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概览

自然疗愈

自然疗愈
对自然的尊重和纯粹的意图使我们能够研
发一个永恒而有效的理念，以再生我们的
身体、平衡我们的思想。 我们视人体为
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中没有健康或疾
病，只有和谐与不和谐。我们寻找破坏平
衡的原因，并通过微调来恢复身体的自然
力量和活力。

我们使用植物疗法，芳香疗法和顺势疗法
的最新知识，并尊重传统中医的原则，以
高度的责任感生产所有产品。
我们所提供的根基产品是根据五角星®再
生的高效方法开发的独特产品：即代表五
种基本要素：金、木、水、火、土的五种
制剂。虽然每样产品针对的是人体的某个
特定部位，但产品之间可以相互补充和平
衡，共同构成了人体有效再生的系统。

五角星®草本浓缩液
五角星®草本浓缩液是我们所提供的产品
的基石。这些产品的研发基于对人的整体
方法，尊重身心相互联系的事实，以古代
阴阳理论和五行学说为基础，并结合现代
科学的最新知识。这些制剂在人体有机体
中的功用主要有两个层面：通过植物疗法
影响个体身体器官；通过顺势疗法成分作
用于大脑中控制皮层下中心并影响疾病的
真正来源。

REGALEN
肝胆能量
产品特性:
生物信息草本浓缩液
含量: 30毫升
用途: 可用于湿疹、过敏、消
化不良、胆 囊功能障碍或胆
结石、银屑病、哮喘及其慢
性疾病。它具有强大的再生
作用，可用于黄疸、单核细
胞增多症等传染病所致的肝
脏损伤以及疲劳引起的肝脏
损伤，帮助肝脏再生。它有利
于软骨的再生和营养，以及
细胞的解毒。天然物质的强
大解毒作用可用于从人体去
除毒素，让细胞再生，降低
胆固醇水平，增强免疫力，
以及整个机体的再生。

这五种草药浓缩液与五种基本自然元素的
能量相对应，帮助将身体中的所有生命过
程带入平衡状态：Vironal-金、Regalen-木、
Renol-水、Gynex-土、Korolen-火。

KOROLEN
心脏血液能量

GYNEX
脾胰内分泌能量

VIRONAL
肺部能量

RENOL
肾脏能量

产品特性:
生物信息草本浓缩液
含量: 30 毫升

产品特性:
生物信息草本浓缩液
含量: 30 毫升

产品特性:
生物信息草本浓缩液
含量: 30 毫升

产品特性:
生物信息草本浓缩液
含量: 30 毫升

用途: 可用于预防血管疾病、
中风、心肌梗塞、动脉粥样
硬化、外周动脉疾病、高胆
固醇水平，并能刺激血细胞
生成，用于各种血液疾病，
如红细胞和白细胞不足或
白血病，神经系统疾病和癫
痫。它帮助身体解毒，增强
体质。对自由基具有抗氧化
作用；使激素和免疫系统、
骨髓以及中枢神经系统的功
能正常化；刺激大脑的最佳
功能及其代谢；消除老年痴
呆的症状。该产品还可用于
从体内清除真菌。产品中所
含成分的复合体帮助细胞解
毒和再生。

用途: 可用于治疗经前焦虑、
激素功能障碍和月经周期
紊乱、阴道分泌物、卵巢炎、
骨质疏松症、潮红、乳房肿
块以及其他更年期疾病。此
外，它可以帮助治疗男性不
育症，胃炎疾病和蛀牙的情
况。该产品对治疗与甲状腺
功能紊乱有关的女性脱发有
积极作用。可在节食时，通
过中枢神经系统帮助身体抑
制饥饿感，稳定精神状态，
延缓衰老，提高身体的能量
平衡。此外，它适用于前列
腺炎疾病，并增加男性睾酮
受体的数量。

用途: 可用于预防，但主要用
于呼吸困难、咳嗽、喉咙痛
等与肺经有关的典型症状。
适用于疟疾、胃溃疡、消化
系统慢性炎症、结肠炎、克
罗恩氏病以及肠道真菌的治
疗。它刺激脾脏的功能，诱导
出汗，并协调免疫和淋巴系
统。因其具有抗侵袭性病毒
的协同作用，能最终消除其
负面影响，该产品也可用于
抗生素的伴随治疗。

用途: 本品可用于泌尿系统
疾病，泌尿道和肾脏感染，
泌尿结石，与排尿相关的疾
病，前列腺炎，下肢和眼周
肿胀。也可用于湿疹、皮肤
疹、痤疮和高血压的情况。
适用于重金属中毒后的身体
解毒、头发过早变白以及某
些类型的男性不育症。可以
用于与运动障碍相关的各
种关节退行性疾病；用于痛
风、风湿病、关节炎、背痛、
脊柱侧凸、贝切特列夫病。
鉴于其调节肾和淋巴系统
的功能，它非常适合增强免
疫力。

五角星®再生乳霜
我们还提供五角星®生物信息乳霜，作为
草本浓缩液的补充，乳霜共有五种，与五
种元素的能量相对应：Droserin-金，
Protektin-木，Artrin-水，Cytovital-土，
Ruticelit-火。这些产品的配方是完全定制
的，含有高达50%的草药提取物，以及丰富
的保护物质。其他重要成分包括第三级热
水、具有抗炎作用的腐植酸盐以及珍贵树
脂(没药、香料、龙血)提取物，能提供最大
再生效果。

PROTEKTIN
乳霜
产品特性: 生物信息草本
乳霜
含量: 50 毫升
用途: 可用于影响肝、胆、
胃、脾、胰的病症。该再生乳
霜具有较强的防腐、抗炎、
活血、清洁作用。非常适合
湿疹和皮肤疹，如痤疮，银
屑病，疱疹，过敏性皮疹，皮
肤炎症，伤口不愈合等，并作
为白癜风的补充治疗。该产
品能舒缓皮肤瘙痒，防止真
菌生长。泥炭提取物和β-葡
聚糖增加皮肤对各种类型辐
射的保护作用，例如，癌症
患者的辐射治疗期间以及日
光浴沙龙照射期间。

五角星®乳霜的独特性不仅在于其特殊的
组成成分，还在于其治疗使用的可能性。
乳霜很容易从皮肤进入组织，从而不仅对
皮肤本身产生积极影响，而且对深层器官
及其系统也产生积极影响。

RUTICELIT
乳霜

CYTOVITAL
乳霜

DROSERIN
乳霜

ARTRIN
乳霜

产品特性: 生物信息草本
乳霜
含量: 50 毫升

产品特性: 生物信息草本
乳霜
含量: 50 毫升

产品特性: 生物信息草本
乳霜
含量: 50 毫升

产品特性: 生物信息草本
乳霜
含量: 50 毫升

用途: 适用于静脉炎、静脉
曲张性溃疡、痔疮、劳损、褥
疮、外周血循环不畅、血栓
形成等血管性疾病，用于面
部及全身蛛网膜静脉的脆性
瘀伤、骨折后皮肤及组织的
再生。辐照后可作为补充剂
使用。它缓解副作用，加速
过度日光浴后的再生。此外，
该产品已被证明其在治疗皮
肤和神经炎症，肿胀，无法
愈合的创伤和溃疡，痤疮，
一些类型的过敏和偏头痛，
以及压力上的价值。对于血
管血液循环不足、过度站立
后腿部血管血液不畅、小腿
紧张和腿部过度劳累等情
况，可推荐使用。产品中的植
物物质能影响某些类型的真
菌，进而影响血管壁。

用途: 此生物信息乳霜是为
增强皮肤细胞营养，使其具
有较强的再生能力而设计。
其具有很强的抗病毒(疱疹
病毒，巨细胞病毒)、防腐、
抗真菌作用。主要适用于
皮肤再生和细胞的再生和
解毒，也适用于高度受损的
皮肤(例如，疤痕、伤口、擦
伤、蜂窝组织、各种类型的
辐射、烧伤、真菌、炎症和疱
疹)。该产品也推荐用于乳腺
淋巴结、更年期以及荷尔蒙
系统病症。在白癜风、硬皮
病、糖尿病和癌症患者接受
放射治疗时，该产品可以对
加速组织和皮肤的再生起到
支持作用。该乳霜还适合于
促进不孕症患者的卵巢功能
和促进甲状腺功能正常。

用途: 本品适用于流感、扁桃
体炎、感冒、鼻窦炎、咳嗽、
心痛、某些皮肤微生物和真
菌性疾病以及静脉曲张性
溃疡等疾病的经络协调。还
可用于髓质、肝和胃感染、
小肠和大肠感染、免疫力
减弱、支气管和呼吸障碍的
治疗，也可用于中耳感染的
治疗。在缓解颈椎和中层脊
柱、肩部、锁骨插入疼痛方
面也有疗效。

用途: 该产品中所含的复合
物质可用于诸如疼痛、炎症、
关节退变和肿胀，肌肉和肌
腱，风湿病，背部、脊椎和颈
部小肌肉区域的疼痛、淋巴
系统紊乱、肌肉疲劳、由于
四肢血液循环不足和其他运
动障碍所致的寒战。它可以
用于痛风、偏头痛、牙痛和
脊髓灰质炎。在治疗运动障
碍、肠胃胀气、胃痛、腹泻、
脾脏、胰腺疾病和消化系
统疾病方面疗效显著。也适
用于骨折、挫伤和肌肉、肌
腱，神经炎症后的骨再生。
本款乳霜适用于肾脏、膀胱
和前列腺疾病以及其他炎症
状态。

单一草本浓缩液

ANNONA
MURICATA FORTE
番荔枝

CISTUS
INCANUS FORTE
蓖麻

产品特性: 生物信息草本浓
缩液
含量: 30 毫升

产品特性: 生物信息草本浓
缩液含量: 30 毫升

用途: 该产品含有南美土著
部落所使用的番荔枝植物的
高度浓缩提取物。植物的所
有部分中含有的主要物质被
称为番荔枝内酯。由于其对
肿瘤细胞的选择性作用，该
产品被推荐为肿瘤病情中的
辅助治疗和二级预防(在肿
瘤治疗完成后保护患者免于
复发)。它具有抗病毒、抗菌
和抗寄生虫的特性。对治疗
糖尿病有益处，可用于治疗
抑郁、压力和神经紊乱。

用途: 该产品含有高浓度的
蓖麻叶提取物和纯净的仙
人掌提取物。能特别有效地
预防由病毒引起的感染以及
对真菌和衣原体的感染。适
用于所有类型的上呼吸道炎
症。该产品可能有助于治疗
持续性的感染、并发症、复
发和抵抗其他治疗类型的感
染。能够增强身体的防御能
力。该制剂作为天然抗氧化
剂(中和自由基)，在感染时，
保护组织免受炎症和废物毒
素造成的损伤。

TRIBULUS
TERRESTRIS
FORTE
刺蒺藜
产品特性: 生物信息草本浓
缩液
含量: 30 毫升
用途: 该产品含有高浓度的
刺藤提取物。这种植物是一
种天然药物，因其能刺激性
功能、调节性激素水平、以
及帮助从事体育活动的人培
养肌肉潜能而为人所知。蒺
藜含有植物甾醇，促进雄激
素和雌激素(睾酮和雌激素)
的产生，从而影响性欲和生
育力。另一方面，它对前列
腺增大和更年期症状也有
积极的治疗作用。该产品可
用于肾脏和膀胱相关疾病，
改善消化，降低血液中胆固
醇水平，增强生物体的再生
能力。

其他草本浓缩液

STIMARAL
提神醒脑浓缩液

KING KONG
金刚增力浓缩液

RELAXIN
疏压浓缩液

产品特性: 生物信息草本浓
缩液
含量: 30 毫升

产品特性: 生物信息草本浓
缩液
含量: 30 毫升

产品特性: 生物信息草本浓
缩液
含量: 30 毫升

用途: 本品具有补益作用，
无咖啡因刺激，能协调和保
护身体。它可以用来滋补身
体，使人镇静、集中精力，改
善大脑功能，并减少与年龄
有关的问题。它能帮助身体
达到最大身心机能，提高感
官、记忆力、视觉、听觉和
感觉。在精神原因阳萎的病
例中，以及一些妇科和性障
碍的病例中，经证明该产品
是温和的壮阳药。该产品是
一种在宿醉、缺乏能量和当
你不得不熬夜的情况下的提
神剂。

用途: 该产品是一种原料天
然具有合成代谢作用的再生
制剂。这些植物物质对创伤
后的情况和改善骨骼、软骨
和皮肤的状况有积极作用。
它可以用来增加力量输出，
从而通过锻炼促进肌肉的生
长。此外，它还可用于精神压
力、性活动降低、某些类型
的湿疹、肌肉萎缩和肠道疾
病的情况。该草药和生物信
息的复合物具有解毒作用，
提高细胞和血液的纯度。

用途: 该产品是由白玉兰和
葛根制成的高效天然提取
物独特组合而成。这两种物
质以其强烈的协同作用成比
例地组合在一起。可以保持
我们的身体以及所有感官
警觉。可以帮助管理任何压
力、焦虑和精神上的不适。
该产品可以帮助克服各种各
样的成瘾和改善认知功能。
有效地消除不良口腔细菌。

防御感染
自然界能够抵抗抗生素造成
的失衡，微生物似乎也能更好
地对抗这场决斗，如今这一点
已经愈加清晰。大多数咳嗽和
打喷嚏都是由病毒引起，但人
们仍经常使用抗生素治愈，这
并不奇怪。结果却是：增加了
微生物对药物的耐药性。显而
易见，抗生素的使用必须严格
考虑，到了寻找新途径的时候
了。安能产品可以是其中一种
新途径…

GREPOFIT
葡萄柚消炎胶囊

GREPOFIT DROPS
葡萄柚消炎滴剂

产品特性: 含有葡萄柚、紫锥
菊、玫瑰茄和普通鼠尾草提
取物的生物信息产品
含量: 135 粒胶囊

产品特性: 含有葡萄柚、紫锥
菊、玫瑰茄和普通鼠尾草提
取物的生物信息制剂
含量: 30 毫升

用途: 最有效的天然物质的
独特组合可能有助于对抗急
性病毒或细菌感染，增强免
疫系统，并缩短病程。它可
用于常见的妇科和泌尿系统
炎症，胃炎和肠道炎症。它
可以抑制身体和皮肤中的真
菌。对一些血管疾病、静脉
曲张、静脉炎、血栓形成、痔
疮等的治疗有帮助。有助于
治疗过敏、哮喘和湿疹。与
合成抗生素不同，这种独特
的具有抗生素作用的物质没
有任何副作用。

用途: 该滴剂可有效对抗多
种病毒、细菌和真菌。支持
治疗呼吸器官疾病，如感
冒、上呼吸道粘膜炎、流感、
病毒病、心绞痛、鼻咽炎、
咳嗽、声音嘶哑、鼻窦炎、扁
桃体炎和中耳炎。该滴剂的
一个优势是吸收快速，立即
生效。从接触口腔和咽喉开
始就可以有效果。与合成抗
生素相比，它不损害健康的
细菌菌群，能增强整体抵抗
力，使身体解毒。

GREPOFIT SPRAY
葡萄柚消炎喷剂
产品特性: 含有葡萄柚籽、
大蒜和蜂胶提 取物的草本
制剂
含量: 14 毫升
用途: 有效生物活性物质的
组成可有助于急性口腔病毒
或细菌感染，缩短病期。该
喷剂的抗菌和抗炎作用可用
于普通感冒、链球菌性喉炎
或单核细胞增多症的支持
治疗；也可用于牙龈和口腔
溃疡出血的情况。喷剂中含
有的物质对发炎的薄膜也不
会产生刺激，而是加速愈合
过程。

GREPOFIT
NOSOL AQUA
葡萄柚鼻腔清洁水
产品特性: 包含葡萄柚、鼠
尾草和黄芩提取物的生物信
息制剂
含量: 20 毫升
用途: 该鼻腔清洁水对感冒
及其症状有效。它可以改善
呼吸，减少疾病期间的不
适，防止复发。通过每天预
防性使用该产品，您可以确
保粘膜得到清洁，并且降低
上呼吸道感染的风险。该产
品适用于每天接触空调环境
的人。使粘膜再生并得到润
湿，从而能够防止这种持续
暴露造成的负面影响。

DRAGS IMUN
龙血抗炎液
产品特性: 含亚马逊树汁液
的生物信息草本制剂
含量: 30 毫升
用途: 该产品含有亚马逊
Croton lechleri Muell.
Arg.树的纯汁液。名为
Sangre de Drago——龙
血。它显示出强烈的抗菌、
杀菌、抗病毒、抗真菌、抗氧
化和止血作用，加速伤口、
组织和皮肤、鹅口疮、溃疡
和炎症的愈合。它有助于再
生和增强机体的免疫力。对
呼吸道疾病、发热、流感等
传染病的治疗有积极影响。
该产品可以内服或外用。

DRAGS IMUN
SOAP
龙血抗炎皂
产品特性: 含亚马逊树汁液
的天然甘油皂
含量: 100 克
用途: 从亚马逊树Croton
lechleriMuell. Arg.的树
液中的提取物，也被称为
Sangre de Drago(龙血)含
有大量的抗氧化剂、生物碱
塔斯平、单宁和其他物质，
具有特殊的抗炎和愈合功
能。它有助 于皮肤的愈合和
再生。对某些类型的真菌性
皮肤病和病毒源性病变具有
消毒作用。它是治疗皮肤肉
赘和小肉赘状增生的有效方
法。该皂能缓解皮肤炎症。
可用于治疗一度烧伤，减轻
对昆虫叮咬的反应和皮肤的
过敏反应。

腐植酸制剂
腐植酸制剂可内服也可外用，
含有泥炭提取物-即腐植酸-能
够显著清洁有机体。腐植酸能
够处理大量的诱变剂，如不同
种类的辐射，燃烧产生的物质
(包括吸烟)，化学品…

腐植酸盐结合重金属、毒素以及有机和无
机物质，并将其从体内排出，而不会对生
物体造成任何风险。腐植酸盐特别保护肠
道并防止有害物质渗入血流。腐植物质具
有很强的抗氧化性能。

CYTOSAN
西多森胶囊

CYTOSAN INOVUM
新一代西多森胶囊

产品特性: 富含腐植物质、
琥珀酸和西利马林的生物信
息产品
含量: 90 胶囊

产品特性: 含有腐植质、琥珀
酸、西利马林和绿粘土的生
物信息再生产品
含量: 90 胶囊

用途: 一种浓缩的腐植酸钾，
富含西利马林和琥珀酸，属
于强免疫刺激剂。腐植质保
护细胞，改善其氧化，并清
除各种类型的真菌和病毒，
主要是疱疹病毒。它们保护
细胞免受各种辐射，包括辐
射和紫外线，并抑制某些类
型癌症的发展。腐植物质适
用于预防心肌梗塞和中风，
对肠道有保护作用。在骨科
疾病、关节病、骨和关节退
变的情况下，该产品也可能
产生积极的影响。

用途: 含腐植质、西利马林、
琥珀酸、绿泥等具有解毒、
再生作用的生物信息产品。
腐植质产生特定的高分子
和低分子物质，其结构在吸
附、螯合和离子交换过程 中
显示出很高的表面活性。它
们具有抗氧化作用，对细胞
有保护作用，促进身体解
毒，对胃、肠表面有积极影
响。它们的分子结构产生一
种保护膜，有助于增强机体
的免疫力。

CYTOSAN
FOMENTUM GEL
西多森罨敷剂凝胶

CYTOSAN
SHAMPOO
西多森洗发水

产品特性: 生物信息腐植
凝胶
含量: 100 毫升

产品特性: 含腐植物质的洗
发水
含量: 200 毫升

用途: 本品是一种含有腐植
酸钾、木犀草素钾、西利马
林和琥珀酸的生物信息再生
产品，仅供外用。它主要适
用于压缩、面膜以及泡浴受
影响的部位。它具有治愈和
抗炎特性，有助于机体通过
皮肤排毒。可以用于美容目
的(清洁和再生皮肤)，并支
持治疗皮肤问题(炎症、皮肤
疹、痤疮)，运动系统紊乱和
内脏器官的慢性炎症。该产
品有助于从体内排出有毒废
物，改善皮肤的氧合和血液
灌流。

用途: 腐植酸盐和木犀草素
是腐植酸和黄腐酸及其钾盐
的混合物。它们是特异的生
物活性物质，化学反应性强，
对机体及其能量系统有很强
的再生作用。腐植质能够促
进有害沉积物从皮肤排泄出
去，从而恢复皮肤的功能。
治疗性西多森 洗发水专门应
用于头皮的皮肤疾病，如头
皮屑、湿疹、银屑病或其他
类型的皮炎。当使用西多森
洗发水时，头皮和头发得到
彻底清洁和排毒；该产品特
别适合油性发质(去除油脂)
和柔软脆弱的头发(加强头发
韧性)。

CYTOSAN soap
西多森香皂

BALNEOL
香波醇浴液

产品特性: 含有腐植物质的
天然甘油皂
含量: 100 克

产品特性: 生物信息腐植酸
浴液
含量: 100 毫升

用途: 腐植质是一种化学反
应性强、对机体及其能量系
统有很强再生能力的特异生
物活性物质。这种香皂有助
于有效解毒，再生和焕发年
轻。该产品能够深层清洁，
进而对皮下组织损伤有一定
的帮助。适用于因内病而导
致的脆弱皮肤。一般来说，
它可以抑制皮肤感染。

用途: 这款含有大量腐植质
和精油的芳香浴液含有直接
影响皮肤或通过肺部进入血
液的活性物质。能协调单个
器官，从而促进皮肤和关节
的血液循环。这些地方的血
液循环改善就能带来更好的
营养和氧气供应，从而加快
受损组织的再生。含有腐植
质和精油的浴液对身体有解
毒作用，促进血液循环，动
员免疫系统，并促进细胞的
氧化(作为抗氧化剂)。精油
直接影响新陈代谢和中枢神
经系统。

其他膳食补充剂

SKELETIN
壮骨胶囊

IMUNOSAN
免疫胶囊

REVITAE
新生胶囊

产品特性: 含有胶原和微细
海螵蛸的生物信息产品
含量: 135 胶囊

产品特性: 含有植物和蘑菇
提取物的生物信息产品
含量: 90 胶囊

产品特性: 含有植物和水果
提取物的生物信息产品
含量: 90 胶囊

用途: 该产品有助于保护和
再生关节软骨，抑制关节炎
症和疼痛。由于其独特的成
分，它有助于青年人的骨量
增长，并减缓老年和更年期
后的骨量损失。该产品积极
影响所有结缔组织，并改善
肌肉、肌腱和皮肤的弹性；
进一步促进指甲的硬度和皮
肤再生。

用途: 该产品含有最有效的
天然物质，能增强非特异性
和特异性免疫力。有助于预
防传染病，促进其治疗，加速
康复并抑制感染的复发。也
有助于治疗一些文明疾病。
改善身体的生理和心理状态
以及身体的抗逆性，并有效
地消除疲劳。它能增强生命
活力，延缓身体衰老。

用途: 该产品是植物和水果
提取物的独特结合，有助于
消除最常见的衰老负征象。
大量黄酮类化合物与银杏提
取物一起清除自由基，对血
管系统和粘膜组织有积极
作用。葛根会影响褪黑素和
血清素的形成，改善睡眠状
态，提高睡眠质量。活性物
质，包括南瓜籽油中所含的
锌，能优化新陈代谢过程，
从而再生所有身体组织，增
强活力。该产品对胃及其分
泌活动具有有益作用。

VITAMARIN
鱼油

PERALGIN
抗过敏胶囊

CELITIN
补脑胶囊

FLAVOCEL
维C胶囊

产品特性: 含有鱼油的生物
信息产品
含量: 90 胶囊

产品特性: 含有植物提取物
和精油的生物信息产品
含量: 120 胶囊

产品特性: 含有卵磷脂和银
杏的生物信息产品
含量: 90 胶囊

用途: 本产品含有独特的鱼
油，是许多不饱和脂肪酸
(omega-3)和维生素A和D
的最重要天然来源。该产品
有助于增强免疫系统，推荐
给患有心脏疾病(心脏、血管
和大脑)，过敏和高胆固醇
的人使用。该产品有利于骨
骼、头发、皮肤和牙龈的生
长，对视力有积极作用。

用途: 该产品可用于所有过
敏症状。能抑制哮喘咳嗽，
对花粉热、粘膜瘙痒、皮肤
发红有疗效。有助于缓解荨
麻疹或过敏性湿疹等过敏性
皮肤病。对缓解更年期偏头
痛和潮热也非常有效。该产
品是一种可用于全身能量补
充的补益产品。

用途: 本产品可能主要影响
大脑中那些参与长期计划、
注意力和关注过程的部分。
它可以改善记忆力，有助于
克服压力，防止疲劳和疲
惫。可以促进脂肪代谢，调
节 血液胆固醇，并滋养神经
纤维套管。有助于保持头发
健康，防止脱发，抑制头皮
屑。对毛发和指甲代谢有积
极作用。

产品特性: 含有黄酮类化合
物和维生素C的生物信息
产品
含量: 150 胶囊
用途: 该制剂包含浓缩木槿
提取物，富含维生素C和一
种特殊的精油混合物。维
生素C使我们的身体保持良
好的状态，参与许多代谢反
应。该制剂具有抗氧化作用，
并能使体内各种酶产生活
性。制剂中的精油以杀菌、
抗菌和抗病毒效果著称。适
合作为治疗流感的补充剂，
也能快速补充能量。本产品
适用于糖尿病患者。

天然矿物质和维生素
植物和水果的天然提取物是
必需维生素和矿物质的充分
来源，与人工生产的形式相
比，这些天然物质具有无可争
辩的优势。在自然界中，这些
物质总是与其他物质和谐共
存，在最终的复合物中发挥着
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巨大重
要性在于物质之间的协同作
用，由此能增强矿物质和维生
素的作用、吸收性和普遍适用
性。

FYTOMINERAL
多种矿物质

VITAFLORIN
复合维生素

产品特性: 胶质矿物质口
服液
含量: 100 毫升

产品特性: 含有多种植物和
水果提取物的生物信息产品
含量: 90 胶囊

用途: 该产品含有门捷列耶
夫周期表中超过64种自然形
式元素的高度浓缩口服液，
帮助我们身体保持完美的生
物能量平衡。它们的利用率
高达98%。这些元素提高了
人体对维生素和其他营养必
需物质的利用率，有助于调
节内分泌系统的激素活性，
并在DNA合成中发挥重要
作用。该产品中的所有元素
具有抗氧化作用，对抗自由
基。这意味着，胶质矿物质
对人体具有抗氧化作用。

用途: 该产品是纯天然维生
素、矿物质和生物活性物质
的结合，可增强人体对压力
和传染病的抵抗力，并抵消
污染环境的负面影响。本品
可以改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
态，并防止疲劳和疲惫。由
于抗氧化剂含量高，它可能
延缓衰老过程。可改善消化
系统，保护消化系统粘膜。
可以保护心脏和血管，预防
心血管和其他文明疾病。

益生菌
益生菌菌株有益于维持健康
肠道菌群，有益消化并加强免
疫力。益生菌保护肠道内和
整个生物体内的病原微生物，
主要是细菌和真菌的繁殖。
此外，益生菌在预防肿瘤和
食物过敏的发展中发挥作用。
适合作为抗生素治疗的补充
物，在治疗过程中和治疗之后
使用。

PROBIOSAN
益生菌小球藻胶囊
产品特性: 含有小球藻和益
生菌培养物的生物信息产品
含量: 90 胶囊
用途: 该产品是淡水藻类、菊
粉和益生菌复合物的特殊组
合，在抗生素治疗后或激素
避孕后对肠道菌群的消化和
再生有积极作用。其显示出
强烈的解毒作用，并在对抗
过敏和疲劳时有帮助。本品
可在节食、生长期、高体力劳
损、素食和蠕动不规则时用
作食品补充剂。

PROBIOSAN
INOVUM
新一代益生菌
小球藻胶囊
产品特性: 含有益生菌培养
物、β-葡聚糖、初乳和菊粉
的生物信息制剂
含量: 60 胶囊
用途: 本产品可改善消化和
肠道活动，并对肠道菌群有
积极作用。它可用于腹泻、
便秘和炎症性肠病。建议在
抗生素治疗期间和之后使用
该产品。该制剂可预防结直
肠癌的发生。可以改善免疫
系统。有助于抵抗呼吸道过
敏、皮肤过敏和食物过敏，
对膀胱炎和妇科感染也有益
处。该产品可能有助于降低
胆固醇水平。

绿色食品
绿色食品，有时也被称为超级食品，纯天
然来源，经过最少处理和加工，其重要意
义在于所包含的多种营养元素。它是人体
必需的维生素、矿物质、酶、抗氧化剂、
氨基酸和其他重要物质的来源。而合成制
剂是一组孤立的物质，绿色食品中各个有
效成分之间有着复杂而精确的关系。其功
效原理是协同作用，即大量物质之间的相
互作用，其作用之后的效果也翻倍。

ORGANIC
CHLORELLA
TABS
有机小球藻片
产品特性: 含有单细胞绿藻
的产品
含量: 200 片
用途: 太平洋上的宝岛台湾
是世界上唯一提供优质小球
藻的地方。它的特点在于其
纯度和功效，这种小球藻由
天然泉水滋养，生长环境非
常独特，是重要维生素和矿
物质的来源。其中的叶绿素
和小球藻生长因子(CGF)含
量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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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这些资源经过环保
方式处理，彻底检查后趁新鲜时包装起来。

HAWAII SPIRULINA
TABS
夏威夷螺旋藻片

BARLEY JUICE
TABS
青稞汁片剂

ORGANIC BARLEY
JUICE POWDER
有机青稞汁粉

SPIRULINA
BARLEY TABS
螺旋藻青稞片

产品特性: 含蓝绿藻的产品
含量: 200 片

产品特性: 含青稞汁粉的
产品
含量: 200 片

产品特性: 含青稞汁粉的
产品
含量: 100 克

产品特性: 含有蓝绿藻和青
稞提取物的产品
含量: 200 片

用途: 青藏高原是一个集冰
川、清澈溪流和清新山间
空气的地方，我们在青稞早
期生长时在那里采摘，并用
来准备最有价值的提取物
之一。它含有所有天然维生
素、20多种活性酶和各种矿
物质，有机体能够最大限度
地利用它们。制剂以片剂的
形式使用，非常方便。该产
品专为每一个正在寻找一个
快速舒适的解决方案的人而
设计。

用途: 迷人的南加州是优质
青稞生长的地方，我们从早
期生长的青稞植物中提取
最有价值的提取物之一。它
含有全谱天然维生素、20多
种活性酶和各种矿物质，有
机体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
它们。粉末形式的制剂可以
制成可饮用的制剂，能够进
一步增强其效果。从第一次
入口起，该产品就能发挥作
用，之后在通过整个消化道
时继续发挥作用。

用途: 两个不同的世界结合
在一个特殊的制剂中。西
方：安第斯山脉的高山湖泊
是我们在高海拔强日照地区
获得并仔细加工纯净而珍贵
的螺旋藻的地方。东方：青
藏高原，一个冰川、清澈溪
流和清新山风的地方，是我
们在青稞早期生长时获取青
稞并用它来制备最有价值的
提取物的地方。

用途: 我们从纯净的夏威夷
群岛中部的干净海水中获得
世界上最好的螺旋藻。其绝
对独特之处在于它生长的独
特环境，它沐浴在阳光下，
获得力量，以便能够利用吸
收的能量和独特的组成来
为我们的身体提供健康和活
力。这种螺旋藻提供大量维
生素、矿物质和营养素。其
中所含的生物有益物质几乎
是其他螺旋藻的两倍，它也
含有其他类型的螺旋藻根本
没有的大约30种营养素。植
物蛋白容易消化，该小球藻
是植物蛋白的最佳来源(高
达70%的含量，80%的吸收
能力)。

ORGANIC MACA
POWDER
有机马卡粉

ACAI PURE
POWDER
巴西莓纯粉

ORGANIC SEA
BERRY POWDER
有机海莓粉

ORGANIC GOJI
POWDER
有机枸杞粉

产品特性: 糊化粉中含有大
叶独行菜的产品
含量: 100 克

产品特性: 含巴西莓果实的
粉状产品
含量: 100 克

产品特性: 含有海莓果提取
物(沙棘)的产品
含量: 100 克

产品特性: 含有枸杞子提取
物的产品
含量: 100 克

用途: 马卡是秘鲁安第斯山
脉的一种传奇植物，在传统
的治疗中已有数百年的历
史。由石灰岩、白云石和其他
矿物组成的高山环绕着广阔
的高原。风雨将高山侵蚀，
被风化的物质使低地土壤肥
沃。马卡具有极好的吸收能
力，能吸收所有这些物质，
并将其储存在一种纯天然的
形式中。它含有许多微量元
素、维生素、大量的氨基酸、
糖苷、甾醇、单宁、皂苷、萜
类等物质。

用途: 茂密的巴西丛林是纤
细的巴西莓树的故乡。它的
果实含有大量人体必需的生
物物质。维生素B1、B2、B3
、A、C和E、矿物质、不饱和
脂肪酸、氨基酸、黄酮、蛋
白质、纤维，特别是抗氧化
剂。它们在所有类型水果的
ORAC荧光法测定中具有
最高水平。临床研究已经证
明，即使在一次使用中，抗
氧化机制的活性也有三级的
改善。

用途: 海莓，又称普通沙棘，
是人类最常用的一种用于治
疗的植物。一个古老的希腊
传说里提到沙棘是神话中飞
马的食物。它使长翅膀的马
不朽，并赋予马飞翔的力量。
沙棘果在身体整体虚弱、恢
复期、机体免疫力下降和各
种应激情况下起到补益作
用。海莓含有大量具有显著
愈合作用的生物活性物质，
尤其是维生素，但也有香豆
素、生物类黄酮、生物碱、
油、单宁或矿物质。

用途: 枸杞，历来被誉为中药
的瑰宝。人们认为枸杞是一
种治疗植物，有助于延年益
寿，增加力量。据中国古人介
绍，枸杞能增强免疫系统，
支持肾脏功能，改善视力，
保护肝脏，促进血液循环，
加速新陈代谢。它富含对人
体有重要作用的物质，经证
明有药理学特性，包括抗氧
化、调节免疫、抗肿瘤、保护
神经、辐射防护、抗糖尿病、
抗骨质疏松、保护肝脏以及
降血脂作用。

ORGANIC MATCHA
POWDER
有机抹茶粉

RAW AMBROSIA
PIECES
生豕草片

RAW AGUAJE
POWDER
生阿瓜耶粉

ORGANIC BETA
POWDER
有机甜菜根粉

产品特性: 含有抹茶细粉的
产品
含量: 50 克

产品特性: 含有发酵蜂花粉
的产品
(Perga)
含量: 100 克

产品特性: 含有阿瓜耶果粉
的产品
含量: 100 克

产品特性: 含有甜菜根提取
物的产品
含量: 100 克

用途: 在南美洲亚马逊河和
奥里诺科河流域，热带雨林
的中部，可以找到地球上最
美丽的棕榈之一——毛里
求斯棕榈。几百年来，当地
人一直相信，这种棕榈弯曲
的茎、松弛的羽状叶子以及
对称的冠通过果实阿瓜耶
果展现了完美的女性气质和
美丽。其主要成分是植物雌
激素，即植物性物质，结构
类似于雌性激素。有助于平
衡荷尔蒙的自然水平，从而
在更年期中显示出积极的作
用。这些果实还增加女性的
性 欲，支持乳房增大和臀部
整形。阿瓜耶可能有助于缓
解女性偏头痛、皮肤问题和
骨质疏松症。

用途: 我们的祖先依靠智慧
和经验，自古以来就认识
到甜菜根对人体的有益作
用。甜菜根含有丰富的多酚
和β-半胱氨酸，具有抗炎和
抗肿瘤作用，保护细胞免受
氧化应激，降低同型半胱氨
酸水平，并积极影响血管的
弹性。它还含有多种矿物质，
如钾、铁、锰、镁、磷，最重
要的是，与其他食物相比，
人体能有效地吸收甜菜根中
的硅。

用途: 只有来自日本特定地
方的原味抹茶可以被恰当
地称为茶中瑰宝。抹茶是日
本最古老的绿茶品种，在禅
宗的佛教仪式中已经使用了
800多年。抹茶的生长极其
精确，加工也几乎像炼金术
一样精确，这使得抹茶成为
口感和香味都丰富的美妙饮
料，对身心都有非常积极的
影响。一份抹茶含有10杯普
通绿茶的营养成分。

用途: 本产品是由特殊细菌
和酶生物发酵的蜂巢花粉。
富含重要的天然物质对人体
极为有益，是蜂疗的前沿产
品。该产品含有重要的蛋白
质、矿物质和微量元素，以
及植物激素和几乎全谱的
维生素B。所有这些物质都
是生物平衡的，展现出协同
作用。在身体和精神压力增
加，恢复期和手术后的情况
下，缺乏食欲和体重减轻，
以及在身心发展失调时该产
品能体现出其价值。本品对
儿童的身体发育有一定的促
进作用。

ORGANIC
NIGELLA SATIVA
OIL
有机黑枯茗籽油

ORGANIC
SACHA INCHI
OIL
有机印加果油

HIMALAYAN
APRICOT
OIL
喜马拉雅杏仁油

ORGANIC
SEA BERRY
OIL
有机海果油

产品特性: 含有黑枯茗籽油
的产品
含量: 100 毫升

产品特性: 含有印加果籽油
产品
含量: 100 毫升

产品特性: 含有杏仁油的
产品
含量: 100 毫升

产品特性: 含有西藏海果籽
油产品
含量: 30 毫升

用途: 黑枯茗籽油是古埃及法
老使用的具有传奇色彩的油。
埃及艳后克利奥帕特拉和奈
菲蒂蒂欣赏它的美容效果，而
希波克拉底和阿维森纳则珍
视其强大的治疗作用。该油含
有100多种活性物质，包括重
要的百里醌，已证明具有抗氧
化、抗癌和抗诱变作用。它能
促进消化，改善胃、肝和肠状
况，同时缓解胃肠胀气或腹
泻。一些效果表明，这种油可
以保护肠道寄生虫。该油可用
于治疗呼吸道相关疾病，包括
哮喘、支气管炎和普通感冒。
黑枯茗籽油含有黑色素——
一种苦味物质，可以缓解支气
管痉挛，有效地促进咳痰。

用途: 这种来自南美洲秘鲁
地区的治疗油含有高达90%
的omega -3，6，9不饱和脂
肪酸，其比例非常理想，吸收
率高达 96%。omega-3脂
肪酸的含量高达至少48%，
是鲑鱼的13倍。此外，该油富
含蛋白质、碘或维生素A和
E。印加果油是一种理想的籽
油，可用于任何时间、通过任
何方式、适用于任何年龄，从
儿童到老年人都可使用。其
有益作用也适合孕妇。

用途: 手工加工和冷榨杏仁
油，源自在肥沃的喀什米尔
河谷喜马拉雅山峰下的野生
杏树丛。它是维生素C、维
生素A、B复合物(包括叶酸、
不饱和脂肪酸)的来源，还是
独特的维生素B15和B17的
来源。矿物含量包括铁、镁、
钙、钾、铜、磷和硅。这种杏
仁油增强免疫力，保护并影
响细胞的发育，促进血液循
环，支持神经系统，改善情
绪，帮助解决疲劳、注意力不
集中和失眠问题，并清洁肾
脏和泌尿道。对视力有一定
的益处，适用于容易出现湿
疹和痤疮的敏感皮肤。

用途: 一种珍贵的油，取自西
藏山谷地区手工采摘的海果
种子，用侵入性最小的技术
提取，以保存其活性成分。
这些物质在西藏海果中的浓
度比西伯利亚和欧洲的高。
它含有维生素A、B1、B2、B6
、D、E、F、K、芦丁、类胡萝卜
素、黄酮、叶酸和omega -3
、-6和-9必需脂肪酸。它也是
omega-7的来源，只有在野
生植物中才能找到，且稀有。
海果油增强免疫力，具有抗抑
郁和抗应激作用，帮助解决心
血管和脑血管疾病，治疗皮肤
疾病，治愈烧伤和冻伤，并改
善消化系统的活动。有助于眼
部和口腔粘膜的功能。

LAPACHO
拉帕乔
产品特性: 草本茶——拉帕
乔内皮
含量: 105 克

草本茶

用途: 南美土著人使用这种
茶治疗各种炎症。由于它具
有抗生素的作用，可以用于
细菌和真菌的治疗。许多专
家讨论其在癌症，包括白血
病治疗中的辅助作用。它在
化疗和/或长期使用精神药
物后对人体有积极的影响。

MAYTENUS
ILICIFOLIA
黄花叶
产品特性: 草本茶——黄
花叶
含量: 105 克
用途: 黄花原产于巴西、巴拉
圭、乌拉圭和阿根廷的森林
和草地。最初使用这种植物
的人是瓜拉尼部落的印第安
人，主要用于治疗消化不良
和胃溃疡，严重伤口的愈合，
皮疹和其他皮肤疹。黄花叶
含有对雌激素系统有积极作
用的植物雌激素。协调月经
周期和缓解妇女在绝经阶段
的潮红。该产品能抑制骨质
疏松的发生，延缓衰老过程。
也是非常显著的钙和镁的来
源，因此影响软骨的骨强度
和柔韧性。对下肢肿胀也有
有益作用。

SMILAX
OFFICINALIS
菝葜

TRIBULUS
TERRESTRIS
蒺藜

UNCARIA
TOMENTOSA
毛钩藤

CHANCA
PIEDRA
珍珠草

产品特性: 草本茶——菝
葜根
含量: 105 克

产品特色: 草本茶——蒺藜
茎叶
含量: 105 克

产品特性: 草本茶——珍珠
草茎叶
含量: 105 克

用途: 菝契支持免疫，具有
抗炎、补益、合成和抗氧化
作用。它能协调肾脏和膀光
经络。有助于从身体排泄废
盐；对牛皮癣、风湿病、关节
炎和生殖泌尿系统炎症具有
有益作用。

用途: 蒺藜含有天然类固醇
物质(植物甾醇)，能刺激人
体产生睾酮和雌激素。这些
作用常用于治疗不孕症和
性传播疾病。它也有助于前
列腺肥大和更年期疾病。用
于肾脏和膀胱疾病，改善消
化，有助于降低高胆固醇水
平。饮用本茶可以抑制心血
管疾病的发生。蒺藜会影响
人体的新陈代谢过程和防止
水分潴留。在恢复期和疲劳
时该本草茶可以提高人体的
再生能力。

产品特性: 草本茶——猫爪
草内皮
(维拉科拉)
含量: 55 克
用途: 毛钩藤含有大量的生
物碱、甾醇、氨基糖苷、萜
类、单宁、黄酮类等重要物
质。它对免疫系统的正常功
能有促进作用，在各种癌症
中都有有益作用。毛钩藤可
用于支持治疗病毒、细菌和
真菌来源的感染以及心血管
疾病。

用途: 珍珠草含有大量生物
碱，能够舒缓尿道和胆道平
滑肌，从而促进结石的自然
排出和随后该部位的再生。
其显示出利尿作用。可能有
助于消化障碍、腹泻、便秘
和胃肠胀气。可降低血压和
血糖水平。

沐浴及抗菌产品

BIOTERMAL
地热浴盐

SPIRON
芳香喷雾

AUDIRON
消炎止痛制剂

产品特性: 生物信息浴盐
含量: 350 克

产品特性: 含有芳香精油的
生物信息喷雾
含量: 50 毫升

产品特性: 外用草本制剂
含量: 30 毫升

用途: 使用波达斯卡
(Podhájska) 温泉盐进行泡
浴对上呼吸道疾病、哮喘和
支气管炎有积极作用。该浴
盐整体成分非常丰富——磷
酸盐和钙对骨折愈合有积极
影响，溴化物可以缓解疼痛
状况。使用该浴盐定期洗澡
有利于风湿，血管和关节问
题，脊柱疾患。能稳定患有
骨质疏松症、关节病和关节
炎的患者的病情。该浴盐中
硫酸盐含量高，在湿疹、皮
肤疹和皮肤病的情况下，用
该浴盐洗澡非常有效。本品
和谐人体的整个能量系统。

用途: 该产品含有纯净的精
油和生物信息的平衡成分。
通过呼吸，这种芳香物质能
够很快进入人体血液循环，
因此能够显著稳定一些身体
功能。主要影响肺、心脏、大
肠、胃、腰部的经络，并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其他经络。可
用于头痛、抑郁、神经衰弱、
神经疲劳、传染性肺疾病和
流感。当旅行时，该喷雾也可
以用作消毒剂。

用途: 本品含有维生素E，独
特的七种草药混合物、生物
信息和精油，其中的精油具
有很强的抗炎、抗菌、杀菌
和抗病毒作用。本产品可用
于中耳感染、感冒疮、牙痛
和一些类型的疣。已被证明
在治疗真菌性皮肤感染(主
要是足癣)、皮肤炎症、耳鸣
和听力损伤方面也有其有用
价值。该产品也可用于锁骨
拉伤和肩部肌肉插入，用于
上臂疼痛和牙痛。

五角星®天然皂
现在西方文明开始越来越多地转向古老的
教导，试图找回随时间的推移而失去的技
能。人类最珍贵的状态是保持在中心位
置，即内在核心。然而，各种各样的生活
状况确实经常使我们失去平衡，而且回到
中心——回到自己原来的位置——并不总
是很容易。

PROTEKTIN SOAP
甘油皂
产品特性: 含有草本精华、精
油和地热水的天然甘油皂
含量: 100 克
用途: Protektin 甘油皂可增
加皮肤对真菌性皮肤病的抵
抗力，适合于足部护理。有助
于皮疹和皮肤损伤并伴有出
血的情况。可用于蜘蛛和浅
静脉的炎症。对干燥性湿疹
和化学性刺激性皮肤有积极
作用。这种皂一般适用于湿
润或油性皮肤。

实现这种平衡最简单的途径是一些小的日常生活习惯。
比如使用生物信息乳霜，五角星®香皂和洗发水——
Droserin,Protektin, Artrin, Cytovital 和Ruticelit, 这些产品含
有草药提取物、纯天然精油和第三系热水。有益于皮肤和头发，
并且通过穴位和反射区的能量系统，影响我们的整体身体状况
和情绪状态。这些产品的优点是：效用温和，配方天然。

RUTICELIT SOAP
甘油皂

CYTOVITAL SOAP
甘油皂

DROSERIN SOAP
甘油皂

ARTRIN SOAP
甘油皂

产品特性: 含有草本精华、精
油和地热水的天然甘油皂
含量: 100 克

产品特性: 含有草本精华、精
油和地热水的天然甘油皂
含量: 100 克

产品特性: 含有草本精华、精
油和地热水的天然甘油皂
含量: 100 克

产品特性: 含有草本精华、精
油和地热水的天然甘油皂
含量: 100 克

用途: Ruticelit是所有五角
星®甘油皂中最具普适性
的。可以用于任何皮肤变
红和血液淤塞的情况，或
相反，即皮肤异常苍白的情
况。它可能会抑制白癜风的
进一步发展。该皂协调皮肤
的整体功能。可用于所有皮
肤类型以及血液灌流紊乱。

用途: 此甘油皂可确保皮肤
光滑、柔软、富有弹性。能
使头发变软，增加皮肤自身
水合能力，帮助疏通皮脂腺
(使肤色更均匀)，并帮助抑
制痤疮的发生。该皂能缓解
瘙痒。

用途: Droserin 甘油皂提高
皮肤对细菌和病毒来源的普
通皮疹的抵抗力。有助于保
护皮肤免受真菌的侵害。能
促进皮肤细胞成熟，从而增
加皮肤弹性。

用途: 这种甘油皂能增加皮
肤对细菌感染的抵抗力。可
用于湿疹皮肤护理。该皂增
加汗腺的产量，从而确保对
干性皮肤的积 极影响。能加
速代谢物(盐)通过皮肤的渗
透；可用于痛风和其他代谢
紊乱的情况。恶臭出汗的情
况也可以推荐使用该皂。

护发产品
五角星浓缩液和乳霜的作用
不仅可以通过使用甘油皂来支
持和补充，还可以通过使用洗
发水来支持和补充。这种结合
将加速机体的恢复，实现中医
的传统原则，即内外兼治。

由此，我们将为创造身体和谐、加强身体和
谐作出贡献，并利用已证明的处方来获得满
意、有意义的生活。保健和平衡生活将达到
一个全新且意想不到的维度。五角星®甘油
皂和洗发水支持这五个元素的作用。

PROTEKTIN
SHAMPOO
洗发水

RUTICELIT
SHAMPOO
洗发水

产品特性: 含有本草精华、精
油和地热水的天然洗发水
含量: 200 毫升

产品特性: 含有本草精华、精
油和地热水的天然洗发水
含量: 200 毫升

用途: Protektin洗发水专为
偏油性发质脱发、染烫受损
发质设计。适用于改善因环
境污染而受损的头发。通过
反射区和穴位的能量系统，
该洗发水对整体身体状况和
情绪状态有积极影响。

用途: Ruticelit洗发水更适
合深色头发。能抑制头皮屑
的产生，加强头发，并通过
增加血液流向头皮，促进整
体头发再生。通过反射区和
穴位的能量系统，对整体身
体状况和情绪状态有积极
影响。

CYTOVITAL
SHAMPOO
洗发水

DROSERIN
SHAMPOO
洗发水

ARTRIN
SHAMPOO
洗发水

NUTRITIVE
BALSAM
秀发营养素

产品特性: 含有本草精华、精
油和地热水的天然洗发水
含量: 200 毫升

产品特性: 含有本草精华、精
油和地热水的天然洗发水
含量: 200 毫升

产品特性: 含有本草精华、精
油和地热水的天然洗发水
含量: 200 毫升

产品特性: 护发素
含量: 200 毫升

用途: 本产品是为所有天然
发色设计的洗发水，但更适
合浅色头发。能使脆弱和磨
损的头发再生。舒缓头皮，
消除瘙痒。通过反射区和
穴位的能量系统，对整体身
体状况和情绪状态有积极
影响。

用途: 本产品是为正常、健
康，主要淡色头发设计。能
改善头发弹性，增加头发光
泽。减少头顶脱发。通过反
射区和穴位的能量系统，对
整体身体状况和情绪状态有
积极影响。

用途: 本产品是专为所有天
然发色设计，更适合颜色稍
深的头发。适合干性头发，
减少灰白头发的产生，并促
进头发再生，主要是男性发
际线后退的情况。通过反射
区和穴位的能量系统，对整
体身体状况和情绪状态有积
极影响。

用途: 改善头皮的循环和毛
囊营养，从而促进健康头发
的生长。该产品增加头发光
泽，韧度和水分；使头发容
易梳理，不缠结，丝般光泽。
该护发素保护头发免受环境
影响。

牙膏
天然牙膏含有丰富的生物活性物质复合物。牙膏
不仅在嘴里起作用，而且通过舌头上的反射区，
可以影响单个器官，从而参与身体和谐过程。

护肤化妆品
呵护外在美与全身的健康皮肤息息相关。皮肤与
金属元素有关，是清洁、呼吸和营养的重要器官。
因此，呵护肌肤非常重 要。天然产品能呵护皮
肤，使其再生，使皮肤得到滋养，并抑制皮肤过早
老化，符合人体健康的整体方针。

SILIX, DIAMOND,
BALSAMIO 牙膏
产品特性: 生物信息牙膏
含量: 100 毫升
用途: 所有这些牙膏都含
有第三系来源的波达斯卡
(Podhajska) 温泉(位于斯
洛伐克)热水。它富含一种特
殊的混合草药和臻选精油，
具有杀菌，抗菌，抗病毒和
抗真菌作用。可以帮助预防
蛀牙，使口气清新。适用于溃
疡、唇疱疹、口腔炎症。可用
于治疗出血和/或退缩龈。所
有三种牙膏可作为顺势疗法
的补充。

CARALOTION
再生润肤乳

ARTRIN BALM
护肤膏

DERMATON OIL
润肤油

DERMATON GEL
护肤凝露

产品特性: 润肤乳
含量: 200 毫升

产品特性: 含有天然矿物质
的剃须后护理产品
含量: 50 毫升

产品特性: 再生润肤油
含量: 100 毫升

产品特性: 再生护肤凝露
含量: 100 毫升

用途: 本产品适合干性和正
常皮肤的日常再生。含有米
糠油、沙棘油和加州西蒙得
木油、卵磷脂，以及精油、薰
衣草和百里香的混合物。在
暴露于环境和/或晒黑 后，
使用该润肤油能使皮肤得
到舒缓和再生。促进深层皮
肤更快再生，同时保护皮肤
免受再生过程中出现的过度
干燥。

用途: 护肤凝露主要用于晒
后护理。也可用于各种原因
引起的刺激和/或过敏性皮
肤。它有助于抑制皮肤老化
和皱纹的生成。该产品可以
优化甚至消除脂肪细胞，并
有助于对抗脂肪组织。芦
荟、石榴、紫锥菊、甜菊、绿
茶和巴巴多斯樱桃(或金虎
尾)中的天然物质具有保湿、
降温、消炎和舒缓的作用。
乳木果油和加州西蒙得木油
能使皮肤变得柔软。

用途: Caralotion是一种
生物信息保湿乳，具有极强
的再生和抗氧化作用。主要
用于预防和抑制皮肤过早
老化。这种润肤乳含有来自
波达斯卡(Podhajska )温
泉(位于斯洛伐克)第三系海
水的天然矿物和盐类，保护
皮肤，滋养皮肤，保持皮肤
温暖。

用途: 本产品专门为剃须
和脱毛后的皮肤护理而设
计，男女皆宜。含有Artrin
草本提取物、波达斯卡
(Podhajska)的地热水、精
油、茶叶和芦荟提取物。具
有抗炎和治疗作用。它舒
缓和滋润皮肤，在使用后提
供持久的清凉效果和新鲜
气味。

安能美容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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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的是隐藏在我们每个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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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必须首先了解自
己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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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YTOVITAL
RENOVE
新生面霜

RUTICELIT
RENOVE
新生面霜

产品特性: 天然护肤面霜
含量: 50 毫升

产品特性: 天然护肤面霜
含量: 50 毫升

用途: 用于滋养成熟易产生
皱纹的肌肤。有助于恢复真
皮细胞，改善皮肤弹性，使
皮肤看起来更年轻。适合用
作日霜和晚霜。含有大量活
性物质、第三系地热水和高
品质植物油。天然香料包括
具有芳香疗效的最稀有且珍
贵的精华。

用途: 该面霜内含轻盈的活
力成分，适合所有皮肤类
型。除非你的皮肤脂肪含量
高，或者皮肤干燥、紧绷。除
此之外，这款面霜都是正确
的选择。该面霜特别适用于
血管扩张的面部皮肤。能增
强和促进血管的弹性，刺激
微循环，减少瘙痒，软化皮
肤，使皮肤更加柔软。适合
用作日霜和晚霜。含有大量
活性物质、第三系地热水和
高品质植物油。天然香料包
括具有芳香疗效的最稀有且
珍贵的精华。

ARTRIN
RENOVE
新生面霜

DROSERIN
RENOVE
新生面霜

PROTEKTIN
RENOVE
新生面霜

产品特性: 天然护肤面霜
含量: 50 毫升

产品特性: 天然护肤面霜
含量: 50 毫升

产品特性: 天然护肤面霜
含量: 50 毫升

用途: 用于疲劳、干燥和敏
感，失去自然色调的皮肤。
它为皮肤提供必要的营养、
保护和滋润，防止进一步干
燥。可以治愈小疤痕，平滑
初期皱纹，减少黑眼圈。适
合用作日霜和晚霜。含有大
量活性物质、第三系地热水
和高品质植物油。天然香料
包括具有芳香疗效的最稀有
且珍贵的精华。

用途: 用于干燥、变薄、保
护功能受损的皮肤，帮助
皮肤再生。该产品是所有
RENOVE新生面霜中最滋
润的，因此适合最干燥的
皮肤类型。它可以抵御外部
因素——寒冷、风吹和霜
冻——并且可以用作所有皮
肤类型的冬季面霜。适合用
作日霜和晚霜。含有大量活
性物质、第三系地热水和高
品质植物油。天然香料包括
具有芳香疗效的最稀有且珍
贵的精华。

用途: 专为混合性、油性或
容易发疹、起皮炎和出粉刺
等问题皮肤而设计。它有效
地治愈炎症和湿疹焦点，且
不会使皮肤干燥，同时收紧
毛孔，使皮肤柔软光滑。富
含维生素和矿物质，尤其是
钙和镁。能阻止色素斑的扩
大，减少色素斑的数量，它
的成分能自然中和毒素。适
合用作日霜和晚霜。含有大
量活性物质、第三系地热水
和高品质植物油。天然香料
包括具有芳香疗效的最稀有
且珍贵的精华。

VISAGE SERUM
面部精华液
产品特性: 天然新活蛋白复
合酶
含量: 15 毫升
用途: 此精华液具有较强的
滋养再生作用。能滋养皮
肤，使皮肤年轻，同时使皮
肤恢复紧致和弹性。该产品
有助于减少皱纹，使皮肤保
持湿润。能有效地影响色素
形成的所有阶段，并具有抗
炎性质。可单独使用或作为
基础霜。精华素中含有两种
基本的活性物质——维美辛
和螺菌素，辅以阿甘油、芦
荟和天然香精。

VISAGE OIL
面部卸妆油

VISAGE WATER
面部柔肤水

VISAGE REJUVE
面部新活面膜

VISAGE BALANCE
面部均衡面膜

产品特性: 天然卸妆洁面油
含量: 100 毫升

产品特色: 再生滋养柔肤水
含量: 150 毫升

产品特性: 天然面膜
含量: 50 毫升

产品特性: 天然面膜
含量: 50 毫升

用途: 卸妆洁面油代表最温
和的天然洁肤方式。基于“
相似相近”的原理，它能有
效地去除细菌、皮脂和只溶
于脂肪而不能用水去除的杂
质。它能清洁并保护皮肤。
该产品只含有天然油，珍贵
的精华和独特的Protektin
草本提取物。当放在湿润
的卸妆棉上时，它会产生一
种温和的乳液，确保使用方
便，卸妆效果好，甚至可以
去除防水化妆品和睫毛膏。
我们建议与面部水——滋养
和再生皮肤水——以及与
Renove 新生面霜一起用。

用途: 这种柔肤水结合了大
马士革玫瑰纯露的温和与富
含地球能量的天然温热的
第三系地热水的功效。能清
洁，滋养，再生皮肤，提供长
久清新和活力。该产品只含
有由珍贵的天竺葵和玫瑰花
瓣香精组成的珍贵香料。我
们建议与面部卸妆油——天
然卸妆洁面油——以及
Renove新生面霜一同使
用。

用途: 适合各种肤质的自然
新活面膜。面膜含有法国粉
红和紫色粘土、薄荷和蜜蜂
花花水，以及珍贵的黑孜
然、蓖麻油和阿甘油，辅以
胡芦巴提取物。它使皮肤紧
致光滑，能填充皱纹，帮助
去除死细胞。让皮肤变得紧
致，有活力，恢复年轻并得到
再生。面膜上散发着优质、
纯天然的香味。

用途: 该产品是恢复皮肤生
理功能的天然面膜。能舒
缓皮肤，可有助于纠正肤色
不均。该面膜既可以单独使
用，也可以与安能五角星的
再生乳霜或天然护肤面霜结
合使用。任何搭配结合使用
都有助于平滑肌肤，收紧毛
孔，并可适用于肤色不均的
情况。面膜的主要成分是法
国白粘土，富含意大利蜡菊
和天竺葵花水、胶半日花提
取物、锌、冷榨乳香树油以
及洋甘菊、蜡菊、胶半日花
和天竺葵精油。

美容油
珍贵的植物油是最古老的护
肤品之一。尽管贵重的植物
油在当今被用作高级美容配
方的成分，但是当用作单一
物质时，仍然具有很大的潜
力和重要的作用。

构成该产品的植物物质发现于摩洛哥阿特
拉斯山脉的野生环境。传统的手工采摘和
加工工艺保证了产品的优良品质，质地细
腻，气味芳香，吸收性极佳。该油可以与所有
的润肤霜或面膜结合使用。只要加一滴油，
就可以在需要的时候自己控制产品的油性。

阿甘油

杏仁油

产品特性: 纯阿甘油
含量: 100 毫升

产品特性: 纯杏仁油
含量: 100 毫升

用途: 阿甘油是世界上最昂
贵、最珍贵的植物油之一。
其产量有限、加工方法精
确，活性成分含量高，因此
被誉为“摩洛哥黄金”。该油
显示出强大的提升和愈合效
果，并适用于所有皮肤类型。
只有纯净的有机阿甘油才能
充分发挥其所有性能，并提
供广泛的美容和治疗效果。
建议与Renove 新生面霜一
同使用。

用途: 杏仁油是最珍贵、最
优良的植物油之一。这种油
通过压榨美丽的杏树种子而
得到，富含生物活性物质。
它能舒缓受刺激的皮肤，使
皮肤光滑柔软，但不会堵塞
毛孔。该油适用于干燥、高
度敏感的皮肤，也适用于儿
童皮肤。只有纯净、有机杏
仁油才能充分发挥其所有性
能，并提供广泛的美容和治
疗效果。建议与Renove 新
生面霜一同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