除了生物信息乳霜之

外，这些产品还含有草药提取物、纯天然精油和

来自波达斯卡（Podhájska）温泉的热水。这些

产品有益于皮肤和头发，并且通过穴位和反射区

的能量系统，影响我们的整体状况和处理情绪的

方式。这些产品的优点是：效用温和，易于用水冲

洗，并且不含化学 物质，不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

不必要的负担。Nutritive Balsam 秀发营养素

让头发通顺，并给头发提供营养。

我们通过使用香皂和洗发水来支持并补充五角星

®浓缩液和乳霜的使用效果。这种结合使用加速

了机体的恢复，而且这种协同作用实现了中医的

传统原则——内外结合。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些产

品来设计一个定期的仪式来净化身体和心灵。通

过这种方式，我们致力于创造并巩固和谐，并遵

循一个已经经过检验的方式来实现一个令人满足

而有意义的生活。我们对健康和生活平衡的关注

达到了一个崭新而意想不到的维度。

五角星®甘油皂和洗发水支持五种元素的作用，

所以我们可以沿着自己的路走，而不用担心迷失

方向。我们只需要一件事：做好选择然后就行动

吧。

在日常生活习惯
中善待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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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化妆品：
隐藏在深处的秘密

RENOVE 新生乳霜：五种元素，草药，
珍贵的植物油和精华真正的秘密不仅隐

藏在 Renove 新生乳霜系列的每一个

产品中，而且，首先，最重要的是在我们

每个人身上。因为外在美反映了我们内

在身体和心灵的状态，我们不仅关心皮

肤，而且关心整个机体的和谐。如果您渴

望拥有完美的肌肤，就必须首先了解您

的身体！

五角星®护理乳霜为您提供了一个独特

的机会，不仅护理肌肤，使其健康美丽，

让您感觉良好，而且让您与自己连结。使

用这些乳霜时，您可以适应自己，跟着直

觉走，发现自己的本质，并帮助自己。这

种体验是超出您对护肤品的期待的！

基本原理

让 Renove 新生 护肤乳霜与众

不同的是其中的基本中医学原

理——由五种元素组成的五行，激

发各元素的组合与作用，与五角星

®安能草本浓缩液和身体治疗乳

霜相对应。五种Renove新生产品

是：Artrin、Droserin、Ruticelit、

Protektin和Cytovital。这些产品的作

用不仅针对特定的皮肤类型，还针对

器官群、情绪和机体的内部失衡。乳霜

产 品相结合并相互补充以提供平衡，

并共同形成一个连贯一致的系统。

植物疗法

化妆品的所含之物尽可能天然。其基

底中含有高达16%的草药，这些草药浸

泡在来自波达斯卡（Podhájska）的

第三系热水中，水中的矿物质和微量

元素的平衡含量增强了草药的效果。

基于五角星系统，经过测试并使用效

果良好的组合物含有13至19种草药，

不同产品含有的草药种类和数量不

同。这与五角星®治疗乳霜是相同的。

初榨油

珍贵的冷压植物油被添加到草药中，

为肌肤提供营养，让肌肤看上去更清

新，这些植物油提供更多维生素和矿

物质，减少皱纹，确保皮肤色泽均匀，

并提供优质化妆品所能带来的其他效

果。这些植物油来自摩洛哥和突尼斯

的北非柏柏尔地区。

严格控制植物在野生环境中的采摘过

程和手工加工过程为确保其纯度和有

效性创造了极好的条件。这是为什么

Renove新生乳霜对皮肤温和，吸收

好，涂抹效果好，持续时间长的原因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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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香料

从非洲进口的珍贵且高质量的香薰精华

为每种乳霜提供了清晰、独特和具有特

色的香味（如茉莉花、玫瑰或香草）。每

一种都是经过选择来支持五角星的某种

元素。这些香料是一种精细的治疗方法，

具有强大的能力，能深入心灵，协调内在

力量。因为它们含有草本植物的精华，是

植物界最丰富的物质，其中很多都是极

其昂贵的物质。

不含化学物质

我们认为在制造过程中完全排除使用化

学品也非常重要，如苯二酚、合成染料

和香料、矿物油、石油衍生物、转基因生

物、化学紫外线过滤器和SLS。

锦上添花
五角星® Renove新生天然乳霜还有和

其互相补充的最高品质的化妆品护肤产

品：含有酶蛋白复合物的面部精华液，

含有天然油、香精和草药的面部卸妆油 

，以及含有大马士革玫瑰纯露的面部柔

肤水。杏仁油和阿甘油是纯天然油脂中

最有价值、最珍贵的，是农作物的绝对

精华。没有比这些更好的方法来照顾您

的皮肤了！



除了为人类准备的再生产品，您还可以

为您的动物朋友提供最好的再生。动物

是安能品牌兽医产品线的焦点，兽医产

品借鉴了经过验证的人类产品并能够

适应更敏感的动物机体。再生能很好地

补充传统治疗，并扩大了兽医和饲养者

在治疗不可治愈或难以治疗的健康状

况和疾病时所能获得的机会。一般来

说，当动物生病时，它们对食物补充剂

的反应要比人类好得多。动物更符合自

然，更“接地气”，此时此刻，它们并没

有被思想、伪装或虚伪所削弱或背负这

些负担，它们更直接、更简单。它们的

免疫系统负担较轻，因为它们更有可能

有自我治愈的机会。因此，通过使用天

然产品的再生过程更为有效。我们的兽

药产品在饲养员和兽医中很受欢迎，因

为这些产品易于使用，耐受性良好，没

有不良的副作用。使用效果通常会很快

产生，动物的状况甚至在几小时内就会

改善。这些产品可以很容易地与常规药

物结合，安能产品能提高常规药物的使

用效果。这些产品也可以作为急性疾病

的急救，并且通常是治疗慢性疾病的唯

兽医产品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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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效手段。这些产品适合所有种类的

动物。对于农民和家畜饲养者来说，使

用这些产品并不影响牛奶、肉类和其他

动物产品的质量也是一大优势。另一个

优点是减少了处理时间和成本。

再生为恢复创造条件
再生使器官或组织的功能恢复到最初

的状态。这依靠休息。受影响的组织、

器官或身体功能需要帮助才能使能量

得到恢复，从而往更好的方向改变。在

这方面，我们的处理方式与常规治疗不

同，我们不对受影响的器官采取行动，

而是创造条件，使其有更好的营养、新

陈代谢，增强新陈代谢、免疫力以及改

善自主神经系统对功能的控制。与五

角星®安能兽医合作能精确地检测需

要解决的问题。在这里，基本元素金、

木、水、火、土与顺时针方向的能量相

互关联。

五角星®安能兽医
身体可以在某一个时间内仅增加一个基

本功能的活动。Virovet 提高了抵御外

部和内部不利影响的抵抗力。Renovet 

的任务是清洁身体并管理水，为全身

酶的工作创造一个最佳离子环境。代

谢本身和生物活性物质的生产本身是 

Regavet 的领域。Korovet 有助于将

它们运送到身体的目标点。然后这些物

质以分泌活性或新细胞的形式被使用，

这是由Gynevet 促进的。这五个基本

草本浓缩液就是五角星®安能兽医产

品。还有两种补充草本产品：Kingvet 

：刺激身体内外细胞层面的活动和

Etovet：支持弱化的神经中枢的活

动。

其他产品
除了主要产品外，还有一些辅助产品，

其使用更容易。与草本浓缩液一样，

这些产品是纯天然的，在动物的有机

体中有广泛的用途。Cytovet 能够去

除体内的有毒负担、过多的胃酸和不

良的炎症产物。Imunovet 有助于愈

合，并可以作为一种天然和无害的抗

生素。Skelevet 具有补充骨矿物质和

天然胶原蛋白的作用。Fytovet中含

有最常用的胶体形式矿物质和微量元

素。Omegavet 是脂溶性维生素和

ω不饱和脂肪酸的来源。Probiovet 

是一种适合给用含有化学防腐剂（对

消化健康有负面影响）的颗粒和饲料

喂养的动物补充的益生菌。Annovet 

因其破坏癌细胞、某些寄生虫和抗药

性细菌的能力而倍受赞誉。有两种产

品用于外部用途：用于炎症表面处理

的Audivet 和具有舒缓作用的Epivet

洗发水。详细信息，包括每个单独产

品的说明，可以在产品概述、产品宣

传单和 www.energyvet.com 网站

中找到。

如何选择合适的产品？
使用再生产品是基于与五角星®安能

兽医的工作，他们能够帮助确定疾病

的起源，疾病在身体的进一步发展，

和最适当的主要再生产品。另一个选

择合适产品的简单工具是Gravikon，

它基于五角星®原则。所有其他相关

信息可在 www.energyvet.com 网

站上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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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商店 
对我们来说，销售产品虽然是整个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但

只是旅程的一半路程。对我们同样重要的是密切关注客户的

个人需求，以便我们能够提供敏感而全面的关怀。我们花时

间倾听客户，了解客户的背景，以便为他们提供一个持续有

效的解决方案。我们专注于进行高质量的诊断，确定正确的

治疗，并提供后续护理。我们的概念商店为客户提供广泛的

专家咨询和介绍、提供高品质的配套服务，以及介绍关于天

然药物的丰富信息。我们渴望为身心和谐创造一个自然的空

间、场所和时间。这反映在概念商店的全新室内设计上。在现

代设计的采光和通风概念中使用天然材料，激发出我们迫切

需要的平安、幸福的轻松气氛。

独特的产品出自独特的地方
我们的产品是如此特殊，因此我们相信应该用特殊的方式呈现给客户。我们正在一些

地区开设概念商店，努力创造条件，创造空间使我们能够解锁并发挥产品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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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在互联网上找到需要的一切
安能网站提供了全面的产品系列介绍、

新闻和健康生活方式的文章。
对于动物爱好者、饲养者和兽医来说，

有一个专门针对动物患者的天然产品门户网站。

www.products.energy
www.vet.energy



www.products.energ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