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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    简   介 

 

新里程营养品公司成立于 2003 年 5 月，专门为食物过敏和特殊需要的儿童以及成人提供各

种优质营养补充剂。我们的产品经专门设计，能够满足那些对有特殊饮食要求、消化吸收不

良、营养缺陷、解毒能力弱、免疫功能缺陷和体内酵母/细菌过度生长人群的需要。 

新里程的营养补充剂具有以下特点： 

 配方采用 新的科研成果 

 保证产品的纯度与性能 

 不含谷蛋白/酪蛋白、大豆、玉米和酵母 

 客户服务部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知识，能够为过敏和特殊需要的儿童提供专门指导。 

 

新里程的质量保证：新里程营养品公司为了保证其产品质量，无论是原材料选择还是生产工

艺，均坚持 高的标准和严格的质量要求，确保产品的纯度与性能。我们的产品尽可能使用

药品级的原材料，不含有害或过敏成分。经大量科学实验证实，本公司的产品具有服用安

全、纯度高、活力强和易吸收的特点，顾客可以放心购买使用。 

我们还提供食品烹饪系列产品，这些产品均不含谷蛋白、酪蛋白和大豆等物质。此外，我们

也提供个人防护用品，不含任何有害化学物质。我们的服务宗旨是向顾客提供 好的食品和

防护用品。 

 

新里程公司的客户服务保证：新里程公司为客户提供了专业的客户服务部门，这个团队由一

些特殊需要孩子的父母组成，他们充分了解生物医学介入治疗的复杂性。我们的员工愿意花

大量时间为顾客提供指导和建议，顾客可以从中获得许多有益的支持和鼓励。我们是一个新

兴的公司，希望为您的营养和特殊饮食提供服务。我们热忱欢迎广大顾客提出宝贵建议。 

如果有任何建议或意见，请通过以下email与我们联系：info@nbnus.com. 

mailto:info@nbnus.com


 

 

公司创立者简介   
 
新里程营养品公司由威廉·萧博士创办。萧博士是美国大平原实验室

的主任，大平原实验室针对某些疾病患者的新陈代谢失调提供生物

化学检测，这些疾病包括自闭症、广泛性发育障碍、过度活跃、先

天性代谢缺陷，以及成人抑郁症和慢性疲劳等。萧博士是生物化学博士，也是自闭症及相关

代谢失调研究领域知名的科学家和演说家。作为美国儿童发育委员会的成员，他积极参与

“战胜自闭症” (DAN) 和“治愈自闭症” (CAN) 等组织的活动。1998 年，他出版了《自闭

症和广泛性发育障碍的生物疗法》一书，为数以万计自闭症儿童的父母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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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 and 价格 List 

产品代号 产品名称 数量 价格（美元） 
 

   

ANTX 复合抗氧化剂 180 粒 

BNP 基础营养添加剂 180 粒 

CLMG 钙镁咀嚼片 250 片 

ZNCP 吡啶甲酸锌 60 粒 

CLOL Carlson’s 鳕鱼肝油 (柠檬口味)  500 毫升 

套装价格: $120.00 
(分开购买：$126.00) 

 

 
   

ALLI-250 蒜硫胺素 B1 250 粒 $52.00  

BNP 基础营养添加剂 180 粒 $24.00  

FOLN 甲酰四氢叶酸  (400 mcg) 120 粒 $9.00  

VB12 甲基钴胺素（维生素 B12, 含服型） 30 毫升 $8.00  

VB6 维生素 B6 (50 mg) 100 片 $6.00  

VITA 维生素 A 1 盎司 $18.00 

VITC 维生素 C 咀嚼片 100 片 $7.00  

VITC-P “Electro-C”维生素 C 粉剂， (樱桃口味) 8 盎司  $13.00  

VITE 液体维生素 E 4 盎司 $26.00 

 
   

CALC-180 螯合钙 180 粒 $29.00  

CALC-90 螯合钙 90 粒 $17.00  

CALI 液体钙 8 盎司 $28.00 

CALP 钙粉 8 盎司 $23.00  

CLMG 钙镁咀嚼片 250 片 $26.00  

CMTE Chelate-Mate™复合矿物质补充剂 16 盎司 $45.00  

LITH 液态锂 50 毫升 $25.00  

MAGC-120 螯合镁 120 粒 $23.00  

MAGC-60 螯合镁 60 粒 $14.00  

MAGI 液体镁 16 盎司 $27.00 

MAGP 镁粉 8 盎司 $23.00  

MLBD 钼 (250 mcg) 100 片 $8.00  

SELC 螯合硒 90 粒 $12.00 

SELL 液态硒 2 盎司 $9.00  

ZNCC 螯合锌 (50 mg) 60 粒 $14.00  

ZNCI 液态锌 50 毫升 $20.00 

ZNCP 吡啶甲酸锌 (50 mg) 60 粒 $13.00  

 
   

ANTX 复合抗氧化剂胶囊 180 粒 $35.00  

COEQ 辅酶 Q-10 (25 mg) ＋牛磺酸 (25 mg)复合胶囊 60 粒 $20.00  

全 面 营 养套 餐  

维 生 素  

矿 物 质  

抗 氧 化 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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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代号 产品名称 数量 价格（美元） 
GLUT L-谷胱甘肽 (75 mg) 60 粒 $20.00  

LGSH Essential GSH – 脂质体包被的谷胱甘肽 2 盎司 $35.00 

LGSH-L Essential GSH -脂质体包被的谷胱甘肽 4 盎司 $65.00 

NAC N-乙酰基半胱氨酸胶囊(500mg) 60 粒 $22.00  

 
   

5HTP 5 HTP (50 mg) 60 粒 $25.00  

CAR L-肉碱 (250 mg) 60 粒 $17.00  

GABA GABA   (γ-氨基丁酸, 500 mg) 60 粒 $14.00  

TAUR L-牛磺酸 500 mg 100 粒 $12.00  

 
   

CLOC “Carlson’s Super 1000” 鳕鱼肝油（软胶囊） 100 粒 $11.00  

CLOC-L “Carlson’s Super 1000” 鳕鱼肝油（软胶囊） 250 粒 $20.00  

CLOL Carlson’s 鳕鱼肝油(柠檬口味)  500 毫升 $28.00  

CLOL-NLM Carlson’s 鳕鱼肝油(原味)  500 毫升 $28.00  

EPO 夜用樱草油 100 软胶囊 $17.00 

OFO-180 Ortho-Omega 鱼油 180 粒 $58.00  

OFO-60 Ortho Omega 鱼油 60 粒 $26.00  

VFFO “Carlson’s  Very Finest ”鱼油 200 毫升 $21.00  

 
   

CLTR 乳酸菌 GG 胶囊 30 粒 $21.00  

PROB Probiotic Support Formula（益生菌复合胶囊） 30 粒 $23.00  

SBC Saccharomyces Boulardii 50 粒 $20.00 

THBC Klaire Labs Ther-Biotic™ Complete （益生菌复合胶囊） 60 粒 询价 

THBD Klaire Labs Ther-Biotic™ Detoxification Support  60 粒 询价 

THER Theralac（益生菌复合胶囊，抗胃酸型） 30 粒 $39.00  

 
   

CNDX-120 Candex （纤维素酶，抑制白色假丝酵母） 120 粒 $55.00  

CNDX-40 Candex（纤维素酶，抑制白色假丝酵母） 40 粒 $22.00  

NFEN Houston’s 脱酚 （复合酶胶囊，有助于消化酚类物质） 90 粒 $24.00  

PEPT Houston’s Peptizyde (复合肽水解酶胶囊,有助于消化蛋白质) 90 粒 $22.50  

PEPT-AFP Houston’s AFP Peptizyde(复合肽水解酶胶囊,不含木瓜蛋白酶) 90 粒 $22.50  

PEPT-CHEW Houston’s AFP Peptizyde（复合肽水解酶咀嚼片） 120 片 $24.00  

ZYME Houston’s HN-Zyme Prime （消食胶囊,有利于糖,脂肪,蛋白消化） 90 粒 $19.50  

ZYME-CHEW Houston’s Zyme Prime （消食咀嚼片） 120 片 $23.00  

ZYME-SCD Houston’s Zyme Prime - SCD Version(消食胶囊,利于糖,脂肪消化) 90 粒 $19.50  

 
   

AIF-120 A & I Formula（过敏及炎症缓解剂） 120 粒 $34.00  

AIF-40 A & I Formula（过敏及炎症缓解剂） 40 粒 $18.00  

氨 基 酸  

必 须 脂 肪酸  

益 生 菌  

酶 类  

免 疫 促 进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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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代号 产品名称 数量 价格（美元） 
CLST 牛初乳（浓缩液） 30 毫升 $26.00  

MLRN 单体甘油三月桂酸酯（300 mg） 90 粒 $19.00  

 
   

ARCH 朝鲜蓟提取物 60 粒 $15.00  

CDF Candicid Forte （酵母抑制剂） 90 粒 $36.00  

GLDN 白毛茛提取物 60 粒 $17.00 

GSE MFP-144 (柚子种子提取物) 1 盎司 $26.00  

MCT 液体中链甘油三酯 237 毫升 $13.00  

MILT 奶蓟（200 mg） 60 粒 $20.00  

OLXT 橄榄叶提取物 （ 500 mg） 60 粒 $16.00  

OREL 牛至油  60 粒   $28.00 

THEA L-茶氨酸 （100 mg） 60 粒 $18.00 

UVA 熊莓提取物 （250 mg） 100 粒 $18.00  

 
   

ABND NAA Think Autism  纪念手环（成人用） 1 个 $2.75  

ABND-C NAA Think Autism  纪念手环, （儿童用） 1 个 $2.75  

AKG α-酮戊二酸 60 粒 $15.00 

ALL--L 液体大蒜素 10 毫升 $35.00 

DMAE DMAE 补充剂 100 粒 $12.00  

DMG DMG （二甲基甘氨酸，125 mg） 100 片 $26.00  

MAL 苹果酸 100 粒 $10.00 

MELA 褪黑激素（1mg） 100 片 $9.00  

TMG 三甲基甘氨酸粉剂 (TMG) 60 克 $10.00  

P5PM P-5-P 加镁 100 粒 $22.00 

 
   

BIOC Bio-Chelat™解毒剂 100 毫升 $39.00 

DMSA-100 二巯基丁二酸 （100 mg） 45  粒 $40.00 

DMSA-25 二巯基丁二酸  （25 mg） 120 粒 $30.00 

DTXM Detoxamin （EDTA 栓剂，750 mg） 30 粒 $250.00 

 
   

SS2-32 BrainChild Spectrum Support II Combo（复合维生素） 2 - 32 盎司 $99.00  

SSM-32 BrainChild Spectrum Support II Minerals （复合矿物质） 32 盎司 $50.00  

SSUM-32 BrainChild Spectrum Ultra-Sensitive Minerals（复合矿物质） 32 盎司 $50.00  

SSUS-32 BrainChild Spectrum Ultra-Sensitive Combo 2（复合维生素） 2 - 32 盎司 $99.00  
ZNCL BrainChild LiquiZinc （液态锌补充剂） 1 夸脱 $42.00  

植 物 提 取物  

特 殊 产 品  

解 毒 剂  

BrainChild 公司系列产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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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代号 产品名称 数量 价格（美元） 
 

   

AFMS Authentic Foods  枫糖 8 盎司 $6.80  

AFPM Authentic Foods  薄烤饼 24 盎司 $7.50  

AFVP Authentic Foods  香草粉剂 3 盎司 $6.50  

COCO Omega Nutrition 椰子油 32 盎司 $15.00  

DARI DariFree  奶替代品（来源于马铃薯，原味） 可制 6 夸脱 $8.00  

DARI-C DariFree  奶替代品（来源于马铃薯，巧克力味） 可制 5 夸脱 $8.00  

EGCC Ener-G Foods  肉桂饼干 6 盎司 $7.00 

EGPZ Ener-G Foods  Wylde 脆饼干 8 盎司 $4.00 

ELSD Enjoy Life  Snickerdoodle 饼干（不含麸质/奶制品/大豆/稻米） 1 打 $5.00 

KCC Kinnikinnick 巧克力脆饼 6 盎司 $5.00 

KCSC kinniToos 巧克力奶油饼 8 盎司 $6.00 

PBCB Gorge Delights  梨子-酸果蔓条 40 克 $1.25 

PBPE Gorge Delights  梨子条 40 克 $1.25 

RPP Nutribiotic  稻米蛋白 （原味） 21 盎司 $18.00 

RPP-S Nutribiotic  稻米蛋白 （原味，试用装） 1 袋 $1.00 

RPV Nutribiotic  稻米蛋白 （香草味） 21 盎司 $18.00 

RPV-S Nutribiotic  稻米蛋白 （香草味，试用装） 1 袋 $1.00 

STEV Stevia（无糖甜味剂） 60 毫升 $14.00  

UPPC 蛋白粉（巧克力杏仁味） 948 克 $40.00  

UPPV 蛋白粉（天然香草味） 948 克 $40.00  

XGMP Spry  胡椒薄荷口香糖（含木糖醇） 10 片/包 $1.00  

XGMS Spry  荷兰薄荷口香糖（含木糖醇） 10 片/包 $1.00  

XYJB 越桔果酱 （不含糖） 10 盎司 $5.50  

XYKT 番茄酱（不含糖） 10 盎司 $5.00  

XYLI Xylo-Sweet  (木糖醇) 3 磅 $18.00  

XYSM 不含糖枫浆  8.5 盎司 $5.00  

 
   

CJMG Miracle Gel（沐浴露，仙人掌中提取） 8 盎司 $6.00  

CJOP-6 户外驱蚊剂 6 盎司 $7.00 

DEOL Nutribiotic 除臭剂 –薰衣草香型 2.6 盎司 $5.00 

DEOU Nutribiotic 除臭剂- 无味型 2.6 盎司 $5.00 

XNSL Xlear 滴鼻液 1.5 盎司 $14.00  

XTHP Spry 牙膏（含木糖醇，不含糖和氟） 4 盎司 $5.00  

UVS-7 防晒霜 SP+30 7 盎司 $28.00 

 
 

食 品  /  烹 饪  

日 常 生 活用 品  



 

 

Nutritional Support Starter Package  



全面营养套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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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营养套餐  

( Nutritional Support Starter Package) 

- 钙镁咀嚼片 
-基础营养添加物 
-抗氧化剂 
- Carlson’s 鳕鱼肝油 
- 吡啶甲酸锌 

产品代号: 包装: 价格: 

NSSP 1 pack 套装价格：= $120.00 
(分开购买：$ 126.00) 

 
 

新里程公司采用独特的方式将 5 种营养品组合成营养套装，使它们协调发挥作用，为两

岁以上有特殊问题或特殊需要的儿童提供营养支持。全面营养套餐（Nutritional Support 

Starter Package）尤其推荐给那些对小麦或乳制品过敏的儿童，为他们的生长发育和健康

提供 理想的全面的基础营养。这 5 种营养品都不含酵母、小麦、麸质、大豆蛋白、牛奶/

奶油和谷类。每个包装的产品可以服用三个月，价格 120 美元。 

 

钙镁咀嚼片( 250片) 

对麸质或酪蛋白禁食的人必须补充钙。适量水平的钙是维持健康的骨骼、牙齿、心脏、

肌肉、血液凝集素和免疫功能所必需的。镁也是一种必需矿物质，可以促进钙的吸收、细胞

的新陈代谢及维持健康的身体机能。体内缺镁可以引起食欲差、焦虑、神经错乱、虚弱、疲

劳、混乱、睡眠失调、肌肉痉挛和抽搐等症状。本品添加了木糖醇（一种天然健康的糖类添

加剂），味道甜美。每片含 330 毫克柠檬酸钙和 50 毫克甘氨酸镁。对于那些因禁食而不能

吸取到足够钙的儿童，推荐每天服用 3 片，或遵医嘱。 
 
营养成分表 
 

计量单位: 3 片 %DV 
每瓶所含计量单位数: 83  
每片含量   

 

• 钙 (柠檬酸盐) 333 mg 33% 
• 镁 (甘氨酸镁) 50 mg 13% 

 

其它成分：纤维素，木糖醇，果糖，β－胡萝卜素，天然橙－香草调味剂和植物硬脂酸盐  
+ 本公司还提供其它类型的钙镁补充剂，包括胶囊和粉剂等。 
 
基础营养添加剂（180 粒胶囊） 

有特殊需要的孩子经常出现挑食、食欲差等现象，并且会有消化和吸收不良等问题，从

而造成体内维生素 B 和矿物质缺乏。新里程公司的基础营养添加剂可以提供丰富的维生素 B
和矿物质，不含铜，也适于那些避免摄取过量铜的儿童服用。本品需要和鱼肝油配合服用，



全面营养套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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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肝油中含有易于吸收的天然的维生素 A 和 D，所以基础营养添加剂里不含维生素 A 和

D。另外，本品还添加了牛磺酸和甘氨酸，有助于排除体内毒素，促进中枢神经系统发育。 
 
营养成分表 
 

计量单位: 2 粒胶囊  
每个包装所含计量单位数: 90  
每粒胶囊含量  %DV 

 

维生素 B1 (盐酸硫胺素) 20 mg 1,333% 
核黄素(维生素 B2) 20 mg 1,176% 
烟酸(烟酰胺) 40 mg 200% 
维生素 B6(盐酸吡哆胺) 20 mg 1,000% 
甲酰四氢叶酸 (钙盐) 400 mcg 100% 
维生素 B12(甲基钴胺素) 200 mcg 3,333% 
维生素 H 200 mcg 67% 
泛酸(钙盐) 50 mg 500% 
碘（海藻中提取） 150 mcg 100% 
镁（柠檬酸盐） 100 mg 25% 
硒（螯合氨基酸盐） 50 mcg 71% 
锰（柠檬酸盐） 2 mg 100% 
铬 (多聚烟酸盐, 铬素) 50 mcg 42% 
钼 (螯合氨基酸盐)  50 mcg 67% 
钾  (螯合氨基酸盐)  45 mg 1% 
甘氨酸 100 mg * 
L-牛磺酸  100 mg * 
 

其它成分: 天然植物包衣, 植物硬脂酸盐和硅酸. 
 
抗氧化剂胶囊（180 粒） 

该产品含维生素 C、E，β－胡萝卜素，葡萄种子提取物，N－乙酰基半胱氨酸，松树皮

提取物等有效抗氧化成份，能增强人体细胞和免疫系统对环境毒素及胁迫的抵抗能力。对于

那些特殊需要的儿童来说，服用抗氧化剂尤其重要，它能够有效支持和保护自身免疫和解毒

系统。 
 
营养成分表 
 

计量单位: 2粒胶囊  
每个包装所含计量单位数: 90  
Amount Per Serving  %DV 

 

• 维生素 A (100% 天然胡萝卜素和类胡萝卜素提取物) 3,000 IU 60% 
• 维生素 C  (抗坏血酸盐) 250 mg 417% 
• 维生素 E  (d-α生育酚/生育酚和三烯生育酚) 100 IU 333% 
• 钙(抗坏血酸盐) 16 mg 2% 
• 镁  (抗坏血酸盐) 10 mg 3% 
• 葡萄种子提取物 20 mg - 
• N-乙酰基 L-半胱氨酸 15 mg - 
• 松树皮提取物 (OPC-85)   

 

其它成分 :纤维素和植物硬脂酸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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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16 
Toll Free: (877) 575-2467  www.nbnus.com 

Carlson’s 鳕鱼肝油– 原味或柠檬口味(500 ml) 
 

Carlson实验室提供的优质液体鳕鱼肝油，提取自挪威深海鳕鱼，不含任何污染物（包括重金属和
PCB）。其中添加了天然柠檬香料，口味极佳。Mary Megson博士的研究表明，鳕鱼肝油中的维生素A有助
于维持正常的视力、行为、意识和免疫功能。鳕鱼肝油中还含有维生素D，如果儿童没有吸收足够的奶制
品或晒太阳太少，就会造成体内维生素D缺乏。Carlson实验室提供的液体鳕鱼肝油含有丰富的Omega-3脂
肪酸（DHA和EPA）。在许多儿童和成人体内往往缺乏Omega-3脂肪酸。保持体内充足的Omega-3脂肪酸含
量对身体健康非常重要，一旦体内Omega-3脂肪酸缺乏，有可能导致皮肤病、肠道损伤、认知能力差、疼
痛、肌肉弹性差、免疫力降低、炎症等。 
 
营养成分表 
 

计量单位: 1 茶匙  
每个包装所含计量单位数: 100  
每茶匙含量  %DV 

 

• 维生素 A 1250 IU 20 to 25% 
• 维生素 D 500 IU 100 to 120% 
• 维生素 E 1 IU 30% 
• Omega-3 脂肪酸: 1,600 mg - 
• DHA (二十二碳六烯酸) 550 mg - 
• EPA (二十碳五烯酸) 500 mg - 
• ALA (α-亚麻酸) 50 mg  

 

其它成分: 天然柠檬香料 (仅在柠檬口味包装中添加). 
 
注：未经 FDA 评定，该产品不可用于诊断、治疗及预防疾病等方面。 
 
吡啶甲酸锌 (60 粒) 

人体维持免疫系统的正常功能离不开锌元素。锌作为一种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可参与

300多种酶的催化活性，涉及到人体内绝大多数的代谢途径。几乎每一个免疫系统中，都需

要锌的参与。在特殊需要和免疫功能紊乱的儿童中，锌缺乏是非常普遍的现象。适量的锌有

利于维持正常的免疫系统，促进伤口愈合。锌是组织生长中的必需物质，在胎儿发育和儿童

生长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锌缺乏的主要症状表现为睡眠失调、腹泻、厌食、皮肤病、行

为问题、伤口难以愈合及慢性感染等。 
人体可利用吡啶甲酸来吸收和转运某些矿物质，新里程公司的吡啶甲酸锌具有超强的吸

收能力。 
 
推荐剂量: 每天1/ 2或1粒，或在健康专家指导下服用。锌可以随餐同服， 好与钙分开服用。 

营养成分表 

计量单位 1 粒 %DV 

每个包装所含计量单位数 60   

锌 (来自于 250 mg 吡啶甲酸锌) 50 mg 333% 

* 每日的摄取值(DV)尚未确定 

其它成分: 纤维素, 白明胶（胶囊）和植物硬脂酸盐 

本品不含： 酵母, 玉米, 麸质, 大豆, 乳糖, 糖 或其它甜味剂, 人工色素, 或防腐剂 
.注：未经 FDA 评定，该产品不可用于诊断、治疗及预防疾病等方面。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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蒜硫胺素（Allithiamine）  
维生素 B1 (TTFD) 

产品代号: 包装： 价格: 

ALLI-250 250 粒 $52.00 
 

   

 
蒜硫胺素（二硫氢糠基硫胺，TTFD）是一种从大蒜中发现的脂溶性的维生素 B1，比水

溶性的维生素 B1 有更好的生物学功能。摄取高糖食品、加工食品、咖啡因、蔗糖、抗生素

和其它药物以及明显的胃肠系统紊乱都将消耗维生素 B1。维生素 B1 在糖代谢、神经传导和

传输、能量转化和氧代谢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功能。Derrick Lonsdale 的研究表明蒜硫胺素具有

体内解毒功能。 
 
推荐剂量： 每天一粒或多粒，或在健康医生指导下服用  
 
每粒胶囊包含:  
 

营养成分表 

计量单位 1 粒 %DV 

每个包装所含计量单位数 250  

钙 (磷酸盐) 75 mg 8% 

硫胺 (TTFD) 37 mg 2467% 

磷 (钙盐) 58 mg 6% 

TTFD (蒜硫胺素) 50 mg * 

* 每日的摄取值(DV)尚未确定. 

其它成分: 微晶 纤维素, 硬脂酸镁, 二氧化硅 
 
本品不含： 酵母, 麸质, 大豆, 牛奶/奶制品, 玉米, 钠, 糖, 淀粉, 人工色素, 防腐剂或调味剂. 
 
 
注：未经 FDA 评定，该产品不可用于诊断、治疗及预防疾病等方面。  
 
 



维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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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营养添加剂 

（Basic Nutrients Plus）  
产品代号: 包装： 价格: 

BNP 180 粒 $24.00  

   

 
 

有特殊需要的孩子经常出现挑食、食欲差等现象，并且会有消化和吸收不良等问题，从

而造成体内维生素 B 和矿物质缺乏。新里程公司的基础营养添加剂可以提供丰富的维生素 B
和矿物质，不含铜，也适于那些避免摄取过量铜的儿童服用。本品需要和鱼肝油配合服用，

鱼肝油中含有易于吸收的天然维生素 A 和 D，所以本基础营养添加剂中不包含维生素 A 和

D。另外，因为本品还添加了牛磺酸和甘氨酸，可以排除体内毒素，促进中枢神经系统发

育。 
 
 
推荐剂量: 每天2 -3 粒，吞服或与水和食物混合服用；或在健康专家指导下服用 
 
 
 
营养成分表 

计量单位 2 粒 %DV 

硫胺 (盐酸硫胺, 维生素 B-1) 20 mg 1,333% 

核黄素 (维生素 B2) 20 mg 1176% 

烟酸（烟酰胺） 40 mg 200% 

维生素 B-6 (盐酸吡哆醇) 20 mg 1,000% 

甲酰四氢叶酸 (钙盐) 400 mcg 100% 

维生素 B-12 (甲基钴胺素) 200 mcg 3333% 

维生素 H 200 mcg 67% 

泛酸 (钙盐) 50 mg 500% 

碘 (海藻中提取) 150 mcg 100% 

镁 (柠檬盐) 100 mg 125 

硒 (氨基酸螯合物) 50 mcg  71% 

镁 (柠檬酸盐) 2 mg  100% 

铬 (铬伴侣) 50 mcg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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钼 (氨基酸螯合物) 50 mcg  67% 

钾 (氨基酸螯合物) 45 mg 1% 

甘氨酸 100 mg * 

L-牛磺酸 100 mg * 

* 每日的摄取值(DV)尚未确定. 
 
本品不含： 酵母, 麸质, 蛋类, 大豆, 牛奶/奶制品, 玉米, 钠, 糖, 淀粉, 人工色素, 防腐剂或调味

剂. 

注：未经 FDA 评定，该产品不可用于诊断、治疗及预防疾病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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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酰四氢叶酸（Folinic Acid） 
产品代号: 包装： 价格: 

FOLN 120 粒 $9.00 

    

 
甲酰四氢叶酸是人体生长发育和细胞分裂所必需的水溶性的B族维生素。 它参与人体内

的碳素代谢、氨基酸转化以及血细胞发育等过程。甲酰四氢叶酸比叶酸更容易运输到中枢神

经系统，在体内半衰期更长，代谢活性更强。此外，甲酰四氢叶酸还具有催化辅酶形成的能

力，而叶酸几乎没有这方面的功能。 
在三甲基甘氨酸（TMG）和维生素B12的共同作用下，甲酰四氢叶酸可以促进同型半胱

氨酸转化为甲硫氨酸。 
 
推荐剂量: 每天 1 – 4 片，或在健康专家指导下服用 
 
 

营养成分表 

计量单位 1 粒 %DV 

每个包装所含计量单位数 120  

甲酰四氢叶酸 400 mcg * 

* 每日的摄取值(DV)尚未确定. 

其它成分: 天然植物包衣, 硬脂酸镁和微晶纤维素.  

 
本品不含： 酵母, 麸质, 大豆, 牛奶，奶制品, 玉米, 钠, 糖, 淀粉, 人工色素, 防腐剂或调味剂. 

 

注：未经 FDA 评定，该产品不可用于诊断、治疗及预防疾病等方面。 

 
 



维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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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基钴胺素（Methylcobalamin） 
维生素 B-12, 含服 

产品代号: 包装： 价格: 

VB12 30 ml $8.00 
 

   

 
 

甲基钴胺素（甲基B12）是维生素B12家族中的一种，在体内比其它形式的维生素B12
更易吸收和利用。人体需要足够的维生素B12保护神经组织和维持髓磷脂壳（包围在神经末

梢的一种结构物质）的功能。 在三甲基甘氨酸（TMG）和叶酸的共同作用下，维生素B12
可以促进同型半胱氨酸转化为甲硫氨酸。 

维生素B12具有多项功能：食物消化、吸收和蛋白质合成所必需；具有防止贫血的作

用；有利于脂肪和糖类的代谢；促进细胞分化，延长细胞周期；促进健康红细胞的形成和神

经组织的发育。 
新里程公司的甲基钴胺素液体补充剂口感好，吸收率高，可取代皮下注射补充维生素

B12的方法。 
 
推荐剂量: 每天1毫升（1滴管）或在医生指导下服用 
      为获得 佳效果，建议吞下前在嘴里含1分钟。对于儿童，建议每次滴几滴本品至舌

下，有利于吸收。 
 
 
 

营养成分表 

计量单位 1ml  

每个包装所含计量单位数 30  %DV 

甲基钴胺素 1000 mcg 16667% 

* 每日的摄取值(DV)尚未确定 

其它成分: 纯水, 甘油, 聚山梨醇酯 80, 肉桂和酸果蔓调味剂,安息香酸钠和安息香酸 

 
本品不含：  淀粉, 盐, 小麦, 麸质, 色素和 奶制品  
注：未经 FDA 评定，该产品不可用于诊断、治疗及预防疾病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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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lson’s 维生素 B-6 50 mg 
产品代号: 包装： 价格: 

VB6 100 片. $6.00 

    

 
 

维生素B6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维生素，可以调节蛋白质和必需脂肪酸的代谢，在食物转

化为能量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维生素B6的其它功能还包括：支持免疫系统产生抗体、

促进健康血红细胞的形成、激活酶的活性、调节钠/钾平衡、促进维生素B12的吸收、维持神

经系统和大脑的正常功能。 
 
推荐剂量: 每天1片或在健康专家指导下服用 
 
 
 

营养成分表 

计量单位 1 片  

每个包装所含计量单位数 100  %DV 

维生素 B-6 (盐酸吡哆醇)  50 mg 2500% 

* 每日的摄取值(DV)尚未确定. 

其它成分:磷酸氢钙, 纤维素, 硬脂酸和硬脂酸镁. 
 
本品不含： 酵母, 玉米, 麸质, 大豆, 乳糖, 糖 或其它甜味剂, 人工色素, 或防腐剂. 

 

注：未经 FDA 评定，该产品不可用于诊断、治疗及预防疾病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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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生素 C 咀嚼片 

（Chewable Vitamin C） 
产品代号: 包装： 价格: 

VITC 100 片. $7.00  

   

 
 

对于特殊需要的儿童而言，维生素C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补充剂，可以促进免疫系统行使

正常功能。维生素C是 有效的抗氧化剂，能有效保护眼睛、肺、血液以及免疫系统免受放

射性损伤，抑制假丝酵母的生长，促进损伤肠道的康复。此外，维生素C还在肉碱、血液中

复合胺和某些神经传递素（包括降肾上腺素）的生物合成中起重要作用。 
 

新里程公司的维生素C咀嚼片口味好，容易被胃和牙釉质吸收。 
 
推荐剂量: 
 

1－6 岁儿童 每天 1-2 片，分两次服用 
8 岁以上 每天 2-3 片，分两次服用 

 
 
 

营养成分表 

计量单位 1 片  

每个包装所含计量单位数 100 %DV 

钠 19 mg <1% 

总碳水化合物 1,155 mg <1% 

糖 995 mg * 

维生素 C (抗坏血酸盐缓冲剂型) 250 mg 2500% 

* 每日的摄取值(DV)尚未确定. 

其它成分: 抗坏血酸, 抗坏血酸钠, 果糖, 纤维素, 橙调味剂, 硅酸, 山梨醇和植物硬脂酸盐. 

 
 
本品不含： 酵母, 玉米, 麸质, 大豆, 牛奶/奶制品, 淀粉, 人工色素, 化学调味剂和防腐剂. 
 
注：未经 FDA 评定，该产品不可用于诊断、治疗及预防疾病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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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生素 C 粉  
（Vitamin C Powder “Electro-C” ）  

产品代号: 包装： 价格: 

 VITC-P 8 盎司. $13.00 

 
对于特殊需要的儿童来说，维生素C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补充剂，可以促进免疫系统行使

正常功能。维生素C是 有效的抗氧化剂，能有效保护眼睛、肺、血液以及免疫系统免受放

射性损伤，抑制假丝酵母的生长，促进损伤肠道的康复。维生素C还在肉碱、血液中复合胺

和某些神经传递素（包括降肾上腺素）的生物合成中起重要作用。 
NutriBiotic Electro-C维生素C粉富含维生素C和矿物质，其浓度高于任何食物中维生素C

和矿物质的含量，并且不含过敏原。本品将100％纯天然维生素C和天然矿物质电解液复合在

一起，形成抗坏血酸盐，这种形式的矿物质更利于吸收。添加了天然樱桃调味剂和泡腾剂，

可以作为饮料服用。 
 

推荐剂量：  
1-6 岁儿童 每天 1/4 茶匙,分两次以上服用 

8 岁以上 每天 1/2 茶匙,分两次以上服用 
 
 

营养成分表 
计量单位 1/2 茶匙  
每个包装所含计量单位数 181 %DV 
维生素 C 950 mg 1583% 
钙 62 mg 7% 
镁 31 mg 8% 
钾 12 mg 1% 
氯化物 11 mg * 
Stevia（甜味剂） 9 mg * 
钠 7 mg 1% 
硫酸盐 1 mg * 
锌 1 mg 6% 
* 每日的摄取值(DV)尚未确定. 
其它成分: 抗坏血酸, 碳酸钙, 碳酸镁, 碳酸氢钾, 天然樱桃调味剂, 氯化钠, stevia 和硫酸
锌. 

 
本品不含： 酵母, 玉米, 麸质, 大豆, 牛奶/奶制品, 淀粉, 人工色素, 人工香料 或防腐剂. 
注：未经 FDA 评定，该产品不可用于诊断、治疗及预防疾病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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螯合钙（Chelated Calcium） 
产品代号: 包装： 价格: 

CALC-180 180 片 $29.00 

 CALC-90 90 片 $17.00 

 
一些存在消化问题或对食物过敏的人（尤其是儿童）需要禁食，而禁食则可能导致体内

钙的不足，对这些人来说，额外补充钙以弥补钙的不足是极其重要的。钙除了维持骨骼和牙

齿正常功能之外，还在神经系统、血液和组织正常功能中发挥作用。保持体内足够的钙非常

重要，因为如果体内缺钙，那么骨骼中的钙就会流出来，满足身体其它功能的需要（包括神

经信号的传递、血液凝集、调节心率、维生素B12的吸收等）。本品为螯合态钙，钙离子被

氨基酸包围，结构非常稳定，在体内能够被更有效地吸收。 
 
 
推荐剂量: 每天2－4粒，分次服用，或在健康专家指导下服用。为了达到更好的吸收效果，

服用钙和锌补充剂应该至少间隔一小时。每日服用剂量如下：  
 

— 6-12 月婴儿 600 mg 
— 1-7 岁儿童: 1000 mg 
— 8 岁以上:  1200 mg 

 
 
营养成分表 

计量单位 2 粒胶囊 %DV 

每个包装所含计量单位数 45 或 90  

钙  
(羟磷灰石/Citrimal®/Buffered Chelazome®/ 天冬氨酸盐) 400 mg 46% 

其它成分: 天然植物包衣, 硬脂酸镁, 微晶 纤维素，二氧化硅 
 
本品不含： 酵母, 麸质,蛋类,花生, 牛奶/奶制品, 玉米, 钠, 糖, 淀粉, 人工色素, 防腐剂或调味剂. 

 

 

注：未经 FDA 评定，该产品不可用于诊断、治疗及预防疾病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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钙粉（Calcium Powder） 
产品代号: 包装： 价格: 

CALP 8 盎司 $23.00 

    

 
补充钙对于需要禁食麸质或酪蛋白的人来说非常重要。保持体内充足的钙量有利于健康

骨骼、牙齿的发育和心脏、肌肉、血液凝集及免疫系统的正常功能。新里程公司的钙粉每茶

匙含可吸收的柠檬酸钙250毫克，加入水或果汁形成“泡腾”饮料，孩子会非常喜欢。 
 
用法：将一茶匙钙粉与4盎司以上的水或稀果汁混合。可先加少量热水溶解，然后加入适量

的水或果汁调至适合的口味。也可加入1－2滴stevia（甜味剂），调至甜味。 
本品可以一次或分多次服用；可随餐服用亦可餐外服用。 

 
 
推荐剂量: 每天2 － 4 茶匙或在健康专家指导下服用。每天钙的摄取剂量如下： 
 

— 6-12 月婴儿 600 mg 
— 1-7 岁儿童:  1000 mg 
— 8 岁以上:  1200 mg 

 
 
营养成分表 

计量单位 1 茶匙 (5 ml) 

每个包装所含计量单位数 65 

柠檬酸钙 250 mg 

其它成分: 天然柠檬汁调味剂, 黄春菊 (花) 
 
本品不含： 酵母, 麸质, 大豆, 牛奶/奶制品, 玉米, 钠, 糖, 淀粉, 人工色素, 防腐剂或调味剂. 

 

注：未经 FDA 评定，该产品不可用于诊断、治疗及预防疾病等方面。  
 
 



矿物质营养 

 

 

 

 Page 31 
Toll Free: (877) 575-2467  www.nbnus.com 

钙镁咀嚼片 
（Calcium Chewable w/Magnesium） 

产品代号: 包装： 价格: 

CLMG 250 片 $26.00  

   

 
补充钙对于需要禁食麸质或酪蛋白的人来说非常重要。保持体内充足的钙量有利于健康

骨骼、牙齿的发育和心脏、肌肉、血液凝集及免疫系统的正常功能。镁也是一种必须物质，

它可以促进钙的吸收、细胞的新陈代谢及维持全面健康的身体机能。缺镁可以引起食欲差，

焦虑，神经错乱，虚弱、疲劳、混乱、睡眠失调、肌肉痉挛和颤搐等症状。这些咀嚼片添加

了木糖醇（一种天然健康的糖类添加剂），味甜。每片含330毫克柠檬酸钙和50毫克甘氨酸

镁。对于因禁食而不能吸收足够钙的儿童，推荐每天补充本品1000毫克。 
 

推荐剂量: 每天钙的摄取量： 
 

— 6-12 月婴儿 600 mg 

— 1-7 岁儿童:  1000 mg 

— 8 岁以上:  1200 mg 
 
 

营养成分表   
计量单位 1 Tablet %DV 
每个包装所含计量单位数 250  
钙(柠檬酸钙) 333 mg 33% 
镁 (甘氨酸镁) 50 mg 13% 
其它成分: 纤维素, 木糖醇, 果糖, beta-胡萝卜素, 天然橙-香草调味剂和植物硬脂酸盐 

 

 
本品不含： 酵母, 麸质, 大豆, 牛奶/奶制品, 玉米, 钠, 糖, 淀粉, 人工色素, 防腐剂或调味剂. 
 
注：未经 FDA 评定，该产品不可用于诊断、治疗及预防疾病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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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矿物质 

（螯合伴侣，Chelate-Mate™） 
产品代号: 包装： 价格: 

CMTE 16 盎司 $45.00  

   

 
新里程公司的营养品Chelate-Mate™是一种含有多种矿物质离子的复合浓缩液，易于被

人体吸收利用，不含铜和铁。离子态的矿物质容易被身体识别和吸收，在细胞内能够被更好

的利用。一些特殊的孩子因禁食、食欲差、或进行螯合治疗，会导致体内矿物质缺乏。本品

专为这些特殊需要的孩子设计，以满足他们对矿物质的需求。Chelate-Mate™是螯合治疗的

首选矿物质替代品，也可作为日常矿物质补充剂使用。 
为什么补充矿物质对身体非常重要？由于大量使用化肥，土壤养分的流失，以及现代化

的食品加工工艺等因素，导致日常食物中缺乏足够的矿物质（和维生素），所以必需额外补

充矿物质。矿物质是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是酶和维生素行使正常功能的催化剂，这些功能

包括： 
 

 神经信号的传导 
 血液凝结 
 血液和骨骼形成 
 正常神经功能 
 平衡体液成分 
 氧化反应 
 调节肌肉组织 

 
Chelate-Mate™含有水溶性的矿物质，它们以埃级（1微米的万分之一）形式存在于超

纯水中，无需消化即可被细胞吸收，这个过程就像植物从土壤中直接吸收矿物质一样。 
 
为什么新里程公司的营养品Chelate-Mate™不含钙？ 

在胃肠表面，各种矿物质之间相互竞争结合位点，钙能够抑制锌和镁的吸收。由于必需

矿物质的选择性吸收非常重要（尤其对于那些正在禁食和螯合治疗的人），谨慎分析这些矿

物质的组合和剂量尤为重要。Chelate-Mate™不添加钙元素，目的就是为了优化其它必需矿

物质（锌、镁、铬、锰、硒、钼等）的吸收。钙可以与这些矿物质分开服用（或与少量镁一

起服用），以便钙也能更充足的被身体吸收和利用。 
 
推荐剂量:  

成人： 取一茶匙(1/2 盎司)溶于水或果汁，或根据医生指导服用 
儿童: 取 1/2 茶匙(1/4 盎司)溶于水或果汁，或根据医生指导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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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成分表 

计量单位 
4 岁以下儿童 

¼ 盎司 (1/2 茶
匙) 

 
%DV 四岁以上至成人 

½  盎司 (1 茶匙) %DV 

每个包装所含计量单位数 64  32  

碘 50 mcg 72% 100 mcg 67% 

镁 25 mg 13% 50 mg 13% 

锌 7.5 mg 98% 15 mg 98% 

硒 50 mcg 143% 100 mcg 143% 

镁 1.5 mg 150% 3 mg 150% 

铬 25 mcg 42% 50 mcg 42%- 

钼 25 mcg 67% 50 mcg 67% 

钾 12.5 mg <1% 25 mg <1% 

硼 25 mcg * 50 mcg * 

钒 10 mcg * 20 mcg * 

* 每日的摄取值(DV)尚未确定. 

其它成分: 超纯水和山梨酸钾 (保鲜剂). 
 
本品不含： 酵母, 麸质, 大豆, 奶制品, 玉米, 糖, 人工色素, 防腐剂或调味剂. 

注：未经 FDA 评定，该产品不可用于诊断、治疗及预防疾病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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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体锂（Lithium Liquid） 
产品代号: 包装： 价格: 

LITH 50 ml $25.00 

 
   

 
Lifeline Elements公司提供易溶于水和果汁的高浓度离子态锂液补充剂。该产品容易被

机体识别和吸收，在细胞内能够被更好的利用。 
锂是存在于自然界的碱性金属，我们可以从日常的饮食中摄取到锂，这些食物包括奶制

品、蛋类、鱼类、马铃薯和蔬菜等。自来水中也含有微量的锂。在医学上，高剂量的锂（成

人每天900毫克以上）可用于治疗狂躁、抑郁、行为异常、自伤行为和攻击行为。有研究表

明，如果饮用水中锂的含量偏低，该地区暴力犯罪的频率往往较高。这项研究意味着服用低

剂量的锂对于改善人的行为很有益。锂影响人的行为的生化机制非常复杂，涉及到多种酶、

荷尔蒙和维生素的功能及其相互作用、以及生长发育和转化因子。锂还可以诱导大脑中的神

经因子，保护大脑免受兴奋毒素如谷氨酸酯的损害。另外还有研究表明，锂能够刺激大脑干

细胞的分裂。头发中锂的含量是监测饮食中锂摄取的一个很好的指标。Jim Adams研究了不

同人群的头发中矿物质含量，发现在自闭症儿童及其母亲的头发中，锂的含量显著偏低。当

地饮用水中的锂是日常饮食中锂的主要来源，过多饮用纯净水有可能导致体内锂的缺乏。锂

缺乏的症状主要包括注意障碍（ADD）、抑郁、攻击性、不育、情绪不稳及生长缓慢。 
 
 
推荐剂量: 成人每天10滴，儿童每天3－5滴，水或果汁送服；不可空腹服用，用前请摇 。 
 
 
 

营养成分表 

计量单位 10 滴 (0.50 ml)  

每个包装所含计量单位数 100 %DV 

锂  500 mcg *  

其它成分: 纯净水. 
 
 
本品不含： 酵母, 玉米, 麸质, 大豆, 牛奶/奶制品, 玉米, 淀粉 人工色素或防腐剂. 

注：未经 FDA 评定，该产品不可用于诊断、治疗及预防疾病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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螯合镁（Chelated Magnesium） 
产品代号: 包装： 价格: 

MAGC-120 120 粒 $23.00 

 MAGC-60 60 粒 $14.00 

 
 

镁是身体发育所需的必需矿物质，可促进体内钙的吸收，细胞的新陈代谢及维持全面健

康的身体机能。镁缺乏可导致食欲差、焦虑、神经混乱、虚弱、疲劳、睡眠失调和肌肉痉挛

或颤搐等症状。新里程公司的螯合镁补充剂含有螯合态矿物质，与氨基酸结合，结构非常稳

定，在体内能够被有效吸收。 
 
推荐剂量: 每天2－4粒，分次服用，或在健康专家的指导下服用*。 

本品可以一次或分多次服用；可随餐服用亦可餐外服用。 
镁的推荐使用剂量： 

 
1-4 岁 每天 125 - 250mg 
5-10 岁 每天 250 - 400mg 
10 岁以上 每天 500+ mg 

 
*建议开始服用时剂量略微减少，一周后提高到推荐服用的剂量。如果出现稀便或腹泻，建

议减少剂量至肠胃蠕动正常。 
 
 
 

营养成分表 

计量单位 2 粒 %DV 

每个包装所含计量单位数 30  

柠檬酸镁（Chelazome®） 250 mg 62% 

其它成分: 天然植物包衣, 硬脂酸镁 和 微晶 纤维素. 
 
本品不含： 酵母, 麸质, 大豆, 牛奶/奶制品, 玉米, 钠, 糖, 淀粉, 人工色素, 防腐剂或调味剂. 

注：未经 FDA 评定，该产品不可用于诊断、治疗及预防疾病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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镁粉（Magnesium Powder） 
产品代号: 包装： 价格: 

MAGP 8 盎司 $23.00 

    

 
 
镁是身体发育所需的必需矿物质，可促进体内钙的吸收、细胞的新陈代谢及维持全面健康

的身体机能。镁缺乏可导致胃口差、焦虑、神经混乱、虚弱、疲劳、睡眠失调和肌肉痉挛或

颤搐等症状。新里程公司的镁粉补充剂每茶匙含有250毫克可吸收的柠檬酸镁，可与水或果

汁一起服用。 
 
用法：将半茶匙到一茶匙镁粉与4盎司以上的水或稀果汁混合。可先加少量热水溶解，然后

加入适量的水或果汁至适合的口味。也可加入1－2滴stevia（天然甜味剂）调至甜味。 
 
本品可以一次或分多次服用；可随餐服用亦可餐外服用。 
建议镁的服用剂量为： 
 

1-4 岁 每天 125 - 250mg 
5-10 岁 每天 250 - 400mg 
10 岁以上 每天 500+ mg 

 
建议开始服用时剂量略微减少，一周后提高到推荐服用的剂量。如果出现稀便或腹泻，建议

减少剂量至肠胃蠕动正常。 
 
  
1 茶匙 含有: 
 

营养成分表 

计量单位 1 茶匙 %DV 

每个包装所含计量单位数 100  

镁 (柠檬酸镁) 250 mg 63% 

其它成分: 天然柠檬汁调味剂，绿茶提取物（叶）， Oxyphyte®  标准白茶提取物 (叶). 
 
本品不含： 酵母, 麸质, 大豆蛋白, 牛奶/奶制品, 玉米, 钠, 糖, 淀粉, 人工色素, 防腐剂或调味剂. 

 

注：未经 FDA 评定，该产品不可用于诊断、治疗及预防疾病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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钼 
产品代号: 包装： 价格: 

MLBD 100 片 $8.00 

    

 
钼是在植物和动物组织中存在的微量矿物质。它是许多酶的辅助因子，参与体内蛋白质合成和代

谢。钼有助于脂肪和糖类的代谢，同时参与肝脏对于亚硫酸盐和防腐剂的解毒过程。此外，钼在硫的代

谢和铁的利用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新里程公司的钼以螯合态形式存在，周围结合着氨基酸，结

构稳定，能够被人体有效的吸收。 
钼通过阻止铜的吸收维持体内铜/锌比例平衡。Pfeiffer 治疗中心的William Walsh 博士研究表明：在

行为异常的人体内钼含量异常。强烈推荐在健康专家指导下补充适量的钼。 
 
推荐剂量: 每天1/2 到1片，或在健康专家指导下服用。 
 
 
 

营养成分表 

计量单位 1 片 %DV 

每个包装所含计量单位数 100   

钼 (氨基酸螯合物) 250 mcg 333% 

其它成分: 纤维素, 硬脂酸, 硬脂酸镁, 硅酸和药品级釉衣 
 
 
 
本品不含： 酵母, 玉米, 麸质, 大豆, 乳糖, 糖 或其它甜味剂, 人工色素或防腐剂 

 

注：未经 FDA 评定，该产品不可用于诊断、治疗及预防疾病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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螯合硒（Chelated Selenium） 
产品代号: 包装： 价格: 

SELC 90 粒 $12.00 

    

 
 

硒是一种强抗氧化剂，在抗氧化剂酶-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的催化活性中具有重要功能，而谷胱甘肽

过氧化物酶是防止细胞表面免受自由基损伤的 重要的因子。在许多慢性疾病人体内表现为硒含量低。

在日常饮食中，硒主要来源于奶制品和全麦食品，如果膳食中缺少这两类食品，就会导致硒的缺乏。人

体中的免疫系统和解毒过程也需要适量的硒参与。此外，硒对视力、肝脏功能、心脏和皮肤健康均有影

响。新里程公司的螯合硒每粒含大约200微克的硒。为了提高硒的吸收效率， 好在服用维生素C前30分

钟或两小时后服用硒补充剂。 

 

推荐剂量: 每天1/2 到1粒，或在健康专家指导下服用。 
 
 

营养成分表 

计量单位 1 粒  

每个包装所含计量单位数 90 %DV 

硒 (螯合态) 200 mcg 286% 

其它成分: 天然植物包衣, 硬脂酸镁 和 微晶 纤维素. 
 
本品不含： 酵母, 玉米, 麸质, 大豆, 牛奶/奶制品, 玉米, 淀粉 人工色素或防腐剂. 

注：未经 FDA 评定，该产品不可用于诊断、治疗及预防疾病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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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体硒（Selenium Liquid） 
产品代号: 包装： 价格: 

SELL 2 盎司 $9.00 

    

 
 

硒是一种强抗氧化剂，在抗氧化剂酶－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的催化活性中具有重要功能，而谷胱甘

肽过氧化物酶是防止细胞表面免受自由基损伤的 重要的因子。在许多慢性疾病人体内表现为硒含量

低。在日常饮食中，硒主要来源于奶制品和全麦食品，如果膳食中缺少这两类食品，就会导致硒的缺

乏。人体中的免疫系统和解毒过程也需要适量的硒参与。此外，硒对视力、肝脏功能、心脏和皮肤健康

均有影响。新里程公司的硒液每5滴含大约250微克的硒。 

 

 

推荐剂量: 每天2－5滴或在健康专家指导下服用。 

本品可直接滴在嘴里，也可与水或食物混在一起服用。为达到 好吸收效果，请在服用维生素C前30分钟

或两小时后服用硒补充剂。 
 
 
 
 

营养成分表 

计量单位 5 滴 (0.75 ml)  

每个包装所含计量单位数 90 %DV 

硒 (螯合态) 250 mcg 286% 

其它成分: 纯净水. 
 
本品不含： 酵母, 玉米, 麸质, 大豆, 牛奶/奶制品, 玉米, 淀粉 人工色素或防腐剂. 

 

注：未经 FDA 评定，该产品不可用于诊断、治疗及预防疾病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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螯合锌（Chelated Zinc） 
产品代号: 包装： 价格: 

ZNCC 60 粒 $14.00 

    

 
在人体免疫系统的正常功能中离不开锌元素。锌作为一种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可参与

300多种酶的催化活性，涉及到人体内绝大多数的代谢途径。几乎每一个免疫系统中，都需

要锌的参与。在有特殊需要和免疫功能紊乱的儿童中，锌缺乏是非常普遍的现象。适量的锌

有利于维持正常的免疫系统，促进伤口愈合。锌是组织生长中的必需物质，在胎儿发育和儿

童生长过程发挥着重要作用。锌缺乏的主要症状表现为睡眠失调、腹泻、厌食、皮肤病、行

为问题、伤口难以愈合及慢性感染等。新里程公司的螯合锌以螯合态形式存在，周围结合着

氨基酸，结构稳定，能够被人体有效的吸收。 
 
 
推荐剂量: 每天1/2 到1粒，或在健康专家指导下服用。 本品可随餐服用，但 好与钙分开服

用。 
 
 
每粒胶囊包含: 
 

营养成分表 

计量单位 1 粒 %DV 

每个包装所含计量单位数 90  

锌 (Chelazome®) 54 mg 360% 

其它成分: 天然植物包衣, 硬脂酸镁和微晶 纤维素 

 
本品不含： 酵母, 玉米, 麸质, 大豆, 乳糖, 糖 或其它甜味剂, 人工色素, 或防腐剂. 

 

注：未经 FDA 评定，该产品不可用于诊断、治疗及预防疾病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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锌离子补充液（Liquid Ionic Zinc） 
产品代号: 包装： 价格: 

ZNCI 50 ml $20.00 

    

 
 

Lifeline Elements公司提供浓缩型锌离子补充液，易溶于水和果汁，容易被机体识别和

吸收，在细胞内能够被更好的利用。 
人体对矿物质的利用主要取决于其大小和溶解度，如果矿物质颗粒能够足够小，那么它

们就不必经过消化过程形成更小的颗粒，而是直接被身体吸收。矿物质吸收的 关键问题是

确保这种矿物质是以离子态形式存在的。矿物质只有游离于基质之外，才能被机体识别和吸

收。 
人体维持免疫系统的正常功能离不开锌元素。锌作为一种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可参与

300多种酶的催化活性，涉及到人体内绝大多数的代谢途径。在特殊需要和免疫功能紊乱的

儿童中，锌缺乏是非常普遍的现象。适量的锌有利于维持正常的免疫系统，促进伤口愈合。

锌是组织生长中的必需物质，在胎儿发育和儿童生长过程发挥着重要作用。锌缺乏的主要症

状是睡眠失调、腹泻、厌食、皮肤病、行为问题、伤口难以愈合及慢性感染等。 
 
推荐剂量: 每天10滴，与水或果汁同服，或者在健康专家的指导下服用 
锌可以随餐同服，但 好与钙分开服用。 使用前请摇 。 
 
 
 

营养成分表 

计量单位 10 滴 (0.50 ml)  

每个包装所含计量单位数 100 %DV 

锌 15 mg *  

其它成分: 纯净水. 
 

本品不含： 酵母, 玉米, 麸质, 大豆, 牛奶/奶制品, 玉米, 淀粉 人工色素或防腐剂. 
注：未经FDA评定，该产品不可用于诊断、治疗及预防疾病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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吡啶甲酸锌（Zinc Picolinate） 
产品代号: 包装： 价格: 

ZNCP 60 粒 $13.00 

    

 
 

人体维持免疫系统的正常功能离不开锌元素。锌作为一种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可参与

300多种酶的催化活性，涉及到人体内绝大多数的代谢途径。几乎每一个免疫系统中，都需

要锌的参与。在特殊需要和免疫功能紊乱的儿童中，锌缺乏是非常普遍的现象。适量的锌有

利于维持正常的免疫系统，促进伤口愈合。锌是组织生长中的必需物质，在胎儿发育和儿童

生长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锌缺乏的主要症状表现为睡眠失调、腹泻、厌食、皮肤病、行

为问题、伤口难以愈合及慢性感染等。 
人体可利用吡啶甲酸来吸收和转运某些矿物质，新里程公司的吡啶甲酸锌具有超强的吸

收能力。 
 
 
推荐剂量: 每天1/ 2或1粒，或在健康专家指导下服用。锌可以随餐同服，但 好与钙分开服

用。 
 
 
 

营养成分表 

计量单位 1 粒 %DV 

每个包装所含计量单位数 60   

锌 (来自于 250 mg 吡啶甲酸锌) 50 mg 333% 

* 每日的摄取值(DV)尚未确定 

其它成分: 纤维素, 白明胶（胶囊）和植物硬脂酸盐 
 
本品不含： 酵母, 玉米, 麸质, 大豆, 乳糖, 糖 或其它甜味剂, 人工色素, 或防腐剂. 
 

注：未经 FDA 评定，该产品不可用于诊断、治疗及预防疾病等方面。 An 

 
 



 

 

Antioxidants 



抗氧化剂 
 

 
 

 

 

 Page 45 
Toll Free: (877) 575-2467  www.nbnus.com 

 

复合抗氧化剂（Antioxidant Formula） 

产品代号: 包装： 价格: 

ANTX 180 粒 $35.00 

    

 
新里程营养品复合抗氧化剂专门为保护健康细胞免受自由基和氧化剂的损伤而设计。当身体暴露

在有毒金属或化学品环境中时，体内正常代谢会产生不稳定的化学基团－自由基。自由基会攻击健康

细胞，引起各种疾病。特殊需要的儿童需要额外补充抗氧化剂以保护受到损伤的免疫和解毒系统。进

行化疗的人也需要补充抗氧化剂。 
 

复合抗氧化剂由多种具有很强抗氧化能力的物质组合而成，这些成分包括： 
 
天然β－胡萝卜素和类胡萝卜素：本产品中的天然β－胡萝卜素从盐藻（Dunaliella salina）中提取，类

胡萝卜素包括α－胡萝卜素，隐黄质和玉米黄质。β－胡萝卜素能够有效地淬灭一些有害的化学反应，

这些反应通常会损伤细胞结构（如细胞膜，核酸，酶）。只有当身体需要时，β－胡萝卜素才会转化成

维生素A，因而不会造成维生素A中毒。大量研究表明，β－胡萝卜素不仅是一种有效的抗氧化剂，而

且在正常的免疫系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一些水果、胡萝卜、甜土豆及一些绿叶蔬菜中均含有β－
胡萝卜素和类胡萝卜素。 

 
缓冲型维生素C：维生素C是一种很强的抗氧化剂，可以保护眼睛、肺、血液和免疫系统免受自由基的

损伤。维生素 C也可以抑制假丝酵母的生长，促进伤口和胃肠损伤的愈合。维生素C在体内解毒的初

始阶段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身体的多种组织中都存在解毒过程，但肝脏的解毒能力 强，当身体

暴露于毒性环境中时，就需要维生素C来启动解毒过程。如果长时间暴露于毒性环境中就可能导致体

内维生素C缺乏。缓冲型维生素C酸性较弱，对胃的刺激作用较小。 
 
复合维生素E和三烯生育酚：新里程公司的维生素E含有天然的维生素E异构体：d-alpha, d-beta, d-
gamma和d-delta 维生素E。多项研究表明复合型维生素E比单独d-alpha型维生素E更能阻止自由基，

预防疾病发生。三烯生育酚也是维生素E家族中的一种，一般认为它是一种比维生素E更好的抗氧化

剂。维生素E除了在正常的免疫功能中发挥重要作用外，还可以保护肝脏和其它组织免受汞、铅以及

其它有毒化学物质的损伤。 
 
N-乙酰基-L-半胱氨酸：N-乙酰基-L-半胱氨酸（NAC）是半胱氨酸的前体，在肠道中很容易吸收，当

体内缺乏谷胱甘肽时，N-乙酰基-L-半胱氨酸可以转化为谷胱甘肽。对于特殊需要的儿童来说，充足的

谷胱甘肽可以保证他们维持体内的免疫和解毒系统。 
 
葡萄种子萃取物：葡萄种子萃取物来源于红葡萄的种子（或葡萄皮），富含类黄酮等。  

 
松树皮萃取物(OPC-85)：OPC-85是从欧洲沿海的松树皮中提取的天然的抗氧化剂。OPC-85纯度高，无

毒，具有完全的生物活性，无残渣。 
 
葡萄种子萃取物和松树皮萃取物(OPC-85)都含有丰富的花青素原。花青素原是已发现的 有效的天然的

自由基清除剂，其活性是维生素E的50倍，是维生素C的20倍。它是极少数能够穿过大脑血栓的抗氧化

剂，可保护神经系统和循环系统免受自由基的损害。此外，花青素原还可以使体内维生素C和E再生，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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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它们发挥作用的时间，维持抗氧化作用长达3天之久。花青素原的功能还包括消炎、抗组胺、及支持免

疫和血液循环系统。 
 
推荐剂量:  每天2粒或多粒，分次服用，或在健康专家指导下服用。  

 
 
营养成分表 

计量单位 2 粒 %DV 

每个包装所含计量单位数 180  

维生素 A (天然 β-胡萝卜素 和类胡萝卜素) 3000 IU  60% 

维生素 C (抗坏血酸钙/镁) 500 mg 833% 

维生素 E (d-α生育酚/生育酚和三烯生育酚) 100 IU 333% 

钙 (抗坏血酸盐) 32 mg 3% 

镁 (抗坏血酸盐) 20 mg 5% 

柚子种子提取物  20 mg - 

N-乙酰基-L-半胱氨酸 15 mg - 

松树皮提取物(OPC 85) 10 mg  

* 每日的摄取值(DV)尚未确定. 

其它成分: 纤维素 和 植物硬脂酸盐. 
 
产品不含：酵母，麸质，大豆蛋白，牛奶、奶油，玉米，钠，糖，淀粉，人工色素，防腐剂或调味剂。 
注：未经FDA评定。该产品不可用于诊断、治疗及预防疾病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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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酶 Q-10 （含 L-牛磺酸）  

（Coenzyme Q-10 with L- Taurine） 

产品代号: 包装： 价格: 

COEQ 60 粒 $20.00  

   

 
辅酶 Q-10是维持身体健康所必需的天然抗氧化剂。许多人由于缺乏营养或消化不良而导致体内

辅酶Q-10缺乏。辅酶Q-10的主要作用是为细胞提供能量，几乎所有的细胞活动都需要能量，所以辅酶

Q-10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营养补充剂。辅酶Q-10作为一种抗氧化剂，可以保护组织免受自由基损害。本

品还含有L-牛磺酸，它是一种对中枢神经系统、骨骼组织和心脏非常重要的自由氨基酸。此外，L－

牛磺酸可以保护视觉细胞免受光诱导的氧化损伤，促进胆盐分泌，帮助消化。 

 

推荐剂量:  每天1－2粒，或在健康专家指导下服用。 本品可以直接吞服，也可打开胶囊将内含物用

水或果汁溶解后服用。 

 
 
 

营养成分表 

计量单位 1 粒 %DV 

每个包装所含计量单位数 60  

L-牛磺酸 150 mg * 

辅酶 Q-10 25 mg * 

其它成分: 白明胶（胶囊），纤维素和植物硬脂酸盐 

* 每日的摄取值(DV)尚未确定. 
 

产品不含：酵母，麸质，大豆，牛奶、奶油，玉米，钠，糖，淀粉，人工色素，防腐剂或调味

剂。 
注：未经FDA评定。该产品不可用于诊断、治疗及预防疾病等方面。 



抗氧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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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谷胱甘肽 （L-Glutathione） 
产品代号: 包装： 价格: 

GLUT 60 粒 $20.00 

    

 
 

谷胱甘肽是体内自然产生的一种二肽，具有抗氧化作用，有助于延年益寿。由于疾

病、用药、衰老、有毒物质、炎症和压力造成的氧化胁迫均会导致体内谷胱甘肽含量降

低。充足的谷胱甘肽能够为细胞提供抗氧化保护，排出有毒的代谢产物，维持免疫系统的

正常功能。 
 
推荐剂量:  每天1－2粒，或在健康专家指导下服用。本品可以直接吞服，也可打开胶囊

将内含物用水或果汁溶解后服用。 
 
 
 

营养成分表 

计量单位 1 粒 %DV 

每个包装所含计量单位数 60  

L-谷胱甘肽  75 mg * 

* 每日的摄取值(DV)尚未确定. 

其它成分：纤维素，白明胶（胶囊）和植物硬脂酸盐 

 
产品不含：酵母，麸质，大豆，牛奶、奶油，玉米，钠，糖，淀粉，人工色素，防腐剂或调味剂。 

注：未经 FDA 评定。该产品不可用于诊断、治疗及预防等方面. 

 



抗氧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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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sential GSH™ 是由Wellness 医药公司设计的一种液体形式的谷胱甘肽补充剂，开创性地通过

脂质体传输的方式，更有效地提供身体所需的谷胱甘肽。这种营养品由药品级的谷胱甘肽和必需磷脂

组成，不含酒精和甘油。 
 

谷胱甘肽是体内自然产生的一种二肽，具有抗氧化作用，有助于延年益寿。疾病、用药、衰老、

有毒物质、炎症和压力造成的氧化胁迫均会导致体内谷胱甘肽含量降低。充足的谷胱甘肽能够为细胞

提供抗氧化保护，排出有毒的代谢产物，维持免疫系统的正常功能。 
 
什么是脂质体? 
 
脂质体来源于卵磷脂，其结构类似于人的细胞膜上的磷脂。脂质体的外膜是脂溶性的，而内部是水溶性

的。这种结构使原本不容易被身体吸收的水溶性物质可以和脂质体结合在一起，被吸收利用。通过脂质

体技术促进药物成分的吸收是一种很有效的手段。 
 
体外测试结果 

 
L2细胞培养基中添加2.5%  Essential  GSH™，然后分别在30分钟、1小时、2小时、3小时、4小时

测试细胞内的谷胱甘肽的含量，结果清楚的表明细胞内谷胱甘肽的含量在2小时后达到高峰，增加了两倍

多，此后含量会逐渐降低。至于谷胱甘肽在胞内积累表现出时间效应的原因尚无定论，不过GSH对内源

谷氨酸－半胱氨酸连接酶的反馈抑制作用可能是一个重要原因。 
推荐剂量： 
成人:  前7－10天，每天两次，每次1.5茶匙(大约 650 mg)；继续服用须减少用量每天1茶匙(大约 

430mg)；或在医生或健康专家指导下服用。 

 

儿童:  根据体重，每30磅用量为1/8-1/4 茶匙(大约55-108 mg) ，每天两次。服用前请咨询儿科医

生。父母可根据孩子的情况或在医生指导下调节用量。 

 

注意事项:  用前请摇 ，但不要剧烈摇动；空腹时用水或果汁送服；服用前可加一滴 stevia （甜味

剂）调至口味适合；常温或冰箱保存。 
 
 
 
 

营养成分表 

计量单位 ½ 茶匙 1 茶匙 %DV 

每个包装所含计量单位数 48 24  

L-谷胱甘肽 216.5  mg 433  mg * 

脂质体谷胱甘肽 

（Liposomal Glutathione） 

产品代号: 包装： 价格: 

LGSH 2 盎司 $35.00 

  LGSH - L 4 盎司 $65.00 



抗氧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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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日的摄取值(DV)尚未确定. 

其它成分：纯水，磷脂，山梨酸钾和安息香酸钠（做为防腐剂） 

 
产品不含：酵母，麸质，牛奶、奶油，玉米，钠，糖，淀粉，人工色素，防腐剂或调

味剂。本品含有少量的大豆成分，因此对大豆过敏的人不宜服用。 
注：未经FDA评定。该系列产品不可用于诊断、治疗及预防等方面。 

 



抗氧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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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乙酰基- L-半胱氨酸  
产品代号: 包装： 价格: 

NAC 60 粒 $22.00 

    

 
N-乙酰基-L-半胱氨酸（NAC）是半胱氨酸的前体，在肠道中很容易被吸收。当体内缺乏

谷胱甘肽时，N-乙酰基-L-半胱氨酸可以转化为谷胱甘肽。对于特殊需要的儿童来说，充足

的谷胱甘肽可以保证他们维持体内正常的免疫和解毒系统。此外，NAC还是天然的黏液溶解

剂，可以减少黏液的粘度。 

 

推荐剂量: 每天1粒，或在健康专家指导下服用。本品可以直接吞服，也可打开胶囊将

内含物用水或果汁溶解后服用。 
 
 

营养成分表 

计量单位 1 粒 %DV 

每个包装所含计量单位数 60  

N-乙酰基-L-半胱氨酸 USP 500 mg * 

* 每日的摄取值(DV)尚未确定. 

其它成分: 天然植物包衣, 硬脂酸镁, 微晶 纤维素.  

* 注：未经 FDA 评定，该产品不可用于诊断、治疗及预防疾病等方面。 

 

产品不含：酵母，玉米，麸质，大豆，果糖，糖或其它甜味剂，人工色素，防腐剂或调味剂。本

品含有少量的大豆成分，因此对大豆过敏的人不宜服用。 

注：未经 FDA 评定。该产品不可用于诊断、治疗及预防疾病等方面。 

 
 
 



 

 

Amino Acids 



氨基酸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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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HTP  

产品代号: 包装： 价格: 

5-HTP 60 粒 $25.00 

 
   

 
5-HTP是一种从Griffonia（西非的药用植物）种子中提取的营养补充剂，具有提神的功能。5-HTP

服用安全，可以有效提高大脑中复合胺的水平。复合胺是一种重要的神经传递素，在调节食欲、情绪

和产生褪黑激素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此外，大脑中的复合胺还有助于情绪稳定。另外，复合胺还可

以作为大脑内的食饱信号，自然调节食物的摄取量。 后，做为褪黑激素的前体，复合胺可以调节睡

眠。如果儿童体内复合胺水平偏低，会造成抑郁、失眠、焦虑、偏头痛、经前症候群（PMS）、强迫行

为、贪食/肥胖、注意力障碍（ADD）等症状。 
 

 

推荐剂量: 每天1－2粒，或在健康专家指导下服用。本品可以直接吞服，也可打开胶囊将内含物

用水或果汁溶解后服用。 
 

 

每粒胶囊包含:   

 

营养成分表 

计量单位 1 粒 %DV 

每个包装所含计量单位数 60   

5-HTP 50 mg * 

* 每日的摄取值(DV)尚未确定. 

其它成分: 天然植物包衣， 硬脂酸镁 ，微晶 纤维素 

 
产品不含：酵母，麸质，大豆，牛奶、奶油，玉米，钠，糖，淀粉，人工色素，防腐剂或调味剂。 
注：未经FDA评定。该系列产品不可用于诊断、治疗及预防等方面。 



氨基酸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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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arnitine（L－肉碱） 
产品代号: 包装： 价格: 

CAR 60 粒 $17.00 

    

 
L－肉碱（L-Carnitine）是一种重要的营养物质，参与体内的脂肪酸代谢、心脏能量的产生以及

正常的肌肉活动。尽管L－肉碱不是真正的氨基酸，但由于它和氨基酸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将它划归

为氨基酸补充剂。由于脂肪代谢是肌肉能量的主要来源，当体内L－肉碱缺乏时，通常表现为肌肉无

力。此外，L－肉碱缺乏还可能导致神经错乱、心绞痛和发胖等症状。 

 

推荐剂量：每天1－2粒，或在健康专家指导下服用。本品可以直接吞服，也可打开胶囊将内含物用水

或果汁溶解后服用。 

 
 

营养成分表 

计量单位 1 粒 %DV 

每个包装所含计量单位数 60  

L-肉碱 250 mg * 

* 每日的摄取值(DV)尚未确定. 

其它成分：纤维素，白明胶（胶囊包衣）和硅酸 
 
产品不含：酵母，麸质，大豆，牛奶、奶油，玉米，钠，糖，淀粉，人工色素，防腐剂或调

味剂。 
注：未经FDA评定。该系列产品不可用于诊断、治疗及预防等方面。 
 
 
 



氨基酸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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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BA （γ-氨基丁酸） 
天然镇定剂 

产品代号: 包装： 价格: 

GABA 60 粒 $14.00 
 

   

 
GABA (γ-氨基丁酸)是大脑中的一种神经传递素。GABA在大脑中由谷氨酸合成，具有抑制神经传递

素，阻断神经信号的功能。在体内，GABA主要集中在下丘脑区，参与脑垂体的功能，包括调节生长荷尔

蒙的合成、睡眠周期、和体温等。 

 

推荐剂量：每天1－2粒，或在健康专家指导下服用。本品可以直接吞服，也可打开胶囊将内含物用水

或果汁溶解后服用。 
 

营养成分表 

计量单位 1 粒 %DV 

每个包装所含计量单位数 60  

GABA (γ-氨基丁酸) 500 mg * 

* 每日的摄取值(DV)尚未确定. 

其它成分：纤维素，白明胶（胶囊包衣）和 植物硬脂酸盐 
 
产品不含：酵母，麸质，大豆，牛奶、奶油，玉米，钠，糖，淀粉，人工色素，防腐剂或调味剂。 

注：未经 FDA 评定。该系列产品不可用于诊断、治疗及预防等方面。 

 
 
 
 
 



氨基酸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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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牛磺酸  
产品代号: 包装： 价格: 

TAUR 100 粒 $12.00 

    

 
牛磺酸是一种富含硫的氨基酸，尽管它不属于人体必需氨基酸，但在中枢神经系统中含量很高，是

维持和保护视力所必需的。牛磺酸在肝脏中由半胱氨酸和甲硫氨酸合成，这一过程还需要维生素B6的参

与。牛磺酸还可以做为一种抗氧化剂，促进胆汁分泌，有利于营养成分的消化和吸收。此外，牛磺酸还

可以通过调节神经传递素来保持神经系统的镇定，加强细胞膜的保护功能，提高对酵母的抵抗能力。尽

管牛磺酸可以在体内转化合成，动物蛋白中也含有牛磺酸，但是禁食的人群中有可能缺乏这种物质。新

里程公司提供的牛磺酸是天然的、具有生物活性的L-牛磺酸。 

 

推荐剂量：每天1－2粒，或在健康专家指导下服用。本品可以直接吞服，也可打开胶囊将内含物用水

或果汁溶解后服用。 

 
每粒胶囊包含: 
 

营养成分表 

计量单位 1 粒 %DV 

每个包装所含计量单位数 100  

L-牛磺酸 500 mg * 

* 每日的摄取值(DV)尚未确定. 

其它成分：纤维素，白明胶（胶囊）和 植物硬脂酸盐 
 
 

产品不含：酵母，麸质，大豆，牛奶、奶油，玉米，淀粉，人工色素或防腐剂。 
注：未经 FDA 评定。该系列产品不可用于诊断、治疗及预防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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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lson’s  Super 1000 

鳕鱼肝油 
产品代号: 包装： 价格: 

CLOC 100 粒胶囊 $11.00 

 CLOC-L 250 粒胶囊 $20.00 

 
Carlson实验室提供的鳕鱼肝油采用冬季和初春时期未经污染的挪威深海鳕鱼为原料（这个时期的鳕

鱼肝油含量 高），经过非化学方法提炼而成，富含维生素A、维生素D3、EPA和DHA。Super 1000中鳕鱼

肝油的含量比普通鱼肝油胶囊高出3倍。经多家FDA认证的实验室采用AOAC国际标准检测，在Super 1000

鳕鱼肝油中没有发现汞、镉、铅、聚氯化联苯（PCB） 以及其它28种污染物质。Mary Megson博士的研究

表明，鳕鱼肝油中的维生素A有助于维持正常的视力、行为、意识和免疫功能。 

 

每粒胶囊含有370毫克鳕鱼肝油 

 

推荐剂量：  每天1粒与食物一起服用，或在健康专家的指导下服用。  

 
 
 

营养成分表 

计量单位 1 粒 %DV 

卡路里 9  

脂肪的卡路里 9  

脂肪 1 g 2% 

胆固醇 4 mg 1% 

维生素 A (来源于鳕鱼肝油) 2000 IU 40% 

维生素 D (来源于鳕鱼肝油) 250 IU 63% 

天然维生素 E (d-Alpha 维生素 E) 10 IU 33% 

Omega-3 脂肪酸 (来自于鳕鱼肝油) 240 mg * 

EPA (二十碳五烯酸) 90 mg * 
DHA (二十二碳六烯酸)  120 mg * 
ALA (α-亚麻酸) 20 mg * 

DPA (二十二碳五烯酸)  10 mg * 

* 每日的摄取值(DV)尚未确定. 

其它成分： 软凝胶包衣，牛肉胶, 甘油, 水. 
 
注：未经 FDA 评定，该产品不可用于诊断、治疗及预防疾病等方面。 
 



鱼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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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lson's  鳕鱼肝油 

 原味或柠檬口味 
产品代号: 包装： 价格: 

CLOL 500 ml $28.00 

 CLOL-NLM 500 ml $28.00 

 
Carlson实验室提供的优质液体鳕鱼肝油，提取自挪威深海鳕鱼，不含任何污染物，口味极佳。Mary 

Megson博士的研究表明，鳕鱼肝油中的维生素A有助于维持正常的视力、行为、意识和免疫功能。

Carlson实验室提供的鳕鱼肝油含有丰富的Omega-3脂肪酸（DHA和EPA）。在许多儿童和成人体内往往缺

乏Omega-3脂肪酸，保持体内充足的Omega-3脂肪酸含量对身体健康非常重要。一旦体内Omega-3脂肪酸缺

乏，有可能导致皮肤病、肠道损伤、认知能力差、疼痛、肌肉弹性差、免疫力降低、炎症等。 

 

经多家FDA认证的实验室采用AOAC国际标准检测确认， Carlson鳕鱼肝油不含汞、镉、铅、聚氯化联苯

（PCB）以及其它28种污染物质。Carlson液体鳕鱼肝油有原味和柠檬口味两种可供选择。 

 

推荐剂量:  每天2茶匙，随餐同服，或在健康专家指导下服用。开封后请放冰箱冷藏。 
 
 
 

营养成分表   
计量单位 1 茶匙 (5 ml) %DV 
卡路里 45  
脂肪的卡路里 45  
脂肪 5 g 7.7% 
饱和脂肪  1 g 5% 
胆固醇 20 mg 7% 
维生素 A 1000 to 1250 IU 20 to 25% 
维生素 D  400 to 500 IU 100 to 120% 
维生素 E  10 IU 30% 
Omega-3 脂肪酸 1,600 mg * 
DHA (二十二碳六烯酸)  500 - 550 mg * 
EPA (二十碳五烯酸) 460 - 500 mg * 
ALA (α-亚麻酸) 46 - 50 mg * 
* 每日的摄取值(DV)尚未确定. 
其它成分: 柠檬风味包装添加了天然柠檬香料 

 
注：未经 FDA 评定，该产品不可用于诊断、治疗及预防疾病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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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tho-Omega 鱼油 
产品代号: 包装： 价格: 

OFO-180 180 粒 $58.00 

 OFO-60 60 粒 $26.00 

 
由于人体内不能合成Omega-3脂肪酸，所以必须通过饮食来补充。脂肪酸在体内与大多

数细胞的结构整合在一起，影响心血管系统、关节、大脑和免疫系统。Omega-3脂肪酸是人

体生长和发育所必需的营养物质。Ortho Molecular公司提供的Ortho-Omega 鱼油提取自挪

威深海鳕鱼，是一种优质、高效的鱼油，不含聚氯化联苯(PCB)、重金属和其它人为污染物

质。 
 

推荐剂量：每天1粒，随餐同服，或在健康专家指导下服用。 

 

 
营养成分表 

计量单位 1 粒软胶囊 %DV 

每个包装所含计量单位数 60 或 180  

EPA 420 mg * 
DHA 300 mg * 

* 每日的摄取值(DV)尚未确定. 

成分：纯甘油三酸酯, 复合维生素 E，白明胶，甘油和纯水 

 
产品不含：酵母，麸质，大豆，蛋类，牛奶、奶油，玉米，人工色素，防腐剂或调味剂。 
 

注：未经 FDA 评定。该产品不可用于诊断、治疗及预防疾病等方面。 



鱼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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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lson’s  Very Finest 鱼油 
产品代号: 包装： 价格: 

VFFO 200 ml $21.00 

 
   

 
 

Carlson实验室提供的优质鱼油提取自挪威深海冬季鳕鱼，所有加工和包装过程均在

挪威进行，以确保新鲜。本品具有凉爽的柠檬风味，可与食物同服，也可与色拉同时服

用。经多家FDA认证的实验室采用AOAC国际标准检测确认： Carlson鳕鱼肝油不含汞、

镉、铅、聚氯化联苯(PCB)以及其它28种污染物质。 
 
推荐剂量: 每天1 – 2茶匙，随餐同服。  

 
 

营养成分表 

计量单位 1 茶匙 (5ml) %DV 

卡路里  40  

脂肪卡路里 40  

脂肪 4 g 6% 

饱和脂肪  1 g 5% 

多聚不饱和脂肪  2 g * 

单一不饱和脂肪  1 g * 

胆固醇 15 mg 5% 

天然维生素 E l (d-α 维生素 E) 10 IU 33% 

Omega-3 脂肪酸 1600 mg * 

EPA (二十碳五烯酸) 800 mg * 
DHA (二十二碳六烯酸)  500 mg * 

其它 Omega-3 脂肪酸 300 mg * 
抗氧化剂复合物(迷迭香提取物， 抗坏血酸棕榈酸酯, 
天然维生素 E) 14 mg * 

* 每日的摄取值(DV)尚未确定. 

成分： Omega-3 鱼油, 天然柠檬香料，迷迭香萃取物，抗坏血酸棕榈酸酯, 天然维生素 

 

注：未经 FDA 评定。该产品不可用于诊断、治疗及预防疾病等方面。 



 

 

Probiotics 



益生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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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elle - Lactobacillus GG 

（GG 乳酸菌胶囊） 
产品代号: 包装： 价格: 

 CLTR 30 粒 $21.00 

 
Culturelle®是一种含GG乳酸菌的全天然饮食补充剂。经美国和欧洲主要机构组织临床证明，这种补

充剂可以保持肠道健康，增强身体的自然防御能力。Culturelle®是唯一含有GG乳酸菌的品牌。在美国其

它的类似产品种都不含有这种功能强大的GG乳酸菌。 

 

如果正在服用抗生素、长途旅行或希望增强体质，每天补充Culturelle®，可以保持肠道内的有益菌

群，促进身体健康。肠道是人体 大的免疫器官，保持肠道内有益菌群的平衡非常重要，只有这样才能

增强身体对病原物的抵抗力。 

 

GG乳酸菌是在乳清中生长的，所以含有微量的酪蛋白和乳清（每粒胶囊含量不超过百万分之十

五），这两种物质在牛奶中也存在。 
 

Culturelle® 功效** 

有助于维持健康的肠道菌群  

增强身体防御能力  

提高肠道的功能  

促进肠道有益菌群的繁殖  

抗胃酸和胆汁  

临床证明对健康有益  

提高身体对疾病的抵抗力  

每粒胶囊至少含有 300 亿活菌  

在严格条件下生产，保证质量和活性  

具有双层包衣，有效保护活菌免受光、空气和水分的影响  

无需冷藏，可在室温或更低温度下保存  
每盒含30粒胶囊，每粒至少含有300亿活菌。研究表明，为发挥益生菌产品的 大功效，必须服用至少数

十亿的有益菌，才能保证这些菌群在肠道内繁殖。 

 



益生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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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剂量: 

　 做为日常食物补充剂：每天1粒或根据自身情况调整用量。. 

　 服用抗生素时：服用时间需与抗生素隔开2小时；每天两次，一次一粒；停用抗生素后，再继续服

用一周。  

　 旅行期间：每天两次，一次一粒； 好旅行前2－3天开始服用。 

　 本品对婴儿和儿童也安全有效： 两岁以下儿童每天1/2粒，两岁以上儿童每天1粒。可与冷饮或食

物同时服用。 
 
 
 
 

营养成分表 

计量单位 1 粒胶囊 %DV 

每盒的计量单位数 30  

菊粉 (菊苣根萃取物) 260 mg * 

GG 乳酸菌  300 亿 活菌 * 

* 每日的摄取值(DV)尚未确定. 

其它成分: 植物天然胶囊包衣 (羟丙甲纤维素) 
 

. 注：未经 FDA 评定。该产品不可用于诊断、治疗及预防疾病等方面。 

 



益生菌类 
 
 

 

 

 Page 66 
Toll Free: (877) 575-2467  www.nbnus.com 

 
Probiotic Support Formula 

益生菌 
产品代号: 包装： 价格: 

PROB 30 粒 $23.00  

PROB 60 粒 $45.00 

 
新里程公司的益生菌胶囊每粒含有200亿个活性有益菌和20亿布拉酵母菌。布拉酵母是一种有益

的酵母菌，可以保持正常的肠道菌群。补充肠道中的复合有益菌可以抑制肠道内酵母、致病菌的过渡
繁殖，促进肠道功能。轮流使用多个品牌的有益菌或将不同的益生菌产品组合服用，能更有效保护肠
道黏膜。 
 
推荐剂量：每天1/2-1粒，或在健康专家的指导下服用；可以直接吞服，也可打开胶囊将内含物与食
物/果汁混合服用。 

 
 
 
营养成分表: 

计量单位 1 粒胶囊 %DV 

每个包装所含计量单位数 30 *  

由以下菌种混合而成 200 亿 CFU  *  

 嗜酸乳杆菌   

   乳酸菌 paracasei   * 

   双歧双歧杆菌   * 

   乳酸双歧杆菌   * 

植物乳杆菌  * 

   鼠李糖乳杆菌   

  布拉酵母  20 亿 CFU  

* 每日的摄取值(DV)尚未确定. 

其它成分: 硬脂酸镁, 二氧化硅 

 
产品不含：麸质，蛋类，花生，玉米，人工色素，防腐剂或调味剂。 

注：未经 FDA 评定。该产品不可用于诊断、治疗及预防疾病等方面。 

 



益生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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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ccharomyces Boulardii 

布拉酵母 
产品代号: 包装： 价格: 

 SBC 50 粒 $20.00 

 
布拉酵母是一种对人体有益的酵母（不属于假丝酵母一类），有利于胃肠道内有益菌群的生长。

研究表明布拉酵母可通过调节体内免疫反应，提高身体对有害细菌的抵抗力。布拉酵母可以和其它有
益菌同时服用；但若服用处方药或抗真菌剂（如制霉菌素，大扶康，柚子种子萃取物，牛至油等），
需在两小时后服用本品。 
 
推荐剂量：每天1/2-1粒，或在健康专家的指导下服用；可以直接吞服，也可打开胶囊与食物/果汁混
合服用。对啤酒酵母敏感的个体可能会发生过敏反应，如果出现过敏症状，请立即停止服用。 

 
 

营养成分表 

计量单位 1 粒 %DV 

每个包装所含计量单位数 50  

布拉酵母 
(每粒胶囊含 30 亿活菌)  

300 mg * 

* 每日的摄取值(DV)尚未确定. 

其它成分: 纤维素, 白明胶（胶囊包衣）, 植物硬脂酸盐. 
 
* 注：未经FDA评定。该产品不可用于诊断、治疗及预防疾病等方面。 
 
产品不含：小麦麸质，大豆蛋白，牛奶、奶油，玉米，人工色素，防腐剂或调味剂。 



益生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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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Biotic™ Complete 

益生菌 
产品代号: 包装： 价格: 

THBC 60 粒 询价  

（凭处方购买）   

 
Probiotics是益生菌的总称，它能够帮助维持正常胃肠系统功能。肠道中存在数百种微

生物，包括有益菌和致病菌，有些长期在体内寄生，有些只能在肠道中短期存活。在健康的

消化系统中，这些细菌能够以一种平衡的状态共存。 

研究表明，肠道有益菌能够通过“排挤”和降低pH值的方法抑制致病菌的生长，还可以

通过刺激抗微生物和抗病毒机制来激发免疫系统，加固肠道粘膜，调节肠的蠕动，促进肠道

功能。 

益生菌还能够帮助消除过敏炎症，减少乳糖不耐受症状，以及促进矿物质（尤其是钙、

镁和锌）的吸收和代谢。某些菌株可以刺激产生消化酶和维生素B，从而促进消化。 近有

研究表明益生菌在解毒过程种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压力、疾病，营养失调、抗生素、药物治疗、杀虫剂和毒素都有可能导致肠胃菌群失

衡，从而致使有益菌数量减少、消化功能紊乱、免疫功能降低、易过敏、易感染和发炎等症

状。补充益生菌可以维持健康的肠道菌群。 

 

Klaire 实验室开发的Ther-Biotic™益生菌复合胶囊能够为肠道提供 全面的支持与保

护。Klaire 实验室精心选择了12种高活力、低过敏性的肠道有益菌，将它们复合起来使

用，可以给肠道提供 完全的益生菌群。在这些益生菌中，既有可长期繁殖的菌株，也有

只能在消化道中短期存活的菌株，它们共同发挥作用，可以保持整个消化道内菌群的平衡

与健康。Ther-Biotic™益生菌复合胶囊经科学配方，各种益生菌之间可以相互协作。对于

那些需要额外补充多种益生菌的人来说，服有本品可有效维持肠道的健康。每一粒胶囊含

有250亿有益活菌，而且采用InTactic™酸稳定技术，可以 大限度的保证这些有益菌到达

肠道并发挥作用。 
 
酸稳定技术.  当有益菌通过胃时，其中大量的活菌会被胃酸和消化酶杀死。为了保护这

些脆弱的细菌，在Ther- Biotic™ 益生菌复合胶囊中采用了InTactic™技术（这是一项创

新的酸稳定技术）。InTactic™是来源于海洋植物的高纯度多聚糖物质，可以形成一种胶

状基质，包裹在益生菌表面，保护有益菌免受胃酸的破坏，这样可以确保有益菌安全的通

过胃部，进入小肠，发挥它们的功能。 

 

推荐剂量: 每天 1 粒，或在健康专家指导下服用。 
 
 



益生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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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成分表: 

计量单位 1 粒 %DV 

每个包装所含计量单位数 60 *  

益生菌群  180 mg  *  

  雷曼氏乳杆菌  60+ 亿 CFUs * 

  双歧双歧杆菌 50+ 亿 CFUs * 

  嗜酸乳杆菌 30+亿 CFUs * 

  干酪乳杆菌 25+亿 CFUs * 

  植物乳杆菌 20+亿 CFUs * 

唾液乳杆菌 20+亿 CFUs * 

  长双歧杆菌 10+亿 CFU * 

  嗜热链球菌 10+亿 CFU * 

  保加利亚乳杆菌  10+亿 CFU * 

  纤维二糖乳杆菌 5+亿 CFU * 

  婴儿双歧杆菌 5+亿 CFU * 

  短双歧杆菌 5+亿 CFU * 

* 每日的摄取值(DV)尚未确定. 

其它成分：菊苣根中提取的菊粉，多聚糖， Vcaps™ 植物包衣, L-亮氨酸和水 
 
 
 
注：未经FDA评定。该产品不可用于诊断、治疗及预防疾病等方面。 
 
产品不含：小麦麸质，大豆，奶制品，玉米，人工色素，防腐剂或调味剂。 



益生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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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Biotic™ Detoxification Support 

益生菌（配合排毒用） 
产品代号: 包装： 价格: 

THBD 60 粒 询价  

（凭处方购买）   

 
 
Probiotics是益生菌的总称，它能够帮助维持正常胃肠系统功能。肠道中存在数百种微生

物，包括有益菌和致病菌，有些长期在体内寄生，有些只能在肠道中短期存活。在健康的消

化系统中，这些细菌能够以一种平衡的状态共存。研究表明，肠道有益菌能够通过“排挤”

和降低pH值的方法抑制致病菌的生长，还可以通过刺激抗微生物和抗病毒机制来激发免疫

系统，加固肠道粘膜，调节肠的蠕动，促进肠的功能。 
 
益生菌还能够帮助消除过敏炎症，减少乳糖不耐受症状，以及促进矿物质（尤其是钙、

镁和锌）的吸收和代谢。某些菌株可以刺激产生消化酶和维生素B，从而促进消化。 近有

研究表明益生菌在解毒过程种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每粒胶囊含 500 亿高效有益活菌。 Klaire 实验室开发的 Ther-Biotic™ Detoxification Support
产品可以为肠道提供大量特异性有益菌，以满足人体解毒过程的需要。对于那些正在使用抗

生素治疗细菌或真菌感染的人，以及正在服用重金属螯合药物的人来说，这些药物（或者它

们的代谢副产物）对肠道微生物有毒性，从而破坏了整个肠道菌群的平衡与健康。服用本品

可以提高肠道内的乳酸菌和双歧杆菌的水平，抑制肠道吸收毒素，并促进毒素及其副产物的

排出，从而提高解毒能力。每一粒胶囊含有 500 亿有益活菌，并且采用 InTactic™酸稳定技

术，可以 大限度的保证这些有益菌到达肠道并发挥作用。当服用本品使肠道菌群恢复健康

后，建议改服本公司的益生菌 Ther-Biotic™ Complete 以继续维持肠道菌群的平衡状态。 
 
酸稳定技术.  当有益菌通过胃时，其中大量的活菌会被胃酸和消化酶杀死。为了保护这些

脆弱的细菌，在Ther- Biotic™ 益生菌复合胶囊中采用了InTactic™技术（这是一项创新的

酸稳定技术）。InTactic™是来源于海生植物的高纯度多聚糖物质，可以形成一种胶状基

质，包裹在益生菌表面，保护有益菌免受胃酸的破坏，这样可以确保有益菌安全的通过胃

部，进入小肠，发挥它们的功能。 
 
推荐剂量: 每天 1 粒，或在健康专家指导下服用。 
 
 
 
 
 



益生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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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成分表 

计量单位 1 粒 %DV 

每个包装所含计量单位数 60  

  益生菌群 208 mg * 

  雷曼氏乳杆菌 大于 150 亿 CFUs * 
  双歧双歧杆菌 大于 150 亿 CFUs * 
  干酪乳杆菌 大于 150 亿 CFUs * 
* 每日的摄取值(DV)尚未确定. 

其它成分：菊苣根中提取的菊粉，多聚糖， Vcaps™ 植物包衣, 纤维素，L-亮氨酸

和水. 
 
注：未经FDA评定。该产品不可用于诊断、治疗及预防疾病等方面。 
 
产品不含：小麦麸质，大豆，奶制品，玉米，人工色素，防腐剂或调味剂。 
 



益生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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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alac Acid Proof Probiotic 

抗酸型益生菌 
产品代号: 包装： 价格: 

 THER 30 粒 $39.00 

 

以下信息经 TheraBiotics 公司授权发布 

Theralac 是一种高效益生菌胶囊，每粒含有 200 亿个有益活菌。有益菌是整个肠道微

生物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当个体患病或出现消化异常时，很容易造成肠道有益菌

群减少。通过在饮食中补充高剂量的有益菌（大于 100 亿），可以有效解决肠道中有益菌

缺乏的问题。健康的肠道是保证人体正常的消化吸收、生物节律、免疫力、体力的前提条

件。 
 
Theralac 胶囊含有 5 种有益菌，可以粘附在肠道内膜上，帮助保持肠道的健康。他们的学

名和菌株分别是： 
类干酪乳杆菌(F-19 菌株)  
嗜酸乳杆菌(LA-1 菌株) 
鼠李糖乳杆菌(HN001 菌株)  
乳酸双歧杆菌（HN019 菌株） 
双歧双歧杆菌 (BB-12 菌株)  
 
Theralac’s®天然耐酸复合胶囊：THERALAC 有益菌受一种由藻酸钠（来自海藻）和葡萄

皮提取物形成的凝胶的保护(专利技术)：在胃中由于 pH 值较低，可以形成这种特殊的凝

胶，从而保护有益菌免受胃酸的损害。当进行小肠后，因环境 pH 值升高，这种凝胶会溶

解，从而释放出有活性的有益菌。 
 
THERALAC 胶囊含有 120 亿乳酸菌，可以粘附在肠道内膜上，促进肠道粘膜表面的健康； 
THERALAC 胶囊含有 80 亿双歧杆菌，可以粘附在结肠壁上，有利于保持其健康的结构和

功能； 
THERALAC 胶囊中的有益菌可以在整个肠道内发挥作用，保持整个肠道菌群健康 
 
Theralac’s®采用藻酸钠和葡萄皮提取物复合在一起包被益生菌的专利技术。其中，藻酸钠

从海藻提取，葡萄皮提取物可以作为抗氧化剂和缓冲剂，二者都是纯天然、可消化的食品

级原料。这项独特的技术比采用丙烯酸衍生物包被益生菌的方法更安全，因为丙烯酸是化

学合成物质。 
 
乳酸菌在小肠（特别是回肠）中的活性 高，而双歧杆菌在结肠中的活性 高。 这 5 种有

益菌群通过许多天然机制（包括竞争性排除有害菌和免疫系统调节）行使功能，它们的功



益生菌类 
 
 

 

 

 Page 73 
Toll Free: (877) 575-2467  www.nbnus.com 

效已经过 110 多项科学研究证明。Theralac 胶囊中的有益菌群是从健康人肠道中提取的，

经纯化、浓缩和冻干后混合在一起，然后制成胶囊。 
 
益生菌刺激物 
Theralac 胶囊中含有两种食品级的益生菌刺激物：乳铁传递蛋白和 LactoStim，能促进益生

菌在肠道中的存活和生长。革兰氏阴性菌（大肠杆菌和沙门氏菌属都是革兰氏阴性菌）与

革兰氏阳性菌（有益菌）在肠道内的生长存在相互竞争，革兰氏阴性菌的生长需要大量的

铁，而革兰氏阳性菌只需要很少的铁，乳铁传递蛋白能够与铁结合，从而造成有利于革兰

氏阳性菌生长的肠道环境。LactoStim 是一种食品级的乳化剂，也是乳酸菌所必需的生长因

子（已申请专利）。Theralac 不含名为 FOS 的 益生菌，因为它会在许多人体内引起腹绞

痛和胃涨气。 
 
包装和有效期： 
益生菌是活菌产品，为了保持 佳活性和有效期，通常需要置于冰箱中冷藏。Theralac 胶囊

使用了 TIP（完全惰性包装）技术，采用双层密封包衣，装在含有干燥剂和吸氧剂的棕色瓶

中，能够在摄氏 24˚C 条件下保持一个月活性，但是，为了能够在整个有效期内保持 佳活

性，必须冷藏。 
 
推荐剂量: 每天 1 粒，服用两周之后，每周 3 粒。如果肠道菌群严重失调，每天服用 1 粒，

持续 4－6 周。 
 
 

营养成分表 

计量单位 1 粒胶囊 %DV 

每个包装所含计量单位数 30  

类干酪乳杆菌(F-19 菌株) 50 亿 CFU*  ** 

鼠李糖乳杆菌(HN001 菌株) 20 亿 CFU ** 

嗜酸乳杆菌(LA-1 菌株) 50 亿 CFU*  ** 

乳酸双歧杆菌 (HN019 菌株)  50 亿 CFU*  ** 

双歧双歧杆菌 (BB-12 菌株) 30 亿 CFU*  ** 

乳铁传递蛋白 (冻干粉)  25 mg ** 

* CFU – Colony Forming Units （活菌数） 

** 每日的摄取值(DV)尚未确定. 

其它成分：纤维素，藻酸钠， 葡萄皮提取物，硅酸, 聚山梨醇酯 80 - 
LactoStim, 硬脂酸镁 (植物来源) 

 
产品不含：酵母、玉米，麸质，大豆，奶制品，淀粉和人工色素。 
注：未经 FDA 评定。该产品不可用于诊断、治疗及预防疾病等方面。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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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dex 
酵母抑制剂 

产品代号: 包装： 价格: 

CNDX-120 120 粒 $55.00 

 CNDX-40 40 粒 $22.00 

 
Candex 是含有高效纤维素酶的产品，专门用于治疗白色念珠菌病（白色假丝酵母）。

假丝酵母细胞壁的主要成分是纤维素，纤维素酶和半纤维素酶可以消化纤维素，破坏细胞

壁的形成，有效地杀死假丝酵母。Candex 的作用不是直接杀死酵母，而是破坏其细胞壁，

因此，不会引起酵母的耐药性。纤维素消化酶安全无副作用，与食物分开服用，可以达到

好的治疗效果。 
 
推荐剂量:   
 
儿童: 每天两次，每次 1－2 粒，饭前 1 小时或饭后 2 小时服用；胶囊可吞服，也可打开后

与少量水混合后服用。 
 
成人:  每天两次，每次 2－4 粒，饭前 1 小时或饭后 2 小时服用。  
 
 

营养成分表 

计量单位 2 粒 %DV 

每个包装所含计量单位数 20 或 60 * 

植物纤维素酶 74000 CU * 

植物半纤维素酶 30000 HCU * 

植物淀粉酶 4000 DU * 

植物蔗糖转化酶  1000 SU * 

植物麦芽淀粉酶 200 DP  * 

植物葡糖淀粉酶  150 AGU * 

* 每日的摄取值(DV)尚未确定. 

其它成分： 纤维素 和水, 硬脂酸镁 

注：未经 FDA 评定，该产品不可用于诊断、治疗及预防疾病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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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ston’s  No-Fenol 

脱酚复合酶 
产品代号: 包装： 价格: 

NFEN 90 粒 $24.00  

NFEN-chew 咀嚼型，120 片 $25.00 

 
• 独特设计，有助于消化含酚食物 
• 木聚糖酶和纤维素酶含量高 
• 含肌醇六磷酸酶，能够促进矿物质和营养成分的吸收 

 

脱酚复合酶胶囊由 HNI 公司（Houston Nutraceuticals）的创始人 Devin Houston 博士研制而成。一些

人由于对含酚食物敏感，不能吃水果和一些蔬菜，导致营养失调。服用脱酚复合酶胶囊，可以解决这个

问题：他们可以吃含酚食物，而不会产生过敏和并发症。 

所有植物或多或少都含有酚类物质。酚在自然界中无处不在，并且是许多生命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物

质。有些人很难消化酚类化合物。研究表明，在体内酚类化合物可以与糖类物质结合，很难被代谢分

解。对于脱酚复合酶胶囊的作用原理，有这样一种解释：它能够将体内的酚－糖类复合物分离开来，从

而使酚类物质通过解毒途径排出体外。目前，还没有证据证明脱酚复合酶胶囊可以直接改变酚的化学结

构。事实上，服用脱酚复合酶胶囊后，确实解决了对含酚食物的过敏问题。 

木聚糖酶是脱酚复合酶胶囊中的主要成分，能够破坏植物细胞壁的结构，因为细胞壁中主要含有碳

水化合物。在果汁生产过程中，木聚糖酶常被用于消化果肉纤维，以榨取更多的果汁。至少有一项研究

报告认为木聚糖酶能够导致多聚酚含量增加。考虑到脱酚复合酶胶囊确实可以解决一些人的酚过敏问

题，HNI 认为导致酚过敏的原因可能比以前的认识要复杂得多：很可能是由于酚类物质特殊的结构而并

非酚的含量造成的。 

 
副作用： 
服用品本有可能导致稀便。动物研究表明，这可能是由于复合酶降低了肠内物质的粘度造成的。 
 
 
服用本品的禁忌： 
尽管非特异性的霉菌过敏并不忌用真菌酶，但对曲霉菌酶过敏的人还是不宜服用本品。 为了谨慎起

见，请根据医生的建议服用本品。对真菌蛋白过敏的人不能服用来源于真菌的酶制品。 

推荐剂量: 对含酚食物敏感的人推荐服用脱酚复合酶胶囊，每次 1/2 - 1 粒，与含酚食物同服，但不必每

次进餐都服用本品。有些人每天服用 1-2 次就能达到满意的效果，但是对于不同的人，其 佳服用剂量

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对于 大服用剂量没有特别限制，动物实验表明，按每千克体重 80,000 FXU 服用剂

量，连续服用 13 周，无毒副作用。 

Peptizyde™ 和 Zyphenase™ 是 Houston Nutraceuticals（HNI）公司的商标. 
CereCalase™ 是 National Enzyme 公司的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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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成分表 

计量单位 1 粒 %DV 

每个包装所含计量单位数 90  

Zyphenase™ 酶混合物  288 mg * 

木聚糖酶 32000 XU * 

CereCalase™ 1500 MU * 

* 每日的摄取值(DV)尚未确定. 

其它成分: 植物纤维素, 水稻麸皮和水  
 
本品不含： 酵母, 麸质, 大豆 蛋白, 牛奶/奶制品, 玉米, 钠, 糖, 淀粉, 人工色素, 防腐剂或调味剂. 

注：未经 FDA 评定，该产品不可用于诊断、治疗及预防疾病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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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ston’s  Peptizyde™ 

（复合蛋白水解酶胶囊） 
产品代号: 包装： 价格: 

 PEPT 90 粒 $22.50 

 
• 高效复合酶，能够消化食物蛋白 

• 二肽酰肽酶 IV(DPP IV) 活性高 

• 增强对酪蛋白、麸质、大豆蛋白的消化能力 

• 安全、无毒性，适用于禁食麸质和酪蛋白的人 

 

Peptizyde™复合酶是由来源于植物的三种不同的蛋白水解酶复合而成。每种酶都能够水

解特定的肽键，它们组合在一起可以更快、更有效、更彻底的将蛋白水解为小分子。

Peptizyde™中的酶进对食物中的蛋白质发挥作用，不会分解糖类、脂肪及其它成分。通常情

况下，它也不会影响到其它药物和补充剂（非蛋白类）的效果。Peptizyde™可以和其它的酶

类产品结合使用。 

二肽酰肽酶 IV 或 DPPIV 是一种氨基肽酶，能够水解 exorphin peptides，酪吗啡肽。

二肽酶必须和其它识别不同位点的蛋白酶以及非特异性的蛋白酶结合起来，才能充分水解

蛋白质。基于这点，在 Peptizyde™中添加了大量木瓜蛋白酶和一种耐酸的真菌蛋白酶，当

食物还在胃中时，就可以迅速将蛋白质降解。Peptizyde™中的酶都能够在胃酸环境中保持

活性，并且可以在食物进入小肠之前分解酪蛋白和麸质，然后在十二指肠胰腺酶的作用下

分解为短肽，被小肠吸收（这些短肽不能从胃中被吸收）。由于 Peptizyde™复合蛋白水解

酶改变了蛋白质的切割位点，所以能够正常水解酪蛋白、麸质和其它蛋白质，而不会形成

exorphin peptides。 

Peptizyde™复合蛋白水解酶不同于其它酶产品，因为它只含有蛋白水解所需要的酶，

而不含其它酶类。这样，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特定的饮食需要，补充合适的酶类，还可以减

少由于摄入了不必要的酶而引起的不耐受反应。因为 Peptizyde™只含有三种酶，每粒胶囊

中各种酶的含量更高，可以保证胃中的食物蛋白质能够在短时间内充分水解。 

许多儿童由于食物过敏以及禁食麸质和酪蛋白等原因，造成营养失调。服用

Peptizyde™复合蛋白水解酶，可以调整饮食甚至不需要禁食，这样就可以选择更多的食

品，摄取更多的营养，减少因担心食物过敏而带来的压力和忧虑。 

Peptizyde™复合酶是由 Devin Houston 博士开发的，他是 HNI（Houston Nutraceutical）
公司所有产品的拥有者和创建人。Houston 博士是酶、营养和人体生物化学领域的专家，他

所开发的这个产品提高了许多家庭的健康水平。 



酶类 
 

 
 

 

 

 Page 79 
Toll Free: (877) 575-2467  www.nbnus.com 

功效： 
服用本品，可以增加食欲，使情绪和脾气转好。Peptizyde™可以使禁食酪蛋白和麸质得人

重新吃上奶制品和小麦食品，并且不会出现异常行为。本品对不同人的效果存在差异，可

能会受到其它补充剂和营养成分的影响。由于从饮食中获取了更多的营养物质，可以适当

减少其它补充剂（尤其是维生素和矿物质）服用的次数和剂量。 
 
副作用： 
对某些肽敏感的人由于从食物中摄取的肽很少，开始服用 Peptizyde™复合酶，可能导致所

谓的“肽缺乏综合症”，主要表现为极度活跃、易怒、攻击性增加等症状。这种情况可能

持续几天至一个月。如果连续几天按每次一粒的剂量与食物同服，通常可以缓解这种症

状，大多在服用三个星期后，这种副作用就消失。如果在前两周，减少服用剂量（1/4－1/2
粒），然后逐渐增加到每餐一粒的水平，通常可以减少副作用。如果一开始服用本品就表

现出明显的副作用，请立即停用两周（或直到孩子的行为恢复正常），再次服用本品需降

低剂量，并且减缓剂量增加的速度。许多父母反映，减少或停用维生素补充剂（含 B6 和

P5P）的剂量，也可减轻极度活跃的症状。HN-Zyme Prime 和 Peptizyde™结合服用，也会减

少副作用。 
 
Peptizyde™用于麸质/酪蛋白禁食的患者： 
一些对麸质/酪蛋白过敏的人服用 Peptizyde™复合酶后，能够维持正常的饮食达两个月以

上。他们推荐按以下程序服用：在开始阶段，可以先吃少量含麸质和酪蛋白的食物，同时

服用 1－2 粒 Peptizyde™胶囊，以保证有足够的酶消化麸质和酪蛋白。如果这种方式有效，

可以适当增加食物量，同时也增加 Peptizyde™胶囊的用量， 多可以增加到每次 4 粒。 
 
服用禁忌： 
以下几种情况请勿请用本品： 胃或十二指肠溃疡，严重肠炎（主要表现为便血），血友病

和其它血液疾病，或手术后一周内。尽管非特异性的霉菌过敏并不忌用真菌酶，但对曲霉

菌酶或木瓜过敏的人还是不宜服用本品。 为了谨慎起见，请根据医生的建议服用本品。对

真菌蛋白过敏的人不能服用来源于真菌的酶制品。对于患有腹腔疾病的麸质禁食患者，本

品也不适用。 
 
推荐剂量:  
每天 1－2 粒，饭前服用。如果一次摄入含过敏原的食物较多，服用剂量可以增加到 4 粒，

但服用更大剂量不会获得更好的效果。建议每天的服用量 多不超过 9 粒。对于本品的

大服用剂量目前尚无定论，动物实验表明：连续使用本品 90 天，每天使用量高达 2 克/千克

体重，未发现任何毒副作用。 
 
 

营养成分表 

计量单位 1 粒 %DV 

每个包装所含计量单位数 90  

肽酶 (含 DPP IV) 62500 HU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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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酶 25000 HUT  * 

木瓜蛋白酶 (不含亚硫酸盐)  2000000 FCCPU * 

* 每日的摄取值(DV)尚未确定. 

其它成分: 植物纤维素, 水稻麸皮（不含麸质）, 水 
 
本品不含稻米, 麸质, 酪蛋白, 大豆, 味精, 水杨酸盐, 糖和人工色素. 
注：未经 FDA 评定，该产品不可用于诊断、治疗及预防疾病等方面。 
Peptizyde™ 是 Houston Nutraceuticals（HNI）公司的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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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ston’s  AFP Peptizyde™ 
（复合蛋白水解酶胶囊，不含木瓜蛋白酶） 

产品代号: 包装： 价格: 

 
PEPT-AFP 90 粒 $22.50 

 

• 高效复合酶，能够消化食物蛋白 
• 二肽酰肽酶 IV(DPP IV) 活性高，不含木瓜蛋白酶 
• 增强对酪蛋白、麸质、大豆蛋白的消化能力 
• Original Peptizyde™复合酶无嗅无味 
• 安全、无毒性，适用于禁食麸质和酪蛋白的人 

 
AFP Peptizyde™复合酶是根据需要高含量二肽酰肽酶 IV 的人而设计的，不含木瓜蛋白酶和

菠萝蛋白酶。和 Peptizyde™一样，它也是由来源于真菌和植物的三种蛋白水解酶复合而

成。每种酶都能够水解特定的肽键，它们组合在一起可以更快、更有效、更彻底的将蛋白

水解为小分子。AFP Peptizyde™中的酶仅对食物中的蛋白质发挥作用，不会分解糖类、脂

肪及其它成分。通常情况下，它也不会影响到其它药物和补充剂（非蛋白类）的效果。

Peptizyde™可以和其它的酶类产品结合使用，比如：HN-Zyme Prime 和脱酚等。对于选择服

用 Peptizyde™复合酶还是 AFP Peptizyde™复合酶，主要取决于以下两个方面：1）是否对

木瓜蛋白酶过敏；2）孩子是否讨厌 Peptizyde™的味道（因为其中的木瓜蛋白酶具有特殊的

气味）。 

二肽酰肽酶是一种氨基肽酶，能够水解蛋白质、阻止异常小肽的形成。二肽酶必须和

其它识别不同位点的蛋白酶以及非特异性的蛋白酶结合起来，才能充分水解蛋白质。基于

这点，在 AFP Peptizyde™中添加了两种耐酸的真菌蛋白酶，当食物还在胃中时，就可以迅

速将蛋白质降解。AFP Peptizyde™中的酶都能够在胃酸环境中保持活性，并且可以在食物

进入小肠之前分解酪蛋白和麸质，然后在十二指肠胰腺酶的作用下分解为短肽，被小肠吸

收（这些短肽不能从胃中被吸收）。由于 AFP Peptizyde™复合蛋白水解酶改变了蛋白质的

水解位点，所以能够正常水解酪蛋白、麸质和其它蛋白质，而不会形成异常小肽。 

AFP Peptizyde™复合酶只含有蛋白水解所需要的酶，而不含其它酶类。这样，人们可

以根据自己特定的饮食需要，补充合适的酶类，还可以减少由于摄入了不必要的酶而引起

的不耐受反应。因为 AFP Peptizyde™只含有三种酶，每粒胶囊中各种酶的含量更高，可以

保证胃中的食物蛋白质能够在短时间内充分水解。 

许多儿童由于食物过敏以及禁食麸质和酪蛋白等原因，造成营养失调。服用 AFP 

Peptizyde™复合酶，可以调整饮食甚至不需要禁食，这样就可以选择更多的食品，摄取更

多的营养，减少因担心食物过敏而带来的压力和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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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效： 

服用本品，可以增加食欲。AFP Peptizyde™可以使禁食酪蛋白和麸质得人重新吃上奶制品

和小麦食品，提高对这些食品的耐受性。本品对不同人的效果存在差异，可能会受到其它

补充剂和营养成分的影响。由于从饮食中获取了更多的营养物质，可以适当减少其它补充

剂（尤其是维生素和矿物质）服用的次数和剂量。 

 

副作用： 

对异常小肽敏感的儿童，由于从食物中摄取的肽很少，开始服用 AFP Peptizyde™复合酶，

可能导致所谓的“肽缺乏综合症”，主要表现为极度活跃、易怒、攻击性增加等症状。这

种情况可能持续几天至一个月。如果连续几天按每次一粒的剂量与食物同服，通常可以缓

解这种症状，大多在服用三个星期后，这种副作用就消失。如果在前两周，减少服用剂量

（1/4－1/2 粒），然后逐渐增加到每餐一粒的水平，通常可以减少副作用。如果一开始服

用本品就表现出明显的副作用，请立即停用两周（或直到孩子的行为恢复正常），再次服

用本品需降低剂量，并且减缓剂量增加的速度。许多父母反映，减少或停用维生素补充剂

（含 B6 和 P5P）的剂量，也可减轻极度活跃的症状。 

 

AFP Peptizyde™用于麸质/酪蛋白禁食的患者： 

尽管有些父母通过给孩子服用本品成功地恢复了酪蛋白和麸质饮食，但是也有许多父母在

给孩子禁食的同时，仍然服用 AFP Peptizyde™作为补充剂，以尽可能消除潜在的少量过敏

性食物的不良影响。如果希望通过服用本品来解决禁食问题，建议按下面的程序服用：在

开始阶段，可以先吃少量含麸质和酪蛋白的食物，同时服用 1－2 粒 AFP Peptizyde™胶囊，

以保证有足够的酶消化麸质和酪蛋白。如果这种方式有效，可以适当增加食物量，同时也

增加 AFP Peptizyde™的用量， 多可以增加到每次 4粒。进一步增加服用剂量不会获得更

好的效果。这种服用方式至少持续两个月。 

 

服用禁忌： 

以下几种情况请勿请用本品：胃或十二指肠溃疡，严重肠炎（主要表现为便血），血友病

和其它血液疾病，或手术后一周内。尽管非特异性的霉菌过敏并不忌用真菌酶，但对曲霉

菌酶或木瓜过敏的人还是不宜服用本品。 为了谨慎起见，请根据医生的建议服用本品。对

真菌蛋白过敏的人不能服用来源于真菌的酶制品。 

 

推荐剂量:  

每天 1－2 粒，饭前服用。如果一次摄入的食物中含过敏原较多，服用剂量可以增加到 4

粒，但服用更大剂量没有更好的效果。建议每天的服用量 多不超过 9 粒。对于本品的

大服用剂量目前尚无定论，动物实验表明：连续使用本品 90 天，每天使用量高达 2 克/千

克体重，未发现任何毒副作用。 
 

营养成分表 

计量单位 1 粒 %DV 

每个包装所含计量单位数 90  

肽酶 (with DPP IV) 50000 HU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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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酶 4.5 25000 HUT  * 

蛋白酶 6.0 25000 HUT  * 

* 每日的摄取值(DV)尚未确定. 

其它成分: 纤维素,水 
                  
本品 不含稻米, 麸质, 酪蛋白, 大豆, 味精, 水杨酸盐, 糖和人工色素. 
该系列产品不可用于诊断、治疗及预防等方面. 
Peptizyde™ 是 Houston Nutraceuticals, Inc. （HNI）公司的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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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ston’s  AFP Chewable 
复合蛋白水解酶咀嚼片 

产品代号: 包装： 价格: 

 
PEPT-CHEW 120 粒 $24.00 

 
AFP Peptizyde™  真菌蛋白酶咀嚼片，具有以下特点： 

• 可咀嚼的 AFP Peptizyde 复合酶片剂 

• 高效复合酶，可以消化食物蛋白 

• 二肽酰肽酶（DPP IV） 活性高，不含木瓜蛋白酶 

• 增强对酪蛋白、麸质、大豆蛋白的消化能力 

• 安全、无毒性，适用于禁食麸质和酪蛋白的人 

 

AFP Peptizyde 复合酶咀嚼片具有清淡的橘味，能够有效地消化所有食物蛋白，包括酪蛋白、麸质、肉

和大豆中的蛋白质。它可在胃的酸性环境下发挥作用水解蛋白，减少了小肠分解和吸收蛋白的负担。可

以用于麸质酪蛋白禁食者的营养补充剂，也可与过敏性食物一同服用。 

 

推荐剂量:  

饭前咀嚼 2－3 片。3 片 AFP Chewable 咀嚼片相当于 1 粒 AFP Peptizyde 胶囊中所含酶的功效，建议在

咽下咀嚼片后，吃少量食物或喝一点饮料，以清除口腔内药物的残留。 
 

营养成分表 
计量单位 2 片 %DV 
每个包装所含计量单位数 60  
肽酶 (含 DPP IV) 32,250 HUT * 
蛋白酶 4.5 16,500 HUT  * 
蛋白酶 6.0 16,500 HUT  * 
卡路里 4 * 
脂肪 0 * 
钠 3.2 mg * 
总 1.2 g * 
糖 1 g * 
蛋白质 0 g * 
* 每日的摄取值(DV)尚未确定. 

其它成分: 果糖, 木糖醇, 硬脂酸, 天然橘子香料，天然橙粉,  硬脂酸镁, 二氧化硅, 柠檬
酸, 盐. 

 
本品 不含 奶制品, 大豆, 小麦, 酵母, 麸质, 人工调味剂. 
注：未经 FDA 评定，该产品不可用于诊断、治疗及预防疾病等方面。 
 Peptizyde™ 是 Houston Nutraceuticals（HNI）公司的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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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ston’s  HN-Zyme Prime 

全酶 
产品代号: 包装： 价格: 

ZYME 90 粒 $19.50  

   

 
• 含有多种消化酶（包括木瓜蛋白酶和菠萝蛋白酶），具有广谱的消化作用。 
• 增强糖类复合物和脂肪的消化能力 
• 有助于减少因进食淀粉食物而引起的胃涨气 
• 与 Peptizyde™复合酶配合使用，效果更好 

HN-Zyme Prime 胶囊含由 9 种高浓度酶，能有效促进糖类复合物、脂肪、淀粉和蛋白的分

解。HN-Zyme Prime 对蛋白的水解能力没有 Peptizyde™复合酶强，但对糖类有极好的分解

能力。可以减少胃涨气、放屁以及帮助解决乳糖不耐受等饮食问题。 

HN-Zyme Prime 含有 CereCalase™,它是纤维素酶和肌醇六磷酸酶的复合物，有助于水解植

物纤维，减少肌醇六磷酸。肌醇六磷酸能够与许多重要的蛋白质和矿物质结合，降低了身

体利用这些物质的能力。 

半乳糖苷酶能够消化豆类食品中含有的难以消化的糖类，可以减少由于这些物质在小肠中

发酵而产生的臭屁。 

淀粉酶和葡糖淀粉酶结合使用能够水解淀粉复合物成为单糖。 

脂肪酶能够水解脂肪成为短链脂肪酸。 

这些酶都来源于植物。HN-Zyme Prime 可以与 Peptizyde™结合使用，能够帮助消化所有的

食物成分，包括：蛋白质、脂肪和糖类。HN-Zyme Prime 不会影响到其它药物和营养补充

剂的效果，也可以和其它酶类产品共同服用。 

功效： 
HN-Zyme Prime 可以减少胃涨气，帮助解决如乳糖和脂肪不耐受等饮食问题。父母们反映

服用本品后孩子的大便变硬成型，还有些孩子提高了对含酚食品的耐受性。消化能力的提

高还改善了孩子的精神状态（比原来快乐一些）。HN-Zyme Prime 由于增加了食物中营养

的利用效率，可以使那些发育迟缓的孩子体重增加。 
 
副作用： 
未见明显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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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用禁忌： 
在手术前 1 周及有异常的出血症状时，请勿服用本品。尽管非特异性的霉菌过敏并不忌用

真菌酶，但对曲霉菌酶或菠萝过敏的人还是不宜服用本品。为了谨慎起见，请根据医生的

建议服用本品。对真菌蛋白过敏的人不能服用来源于真菌的酶制品。 
 
推荐剂量: 
每天 1－4 粒，餐前服用。服用的剂量决定于摄入食物的种类和数量，而不是根据年龄或体重而定。

对于摄入糖分和脂肪较多的人，服用 HN-Zyme Prime 的剂量也要增加。对于本品的 大服用剂量目

前尚无定论，动物实验表明：即使摄入极高的剂量，也无明显的毒毒副作用。但我们建议每次服用

量不超过 5 粒，每天服用量不超过 9 粒。 
 
 

营养成分表 

计量单位 1 粒 %D
V 

每个包装所含计量单位数 90  

n’zymes™ 293 mg * 

  淀粉酶 12,000 DU * 

  葡糖淀粉酶 25 AGlU * 

  蛋白酶 4.5 20000 HUT  * 

  CereCalase™ (400 MU: 半纤维素酶, β-葡聚糖酶, 肌醇六磷酸酶) 400 MU * 

  耐酸蛋白酶 15 SAPU * 

 半乳糖苷酶 120 GalU * 

  乳糖分解酵素  1,500 ALU * 

  脂肪酶 200 FCCLU * 

  木瓜蛋白酶 300000 FCCPU * 

  菠萝蛋白酶 150000 FCCPU * 

* 每日的摄取值(DV)尚未确定. 

其它成分: 无麸质的稻米麸皮，植物 纤维素, 水 

本品不含麸质, 奶制品, 大豆, 小麦, 酵母, 防腐剂, 人工调味剂或色素. 

CereCalase™ 是 National Enzyme 公司的商标。 

注：未经 FDA 评定，该产品不可用于诊断、治疗及预防疾病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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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ston’s Zyme Prime 全酶咀嚼片 
樱桃口味 

产品代号: 包装： 价格: 

ZYME-CHEW 120 粒 $23.00  

   

 
• 含有多种消化酶，具有广谱的消化作用。 
• 增强糖类复合物和脂肪的消化能力 
• 有助于减少由于进食淀粉食物而引起的胃涨气 
• 与 Peptizyde™复合酶配合使用，效果更好 
 

Zyme Prime 酶复合物咀嚼片口感极佳，可以象零食一样给儿童服用，也可与学校午餐结合起来使用。 

HN-Zyme Prime 胶囊含 9 种高浓度酶，能有效促进糖类复合物、脂肪、淀粉和蛋白的分解。Zyme Prime 
对蛋白的水解能力没有 Peptizyde™强，但对糖类有极好的分解能力。可以减少胃涨气、放屁以及帮助解

决乳糖不耐受等饮食问题。 

Zyme Prime 含有 CereCalase™,它是纤维素酶和肌醇六磷酸酶的复合物，有助于水解植物纤维，减少肌醇

六磷酸。肌醇六磷酸能够与许多重要的蛋白质和矿物质结合，降低了身体利用这些物质的能力。 

半乳糖苷酶能够消化豆类食品中含有的难以消化的糖类，可以减少由于这些物质在小肠中发酵而产生的

臭屁。 

淀粉酶和葡糖淀粉酶结合使用能够水解淀粉复合物成为单糖。 

脂肪酶能够水解脂肪成为短链脂肪酸。 

这些酶都来源于植物。Zyme Prime 可以与 Peptizyde™结合使用，能够帮助消化所有的食物成分，包括：

蛋白质、脂肪和糖类。Zyme Prime 不会影响到其它药物和营养补充剂的效果，也可以和其它酶类产品共

同服用。 

功效： 
Zyme Prime 可以减少胃涨气，帮助解决如乳糖和脂肪不耐受等饮食问题。父母们反映服用本品后孩子的

大便变硬成型，还有些孩子提高了对含酚食品的耐受性。消化能力的提高还改善了孩子的精神状态（比

原来快乐一些）。Zyme Prime 由于增加了食物中营养的利用效率，可以使那些发育迟缓的孩子体重增

加。 
 
副作用： 
未见明显副作用 
 
服用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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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手术前 1 周及有异常的出血症状时，请勿服用本品。尽管非特异性的霉菌过敏并不忌用真菌酶，但对

曲霉菌酶或菠萝过敏的人也不宜服用本品。为谨慎起见，请根据医生的建议服用。对真菌蛋白过敏的人

不能服用来源于真菌的酶制品。 
 
推荐剂量: 
每天 2－4 粒，饭前咀嚼服用。服用的剂量决定于摄入食物的种类和数量，而不是根据年龄或体重而定。

对于摄入糖分和脂肪较多的人，服用 Zyme Prime 的剂量也要增加。对于本品 大服用剂量目前尚无定

论，动物实验表明：即使摄入极高的剂量，也无明显毒副作用。 
 
 

营养成分表 

计量单位 2 片 %DV 

每个包装所含计量单位数 60  

淀粉酶 8,500 DU * 

蛋白酶 4.5 28,500 HUT  * 

葡糖淀粉酶 18 AGlU * 

α-半乳糖苷酶 140 GalU * 

CereCalase™ (285 MU) 半纤维素酶, β-葡聚糖酶, 肌醇六磷酸酶) 14 mg * 

乳糖分解酵素 1,000 ALU * 

脂肪酶 140 FCCLU * 

* 每日的摄取值(DV)尚未确定. 

其它成分: 木糖醇, 天然水果复合调味剂, 氯化钠, 柠檬酸, 果糖, 硬脂酸, 二氧化硅, 硬脂酸镁 

不含 淀粉, 奶制品, 酵母, 小麦, 麸质, 玉米, 大豆, 防腐剂，人工色素, 人工或动物源香料。 

HNI 公司仅使用高质量的植物源酶类，这些酶类经 FDA 认证是安全的。 

请置阴凉、干燥处存放，避免潮湿和光照。室温保存，不可放入冰箱，因为冰箱潮气太重。 

CereCalase™ 是 National Enzyme 公司的商标。  

注：未经 FDA 评定，该产品不可用于诊断、治疗及预防疾病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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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ston’s  Zyme Prime 
Specific Carbohydrate Diet (SCD) Legal 

产品代号: 包装： 价格: 

 
ZYME-SCD 90 粒 $19.50 

 
• 与 HN-Zyme Prime 一样，不含木瓜蛋白酶，菠萝蛋白酶和大米麸质 
• 含有多种消化酶，具有广谱的消化作用。 
• 增强糖类复合物和脂肪的消化能力 
• 有助于减少由于进食淀粉食物而引起的胃涨气 
• 与 Peptizyde™复合酶配合使用，效果更好 
 

Zyme Prime 胶囊含 9 种高浓度酶，能有效促进糖类复合物、脂肪、淀粉和蛋白质的分解。Zyme 
Prime 胶囊对蛋白质的水解能力没有 Peptizyde™复合酶强，但对糖类有极好的分解能力，可以减少胃涨

气、放屁以及帮助解决如乳糖不耐受等饮食问题。 

Zyme Prime 胶囊含有 CereCalase™,它是纤维素酶和肌醇六磷酸酶的复合物，有助于水解植物纤维，

减少肌醇六磷酸。肌醇六磷酸能够与许多重要的蛋白质和矿物质结合，降低了身体利用这些物质的能

力。 

半乳糖苷酶能够消化豆类食品中含有的难以消化的糖类，可以减少由于这些物质在小肠中发酵而产

生的臭屁。 

淀粉酶和葡糖淀粉酶结合使用能够使淀粉复合物水解成为单糖。 

脂肪酶能够水解脂肪成为短链脂肪酸。 

这些酶都来源于植物。Zyme Prime 胶囊可以与 Peptizyde™胶囊结合使用，能够帮助消化所有

的食物成分，包括：蛋白质、脂肪和糖类。Zyme Prime 复合酶不会影响到其它药物和营养补充剂

的效果，也可以和其它酶类产品共同服用。 

 
功效： 
Zyme Prime 可以减少胃涨气，帮助解决乳糖和脂肪不耐受等饮食问题。父母们反映孩子服用本品

后，大便变硬成型；还有些孩子提高了对含酚食品的耐受性。消化能力的提高还改善了孩子的精神

状态，比如表现很高兴。Zyme Prime 复合酶由于增加了食物中营养的利用效率，可以使那些发育
迟缓的孩子体重增加。 

 
副作用： 
未见明显副作用 
 
服用禁忌： 

Formatted: Bullets and Numbering



酶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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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手术前 1 周及有异常的出血症状是，请勿服用本品。尽管非特异性的霉菌过敏并不忌用真菌酶，但对

曲霉菌酶或菠萝过敏的人也不宜服用本品。为谨慎起见，请根据医生的建议服用。对真菌蛋白过敏的人

不能服用来源于真菌的酶制品。 

 

推荐剂量: 

每天 1－4 粒，饭前服用。服用的剂量决定于摄入食物的种类和数量，而不是根据年龄或体重而定。对于

摄入糖分和脂肪较多的人，服用 Zyme Prime 的剂量也要增加。对于本品的 大服用剂量目前尚无定论，

动物实验表明：即使摄入极高的剂量，也无明显的毒副作用。但我们建议每次服用量不超过 5 粒，每天

服用量不超过 9 粒。 
 
 
 

营养成分表 

计量单位 1 粒 %DV 

每个包装所含计量单位数 90  

淀粉酶 12,000 DU * 

蛋白酶 4.5 40,000 HUT * 

葡糖淀粉酶 25 AGlU * 

α-半乳糖苷酶 200 GU * 

CereCalase™ (400 MU: 半纤维素酶, β-葡聚糖酶, 肌醇六磷酸酶

) 
20 mg * 

乳糖分解酵素  1,500 ALU * 

脂肪酶 200 FCCLU * 

* 每日的摄取值(DV)尚未确定. 

其它成分: 纤维素, 水 

Zyme Prime 不含稻米, 麸质, 酪蛋白, 大豆, 味精, 水杨酸盐, 糖和人工色素. 

CereCalase™ 是 National Enzyme 公司的商标。 

注：未经 FDA 评定，该产品不可用于诊断、治疗及预防疾病等方面。 
 
 



 

 

Immune Support 



免疫促进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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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nd I Formula 
（过敏及炎症缓解剂） 

产品代号: 包装： 价格: 

AIF-120 120 粒 $34.00 

 AIF-40 40 粒 $18.00 

 
A & I Formula 胶囊是一种纯天然复合制剂，可以缓解过敏、感冒及伴随的炎症，而且不会

引起嗜睡。本品含有以下几种成分，它们能够抑制体内组胺的释放，保护粘膜免受季节性

和食物过敏、以及其它环境因素的攻击，提高机体的免疫力。 
 
栎精：一种天然的类黄酮，具有很强的抗氧化、抗组胺及消除炎症的功能。 
 
刺荨麻叶：刺荨麻叶具有止痛、消炎等疗效。 
 
菠萝蛋白酶：从菠萝中提取的一种强效蛋白酶，具有黏液溶解特性，能够抑制炎症，缓解

疼痛和肿胀。. 
  
N-乙酰- L-半胱氨酸(NAC)：具有天然黏液溶解能力，能够降低黏液的粘度 
 
推荐剂量: 起始剂量: 每次 2 粒，每天三次，连续服用 7-10 天； 
急性剂量:根据情况服用 2-3 粒；维持剂量: 每天 1 粒或多粒；或在健康专家指导下服用. 
 
 

营养成分表 
计量单位 1 粒 %DV 
每个包装所含计量单位数 40 或 120  
维生素 C  150 mg 250% 
二水栎精  200 mg * 
刺荨麻叶粉剂 200 mg * 
菠萝蛋白酶 (2400 GDU/g) 50 mg * 
N-乙酰 L-半胱氨酸 USP 25 mg * 
果糖低聚糖 163 mg * 
* 每日的摄取值(DV)尚未确定. 
其它成分: 天然植物包衣, 硬脂酸镁,  

 
本品不含： 酵母, 麸质, 大豆, 牛奶/奶制品, 玉米, 钠, 糖, 淀粉, 人工色素, 防腐剂或调味剂. 
 
注：未经 FDA 评定，该产品不可用于诊断、治疗及预防疾病等方面。 



免疫促进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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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e Colostrum™（牛初乳） 
（不含麸质，浓缩型） 

产品代号: 包装： 价格: 

CLST 30 ml $26.00 
 

   

 
Prime Colostrum™是以 A 级奶牛在分娩 3 小时后收集的初乳为原料精制而成。这些奶牛是从美国威

斯康星地区牧群中严格筛选出来的，无疾病且未使用过任何抗生素和荷尔蒙。收集到的初乳需经过巴斯

德法消毒处理(按 USDA 的规定进行操作)。Prime Colostrum™ 牛初乳可以增强人体免疫力，此外还含有强

效的康复、生长及修复因子，有助于促进肌肉、骨骼、神经和软骨组织的发育。Prime Colostrum™对高血

压或低血压患者具有平衡血糖的功效，能够减缓糖分和肌肉蛋白的分解代谢，刺激脂肪利用。这些功能

已经在许多体内及体外试验中得到证实。4600 多项研究表明：初乳需经过口腔粘膜吸收，才能更好的发

挥功能。 
本品特点：优质、无酪蛋白 、无脂肪、无人工色素和香料、 低乳糖  
 
独立分析实验结果表明 Prime Colostrum 的营养成分如下： 

• 总蛋白占 50-60%  
• 总免疫球蛋白占 35-45%  
• 总脂肪占 20-22%  
• 乳糖占 9-11%  

 
推荐的服用方法: 
 
作为饮食补充剂，每次服用 1/2 滴管（约 0.5ml），每天 2 次，或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为达到更好的吸

收效果，请在嘴里含 30 秒后再吞咽。对于较小的婴儿，可以每次向嘴里滴入 3－4 滴，避免直接吞进

去。为了提高牛初乳的甜度，可以在整瓶中加入几滴 Stevia。打开包装后请置冰箱中保存。 
 

 
营养成分表 
计量单位 ½ 滴 (0.50 ml) %DV 
每个包装所含计量单位数 60  
卡路里 0  
总碳水化合物 0 mg <1% 
糖分 0 mg * 
牛初乳  0.50 ml * 
* 每日的摄取值(DV)尚未确定. 

其它成分: 甲基-对羟基苯甲酸酯和丙基-对羟基苯甲酸酯 
 

*厂家在该产品中添加了千分之五的对羟基苯甲酸酯。如果不添加这些防腐剂，牛初乳的保质期极短。尽

管新里程营养品公司不推荐在营养品中添加防腐剂，但我们认为，在牛初乳中添加少量防腐剂是必要

的，因为牛初乳对人体的益处远大于防腐剂对人体的伤害。 



免疫促进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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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olaurin（甘油三月桂酸酯） 300 mg 
Ecological Formulas  

产品代号: 包装： 价格: 

MLRN 90 粒 $19.00 
 

   

 
甘油三月桂酸酯是一种来源于棷子油和月桂酸的脂肪酸，它是母乳中的一种天然成

分。这种脂肪酸具有广谱抗病毒、抗真菌和抗微生物特性，能有效增强人体免疫系统的抗

炎症能力。 

 

推荐剂量:  每天 1－4 粒，或在健康专家指导下服用. 
 
 

营养成分表 

计量单位 1 粒 %DV 

每个包装所含计量单位数 90  

钙 (磷酸盐) 106 mg 10% 

甘油三月桂酸酯 300 mg * 

次黄嘌呤核苷 7.5 mg * 

* 每日的摄取值(DV)尚未确定. 

其它成分: 磷酸氢钙, 纤维素粉末, 二氧化硅 
 
本品不含： 酵母, 玉米, 麸质, 大豆, 乳糖, 糖 或其它甜味剂, 人工色素或防腐剂。 
 
注：未经 FDA 评定，该产品不可用于诊断、治疗及预防疾病等方面。  



 

 

Botanical Extracts 



 植物提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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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蓟萃取物 
                                                   (  护肝 ) 

产品代号: 包装： 价格: 

ARCH 60 粒 $15.00 
 

   

 

朝鲜蓟具有抗氧化剂活性，可以通过促进胆汁分泌来保持良好的消化功能和肝功。胆

汁是胆固醇的主要携带者，并且可以排出身体内有毒代谢产物。新里程公司营养品朝鲜蓟

萃取物是由整株朝鲜蓟提取物以及朝鲜蓟的花、叶和根混合而成。每粒胶囊含 10 毫克洋蓟

酸。 

 

推荐剂量: 每天 1 粒，两餐之间服用，或在健康专家指导下服用。  
 
 
 

营养成分表 

计量单位 1 粒 %DV 

每个包装所含计量单位数 60  

整株朝鲜蓟萃取物 200 mg * 

朝鲜蓟 100 mg * 

* 每日的摄取值(DV)尚未确定. 

其它成分: 纤维素 核植物硬脂酸盐. 
 
本品不含： 酵母, 麸质, 大豆, 牛奶/奶制品, 玉米, 钠, 糖, 淀粉, 人工色素, 防腐剂或调味剂. 
 
注：未经 FDA 评定，该产品不可用于诊断、治疗及预防疾病等方面。  
 



 植物提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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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dicid Forte 

酵母抑制剂 
产品代号: 包装： 价格: 

CDF 90 粒 $36.00 
 

   

Candicid Forte 是由强效抗真菌制剂和药草制成的复合胶囊具有极强的抑制真菌和酵母

长生的作用，能有效抑制因假丝酵母的过度繁殖而导致的念珠菌病。假丝酵母是一种类似

于酵母的寄生真菌，通常在人体肠道、口腔、咽喉和食道中寄生。本品是一种纯植物来源

的脂质抗真菌制剂， 添加了香草调味剂，能有效缓解胃部不适和胃涨气。 

推荐剂量: 
 

儿童 每天 1 － 2 粒胶囊，或在健康专家指导下服用 
成人 每天 2 － 4 粒胶囊，或在健康专家指导下服用 

 
 

营养成分表 

计量单位 2 粒 %DV 

维生素 H 300 mcg 100% 

辛酸钠  200 mg * 

牛至叶提取物 (10:1)  180 mg * 

Pau D'Arco inner bark Extract (5:1) 180 mg * 

黄连素硫酸盐  100 mg * 

肉桂皮提取物 (5:1) 100 mg  * 

白毛垠根提取物 (含 5% 白毛垠碱) 100 mg  * 

生姜根粉末 100 mg  * 

柚子种子萃取物 (Citricidal®) 100 mg  * 

黄春菊花粉末 50 mg  * 

* 每日的摄取值(DV)尚未确定. 

其它成分: 天然植物包衣, 硬脂酸镁, 微晶 纤维素, 二氧化硅, 纤维素, 白明胶 (包衣) 和硅酸. 

 
本品不含： 酵母, 麸质, 大豆, 牛奶/奶制品, 玉米, 糖, 淀粉, 人工色素, 防腐剂或调味剂. 
 
注：未经 FDA 评定，该产品不可用于诊断、治疗及预防疾病等方面。  



 植物提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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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提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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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FP-144 

柚子种子提取物 
产品代号: 包装： 价格: 

GSE 1 盎司 $26.00 
 

   

 
为了保持肠道内有益酵母菌和细菌的含量，医生会经常建议服用柚子种子提取物。柚

子种子提取物也是一种有效的抗氧化剂，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营养元素、维生素和矿物

质，包括生物类黄酮、氨基酸、saccarides 、维生素 E、磷、钾、铁、镁、维生素 C(25mg/g-
30mg/g)和所有的 B 族维生素（尤其是维生素 H）。 
 
推荐剂量:  每天 2－4 滴，分 1 到 2 次服用， 或在健康专家指导下服用；可以与稀橙汁混合

后加入 2 滴 stevia 调至甜味服用。 
 
 

营养成分表 

计量单位 1 滴 %DV 

每个包装所含计量单位数 约 500 滴  

柚子种子萃取物 ( 水溶性的植物性药材) 15 mg * 

* 每日的摄取值(DV)尚未确定. 

其它成分: 无 
 

注：未经 FDA 评定，该产品不可用于诊断、治疗及预防疾病等方面。 

 



 植物提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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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茶氨酸 
缓解忧虑 

 

产品代号: 包装： 价格: 

THEA 60 粒 $18.00  

   

 

L-茶氨酸是绿茶中所特有的一种氨基酸。几百年来，人们一直饮用绿茶来放松身心、

减轻压力。研究表明 L-茶氨酸具有提神作用。通过测量大脑表面的微弱电流（通常称为脑

波），可以记录分析大脑的放松状态。脑波分为 4 种，分别是 alpha, beta, gamma 和 theta
型，其中 alpha 型是在没有睡意的放松状态下产生的脑波。一项研究表明：服用 200 毫克的

L-茶氨酸，可以在大脑的枕骨和顶骨区产生 alpha 型脑波，并且没有副作用。还有研究表

明，alpha 型脑波产生的量与服用的茶氨酸剂量正相关，服用后 30 分钟内，茶氨酸在脑部的

含量达到 高。L-茶氨酸还参与形成 gamma-氨基丁酸（GABA），GABA 是一种抑制性神

经传递素，它可以影响多巴胺和复合胺的水平，从而产生放松效果。 

除了具有放松效果之外，研究还表明，L-茶氨酸还对心血管、免疫系统和神经健康由好

处。 

 
推荐剂量:  每天 1 粒，随餐同服；或在健康专家指导下服用。  
 
 
营养成分表 

计量单位 1 粒胶囊 %DV 

每个包装所含计量单位数 60  

L-茶氨酸 100 mg * 

* 每日的摄取值(DV)尚未确定. 

其它成分: 纤维素 和 植物硬脂酸盐  
 
本品不含： 酵母, 玉米, 麸质, 大豆, 乳糖, 糖 或其它甜味剂, 人工色素或防腐剂. 

注：未经 FDA 评定，该产品不可用于诊断、治疗及预防疾病等方面。  



 植物提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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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T LIQUID 
中链甘油三酯 

产品代号: 包装： 价格: 

MCT 237 ml $13.00 
 

   

 
中链甘油三酯 (MCT) 是一种很容易被身体消化的脂肪。对于脂肪消化力差的人来说，

它是一种极好的能量和脂肪来源。日常饮食中的大部分脂肪是长链甘油三酯，它不能直接被

吸收，必须在肠道中消化后才能运输到血液中。MCT 比长链甘油三酯更容易降解成辛酸，

即使对于脂肪酶含量低的人来说，也比较容易吸收。辛酸是一种脂肪酸，具有天然的抗真菌

和细菌的功效，有利于保持肠道内菌群的平衡。 
 
推荐剂量:  
 

6 岁以下儿童 每次¼ - ½  茶匙，每天两次 
6 岁以上 每次½ - 1 茶匙，每天两次 

  
 

营养成分表 

计量单位 1 茶匙 %DV 

每个包装所含计量单位数 约 17 茶匙   

100% 中链甘油三酯 12 g * 

GLC supplying:   

辛酸 大约 8.4 g * 

癸酸 大约 3.6 g * 

* 每日的摄取值(DV)尚未确定. 

其它成分: 无 
 

注：未经 FDA 评定，该产品不可用于诊断、治疗及预防疾病等方面。 

 
 



 植物提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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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k Thistle（奶蓟提取物） 
Liver Support 

产品代号: 包装： 价格: 

MILT 60 粒 $20.00 
 

   

 

奶蓟是地中海地区一种常见的药用植物，2000 多年来，一直被用作保护肝脏的营养补

充剂。奶蓟的花富含 3 种黄酮: silybin, silydianin and silychristin，这三种物质结

合在一起，可以形成 silymarin，silymarin 是一种生物类黄酮复合物，可以保护肝脏、促

进干细胞的再生。新里程公司的营养品奶蓟提取物含有 80％的 silymarin，可以强效保护

肝脏、滋补肝脏细胞，使肝脏免受杀虫剂、重金属以及药物的损害。本品中的 Silymarin

是一种抗氧化剂，能够促进谷胱甘肽的形成，使肝脏免受自由基的损伤。每粒胶囊含 250

毫克奶蓟(Silybum marianum [L.] Gaertn.)种子提取物（相当于 200 毫克的标准的

silymarin）和 100 毫克的奶蓟种子。 

 

推荐剂量:  
 

2 – 6 岁儿童 每天 1 粒胶囊，分两次服用  
6 岁以上 每天 1-2 粒胶囊，分两次服用 

  
  
 
 
营养成分表 

计量单位 1 粒 %DV 

每个包装所含计量单位数 60  

奶蓟提取物(种子)  
（相当于 200 mg  Silymarin.） 

250 mg * 

奶蓟 (种子)  100 mg * 

* 每日的摄取值(DV)尚未确定. 

其它成分: 纤维素, 白明胶(包衣) 和植物硬脂酸盐.  
 
本品不含： 酵母, 玉米, 麸质, 大豆, 乳糖, 糖 或其它甜味剂, 人工色素或防腐剂. 

注：未经 FDA 评定，该产品不可用于诊断、治疗及预防疾病等方面。  



 植物提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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橄榄叶提取物 
产品代号: 包装： 价格: 

OLXT 60 粒 $16.00 

    

 

新里程公司的营养品橄榄叶提取物含有 20％的 Oleuropein（橄榄中的苦涩物质）。这

种物质和橄榄叶提取物中的其它多酚物质，都具有很强的抗氧化剂的功能，能够抵抗酵

母、细菌和病毒的侵染。 近的研究表明 oleuropein 能够抑制多种病原菌的生长，包括：

Salmonella typhi, 金黄色葡萄球菌，埃希氏大肠杆菌，肺炎克雷伯氏菌和蜡状芽孢杆菌。. 
 

* 如果需要，本公司可以提供相关参考文献。. 
 
推荐剂量: 每天 1- 4 粒，或在健康专家指导下服用. 
 
 

营养成分表 

计量单位 1 粒 %DV 

每个包装所含计量单位数 60  

橄榄叶萃取物  500 mg * 

* 每日的摄取值(DV)尚未确定. 

其它成分: 植物硬脂酸盐 
 

本品不含： 酵母, 麸质, 大豆 蛋白, 牛奶/奶制品, 玉米, 钠, 糖, 淀粉, 人工色素, 防腐剂或调味剂. 

注：未经 FDA 评定，该产品不可用于诊断、治疗及预防疾病等方面。 

 

 



 植物提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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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eganol（牛至油） 
North American Herb & Spice 

产品编号: 包装: 价格:(美元) 

ORGL 60 粒胶囊 28.00 
 

   

 
 
North American Herb & Spice（北美药草和香料公司）从地中海地区山间野生的牛至中提取

出高级牛至油，称为 Oreganol – P73，这是市场上唯一经乔治顿大学进行了深入研究的牛至

油产品。本品具有保护身体免疫系统，增强身体抵抗微生物（如：酵母、细菌、寄生虫和病

毒）的能力。近来 ORAC 测试表明牛至油还具有很强的抗氧化剂活性，其抗氧化能力比越

橘强 4 倍。 
 
牛至含有 64%的香荆芥酚,它是牛至油中的活性成分，此外，本品不含麝香草酚，这是一种

在劣质牛至油中含有的有害物质。本品采用冷压 、蒸馏及超纯橄榄油乳化工艺精制而成，

不含有害化学物质和杀虫剂。 
 
推荐剂量:   
 
儿童：  每天 1 粒胶囊或在健康专家指导下服用。打开胶囊后，将内含物与果汁或水混 后服用，也可在皮肤

上涂抹。若将胶囊拌在苹果酱中，即使很小的孩子也能够吞服。 
 
成人：  每次 1-2 粒胶囊，每天 2 次，或在健康专家指导下服用 
 

营养成分表: 

计量单位 1 粒 %DV 

每包装所含计量单位数 60  

充分乳化于超纯橄榄油中 140 mg * 

野生牛至油 P73  * 

*每日的摄取值(DV)尚未确定 

胶囊包衣由 100％牛肉胶制成，不含转基因成分和疯牛病病原。 

 

本品不含酵母、麸质、大豆、奶油，谷物、糖、人工色素、防腐剂和调味剂 

以上陈述未经 FDA 认证，推荐的营养补充剂仅供参考，不作诊断、治疗和预防疾病之用。 



 植物提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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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va Ursi  

（熊莓提取物） 
产品代号: 包装： 价格: 

 UVA 100 粒 $18.00 

 

Uva ursi 又称为“熊莓”，因熊喜欢吃它的果实而得名。它能够抵抗尿道感染，抑制

酵母和细菌，促进肠道的健康。 

推荐剂量: 每天两次，每次 1 粒，或在健康专家指导下服用。连续服用本品时间请勿超过 7

－10 天。 
 
 

营养成分表 

每个包装所含计量单位数 100 %DV 

熊莓叶提取物 (含 20%标准 熊果苷) 250 mg * 

* 每日的摄取值(DV)尚未确定. 

其它成分: 天然植物包衣, 硬脂酸镁, 和微晶 纤维素 
 
本品不含： 酵母, 玉米, 麸质, 大豆, 乳糖, 糖 或其它甜味剂, 人工色素或防腐剂. 

注：未经 FDA 评定，该产品不可用于诊断、治疗及预防疾病等方面。  



 

 

Specialty Products 



Specialty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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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 Autism” Wristband 

产品代号: 型号： 价格: 

ABND 成人 $2.75 

 ABND-C 儿童 $2.75 

 
Made exclusively for and by the National Autism Association (NAA) with 

puzzle pieces and the NAA slogan, "Think Autism. Think Cure."  
 

本品是美国自闭症协会（NAA）特制的纪念手环，上面刻有 NAA 标

语：”Think Autism, Think Cure” 
 
市面上有各种各样的手环，本品与其它手环的区别在于它是采用无毒材料制成，不仅

对身体无害，而且也不会污染环境。 
 

购买 NAA 手环，既能增加对自闭症的了解，同时也是对 NAA 协会的支持。NAA 协会

的使命是： 
 

1. 为那些不能维护自己权利的人提供帮助 
2. 提高公众对自闭症的了解和认知 
3. 鼓励自闭症患者不要放弃，帮助他们恢复健康 
 
 
 
 
有关更多的NAA信息，请访问 http://www.nationalautismassociation.org. 
 
 
 
 

http://www.nationalautismassociati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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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酮基戊二酸  
产品代号: 包装： 价格: 

AKG 60 粒 $15.00 

    

 
 

辅助中枢神经系统中氨的排出 

新里程公司的营养品α-酮戊二酸 (AKG)是一种有机酸，对于体内所有必需氨基酸的正

常代谢和柠檬酸循环中能量的转移非常重要。它是谷氨酸的前体，这种非必需氨基酸参与

体内蛋白质的合成及调节血液中葡萄糖的水平。AKG 和 L－谷氨酸结合能够减少大脑、肌肉

和肾脏中氨的形成，有助于平衡体内氮的代谢，防止组织和体液中氮素过量。对于摄入高

蛋白、细菌感染或肠胃菌群失调的人，服用本品，有助于保持体内氨的平衡，保护组织免

受损害。 

推荐剂量: 每天 1 粒或在健康专家指导下服用. 
 
 
 
营养成分表 

计量单位 1 粒胶囊 %DV 

每个包装所含计量单位数 60  

α-酮戊二酸 300 mg * 

* 每日的摄取值(DV)尚未确定. 

其它成分: 纤维素, Vcaps™ 植物源性包衣, 水和 L-亮氨酸. 
 
本品不含： 麸质, 牛奶/奶制品, 玉米, 钠, 糖, 淀粉, 人工色素, 防腐剂或调味剂. 

* 注：未经 FDA 评定，该产品不可用于诊断、治疗及预防疾病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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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AE 100 Plus 
Focus Formula 

产品代号: 包装： 价格: 

DMAE 100 粒  $12.00 
 

   

 
DMAE Plus 是一种与 维生素混合的补充剂，其作用是： 
 

 改善精神状态 
 提高注意力和学习能力  

DMAE 100 Plus 含有乙酰胆碱，乙酰胆碱可以产生二甲氨基乙醇。乙酰胆碱是一种神经传

递素（化学信号），可以促进神智清楚、注意力集中，记忆力增强和肌肉韧性。由于单独

服用DMAE刺激性太大，所以本品中还添加了纤维醇和维生素B3，以减少这种刺激。其它

的营养成分则可以促进乙酰胆碱的转化。 

推荐剂量:  每次 1 －3 粒，每天 2－3 次，或在健康专家指导下服用。 
 
 

营养成分表 

计量单位 1 粒胶囊 %DV 

硫胺 (维生素 B1) 12 mg 800%  

核黄素 (维生素 B2) 12 mg 706%  

烟酸 (维生素 B3, 烟酰胺) 12 mg 60% 

维生素 B6 (盐酸吡哆醇) 20 mg 1000% 

维生素 B12 (甲基钴胺素) 20 mcg 333% 

泛酸 (维生素 B5, 泛酸钙形式) 100 mg 1000% 

钙 (泛酸酯盐) 9 mg <1% 

DMAE (dimethylaminoethanol bitartrate)  100 mg * 

纤维醇 100 mg * 

PABA (para-氨基安息香酸) 100 mg * 

* 每日的摄取值(DV)尚未确定. 

其它成分: 羟基丙基甲基纤维素 
 
本品不含： 酵母, 麸质, 大豆, 牛奶/奶制品, 玉米, 钠, 糖, 淀粉, 人工色素, 防腐剂或调味剂. 

* 注：未经 FDA 评定，该产品不可用于诊断、治疗及预防疾病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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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G–125 
二甲基甘氨酸 

产品代号: 包装： 价格: 

DMG 100 片  $26.00 
 

   

 
二甲基甘氨酸(DMG)是甘氨酸（ 简单的氨基酸）的衍生物，它是体内许多重要物质合

成的基础，包括甲硫氨酸、维生素 B 复合物、许多重要的荷尔蒙以及神经传递素和 DNA

等。在人和动物体内的研究表明 DMG 能够提高免疫力。 

DMG 在体内 重要的作用是作为代谢中一个关键的中间物，为其它物质的合成提供甲基

基团。每消耗一个氧分子，它可以产生 多的能量。此外，DMG 可以作为解毒剂和抗氧化

剂，保护身体免受自由基损伤。 
 
推荐剂量:  每天早晨咀嚼 1－2 片或在健康专家指导下服用. 
 

 

 

营养成分表 

计量单位 1 片 %DV 

每个包装所含计量单位数 100  

N,N-二甲基甘氨酸 (DMG)  125 mg * 

* 每日的摄取值(DV)尚未确定. 

其它成分: 无 
 
本品不含： 酵母, 麸质, 大豆, 牛奶/奶制品, 玉米, 钠, 糖, 淀粉, 人工色素, 防腐剂或调味剂. 

* 注：未经 FDA 评定，该产品不可用于诊断、治疗及预防疾病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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褪黑激素 

产品代号: 包装： 价格: 

MELA 100 片 $9.00 

 
   

 
褪黑激素（N-乙酰-5-甲氧基色胺）是一种由位于大脑后部的松果腺分泌的荷尔蒙。当

孩子或成人难以入睡时，服用本品可以调节睡眠周期。褪黑激素还能够维持身体内天然杀

伤细胞的循环，提高免疫力。褪黑激素也是一种有效的抗氧化剂，可以阻止自由基对细胞

的损伤。它是水溶性的脂质，可以自由通过大脑血栓。一些研究表明，与谷胱甘肽和维生

素 E 相比，褪黑激素有更强的清除和中和自由基的能力，使 DNA 免受损伤。此外，褪黑激

素还能促进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的产生，对于体内缺乏谷胱甘肽的儿童来说，它是一种重

要的补充剂。 

注意：白天请勿服用本品，可能会引起睡意。 

  

 

推荐剂量:  睡前 30 分钟服用 1 – 2 片。 

 
 

 
 

营养成分表 

计量单位 1 片 %DV 

每个包装所含计量单位数 100  

N-乙酰-5-甲氧基色胺 1 mg * 

* 每日的摄取值(DV)尚未确定. 

其它成分: 山梨醇, 木糖醇, 硬脂酸, 二氧化硅和硬脂酸镁. 

 

本品不含： 酵母, 麸质, 大豆, 蛋类, 花生,  牛奶/奶制品, 玉米, 人工色素, 防腐剂或调味剂. 

注：未经 FDA 评定，该产品不可用于诊断、治疗及预防疾病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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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MG Powder 
三甲基甘氨酸 

产品代号: 包装： 价格: 

 TMG 60 grams  $10.00 

 
三甲基甘氨酸(TMG)与二甲基甘氨酸类似，是含有三个甲基基团的甘氨酸。因此，TMG 能

够提供更多的甲基供体，促进同型半胱氨酸甲基化物转化成甲硫氨酸。足够含量的甲硫氨

酸对于硫酸盐和谷胱甘肽的形成非常重要，这两种物质能够帮助身体免受毒性物质的损害

和氧化胁迫。 

 

推荐剂量: 每天 1 勺，早晨与食物或饮料混合后服用，或在健康专家指导下服用.  
 

 

营养成分表 

计量单位 1 勺 %DV 

每个包装所含计量单位数 120   

三甲基甘氨酸 500 mg * 

*每日的摄取值(DV)尚未确定. 

其它成分:  无 

 

本品不含： 糖, 小麦, 麸质, 玉米, 色素, 奶制品, 调味剂或防腐剂. 

注：未经 FDA 评定，该产品不可用于诊断、治疗及预防疾病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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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Chelat™ 生物螯合剂 
产品代号: 包装： 价格: 

BIOC 100 ml $39.00 

 
   

 
Bio-Chelat™是来自德国的专利螯合产品，临床实验表明这种补充剂对儿童和成人都安全有效。推荐

亚急性和慢性重金属中毒患者服用本品。根据渗透原理，本品能温和地增强机体的生理排毒机制,促进组

织中游离的重金属转移到胃和肠道中， 后排出体外。此外,对于那些每天暴露在重金属环境下的人，服

用本品能非常有效阻止身体吸收重金属。本品只含有很低浓度的 EDTA (乙二胺四乙酸)，能够长期服用，

且无副作用。EDTA 是一种合成氨基酸，经 FDA 认证，具有排出体内铅、汞、镉和铝的功效。 

为什么如此低浓度的 EDTA 能有效排出重金属？因为这种产品中还含有一种具有氧化催化作用的物

质，能够削弱重金属离子与细胞和血液中蛋白分子（主要是巯基）之间的结合能力，这样低浓度的 EDTA

能够很容易的结合重金属离子形成新的复合物，这种新的复合物不能被身体重新吸收，而是通过尿和粪

便排出体外。 

尽管Bio-Chelat™只含有低浓度的EDTA，但临床实验表明，它可以明显降低体内重金属的含量，而不

会影响到身体必需矿物质（包括钙、镁、钾、钠、硒）的水平，只是会轻微地降低锌的含量。要了解更

多的临床实验信息，请与新里程营养品公司联系，或访问他们的网站：www.nbnus.com. 
 
推荐剂量:   
 

成人: 第 1 周： 5 滴溶于 6 盎司 纯水中服用，每天 3 次 

 第 2 周：增加到 10 滴 

 3 周或以上： 增加至 10 –15 滴 

 

3-12 岁儿童: 第 1 周:  3 滴 溶于 3 盎司纯水中服用，每天 3 次 

 2 周或以上: 增加至 5-10 滴 

 

1-2 岁儿童: 第 1 周: 2 滴溶于 2 盎司纯水中服用，每天 3 次 

 第 2 周: 增加至 3-5 滴 
 
服用本品后，请多喝水，并服用对肝脏有益的补充剂，比如奶蓟／朝鲜蓟提取物，同时补充锌。 
 
禁忌：怀孕、哺乳期间和化疗期间请勿服用本品。 
 
副作用：服用本品可能会导致：口干、胃部不适，偶尔会导致呕吐（这种情况极少发生）。如果出现副

作用，请调整服用剂量。 

http://www.nbnu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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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成分表 

计量单位 20 滴 (1 ml) %DV 

每个包装所含计量单位数 120  

柠檬酸 3 mg * 

碳酸氢钠 3 mg * 

Sodiumedetate 2 mg * 

氯化钾  1 mg 0.05% 

氯化钠 0.5 mg 0.025% 

氯化钙 0.05 mg 0.005%- 

* 每日的摄取值(DV)尚未确定. 

其它成分:蒸馏水  
 
本品不含： 酵母, 麸质, 大豆, 牛奶/奶制品, 玉米, 钠, 糖, 淀粉, 人工色素, 防腐剂或调味剂. 

注：未经 FDA 评定，该产品不可用于诊断、治疗及预防疾病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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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巯基丁二酸 100 mg 

产品代号: 包装： 价格: 

DMSA-100 45 粒 $40.00 

 (凭处方购买)   

 
 

二巯基丁二酸（DMSA）是含巯基的化学物质，能够与汞、铅、钙和锌结合。每粒胶囊

含 100mg 二巯基丁二酸。使用鳌合剂治疗时，必须在专业医师的指导下服用 DMSA。 
 
推荐剂量:  仅在医师指导下服用. 
 
 
 

营养成分表 

计量单位 1 粒 %DV 

每个包装所含计量单位数 45   

DMSA - (二巯基丁二酸)  100 mg * 

*每日的摄取值(DV)尚未确定. 

其它成分:  微晶纤维素 和羟基-丙基-甲基纤维素 (Vcap). 
 

注：未经 FDA 评定，该产品不可用于诊断、治疗及预防疾病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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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巯基丁二酸 25 mg 

产品代号: 包装： 价格: 

DMSA-25 120 粒 $30.00 

 (凭处方购买)   

 
 

二巯基丁二酸（DMSA）是含巯基的化学物质，能够和汞、铅、钙和锌结合。每粒胶囊含

25mg 二巯基丁二酸。使用鳌合剂治疗时，必须在专业医师的指导下服用 DMSA。 

 

 

推荐剂量:  仅在医师指导下服用. 

 
 

 
营养成分表 

计量单位 1 粒 %DV 

每个包装所含计量单位数 120   

DMSA  (二巯基丁二酸)  25 mg * 

*每日的摄取值(DV)尚未确定. 

其它成分:  微晶 纤维素羟基-丙基-甲基纤维素 (Vcap). 
 
 

注：未经 FDA 评定，该产品不可用于诊断、治疗及预防疾病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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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oxamin 750 mg 

EDTA 栓剂 
产品代号: 包装： 价格: 

DTXM 30 suppositories $250.00  

   

 
 Detoxamin 螯合栓剂是一种专利的缓释栓剂，能够结合和排出体内的有毒重金属。该产品

使用 EDTA 二钠钙作为螯合剂，同时采用可可油和甲基纤维素 E4M（Methocel E4M 
premium USP）作为基质，使药效缓慢释放。栓剂在体温下自然溶解，并逐渐扩散，在 80
分钟内，可被直肠吸收进入血液循环。这是一种独特的螯合栓剂，具有“外用内治”的特

点，比其它的产品更安全、有效，使用也更加方便。如果你想排出体内的有毒重金属，使

用本品能够取得的令人满意的效果。 
 
推荐在经过螯合治疗培训的医生指导下使用本品。 
 
推荐剂量: 3－14 岁儿童每次使用 1/2 粒，15 岁以上每次使用 1 粒；隔天晚上使用；或在健

康专家指导下使用。本品是子弹型的软固体栓剂，便于插入使用。 
 
 

营养成分表 

计量单位 ½ 粒栓剂 %DV 

每个包装所含计量单位数 60   

EDTA 二钠钙 (USP Grade) 375 mg * 

*每日的摄取值(DV)尚未确定. 

其它成分:  可可油,甲基纤维素 E4M (methocel E4M premium USP base.) 
 
注：未经 FDA 评定，该产品不可用于诊断、治疗及预防疾病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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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inChild 复合液体营养补充剂 

Spectrum Support II™ 
产品代号: 包装： 价格: 
SS2-32 32 盎司 $99.00 

SSM-32 32 盎司 $50.00 

SSUM-32 32 盎司 $50.00  
SSUS-32 32 盎司 $99.00 

  
可高效吸收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复合液体补充剂 

 

Spectrum Support 系列产品是由一位营养学家（两个已康复孩子的父亲）研制出的，并且创建了

BrainChild Nutritionals 公司，其产品专门为具有同样症状的孩子而设计，以满足他们的营养需求。 

Spectrum Support 系列营养补充剂以维生素和矿物质为原料，经科学配方精制而成，活性高且易于

吸收。Spectrum Support II 作为一种基础营养补充剂，含有全面的营养成分，同时添加了多种有机药

草，可以为那些体内营养不平衡的人群提供丰富的营养，保证代谢的正常进行。 

Spectrum Support 复合营养补充液采用了先进的技术，使营养成分以悬浮液的形式存在，极易被消

化道吸收。Spectrum Support II 中添加的草药成分是从水溶液中提取出来的，不含酒精。 

Spectrum Support 复合补充剂均可与不含糖果汁混和服用。在 3 种维生素复合补充剂中，添加了天

然柠檬-酸橙香精油和椰子甘油（血糖生产指数低），口感好，孩子们非常喜欢，所以愿意服用。 

BrainChild Nutritionals 公司的 Spectrum Support 营养补充剂不含蛋、小麦, 麦芽油, 麸质, 奶

制品, 酵母, 玉米, 和精制糖，同时尽可能的避免使用含天然水杨酸盐、苯酚、安息香酸盐的原料。所

有的产品完全达到儿童营养品的品质要求。另外，很快还会推出不添加任何调味剂的产品，以满足那些

食品过敏儿童的需求。 

Multivitamin Spectrum Support (SSII) 能够满足特殊需要儿童对营养的要求，并且可以根据儿童

不同的需求和体重设计服用量。该产品分为维生素和矿物质两个包装，为不同代谢需求的孩子提供了灵

活的营养补充方案。 

根据父母的反馈和临床测试表明，本产品可以为儿童提供 好的营养补充，以满足神经、代谢和消

化系统的需求。推荐服用剂量是根据体重设计的，适用于体重从 25 磅到 200 磅的人。 

Spectrum Support Ultra Sensitive Kids Formula 也是 Spectrum Support II 系列产品中的一

种，配方经过修改，不含任何草药成分，适用于那些体质特别敏感的儿童。 

Spectrum Support II: Part A – 维生素(添加调味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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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营养品和草药 
本产品是不含酒精的液体悬浮剂，含有牛蒡根和榆树皮等不同的草药。Spectrum Support II 系列产品

中的维生素和矿物质都是添加在蒸馏水和黄原胶中。并且添加了柠檬－酸橙香精油调味剂和山梨酸钾

（防腐剂）。本品不含蛋类、小麦、麦芽油 、麸质、奶制品、酪蛋白、酵母、玉米、大豆、精制糖, 安
息香酸钠，人工甜味剂、人工色素和人工调味剂。同时，尽可能的避免使用任何含水杨酸盐、苯酚、安

息香酸盐的原料，所以， Spectrum Support II 系列产品 完全达到儿童营养品的品质要求。 
本产品是不含酒精的草药浸出物悬浮剂，这些草药包括： 

• Ashwaganda 根 

• 牛蒡根 

• 中国紫云英根 

• 中国撒尔沙植物根 

• 银杏树叶 

• Gotu Kola 叶 

• Gymnema Sylvestre 叶 

• 奶蓟种子 

• 五味子果实 

• 榆树皮 

 

 
营养成分表 

计量单位 6 茶匙 (30 ml) 

天然维生素 A 前体和类胡萝卜素（来自 D. Salina）的混合物  6000  

α-和 β-胡萝卜素 和玉米黄质 
*叶黄素和 玉米黄原胶 

48 IU 
20 mg 

维生素 B-1  20 mg  

维生素 B-2 (5-磷酸-核黄素) 20 mg 

维生素 B-3 (烟酰胺)  15 mg 

维生素 B-3 (Inositol Hexaniacinate) 20 mg  

维生素 B-5 (泛酸钙) 100 mg  

维生素 B-6 (5-磷酸- Pyridoxyl) 20 mg  

维生素 B-12 (氰钴维生素)  600 mcg  

甲酰四氢叶酸 500 mcg  

维生素 H 500 mcg  

维生素 B1 (柠檬酸盐)  60 mg  

纤维醇 (一磷酸盐)  80 mg  

维生素 C （抗坏血酸钙） 800 mg  

Lemon Bioflavinoids 175 mg  

维生素 D-3  200 IU  

天然维生素 E (d-α-Tocopherol Acetate) 125 IU  

钙 (抗坏血酸钙) 50 mg  

甜菜碱 (三甲基甘氨酸)  100 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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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AE (Dimethylaminoethanol Bitrartrate)  40 mg  

N-乙酰基 L-半胱氨酸  15 mg 

其它成分: 纯净水, 天然柠檬和酸橙调味剂，有机椰子甘油 和山梨酸钾. 
 
Spectrum Support II: Part B – 矿物质 (添加调味剂) 
 
 

营养成分表 

计量单位 6 茶匙 (30 ml) 

钙 (300 mg Kreb’s 螯合物) 70 mg  

Glucaronic Acid (from Calcium D-Glucarate) 70 mg  

铬 (391 mcg Kreb’s 螯合物) 25 mcg 

镁 (391 mcg Kreb’s 螯合物) 60 mg  

镁 (18 mg 琥珀酸镁) 2 mg  

钼 (Kreb’s 螯合物 200 mcg  

钾 ( 99 mg α –酮戊二酸盐)  25 mg  

硒 (2 mg. 甲硫氨酸盐)  100 mcg  

锌 (70 mg Kreb’s 螯合物) 15 mg  

甲基磺酰基甲烷（纯 MSM) 200 mg 

L-甘氨酸 250 mg 

其它成分: 纯净水, 黄原胶, 有机草药浸出物（牛蒡根, 中国紫云英根, 和榆

树皮），天然柠檬和酸橙调味剂, 椰子甘油和山梨酸钾. 

*Krebs=柠檬酸, 延胡索酸盐，苹果酸盐, 戊二酸, 和琥珀酸盐 复合物.  

 

推荐剂量:取适量维生素和矿物质溶于约 2 盎司果汁或水中随餐同服，一天 3 次， 后一次应在睡前 2 小

时以前服用。可选用的果汁有梨汁、菠萝汁、柠檬汁、酸果蔓汁等，也可用水稀释后服用（具体服用剂

量，参见剂量表）。 

 
Spectrum Support Ultra-Sensitive Formula™ 
本品适用于体质非常敏感的儿童，有助于神经、代谢和消化系统的发育 

不含草药成分 

Spectrum Support Ultra-Sensitive Formula 中维生素和矿物质都是添加在蒸馏水和黄原胶中，添

加了山梨酸钾防腐剂，但没有添加其它调味剂。 

 

本品不含蛋类、小麦、麦芽油、麸质、奶制品、酪蛋白、酵母、玉米、大豆、精制糖, 安息香酸

钠，人工甜味剂、人工色素和人工调味剂。同时，尽可能的避免使用任何含水杨酸盐、苯酚、安息香酸

盐的原料，Spectrum Support II 超敏配方中的维生素和矿物质 完全达到儿童营养品的品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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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trum Support Ultra-Sensitive Formula 去掉了 SSII 中含有的一些成分，极易吸收，即使是体

质 敏感的儿童也能够服用。 

Part A – Ultra-Sensitive 维生素 
 

营养成分表 

计量单位 (1 盎司.) 

天然维生素 A 前体和类胡萝卜素（来自 D. Salina）的混合物  

*α和 β 胡萝卜素和玉米黄质 3000 IU 

叶黄素 和玉米黄原胶 48 IU 

维生素 B-1 30 mg  

维生素 B-2 (5-磷酸-核黄素) 25 mg 

维生素 B-3 (烟酰胺)  25 mg 

维生素 B-3 (Inositol Hexaniacinate) 20 mg  

维生素 B-5 (泛酸钙) 125 mg  

维生素 B-6 (α –酮戊二酸吡哆胺) 5 mg  

维生素 B-12 (氰钴维生素)  100 mcg  

甲酰四氢叶酸 100 mcg  

维生素 H 300 mcg  

维生素 C (钙盐) 800 mg  

维生素 D3 200 IU  

天然维生素 E (d-Alpha-Tocopherol Acetate) 125 IU  

L-甘氨酸 300 mg 

钙 (抗坏血酸钙) 50 mg  

甘氨酸 15 mg 

Alpha Ketoglutaratic Acid (as PAK) 5 mg 

其它成分: 纯净水和药物级黄原胶, 椰子甘油和山梨酸钾 (防腐剂)。 

 
 
Part B – Ultra-Sensitive 矿物质 
 

营养成分表 

计量单位  1 盎司 

钙 (Kreb’s 螯合物) 300 mg  

钙 D-Glucarate 100 mg  

铬 (Kreb’s 螯合物) 100 mcg 

镁 (Kreb’s 螯合物) 375 mg  

镁 (琥珀酸盐) 6 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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钼 (Kreb’s 螯合物) 200 mcg  

钾 (α –酮戊二酸盐)  80 mg  

硒 (硒代甲硫氨酸)  100 mcg  

锌 (Kreb’s 螯合物) 50 mg  

其它成分 :纯净水, 黄原胶, 椰子甘油和山梨酸钾. 
*Krebs=柠檬酸, 延胡索酸盐，苹果酸盐, 戊二酸, 和琥珀酸盐 复合物.  

 

推荐剂量:取适量维生素和矿物质溶于约 2 盎司果汁或水中，一天 3 次，随餐同服；用量是根据不同体重

设计的，参见下表： 

剂量表: 

Spectrum Support II 剂量表 
(正常配方和超敏感配方) 

体重（磅） Part A - 维生素 
每天 3 次 

Part B – 矿物质 
每天 3 次 

20-25 1/2 茶匙 1/2 茶匙 
25-30 3/4 茶匙 3/4 茶匙 
30-35 1 茶匙 1 茶匙 
35-40 1 ¼ 茶匙 1 ¼ 茶匙 
40-45 1 ½ 茶匙 1 ½ 茶匙 
45-50 1 ¾ 茶匙 1 ¾ 茶匙 
50-60 2 茶匙 2 茶匙 
60-70 2 ¼ 茶匙 2 ¼ 茶匙 
70-80 2 ½ 茶匙. 2 ½ 茶匙. 
80-90 2 ¾ 茶匙 2 ¾ 茶匙 
90-100 3 茶匙 3 茶匙 
100-125 3 ¼ 茶匙 3 ¼ 茶匙 
125-150 3 ½ 茶匙 3 ½ 茶匙 

150-175 3 ¾ 茶匙 3 ¾ 茶匙 

175-200+ 4 茶匙 4 茶匙 

用前摇 。打开后，请将瓶盖拧紧置冰箱存放。按规定剂量服用，请放在儿童不易拿到的地方。如果

出现过敏或其它副作用，请立即停止服用，并到医院就诊。 

注意：第一天服用时，请减少用量。虽然本产品不含任何有害物质，但维生素 B 和一些矿物质含量非常

高，小孩可能不适应。可以逐渐增加用量，以使小孩的代谢系统慢慢适应本产品。 

开始时使用方法: 

开始时按下面的剂量服用（维生素和矿物质同时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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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4 天 1/8 推荐剂量 

— 第 5-8 天 1/4 推荐剂量 

— 第 9-12 天 1/2 推荐剂量 

— 第 13-16 天 3/4 推荐剂量 

 

未经 FDA 认证，本系列产品不可用于诊断、治疗和预防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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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inChild Nutritionals LiquiZinc™ 

高吸收性液体锌 
产品代号: 包装： 价格: 

ZNCL 1 夸脱 $42.00  

   

 
BrainChild LiquiZinc™是一种易于吸收的补锌营养品。 

本品除含有锌之外，还含有纯水、椰子甘油、黄原胶和天然柠檬－酸橙香精油和山梨酸钾

（防腐剂）。另外，还提供不含调味剂的产品可供选择。 

 

推荐剂量: 溶于 3－4 盎司奶替代品、果汁或水中。为达到 好吸收效果， 好分 2－3 次

在空胃时服用，并且与其它营养补充剂分开服用，如果出现反胃症状，可以吃点食物或咨

询健康专家。开始服用剂量为 8mg 或 1/2 茶匙，然后每 4 天增加 1/2 茶匙，直到达到期望

的剂量。 
 
 

营养成分表 

计量单位 2 茶匙 (10ml) 

柠檬酸锌 10 mg  

螯合锌（来源于三羧酸循环） 10 mg  

其它成分: 纯水, 椰子甘油,黄原胶, 天然柠檬－酸橙香精油和山梨酸钾. 
 

注：未经 FDA 评定，该产品不可用于诊断、治疗及预防疾病等方面。 

 

 

 



 

 

Food / Cooking 
 
 
 
 
 
 
 
 

 



食品/烹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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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nilla Powder（香草粉） 

产品代号: 包装： 价格: 

AFVP 3 盎司 $6.50 

    

 
Authentic 食品公司生产的香草粉不含麸质，味道甜美芳香。比普通的香草提取物更

能增加烘烤类食品的风味。普通香草提取物略带苦味，且受热后风味会散失。本产品是以

纯天然的香草豆制作而成。在需要香草提取物的食品配方中，1/4 茶匙香草粉即可相当于 1

茶匙普通香草提取物的作用。 

 

成分: 香草豆提取物, 脱水蔗糖汁, 硅酸, 纤维素.  

 

不含麸质 、奶制品和大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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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onut Oil（椰子油） 
Cooking and Baking 

产品代号: 包装： 价格: 

COCO 32 盎司 $15.00 
 

   

 

椰子油以前被认为是对人体健康不利的，现在人们开始重新认识它的功效，并将它作

为一种有益于健康的产品使用。椰子油属于中链脂肪酸，在体内容易被消化，可以快速分

解转化成能量。普通的食用油（如大豆油和菜籽油）含有的是长链脂肪酸，在体内主要是

转化成脂肪而贮存起来，容易造成血液中胆固醇含量增加。中链脂肪酸对于减肥者和运动

员非常有益，因为它们在体内能很快代谢分解。椰子油中富含中链脂肪酸，对于那些难以

消化脂肪的人和免疫力受到抑制的人有利。椰子油中月桂酸的含量约占 50%，它具有抗细

菌和抗病毒的特性（母乳中也含有月桂酸）。此外，椰子油中还含有辛酸，具有抗真菌的

功效。与其它脂肪和食用油相比，椰子油含的卡路里（热量）较低。 

新里程营养品公司的 Omega Nutrition 可可黄油以 100%有机椰子油为原料制成。它无特

殊的气味，口感好，是烹饪和烘焙过程中一种理想的黄油或人造黄油替代品。在烘焙时，

使用椰子油可以减少用量 25%，而且适合于中温和高温烹饪。 

营养成分表 

计量单位 1 大汤匙 (14g) %DV 

每个包装所含计量单位数 64  

卡路里 120  

来源于脂肪的卡路里 120  

脂肪总量 14 g 22% 

饱和脂肪 1 g 64% 

多聚不饱和脂肪 1.5 g * 

单体不饱和脂肪 1 g * 

胆固醇 0 mg 0% 

钠 0 mg 0% 

总碳水化合物 0 g 0% 

蛋白质 0 g 0% 

* 每日的摄取值(DV)尚未确定. 

成分: 100% 有机椰子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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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riFree  

奶替代品（原味和巧克力味） 
产品代号: 包装： 价格: 

DARI 552 g - （可制备 6 夸脱） $8.00 
  DARI-C 660 g - （可制备 5 夸脱） $8.00 

 
 
• 来自于马铃薯，不含脂肪的奶替代品 
• 不含麸质和酪蛋白，味道鲜美（与牛奶相似） 
• 不含胆固醇和乳糖 
• 可制备 6 夸脱的液体饮品 

 

Vance's 公司的 DariFree™奶替代品可以直接饮用，也可在烹饪和烘焙过程中使用，还

可作为咖啡乳脂使用。DariFree 奶替代品受到了医学界广泛的赞誉，对人体有很好的功效。

即使是小孩也很喜欢它的味道。目前，它已经被食物不耐受的人群广泛使用（包括那些必

需严格去除食物中奶制品和小麦制品的儿童）。 

Vance's 公司的 DariFree 奶替代品不仅不含胆固醇、乳糖、大豆、稻米、油和麸质，也

不含转基因成分。本品含有与牛奶中同样丰富的钙，还含有大量的维生素。DariFree 奶替代

品以粉剂包装，贮存方便，只需与水简单混和就可以直接饮用。混和后，能够在冰箱中冷

藏保存至少一个星期。 

 
营养成分表 

计量单位 3 大汤匙(23g) %DV 

总含量 8 盎司.  

每个包装所含计量单位数 24  

卡路里 70 (原味) ，110 (巧克力味)  

总脂肪 0 mg 0% 

饱和脂肪酸 0 mg 0% 

胆固醇 0 mg 0% 

钠 120 mg 5% 

钾 50 mg 1% 

总碳水化合物 20g 7% 

食物纤维 0 g 0% 

  糖分 原味: 2 g    巧克力味: 11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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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碳水化合物  18 g  

蛋白质 0 g  

成分: 马铃薯淀粉, 麦芽糊精(来自马铃薯), 天然调味剂 (不含味精),果糖, 碳酸钙, 二氧化

钛(一种惰性矿物质), 角叉菜胶, 磷酸氢钙, 食盐, 磷酸三钙,柠檬酸钾, 乳酸, 抗坏血酸 (维
生素 C), Alpha 生育酚琥珀酸酯 (维生素 E), 维生素 A 棕榈酸盐, 烟酰胺 (维生素 B3), 泛
酸钙 (维生素 D3), 维生素 B6 ，核黄素 (维生素 B2), 维生素 K1,(维生素 B1, 氰钴维生素 
(维生素 B12), 维生素 H.  巧克力调味剂（含荷兰可可豆，不含二氧化钛） 

 
 
 
用法： 
取 1 杯本品于带盖容器中，加入 2 杯热水或者冷水，用力搅拌至完全溶解，然后再加入冷

水至 2 夸脱即可饮用。溶解后可以置于冰箱中保存至少一个星期。一旦包装开封，请放入

密封容器中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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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nnamon 脆饼 
Ener-G Foods 

产品代号: 包装： 价格: 
 

EGCC 6 盎司 $7.00 

本产品是 Ener-G 食品公司生产的一种很松脆的饼干，不含麸质和酪蛋白，经过特殊的

甜味处理，口味鲜美。本品是一种很好的肉桂全麦饼干替代品，可作为餐后甜点食用。也可

作为早餐，压碎后可与水果或奶替代品一起食用， 

本品不含麸质, 小麦, 酪蛋白, 奶制品, 蛋类, 大豆和坚果. 

 
营养成分表 

计量单位 5 块 (10 g) %DV 

每个包装所含计量单位数 12  

卡路里 80  

来源于脂肪的卡路里  10  

脂肪总量 1g 2% 

饱和脂肪 0g 3% 

胆固醇 0g 0% 

钠 40mg 2% 

总碳水化合物 s 11 4% 

食物纤维 1g 3% 

糖分 5g  

蛋白质 0g  

成分: 过滤水, 夏威夷玉米淀粉, 有机木薯汁, 黄玉米粉,冷压红花油, 白稻米粉, 浓缩梨汁, 
酵母, 浓缩的甘蔗汁, 甜马铃薯粉, Montina 粉 (Perennial Bunch Grass), 甲基纤维素, 黄
原胶, 马铃薯粉, 肉桂粉, Ener-G 烘焙粉(焦磷酸钠,碳酸氢钠, 马铃薯淀粉,磷酸二氢钙), 
食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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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ylde 脆饼 
Ener-G Foods 

产品代号: 包装： 价格: 

EGPZ 8 盎司 $4.00 
 

   

Wylde Pretzels 脆饼干是由 Ener-G 食品公司的生产的，口味非常鲜美，几乎尝不出它是

不含麸质和豆类的食品，可以作为学校或家庭中的一种很好的零食。该产品有更大包装（8 
盎司/袋分装）的规格可供选择，经济实惠。 

 
营养成分表 

计量单位 25 片 (20 g) %DV 

每个包装所含计量单位数 11  

卡路里 90  

脂肪来源卡路里 20  

总脂肪 2.5g 4% 

饱和脂肪 0g 6% 

Trans Fat 0g  

胆固醇 0g 0% 

钠 150mg 6% 

总碳水化合物 16g 5% 

食物纤维 2g 7% 

糖分 1g  

蛋白质 0g  
 
成分: 马铃薯淀粉, 玉米 淀粉, 马铃薯粉, 稻米粉, 棕榈油, 玉米葡萄糖, 改良玉米淀粉, Ener-G 烘焙粉(焦磷酸

钠, 碳酸氢钠, 马铃薯淀粉, 磷酸二氢钙), 纤维素胶, 竹纤维 食盐, 酵母. 
 
不含 麸质, 小麦, 奶制品, 酪蛋白, 大豆, 蛋类和坚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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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ickerdoodle Cookies  

不含麸质/奶制品/大豆/稻米 

产品代号: 包装： 价格: 

 ELSD 6 盎司 / 1 打 $5.00 

EnjoyLife 食品公司生产的不含麸质的肉桂风味 snickerdoodle 饼干，口味极佳，含有健

康的营养成分，具有天然甜味。这种饼干以不含麸质的高梁粉为原料制成，口味和质地与小

麦一样。  对于那些太忙而没有时间为孩子做饭的母亲来说，本产品是一个理想的不含麸质

的食品。本品是在专门制作不含麸质和坚果食品的面包店加工 

不含麸质/奶制品/大豆/稻米 
天然甜味  

No hydrogentated oils  
不含人工加工成分 
不含转基因成分  
保质期 3 个月 

成分:  高梁粉; Date Paste, 葡萄、苹果和梨的浓缩汁; 棕色蔗 糖; 高压提炼的红花油; 天然稻米

糊精; 亚麻籽; 水; 烘焙苏打; 黄原胶, 香草; 食盐; 肉桂; 迷迭香提取物. 

 
营养成分表 

计量单位 2 cookies (28 g) %DV 

每个包装所含计量单位数 6  

卡路里 130  

来源于脂肪的卡路里  40  

脂肪总量 4.5g 7% 

饱和脂肪 0g 0% 

胆固醇 0g 0% 

钠 110 mg 2% 

总碳水化合物 21g 5% 

食物纤维 1g 4% 

糖分 10g  

蛋白质 1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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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tanas Chocolate Chip Cookies 

巧克力饼干 
产品编号: 包装: 价格:(美元) 

KCC 6 盎司 / 1 打 5.00 

 

   

Montanas 巧克力饼干是由 Kinnikinnick 食品公司生产，不含麸质，味道甜美，清脆可口，极适于那些由

于工作忙而无法做早点的人食用。 （Kinnikinnick Foods Montanas Chocolate Chip Cookies are delicious, 
crispy cookies that are chocked full of chocolate chips.  Gluten free has never tasted so good and this is the 
best gluten-free chocolate chip cookie that we ever tasted.  These cookies are the perfect choice for moms 
who are too busy to bake.  ） 

成分：巧克力片（糖，巧克力汁，可可黄油，大豆卵磷脂，香兰素），棕榈油，糖，豌豆淀粉，棕糖，鸡蛋，

白米粉，马铃薯淀粉，水，盐，香草调味剂，羧甲基纤维素钠，碳酸氢钠，豌豆纤维素，KinnActive 烘焙粉，

菊粉。 

  
营养成分表 

计量单位 2 块饼干  %DV 

每包装所含计量单位数 12  

卡路里 105  

总脂肪 5g 8% 

饱和脂肪 1.5g 8% 

反式脂肪酸 0g  

胆固醇 10 mg 3% 

钠 90 mg 4% 

总碳水化合物 15g 5% 

膳食纤维 0g 0% 

糖份 9g  

蛋白质 1g  

 
过敏警示：生产车间曾加工芝麻、大豆、蛋类和坚果等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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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niTOOs 

Chocolate Sandwich Creme Cookies 
巧克力三明治奶油饼干 

产品编号: 包装: 价格(美元): 

 

KCSC 21 块 6.00 

 
Kinnikinnick 食品公司生产的 KinniTOOS 巧克力三明治奶油饼干是一种理想的不含麸质和酪蛋白饼干，能够

满足那些需禁食麸质和酪蛋白孩子的需要。本品经过特殊处理，味道鲜美，口感好。 

成分：糖衣（含有 2-3%的玉米淀粉），棕榈油，香草调味剂，大豆卵磷脂，食盐，糖，豌豆淀粉，马铃薯淀

粉，白米粉，可可粉，水，木薯粉，葡萄糖，豌豆蛋白质，羧甲基纤维素钠，豌豆纤维素，焦糖色素，菊粉，

果阿胶，碳酸氢钠，碳酸氢铵。 

 
  

营养成分表 

计量单位 1 块饼干  %DV 

每包装所含计量单位数 21  

卡路里 46  

脂肪总量 2g 3% 

饱和脂肪 0.5g 2% 

反式脂肪酸 0g  

胆固醇 0 mg 0% 

钠 15 mg 1% 

总碳水化合物 7g 2% 

膳食纤维 0g 0% 

糖份 4g  

蛋白质 0g  

 
过敏警示：生产车间曾加工芝麻、大豆、蛋类和坚果等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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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ar  Cranberry Bar 

（梨条，酸果蔓味） 

产品代号: 包装： 价格:  

PBCB 40 g $1.25 

 

Gorge Delights 公司采用来自美国西北地区新鲜的梨为原料，生产出美味、营养的水

果条。本品以 100％纯天然水果制作，不添加任何其它成分，每个梨条所含营养成分相当于

两个新鲜的梨。本品携带方便，可以装在口袋、皮包和餐盒内。添加了来在美国俄勒冈州的

酸果蔓，口味独特。 

每个梨条单独包装，利于存放，重量轻，老少皆宜。本品不含人工防腐剂、调味剂、色

素或其它添加剂，血糖生成指数低，营养丰富，父母可以放心地给孩子食用。 

不含麸质/奶制品/大豆 

 维生素 C 、钾、纤维素含量高 

不加糖 

不含人工加工成分 

保质期两年 

 
Nutritional Facts %DV 
计量单位 1 支 （40g） %DV 

每个包装所含计量单位数 1  

卡路里 132  

脂肪总量 0g 0% 

钠 11 mg 0% 

钾 230 mg 7% 

总碳水化合物 32g 8% 

纤维 7g 11% 

 糖分 15g  

蛋白质 1g  

其它成分： 梨泥, 浓缩梨汁，酸果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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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ar Bar 

产品代号: 包装： 价格: 

PBPE 40 g $1.25 

    

 

Gorge Delights 公司采用来自美国西北地区新鲜的梨为原料，生产出美味、营养的水

果条。本品以 100％纯天然水果制作，不添加任何其它成分，每个梨条所含营养成分相当于

两个新鲜的梨。本品携带方便，可以装在口袋、皮包和餐盒内。 

每个梨条单独包装，利于存放，重量轻，老少皆宜。本品不含人工防腐剂、调味剂、色

素或其它添加剂，血糖生成指数低，营养丰富，父母可以放心地给孩子食用。 

不含麸质/奶制品/大豆 

维生素 C 、 钾、纤维素含量高  

不含糖 

不含人工加工成分 

保质期两年 
 

Nutritional Facts %DV 
计量单位 1 支（40g） %DV 

每个包装所含计量单位数 1  

卡路里 132  

脂肪总量 0g 0% 

钠 13 mg 0% 

钾 270 mg 8% 

总碳水化合物 32g 8% 

纤维 4g 11% 

 糖分 16g  

蛋白质 1g  

其它成分：梨泥，浓缩梨汁和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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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米蛋白粉 – 原味 
21 盎司和简装型 

产品代号: 包装： 价格: 

RPP 21 盎司 $18.00 
  RPP-S 1 袋 $1.00 

 
NutriBiotic 稻米蛋白粉以加利福尼亚州黑米为原料生产而成，口感好，不含转基因成分，也不含

通常在大豆、牛奶、 蛋、小麦和酵母中存在的食物过敏原。 

 

稻米蛋白粉适合于婴儿、老人、重病人以及对食物过敏的人食用。本品具有谷物的清香味，不含脂

肪，可以添加在饮料中或其它食物中，以增加食物的蛋白成分。每茶匙（或者 15 克）约含 58 卡路里热

量，稻米蛋白是含热量 低的蛋白补充剂。本品极易溶解于水、果汁，还可与食物同服。 

 

所有食物中均含有氨基酸,它是蛋白质的组成成分。尽管稻米的 主要成分是碳水化合物，但其中仍

然含用各种氨基酸成分。本品采用独特的工艺分离稻米中的蛋白质，产物中包含的氨基酸类型非常丰富

（总共 19 种，包括全部 9 种必需氨基酸）。这些氨基酸可以形成一种“完全”蛋白质。在整个生产过程

中，均采用纯水和天然酶反应，不涉及到任何化学过程。NutriBiotic 稻米蛋白粉不含通常在大豆、牛

奶、蛋中存在的食物过敏原。 

 

用法：取 1 茶匙或几茶匙稻米蛋白粉溶于一杯水或果汁中，或者加在食物中。每天 1－3 次，或在健康专

家指导下服用。 
 
 

营养成分表 %DV 
计量单位 1 满茶匙 (15g) %DV 

每个包装所含计量单位数 40  

卡路里 50  

脂肪总量 0.7g 0% 

饱和脂肪 0g 0% 

胆固醇 0g 0% 

钠 10 mg 0.5% 

钾 0 mg 0% 

总碳水化合物 1.8g 0.6% 

食物纤维 200 mg 1% 

糖分 1g  

蛋白质 12g  

成分: 加利福尼亚州黑米中提取的稻米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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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15 克稻米蛋白粉中氨基酸的含量 

丙氨酸 521 mg  组氨酸* 350 mg  丝氨酸 602 mg  

精氨酸 1156 mg  异亮氨酸* 544 mg  苏氨酸* 432 mg  

天冬氨酸  1269 mg  亮氨酸* 943 mg  色氨酸*+ 205 mg  

半胱氨酸 未知 赖氨酸* 627 mg  酪氨酸 462 mg 

胱氨酸 242 mg 甲硫氨酸* 178 mg 缬氨酸* 600 mg  

谷氨酸 2187 mg  苯丙氨酸* 600 mg  * 必需氨基酸   

甘氨酸 490 mg  脯氨酸 592 mg  +天然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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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米蛋白粉 – 香草味 
21 盎司和简装型 

产品代号: 包装： 价格: 

RPV 21 盎司 $18.00 
  RPV-S 1 袋 $1.00 

 
 

NutriBiotic 稻米蛋白粉以加利福尼亚州黑米为原料生产而成，口感好，不含转基因成分，也不含

通常在大豆、牛奶、 蛋、小麦和酵母中存在的食物过敏原。 

 

稻米蛋白粉适合于婴儿、老人、重病人以及对食物过敏的人食用。本品具有谷物的清香味，不含脂

肪，可以添加在饮料中或其它食物中，以增加食物的蛋白成分。每茶匙（或者 15 克）约含 58 卡路里热

量，稻米蛋白是含热量 低的蛋白补充剂。本品极易溶解于水、果汁，还可与食物同服。 

 

所有食物中均含有氨基酸,它是蛋白质的组成成分。尽管稻米的 主要成分是碳水化合物，但其中仍

然含用各种氨基酸成分。采用独特的工艺分离稻米中的蛋白质，产物中包含的氨基酸类型非常丰富（总

共 19 种，包括全部 9 种必需氨基酸）。这些氨基酸可以形成一种“完全”蛋白质。在整个生产过程中，

均采用纯水和天然酶反应，不涉及到任何化学过程。NutriBiotic 稻米蛋白粉不含通常在大豆, 牛奶, 

蛋中存在的食物过敏原。 

 

用法：取 1 茶匙或几茶匙稻米蛋白粉溶于一杯水或果汁中，或者加在食物中。每天 1－3 次，或在健康专

家指导下服用。 
 
 

营养成分表 %DV 
计量单位 1 满茶匙(15g) %DV 
每个包装所含计量单位数 40  
卡路里 50  
脂肪总量 0.7g 0% 
饱和脂肪 0g 0% 
胆固醇 0g 0% 
钠 10 mg 0.5% 
钾 0 mg 0% 
总碳水化合物 1.8g 0.6% 
食物纤维 200 mg 1% 
糖分 1g  
蛋白质 12g  
成分: 加利福尼亚州黑米中提取的稻米蛋白和香草调味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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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15 克稻米蛋白粉中氨基酸的含量 

丙氨酸 521 mg  Histidine* 350 mg  丝氨酸 602 mg  

精氨酸 1156 mg  异亮氨酸* 544 mg  苏氨酸* 432 mg  

天冬氨酸 1269 mg  亮氨酸* 943 mg  色氨酸*+ 205 mg  

半胱氨酸 unknown 赖氨酸* 627 mg  酪氨酸 462 mg 

胱氨酸 242 mg 甲硫氨酸* 178 mg 缬氨酸* 600 mg  

谷氨酸  2187 mg  苯丙氨酸* 600 mg  * 必需氨基酸   

甘氨酸 490 mg  脯氨酸 592 mg  +天然存在的   

 
 
 
 
 
 
 
 



食品/烹饪 
 

 
 

 

 

 Page 148 
Toll Free: (877) 575-2467  www.nbnus.com 

 
Sweet Leaf Stevia  

(天然不含糖甜味剂) 

产品代号: 包装： 价格: 

STEV 60 ml $14.00 
 

   

 
SteviaClear™ 液体 Stevia 是一种天然食品补充剂，可以替代食物或饮料中的糖或其

它人工合成甜味剂。本品是从 Stevia 叶子中提取出的一种极甜的物质，其甜度是糖的 250

－300 倍，是市场上甜度 高的液体甜味剂。这种甜味剂不能被酵母利用，对低血糖和糖尿

病患者非常安全。它不含酒精和甘油，也不含热量和碳水化合物，吃过之后没有苦味。 

 

用法： 

作为食物添加剂：加两滴到饮料或食物中，或根据自己的口味适当调整用量。打开后请放

冰箱冷藏。两滴 stevia 相当于 1 茶匙糖。为了降低果汁和甜饮料中糖的浓度，可以取 1/4

到 1/3 杯原饮料，加入两滴 stevia ，然后再加满水，混 。 

掩盖营养补充剂的味道：对于不能吞服药丸的儿童，可以将胶囊打开，倒入少量果酱(苹

果、梨或桃)中，加入 1－2 滴 stevia 可以掩盖营养补充剂的味道。 

  
营养成分表 

计量单位 2 滴 

每个包装所含计量单位数 600 

卡路里 0 

脂肪总量 0g 

钠 0g 

总碳水化合物 0g 

蛋白质 0g 

其它成分: 纯水, 纯 Stevia 叶提取物(至少含 90%甜菊苷， 40% Rebaudoside A), 柚子

种子提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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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tra Protein Plus(蛋白粉) 
杏仁巧克力风味和天然香草风味  

产品代号: 包装： 价格: 

UPPC 948 g $40.00 
 

UPPV 948 g $40.00 
 

当人体从饮食中摄取的营养不足时，额外补充蛋白质就显得非常重要。Douglas 
Laboratoriese 公司提供的超级蛋白粉来源于黄色碗豆的低过敏性蛋白质，不含转基因成分、

杀虫剂、乳糖、酪蛋白和麸质，而且具有杏仁巧克力和天然香草两种风味可供选择。该产

品能提供丰富的所有必需氨基酸、维生素和矿物质。本款是小包装产品，顾客使用后若比

较满意，可与新里程营养品公司联系，购买大包装产品。 
 
用法：取 1 勺蛋白粉溶于 8 盎司奶替代品中，也可加入新鲜或冰冻果汁中服用。 
 
 

营养成分表  
计量单位 31.6g 
卡路里 92 
总碳水化合物 6 g 
糖分 (果糖) 5 g 
可溶性纤维 1 g 
蛋白质  18 g  

 
每个计量单位的成分:     
维生素 A (棕榈酸盐 和 Beta-胡萝卜素)  6105  IU 
维生素 D-3   25  IU 
维生素 E (琥珀酸盐)   100  IU 
维生素 C (抗坏血酸, 不含谷物)   260  mg  
维生素 B-1 (盐酸硫胺)   24  mg  
维生素 B-2 (核黄素)   12  mg  
烟酸/烟酰胺  43  mg  
泛酸 (d-泛酸钙)   125 mg 
维生素 B-6 (盐酸吡哆醇/5－磷酸吡哆醛)   24 mg  
维生素 B-12   25 mcg 
甲酰四氢叶酸   200 mcg 
维生素 H   75 mcg 
复合维生素 B   34 mg 
纤维醇   23 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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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计量单位的成分:     

维生素 P 复合物   23 mg 
PABA (Para-氨基安息香酸)   11 mg 
钙 (柠檬酸/抗坏血酸复合物)   112 mg 
镁 (天门冬氨酸/抗坏血酸盐复合物)   115 mg 
钾 (天门冬氨酸盐复合物)   22 mg 
锌(氨基酸螯合)   5 mg 
镁 (天冬氨酸盐复合物)   4,5 mg 
碘 (海藻中提取)   45 mcg 
铬 GTF (与 GTF 有机结合 – 低致敏性)   45 mcg 
硒 (Krebs*循环中的有机硒)   45 mcg 
钼 (Krebs*)   23 mcg 
钒(Krebs*)   11 mcg  
硼(天冬氨酸盐物/柠檬酸复合)   0.3 mg 
微量元素 (来自海生植物)   20 mcg 
L-半胱氨酸/N-乙酰基-L-半胱氨酸  45 mg 
盐酸甜菜碱  34 mg 

*Krebs=柠檬酸, 延胡索酸盐，苹果酸盐, 戊二酸, 和琥珀酸盐 复合物.  
  
氨基酸组成:  
 

组氨酸  500 mg 
异亮氨酸  830 mg  
亮氨酸  1440 mg 
赖氨酸  1480 mg 
甲硫氨酸加胱氨酸 420 mg 
苯基丙氨酸加酪氨酸 1730 mg 

苏氨酸  740 mg 
色氨酸  180 mg 
缬氨酸  940 mg 
甘氨酸  830 mg 
丙氨酸  850 mg 
丝氨酸 970 mg 
天冬氨酸 2215 mg 
脯氨酸  810 mg 
精氨酸 1620 mg 
谷氨酸 3565 mg 

 
其它成分(杏仁巧克力风味): 黄色豌豆 蛋白质, 果糖, 荷兰可可豆, BeFlora™ 可溶性纤维, 天然杏仁

香料。. 

其它成分(天然香草味): 黄色豌豆  蛋白质, 果糖, 天然香草调味剂, 麦芽糖糊精(来自谷物)和 

BeFlora™ 可溶性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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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y 木糖醇口香糖  
Peppermint and Spearmint 

产品代号: 包装： 价格: 

XGMP 10 片 $1.00 

  XGMS 10 片 $1.00 

 
想象一下吃口香糖就能逐渐去除引起牙菌斑的细菌该多好啊！Spry 木糖醇口香糖就可

以达到这样的效果，因为细菌在富含木糖醇的环境下不能粘到牙齿上，从而有效的防止蛀

牙和牙菌斑。 

 

木糖醇是一种白色的晶状物质，外观、味道都很象糖。它是许多水果和蔬菜中天然存

在的五碳糖醇，人体内也会产生少量的木糖醇。食品加工中使用的木糖醇是从含木聚糖半

纤维素的植物（如白桦树、甘蔗、玉米秸）中提取的。它是 甜的多羟基化合物，其甜度

与蔗糖一样，但所含热量（卡路里）比蔗糖低 40%，并且不会像糖那样导致蛀牙，也不会造

成血糖增加和胰岛素释放效应。木糖醇属碳水化合物，自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在食物

中使用。在美国，为了满足特殊的饮食需要，木糖醇可以在食物中无限量使用，并且对于

糖尿病和低血糖患者是安全。25 年的临床测试表明，木糖醇是对牙齿 有好的甜味剂。使

用它，蛀牙率可以减少 80％。含木糖醇的口香糖和糖果（不含糖）已经得到 6 个国家牙防

协会的正式认可。 
 
 

营养成分表 

计量单位 1 片(1.08g) %DV 

每个包装所含计量单位数 10  

卡路里 1.7  

脂肪总量 0g 0% 

钠 0g 0% 

总碳水化合物 0.72g 1% 

木糖醇 0.72g * 

蛋白质 0g 0% 

* 每日的摄取值(DV)尚未确定. 

成分: 木糖醇, 胶基, 天然香料, 甘油, 阿拉伯树胶, 大豆卵磷脂和蜂蜡 

 

注：未经 FDA 评定，该产品不可用于诊断、治疗及预防疾病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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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橘酱 
(不含糖) 

产品代号: 包装： 价格: 

XYJB 10 盎司 $5.50  

   

 

Probst Farms 公司已经具有上百年生产果酱的历史了，他们采用自产的水果产品和传统

的配方，生产的果酱风味独特，质量上乘。 

Nature’s Hollow 是一系列不含糖的新产品，含有木糖醇。木糖醇是糖的替代品，100%
纯天然健康品，没有余味。木糖醇的血糖生成指数低，并且不能被酵母吸收利用，对于那

些由于健康原因而需要减少糖摄取的儿童和成人来说，木糖醇是一种理想的甜味剂。新里

程营养品公司提供的越橘酱味道极其鲜美，你可能都不相信这会是不含糖的食品 
 

 
营养成分表 

计量单位 1 茶匙 (20g) %DV 

每个包装所含计量单位数 14  

卡路里 20  

脂肪 0g 0% 

钠 0g 0% 

总碳水化合物 7g 3% 

有效碳素 2g 3% 

糖分 5g  

蛋白质 0g 0% 

木糖醇 4.5g * 

* 每日的摄取值(DV)尚未确定. 

成分: 野生越橘, 木糖醇, 水果胶质, 柠檬酸。 
 

注：未经 FDA 评定，该产品不可用于诊断、治疗及预防疾病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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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含糖番茄酱 
产品代号: 包装： 价格: 

XYKT 10 盎司 $5.00 

    

 

你知道在调味番茄酱中含有大量的糖吗？ Nature’s Hollow 不含糖调味番茄酱是由新

鲜番茄加工而成，添加了木糖醇，健康无害，口味极佳。木糖醇是糖的替代品，100%纯天

然健康品，没有余味。木糖醇的血糖生成指数低，并且不能被酵母吸收利用，对于那些由

于健康原因而需要减少糖摄取的儿童和成人来说，木糖醇是一种理想的甜味剂。 

 
 

营养成分表 

计量单位 1 茶匙 (20g) %DV 

每个包装所含计量单位数 约 14 茶匙  

卡路里 0  

脂肪 0g 0% 

钠 30g 0% 

总碳水化合物 s 6g 3% 

总碳素 2g 3% 

糖分 0g  

蛋白质 0g 0% 

木糖醇 4g * 

* 每日的摄取值(DV)尚未确定. 

成分: 番茄汁, 苹果酒醋, 木糖醇, 香料, 盐 ，竹芋粉。  

 

注：未经 FDA 评定，该产品不可用于诊断、治疗及预防疾病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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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yloSweet (木糖醇) 
糖替代品 

产品代号: 包装： 价格: 

XYLI 3 磅 $18.00 
 

   

 
XyloSweet 是由 100%纯木糖醇制成。木糖醇是从水果、蔬菜以及人体内发现的一种天

然的糖替代品，所含热量（卡路里）比糖低 40%，并且血糖生成指数低，不能够被酵母吸

收利用。XyloSweet 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和 FDA 评为 安全的食品添加剂。木糖醇能够有

效控制引起蛀牙的细菌，促进牙齿健康。 
与其他任何糖替代品相比，XyloSweet 无论从外观、颜色和口味上更像糖。可用于制作烘

焙类食品如：蛋糕、松饼和饼干等。XyloSweet 在热水中极易溶解，很难像糖一样形成结

晶，所以不能用于制作硬质糖果。由于不能被酵母分解利用，所以本品不可用于制作面

包。由于身体需要一段时间来调节对木糖醇的耐受性，所以开始时，应该使用少量的木糖

醇，然后逐渐增加用量，3-6 个礼拜后即可完全替代糖。 
 
 
 

营养成分表 

计量单位 1 茶匙 %DV 

每个包装所含计量单位数 227  

卡路里 9.60  

脂肪 0 mg 0% 

钠 0 mg 0% 

总碳水化合物 s 4 g <1% 

糖分 0 g 0% 

木糖醇 4 g <1% 

蛋白质 0% 0%  

* 每日的摄取值(DV)尚未确定. 

其它成分: 无 
 
注：未经 FDA 评定，该产品不可用于诊断、治疗及预防疾病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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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gar Free Maple Syrup 

（无糖枫浆） 
产品代号: 包装： 价格: 

 
XYSM 8.5 盎司 $5.00 

 

Maple Syrup（无糖） 是 Nature’s Hollow 系列产品中一种特殊的糖浆，由木糖醇添加枫

味复合而成，口味独特，健康安全。木糖醇是糖的替代品，100%纯天然健康品，没有余

味。由于木糖醇的血糖生成指数低，不能被酵母吸收利用，对于那些由于健康原因而需要

减少糖摄取的儿童和成人来说，木糖醇是一种理想的甜味剂。Nature’s Hollow 糖浆与饼干同

时食用，味道非常鲜美。 
 

 
 

营养成分表 
计量单位 1/6 杯 (40 mL) %DV 
每个包装所含计量单位数 约 1 杯   

卡路里 22  

脂肪 0g 0% 

钠 0g 0% 

总碳水化合物 7g 3% 

有效碳素 0g 3% 

糖分 5g  

蛋白质 0g 0% 

木糖醇 7g * 

* 每日的摄取值(DV)尚未确定. 

成分: 水, 木糖醇, 黄原胶, 天然枫调味品, 天然焦糖色素， 山梨酸, 柠檬酸。 
 

注：未经 FDA 评定，该产品不可用于诊断、治疗及预防疾病等方面。 

 



 

 

Personal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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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racle Gel 
产品代号: 包装： 价格: 

CJMG 8 盎司 $6.00 
 

   

 
 

Cactus Juice™ Miracle Gel 是从带刺仙人掌（Englamanii Opuntia）中提取出的一种胶状

物。很多年前，美国当地居民就开始利用带刺仙人掌作为镇静剂。Miracle Gel 是一种天然

物质，含水量丰富，每天使用可以保持皮肤湿润，身体舒适。对于太阳灼伤、蚊虫叮咬、

水母蛰伤、皮疹等其它皮肤问题有很好的效果。我们将带刺仙人掌的用途充分地发掘出

来。所有的含仙人掌汁产品都可以给儿童安全使用（小于 6 个月，请咨询医生）。 
 
用法： 可涂抹于任何皮肤需要的部位。 
 
 
注：未经 FDA 评定，该产品不可用于诊断、治疗及预防疾病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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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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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体味剂 

Lavender & Unscented 
产品代号: 包装： 价格: 

DEOL 2.6 盎司 $5.00 
  

DEOU 2.6 盎司 $5.00 

 
  

Nutribiotic 公司生产的除体味剂不含铝、有害化学物质和重金属，能够有效消除体味，

是 好的除体味产品。本产品含有 1％柚子种子提取物，抹一点就可以保持天然的持久的除

味功能。它是通过去除产生体味的细菌来达到除体味的目的，而不是象香水那样掩盖体

味。人体自身正常排汗通常是不会产生体味的，身体散发出难闻体味主要是因为细菌分解

随汗液排出的蛋白质或死的皮肤细胞而产生的。 
 
本产品有薰衣草香型和无味型可供选择。 
 
 
这种产品能保持身体干燥吗？答案是：不能。要想保持身体干燥就必须使用止汗的药物，

这种药物主要成分是氯化铝，它能够阻塞汗腺，从而阻止汗液的排出。许多人认为阻止汗

液排出可能会损害身体健康。由于胳膊下面的皮肤比较薄，并且腋下有许多淋巴结，铝能

够通过这些部位被吸收，并进入血液循环。铝是一种有毒金属，与免疫功能障碍和阿尔兹

海默氏病有关。 
 
成分 (薰衣草口味)：去离子水,丙烯乙二醇（Propylene Glycol）, 硬脂酸钠, 金缕梅萃取液，

芦荟凝胶，柚子种子提取物 (GSE), 薰衣草油, 依兰精油, 柠檬油, 桉树油。  
 
成分 (无香味的): 双蒸水, 丙烯乙二醇，金缕梅萃取液, 硬脂酸钠钠, 有机 Aloe Vera , 柚子种

子提取物 (GSE) . 
 
注：未经 FDA 评定，该产品不可用于诊断、治疗及预防疾病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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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lear Nasal Wash（滴鼻液） 
产品代号: 包装： 价格: 

XNSL 1.5 盎司 $14.00 

    

 

Xlear 滴鼻液是专利产品，含木糖醇，不会引起上瘾，有助于缓解由于污染物、过敏原

和感染引起的鼻孔炎症。它是唯一含有木糖醇这种天然物质的滴鼻液，木糖醇能够缓解滴

鼻液苦涩的味道，保持鼻孔湿润。木糖醇是细菌的一种天然抑制剂。当某些有害细菌进入

人身体时，它们会粘在鼻孔和喉咙的黏膜上。细菌和微生物无处不在，我们所能接触到东

西的表面以及呼吸的气体中都有细菌存在。被这么多细菌包围着，如何防止细菌进入我们

的身体呢？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宣称：“经常洗手是减少疾病传染 有效的办法“。我们不仅建议

多洗手，并且还建议手不要经常触摸嘴巴和鼻子，因为有 90%以上的细菌感染是由于细菌

通过鼻子进入身体并在鼻孔中繁殖而引起的。如何清洁我们的鼻孔，免受有害细菌的危害

呢？我们前面提到过：木糖醇是有害细菌一种天然抑制剂。当一些有害细菌进入身体时，

它们粘在喉咙和鼻黏膜上。Xlear 滴鼻液能有效去除鼻孔内的有害细菌。 
 
成分：木糖醇，纯水，盐和柚子种子提取物。 
用法：保持头部向上，闭上嘴巴，用手压住一侧鼻孔，将滴鼻液瓶对着另一侧鼻孔，用力

挤一下，然后深吸气，将喷雾吸进鼻窦中；每个鼻孔滴一次。对于婴儿和儿童，让他们先

躺下，然后在每个鼻孔中滴两滴。 
前 2-4 周本品的用量：成人和儿童每天使用 3-4 次。一个月之后，作为预防措施，每天两

次；婴儿、在托儿所或暴露在感染性细菌环境下的儿童，应该每天使用 3-4 次。 
 
 
 
注：未经 FDA 评定，该产品不可用于诊断、治疗及预防疾病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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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y 牙膏 
不含糖 和氟化物  

产品代号: 包装： 价格: 

XTHP 4 盎司/管 $5.00  

   

 
   Spry 护齿系列是含木糖醇（一种天然甜味剂）的产品。临床证明，经常使用该产品的人群

中， 蛀牙率减少 80％。尽管氟化物有抗菌作用，但是许多儿童可能会吞下或吃下牙膏。高

水平的氟化物是有毒性的，因而 好使用这种不含氟的牙膏。 

研究表明，长期使用这种含 100% 木糖醇的牙膏，可以： 
• 蛀牙率减少 80％  
• 抑制细菌粘附在牙齿上，减少蛀洞或牙菌斑的形成。  
• 恢复早期蛀牙  

 
Spry 牙膏防蛀的原理： 
 
Spry 牙膏之所以防蛀，是因为它创造了一个不利于细菌生长的环境。细菌在富含木糖醇的环

境下不能粘到牙齿上，结果不能形成牙菌斑，引起牙齿腐烂的细菌就不能够进入牙釉质。 
 
由于木糖醇的存在，细菌不能粘在牙齿上；没有细菌， 口腔健康状况改善，蛀牙也大大减

少。 
成分: 纯水, 木糖醇, 含水硅酸, 山梨醇, 植物源甘油, 天然香料, sodium methyl cocoyl taurate, 甘油磷酸钙, 葡
糖酸酯乳酸钙, 二氧化钛, 纤维素胶, stevia, N-月桂酰肌氨酸钠, 安息香酸钠, 芦荟凝胶，香菜籽油。 

注：未经 FDA 评定，该产品不可用于诊断、治疗及预防疾病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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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晒霜 
SP30+  防水型 

产品编号: 包装: 价格（美圆） 

UVS-7.0 7 盎司 28.00 

 

   

 
 

很多人都试图找到一种完全无毒性的防水、防晒产品以保护皮肤免受日光的灼伤，但是，迄今为止，还没

有任何一种产品能满足人们这种需求。本品是由 UV Naturals 公司生产的一种防晒产品，不仅可供儿童安全

使用，而且还含有强效抗氧化剂和油质，能修复受损的皮肤，增强皮肤光泽。 

UV Natural Sport 经严格测试，即使在 恶劣的环境条件下也能给你的皮肤提供全面的保护，防晒效果

更持久。本品可以防止出汗，对皮肤和眼睛无刺激作用。 

防晒产品所使用防晒成分的类型和质量直接影响到它的价格。售价较低的防晒产品通常使用便宜的有毒防

晒成分如：钛、甲氧基肉桂酸（methoxycinnamate）、苯甲酮、甲基水杨醇、octinate 、parsol 等。UV 

Naturals 产品全部使用 优质的防晒成分。有一句谚语叫“一分价钱一分货”。本品不添加清香剂，不含过

敏成分，也适用于皮肤容易过敏的人。 

只需一点点就可提供长时间保护。与普通的防晒产品相比，UV Natural Sport 产品每次使用量更少。本品配

方独特，可以像保湿液一样使用，也适用于面部皮肤。使用时，将本品均 涂抹于暴露在外面的皮肤，如果在

10－15 分钟之内不能完全吸收，表明你使用的量偏多。 

 
成分：Vitis 葡萄种子精制油，carthamus tictorius oil/红花油，sesamum indicum oil/芝麻油，macadamia 
ternifolia (seed) oil/澳大利亚坚果种子油，candelia cera(wax)/candellia wax, cera alba (wax)/蜜蜂蜡，植物

油，tocopheryl acetate/copherol 1250，脂溶性山茶/绿茶提取物，Vitis 葡萄种子提取物，辛酸/癸酸三甘油酯 
（椰子中提取），氧化铁，氧化锌。   
 
 
本品不含酵母、麸质、大豆、奶油，谷物、糖、人工色素、防腐剂和调味剂 

以上陈述未经 FDA 认证，推荐的营养补充剂仅供参考，不作诊断、治疗和预防疾病之用。 

 

 

 


	公   司    简   介
	Product and 价格 List
	Nutritional Support Starter Package  
	- Carlson’s 鳕鱼肝油 
	Vitamins 
	 
	 
	每粒胶囊包含:  


	 
	 
	 
	本品不含： 酵母, 麸质, 蛋类, 大豆, 牛奶/奶制品, 玉米, 钠, 糖, 淀粉, 人工色素, 防腐剂或调味剂. 



	 
	 
	 
	 
	本品不含： 酵母, 玉米, 麸质, 大豆, 牛奶/奶制品, 淀粉, 人工色素, 化学调味剂和防腐剂. 
	本品不含： 酵母, 玉米, 麸质, 大豆, 牛奶/奶制品, 淀粉, 人工色素, 人工香料 或防腐剂. 
	注：未经FDA评定，该产品不可用于诊断、治疗及预防疾病等方面。 

	Minerals 
	 
	 
	营养成分表
	本品不含： 酵母, 麸质, 大豆, 奶制品, 玉米, 糖, 人工色素, 防腐剂或调味剂. 


	 
	 
	本品不含： 酵母, 玉米, 麸质, 大豆, 牛奶/奶制品, 玉米, 淀粉 人工色素或防腐剂. 
	本品不含： 酵母, 麸质, 大豆, 牛奶/奶制品, 玉米, 钠, 糖, 淀粉, 人工色素, 防腐剂或调味剂. 
	 
	本品不含： 酵母, 麸质, 大豆蛋白, 牛奶/奶制品, 玉米, 钠, 糖, 淀粉, 人工色素, 防腐剂或调味剂. 

	 
	本品不含： 酵母, 玉米, 麸质, 大豆, 牛奶/奶制品, 玉米, 淀粉 人工色素或防腐剂. 
	本品不含： 酵母, 玉米, 麸质, 大豆, 牛奶/奶制品, 玉米, 淀粉 人工色素或防腐剂. 

	 

	Antioxidants 
	 
	营养成分表

	 
	 

	 

	Amino Acids 
	 
	每粒胶囊包含:   

	 
	 

	Fish Oils 
	 
	 

	Probiotics 
	 
	 
	 
	 
	 
	 
	乳酸菌在小肠（特别是回肠）中的活性最高，而双歧杆菌在结肠中的活性最高。 这5种有益菌群通过许多天然机制（包括竞争性排除有害菌和免疫系统调节）行使功能，它们的功效已经过110多项科学研究证明。Theralac胶囊中的有益菌群是从健康人肠道中提取的，经纯化、浓缩和冻干后混合在一起，然后制成胶囊。 
	 



	Enzymes 
	 
	本品不含： 酵母, 麸质, 大豆 蛋白, 牛奶/奶制品, 玉米, 钠, 糖, 淀粉, 人工色素, 防腐剂或调味剂. 
	副作用： 
	营养成分表



	Houston’s Zyme Prime 全酶咀嚼片 
	樱桃口味
	副作用： 
	营养成分表


	Houston’s  Zyme Prime 
	Specific Carbohydrate Diet (SCD) Legal
	副作用： 
	营养成分表



	Immune Support 
	 
	A and I Formula 
	（过敏及炎症缓解剂）
	A & I Formula胶囊是一种纯天然复合制剂，可以缓解过敏、感冒及伴随的炎症，而且不会引起嗜睡。本品含有以下几种成分，它们能够抑制体内组胺的释放，保护粘膜免受季节性和食物过敏、以及其它环境因素的攻击，提高机体的免疫力。 
	Prime Colostrum™（牛初乳） 
	（不含麸质，浓缩型）
	Monolaurin（甘油三月桂酸酯） 300 mg Ecological Formulas 

	Botanical Extracts 
	 
	朝鲜蓟萃取物 
	推荐剂量: 每天1粒，两餐之间服用，或在健康专家指导下服用。  
	 
	本品不含： 酵母, 麸质, 大豆, 牛奶/奶制品, 玉米, 钠, 糖, 淀粉, 人工色素, 防腐剂或调味剂. 



	 
	Candicid Forte 酵母抑制剂
	 
	MFP-144 柚子种子提取物
	 
	L-茶氨酸 
	MCT LIQUID 中链甘油三酯
	 
	Milk Thistle（奶蓟提取物） Liver Support
	橄榄叶提取物
	本品不含： 酵母, 麸质, 大豆 蛋白, 牛奶/奶制品, 玉米, 钠, 糖, 淀粉, 人工色素, 防腐剂或调味剂. 

	 
	推荐剂量:   
	 
	儿童：  每天1粒胶囊或在健康专家指导下服用。打开胶囊后，将内含物与果汁或水混匀后服用，也可在皮肤上涂抹。若将胶囊拌在苹果酱中，即使很小的孩子也能够吞服。 
	 
	成人：  每次1-2粒胶囊，每天2次，或在健康专家指导下服用 
	本品不含酵母、麸质、大豆、奶油，谷物、糖、人工色素、防腐剂和调味剂 



	 
	Uva Ursi  
	（熊莓提取物）
	推荐剂量: 每天两次，每次1粒，或在健康专家指导下服用。连续服用本品时间请勿超过7－10天。 


	Specialty Products 
	  
	“Think Autism” Wristband
	 

	 
	α-酮基戊二酸 
	营养成分表

	DMAE 100 Plus Focus Formula
	 
	DMG–125 二甲基甘氨酸

	 
	 
	褪黑激素
	本品不含： 酵母, 麸质, 大豆, 蛋类, 花生,  牛奶/奶制品, 玉米, 人工色素, 防腐剂或调味剂. 

	TMG Powder 三甲基甘氨酸

	Detoxification Support 
	推荐剂量:   
	 
	 
	 
	服用本品后，请多喝水，并服用对肝脏有益的补充剂，比如奶蓟／朝鲜蓟提取物，同时补充锌。 
	营养成分表
	本品不含： 酵母, 麸质, 大豆, 牛奶/奶制品, 玉米, 钠, 糖, 淀粉, 人工色素, 防腐剂或调味剂. 


	二巯基丁二酸 100 mg
	二巯基丁二酸25 mg
	 
	Detoxamin 750 mg 
	EDTA 栓剂

	注：未经FDA评定，该产品不可用于诊断、治疗及预防疾病等方面。 
	 
	 
	 
	高吸收性液体锌

	Food / Cooking 
	 
	Vanilla Powder（香草粉）
	Coconut Oil（椰子油） Cooking and Baking
	 
	DariFree  
	奶替代品（原味和巧克力味）
	 
	Cinnamon 脆饼 
	Wylde 脆饼 Ener-G Foods
	 
	Snickerdoodle Cookies  
	不含麸质/奶制品/大豆/稻米
	 
	Montanas Chocolate Chip Cookies 
	 
	KinniTOOs Chocolate Sandwich Creme Cookies 
	 
	Pear  Cranberry Bar 
	（梨条，酸果蔓味）
	Pear Bar
	 

	稻米蛋白粉 – 原味 21盎司和简装型
	 
	稻米蛋白粉 – 香草味 21盎司和简装型
	 
	Sweet Leaf Stevia  
	(天然不含糖甜味剂)
	 

	 
	Ultra Protein Plus(蛋白粉) 
	杏仁巧克力风味和天然香草风味 
	Spry 木糖醇口香糖  
	Peppermint and Spearmint
	 

	越橘酱 (不含糖)
	 

	 
	不含糖番茄酱
	 

	 
	XyloSweet (木糖醇) 糖替代品
	 

	 
	Sugar Free Maple Syrup 
	 


	Personal Care 
	 
	Miracle Gel
	用法： 可涂抹于任何皮肤需要的部位。 

	 
	除体味剂 
	Lavender & Unscented
	 
	Xlear Nasal Wash（滴鼻液）
	 
	Spry 牙膏 
	不含糖 和氟化物 
	 
	本品不含酵母、麸质、大豆、奶油，谷物、糖、人工色素、防腐剂和调味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