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天然植物性干细胞营养素及平衡免疫配方

干之泉疗程



大自然捕获，维持和维持自然路径通过干细
胞的力量，焕发美丽与健康！

一种独特的基于植物的生理连续体，能够唤
醒睡眠并增强青春活力通过干细胞的力量。



唯一的公式在市场上可维持和增强，再生和
复兴而且同时还有营养过程和确保原始清洁
。



秘密……

再生干细胞交叉对话
-在自然与人类之间
-相互 -联系



干之泉疗程
干之泉疗程程序提供了独特的配方，专门设计用于：

➢能够获得基于干细胞的再生潜力

➢促进有针对性的免疫增强，以确保最佳健康

➢支持健康均衡的微生物组以促进关键

众所周知，有益细菌种群在其中发挥着作用维持整体福祉



短期和长期利益：
（即短期和长期计划的承诺和收益）

❖干之泉疗程计划的制定最初是为了促进一个人的最佳再生，免疫和
微生物组支持的健康....

❖它以扩展格式工作，可以微调和维持初始相对于不断变化的动力，
需求和影响的收益一个人的生活方式。



干之泉疗程公式：属性

➢是在维持生命的植物中赋予我们的自然自身利益的编排

➢没有人工合成或手工制作的东西 -完全由自然界和谐地创造原始的环境

➢牧养，保护和有机地生长，以确保最大程度地繁殖这些工厂能够提供的

赏金和能力

➢人与植物的历史共存使人们得以发现它们维持人类健康的原始和纯净的

力量--我们的产品利用了植物力量的历史



脱落酸 ABA
＃这是第一次与食物有关的世界充。

CellAge +包含脱落酸（ABA），一种高度保守的物质可以不断发现和追踪

整个动物界的进化过程。 ABA已适应各种服务目的取决于生命形式的生理

和环境生存挑战。 ABA的化学成分在整个物种，但是它如何与各种特定的

身体目标相互作用。脱落酸是一种植物激素。 ABA在许多植物中发挥作用

发育过程，包括种子和芽的休眠,对种子的控制器官大小和气孔闭合。



脱落酸 ABA

因为ABA在物种之间是一致的，并且可以在生命形式，我们的产品会利用

其对特定目标的影响干细胞，例如造血干细胞和间充质干细胞安置在我们

的骨髓中。这些细胞可以被刺激增殖在ABA的信号下。这使得差异化的上

调造血干细胞产生的细胞–红细胞，血小板和白细胞。当然，白细胞是控

制我们身体的免疫细胞并有能力对付入侵生物以及识别发生突变并可能引

起突变的异常细胞癌症。



脱落酸 ABA
间充质干细胞也可以与ABA相互作用，并且不仅有参与造血干细胞发
出信号以协调免疫反应，而且还能够大量繁殖以满足再生或各种器官
日常磨损的恢复性要求。



单元间信令与通讯





脱落酸 ABA

有趣的是，当放任自己的扩散周期和需求时，造血干细胞和间充质干细胞

在身体上相遇要求，但往往成为各种压力的牺牲品-环境，精神上和身体

上-导致其效果落后。当这个发生时，增殖，分化和再生途径可能会影响-

如免疫系统的功能和勤奋免疫反应不足常常使人患病。我们的配方可防止

这种下滑-造血功能上调-产生充足的红血球和免疫白细胞。间充质干细胞

还响应信号转导调。他们的增加数字提供了充足的再生/修复细胞。





•植物激素脱落酸通过第二信使环ADP-核糖刺激人类造血祖细胞的增殖。
•ScarfìS，Fresia C，Ferraris C，Bruzzone S，Fruscione F，Usai C，Benvenuto F，Magnone

M，PodestàM，Sturla L，Guida L，Albanese E，Damonte G，Salis A，De Flora A ZocchiE•

•干细胞。 2009年10月; 27（10）：2469-77。 doi：10.1002 /stem.173。PMID：19593794。
•植物激素脱落酸对人间充质干细胞的循环ADP-核糖介导的扩增和刺激。
•ScarfìS，Ferraris C，Fruscione F，Fresia C，Guida L，Bruzzone S，Usai C，Parodi A，
Millo E，Salis A，Burastero G，De Flora A，Zocchi E.Stem Cells。 2008年11月； 26（11）：
2855-64。 doi：10.1634 / stemcells.2008-0488。 Epub 2008年8月7日PMID：18687991

•脱落酸：控制血糖的新型营养食品
•Elena Zocchi1 *，Raquel Hontecillas2,3 *，Andrew Leber2，Alexandra Einerhand2，Adria

Carbo2，Santina Bruzzone1，Nuria TubauJuni3，Noah Philipson2，Victoria

Zoccoli-Rodriguez2，Laura Sturla1和Josep Bassaganya-Riera2,3

•1意大利热那亚大学热那亚大学实验化学系，生物化学科和生物医学研究卓越中心
•2BioTherapeutics Inc.，弗吉尼亚州布莱克斯堡，美国； 3美国弗吉尼亚州布莱克斯堡弗吉尼亚
理工学院生物复杂性研究所营养免疫学和分子医学实验室。食品，2017年6月13日
|https://doi.org/10.3389/fnut.2017.00024

ABA的研究

https://doi.org/10.3389/fnut.2017.00024


CellAge+

我们的产品精心策划了实现个人最优的内部途径健康...由
自然现象平衡...个人对干细胞增殖和祖细胞分化的要求是
遇见但未超过，任何多余的细胞都回到骨骼中骨髓腔或保
留在组织中直至需要。完美设计的和谐系统–天生设计。
CellAge +配方使您的个人旅程达到目标最佳健康。



什么是干细胞?

可以使自己发挥更多作用的细胞

几乎可以成为任何组织细胞的细胞

多能分化成各种细胞

Stem 

cells

无限潜能再生新细胞



生命如何开始？
一个人类胚胎干细胞可以创造出60万亿个工作细胞

单细胞胚胎 两週胚胎 三週胚胎 四週胚胎 五週胚胎

胚胎干细胞 胎儿组织干细胞

脐带血干细胞
胎盘干细胞

成年干细胞

婴儿期 少年期 成年期

人类发展连续体



Qty

20 岁 40 岁 60 岁0 岁

前4个月: 胎儿中的所有细胞都是干细胞

新生婴儿: 每10,000个细胞中只有几个干细胞

青少年:每100,000个细胞只有1个干细胞

50岁: 500,000 – 1百万个细胞中只有1个干细胞老年:

几乎所有干细胞都处于休眠状态

年龄
80 岁

当今人类的问题

成年干细胞(数量)

工作细胞(数量)

摘自 CFU-f 文
章

许多MSCs在我们年

轻时.MSCs修复肌肉, 

骨软骨和肌腱.

MSCs随着年龄的增长而

迅速下降.需要更长的修

复和恢复时间。更容易

衰老和疾病.

间充质干细胞占骨髓中

总细胞的比例间
充
质
干
细
胞

新生儿 少年期 30岁 50岁 80岁

参考：TOBI再生医学研讨会2012



DR. ANN STEELE

DR. ANN STEELE 是美国All Children的医院/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前科学医疗
干细胞和心脏移植研究人员。

她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心脏干细胞并发展其用于受损心肌再生的科学家之一，并最终成功应用于心脏移植

和患病心脏的修复。

她是《国际期刊-干细胞》的受邀编辑。

她是被新加坡国家医学研究顾问邀请的非常罕见的国际科学/临床专家之一，负责审查其最佳科学家提供的巨额资助的

干细胞研究计划，并为他们提供科学依据和有潜力的资助计划提供建议。

在从事中西医结合治疗30多年后，目前他是泰国，马来西亚，中国和其他东盟国家以及美国的干细胞，中西医结合医学邻域

的国际讲师，研究员和天然产品配方专家。

他曾环游世界到南美最偏远的丛林，也到世界上一些最高的山脉，寻找最有益的天然和有益物质以及实现终极健康的方法。

DR. MARK DARGAN SMITH
Dr. Smith, ND, PhD, MD(MA)是美国和全球自然医疗大学的创始人，院长兼董事会主
席

首席研究员和配方师



干细胞的功能

更换

修复

再生 恢复

延缓老化

复原退化性疾病



免疫系统
三道防线

免疫系统功能

清除死亡, 垂死的
身体细胞

物理和化学
保护层(先天免疫)

具体或特定的
抵抗性(需获得后天免疫)

非特定的抵抗性(先天免疫)

保护免受病原体和外来分子的
侵害: 寄生虫, 细菌, 病毒。

销毁异常(癌化)细胞

免疫系统具有
3道防线针对外来病原体：



第二防道线

第三防道线

DC 细胞 巨噬细胞 单核细胞

中性粒细胞

NK 细胞 δy T 细胞 NKT 细胞

CD4+T 细胞 CD8+T 细胞 B 细胞

嗜碱性粒细胞嗜酸性粒细胞 肥大细胞

第一防道线

皮肤; 粘膜; 纤毛; 胃酸; 尿流

胸腺

脾

淋巴结

淋巴管

骨髓



微生物组是你

可能从未听说

过的最大器官, 

重达3公斤。

遗传 鼻子

口

肺

胃

大肠

性器官

皮肤

环境

饮食

生活方式

荷尔蒙

工业

生产粘液

抗菌化学物

帮助消化

抵御病原体

润滑肺组织

预防胃部并发症

消化复合碳水化合物

维持酸碱度pH和H2O2的产生

以杀手微生物

增强免疫系统

生产气味

微生物组



癌症

自身免疫性疾病

肺病

糖尿病 II

心血管疾病

阿尔茨海默

神经系统疾病

关节炎

慢性炎症



自然治愈能力

减少代谢功能障碍

代谢功能障碍是：

慢性疾病的病因

过早老化的原因

X综合症的病因

代谢功能障碍

增加自由基 加剧炎症

健康状况不佳



现今85%的患病率是因-代谢综合症 “X”

高血糖症

高胰岛素血症

脂肪生成(血管膜)

综合症 X

综合症 X

>退化性疾病的发生率在细胞层

<DHEA 激素产生

<免疫系统

>异常诱变细胞的生长增加例如癌细胞

糖尿病

神经系统疾病

冠状动脉心脏疾病

肥胖

过敏症

高脂血症

高胆固醇血症

高尿酸血症

高甘油三脂血症



1.环境投入
（饮食，营养，运动，创伤）
2.免疫与炎症失衡
3.能量产生/氧化应激
4.肠胃失衡-微生物组和肠道渗漏综合征
5.排毒与生物转化
6.激素和神经递质失衡
7.结构失衡
8.心灵，身体，精神

基本失衡



唤醒休眠/冬眠干细胞并再生数百万新且重要的成体干细胞

全天然植物配方

CellAge+

非侵蚀性, 口服,经济实惠

其他

化学方法？药品？

侵蚀性的, 昂贵的, 需负担潜在风险



具有免疫平衡剂的所有天然干细胞配方

•再生健康
•看起来更年轻
•延长生活的数量和质量
•滋养和激活您现有的工作细胞
•唤醒并增强您的冬眠状态细胞



CellAge+ 背后的科学依据

我们的成体干细胞, 正在冬眠的干细胞

和新生婴儿干细胞都需要营养素才能生长

及提供日常工作所需的能量和健康.



❖经过验证并记录的临床人体研究证明了其在体内产生数

百万个新的成年干细胞的能力，在短短5个小时内。

❖滋养和授权现有的工作单元

❖唤醒休眠或“冬眠”的干细胞

❖减少体内炎症

❖增强免疫系统

❖是100％安全

CellAge+ 中的成分是唯一的全天然干细胞公式:



临床和实验室研究来自世界各地的成分



干细胞研究



0

CD34 and CD 117 - Study Subject Trend Increase - Day 0 Pre-Dose To 

Day 30

10

20

30

40

50

60

70

Subject 

1

Subject 

4

Subject 

2

Subject 

3

Subject 6

Subject 

7

Subject 

8

Subject 

9

Subject 

5

CellAge+的成分仅在5小时内就使干细胞生长速度提

高4倍, 并持续生长达30天甚至有些到60天.CD34和CD117(造血和间充质) 临
床研究
所有事件的干细胞百分比

Group #1 #2

Pre-test 0.03 0.05

Five hours 0.17 0.16



CellAge+ 中的成分可促进心脏干细胞的增值生长
Dr. Ann Steele, 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的前首席干细胞研究科学家使用心脏干细胞:

组织取自心脏 没有CellAge+培植

生长缓慢,

典型的实验室培植媒介
有CellAge+爆发性增生

含有CellAge+培植



CellAge+ 成分对线粒体功能和
ATP 产生的效果=细胞能量

美国埃默里大学医学院测量人体细胞能量的仪器

(细胞能量)线粒体代谢中的ATP 增加了约54%.

根据可靠的大学研究表明, 保护大脑细胞免受毒素侵害,  

甚至可以再生细胞.



有机幼小麦草粉
有机幼小麦草粉的好处：

高营养和高抗氧化剂 = 含有人类已知的每种矿物质 含

有17种氨基酸 = 蛋白质的组成部分

可降低胆固醇

可帮助杀死癌细胞

有助于血糖调节 有

助于减轻炎症 促进

减肥

排毒细胞增

强免疫力

改善血液循环

有效治愈 = 高含量叶绿素

改善消化和清除

增加红血细胞

减少疲劳

改善睡眠



有机幼小麦草粉研究

• The Medical Use of Wheatgrass: Review of the Gap Between Basic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s 

• Gil Bar-Sela 1 , Miri Cohen, Eran Ben-Arye, Ron Epelbaum

• Abstract 

• In animal experiments, wheatgrass demonstrated benefits in cancer prevention and as an 
adjunct to cancer treatment, as well as benefits to immunological activity and oxidative stress. 
Clinical trials show that wheatgrass may induce synergistic benefits to chemotherapy and 
may attenuate chemotherapy-related side effects, as well as benefit rheumatoid arthritis, 
ulcerative colitis, hematological diseases, diabetes, obesity, and oxidative stress. 

• Antioxidative and anticarcinogenic activities of methylpheophorbide a, isolated from wheat 
grass (Triticum aestivum Linn.). 

• Das P, Mandal S, Gangopadhyay S, Das K, Mitra AG, Dasgupta S, Mukhopadhyay S, 
Mukhopadhyay A. Nat Prod Res. 2016;30(4):474-7. doi: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term=Bar-Sela+G&cauthor_id=26156538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26156538/#affiliation-1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term=Cohen+M&cauthor_id=26156538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term=Ben-Arye+E&cauthor_id=26156538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term=Epelbaum+R&cauthor_id=26156538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25782530/


小球藻生长因子

CGF是小球藻的核酸萃取物. 小
球藻生长因子只能在小球藻藻中找到. 

小球藻生长因子(CGF)是通过从水热萃
取核酸获得的. CGF之所以得名，是因为
在实验室测试中, 显示向标准样本生长
培植当中添加CGF可使友善的乳酸菌细
菌的生长速度提高多达400%.



• Effect of Chlorella vulgaris on immune-enhancement and 
cytokine production in vivo and in vitro

• The use of chlorella as an immune stimulant to enhance 
nonspecific host defense mechanisms or as an 
antimicrobial to inhibit bacterial growth has been 
reported. It has been reported that dietary Chlorella 
reinforces the immune system and protects
rodents against bacteria and cancer. These effects are 
attributed to the increment of helper T cell type I 
population responsible for the cellular immunity.

• H Choi, SK Jung, JS Kim, KW Kim, KB Oh, PY Lee… -
Poultry science, 2017 - Elsevier

小球藻生长因子研究

http://www.dbpia.co.kr/Journal/articleDetail?nodeId=NODE01728542
https://scholar.google.com.my/citations?user=f_GTnHAAAAAJ&hl=en&scioq=chlorella+growth+factor&oi=sra
https://scholar.google.com.my/citations?user=06hgT8gAAAAJ&hl=en&scioq=chlorella+growth+factor&oi=sra
https://scholar.google.com.my/citations?user=l0fch9kAAAAJ&hl=en&scioq=chlorella+growth+factor&oi=sra


是从以下特别选出的各别：

古代品种的洪马里(hom mali)米饭

有机认证

非转基因和非杂交 = (细胞识别)

稳定专利 (无游离脂肪酸或酸臭腐败物质) 水

解专利 (生物利用度=100%利用效率)  最

先进和最完整的大米技术

α多糖多肽(水稻细胞食物-

APP)



1

2

3

更好的消化系统

更好地吸收营养

减少关节和肌肉发炎

减少动脉斑块

平衡血液胆固醇

平衡血糖

哮喘

过敏性鼻炎

促进大肠蠕动

减少食物过敏

APP的应用

支持体内酶的产生

增强循环系统

改善呼吸功能
感冒, 流感, 肺炎



阿尔茨海默氏症

年龄在85岁以上的人
中多达50%患有老年痴呆症

老年痴呆症在40岁左
右就开始袭击人们

正常活动的区域

正常的大脑

活动减少的区域

受AD影响的大脑



A.对照样本

C. 过氧化氢
+0.066 mg/ml

PSP 

D. 过氧化氢
+6.66 mg/ml

PSP 

B. L 样本-

过氧化氢
A.对照样本

C. 过氧化氢
+0.066 mg/ml PSP 

D. 过氧化氢
+6.66 mg/ml PSP 

B. L 样本- 过氧
化氢



不受控制的糖尿病/ 

血糖调节

心血管疾病/胆固醇

767人= 将血糖从危险水平降低到

可接受范围的幅度为80-90%

100名医生和护士在越南

最大的政府医院

巨大减轻与血糖有关的症状

增加HDL (好胆固醇)= 30-50%  

降低 LDL (不好胆固醇)

来自CellAge+ 成分的临床研究



海藻糖素
海藻糖素是一种在许多褐藻物种中被发现的复杂

多糖. 它被证明可以帮助:

减缓血液凝结(中风, 心脏病发作, 深静脉血栓形成) 

根据研究，它可以阻止癌细胞的生长

抗病毒 (感冒, 流感, 肝炎, 艾滋病毒)  

抗炎和抗氧化

具有神经保护作用(尤其是大脑)

免疫调节作用

帮助消化 (微生物组的天然益生菌元素) 

抗衰老(已显示可增加Sirtuin 6和端粒)  

减轻体重和代谢综合症



Therapeutic Effects of Fucoidan: A Review on Recent Studies

Sibusiso Luthuli,† Siya Wu,† Yang Cheng, Xiaoli Zheng, Mingjiang Wu

• Pharmacokinetics Research of Fucoidan

• Anti-Cancer Capacity

• Therapeutic Potential against Influenza A Virus

• The Role of Fucoidan as A Potential Anti-Hepatitis B Virus Treatment

• Therapeutic Veterinary Medicine against Canine Distemper Virus (CDV)

• Therapeutic Potential against HIV

• Diabetic and Metabolic Syndrome Control

海藻糖素研究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term=Luthuli%20S%5bAuthor%5d&cauthor=true&cauthor_uid=31438588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term=Wu%20S%5bAuthor%5d&cauthor=true&cauthor_uid=31438588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term=Cheng%20Y%5bAuthor%5d&cauthor=true&cauthor_uid=31438588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term=Zheng%20X%5bAuthor%5d&cauthor=true&cauthor_uid=31438588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term=Wu%20M%5bAuthor%5d&cauthor=true&cauthor_uid=31438588


纤维的好来源

降低胆固醇和甘油三酸酯

植物蛋白的营养来源

帮助降低血压支

持健康的骨骼减

少发炎

B群维生素的好来源

帮助血细胞形成

已经显示出可以对抗 H1N1 和其他病毒性疾病

黑芝麻籽粉 (SesaPlexTM  和 Sesamin)
黑芝麻籽粉 (SesaPlexTM 和 Sesamin) 已被显示为：



Effect of sesamin against cytokine production from influenza type A H1N1- induced 
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s

Kanda Fanhchaksai, Kanchanok Kodchakorn, Peraphan Pothacharoen & Prachya Kongtawelert 

Research on sesame lignans has focused on five physiological categories:

Antioxidant Protection: has been shown to improve the status of gamma-tocopherol in 
liver, brain, kidney and skin.

Fatty Acid Balance and the Inflammatory Response: have been found to decrease 
inflammation mediators in the body.

Hepatoprotection: hepatoprotective, beneficially impacting liver function. Cardiovascular: 
support blood pressure regulation and the regulation of blood lipid levels 

Metabolism: increase the oxidation of fats for energy, especially in the liver. 

Science & References: Kamal-Eldin A, Moazzami A, Washi S. 

黑芝麻籽粉(SesaPlexTM  和 Sesamin)研究



槲皮素是一种黄酮醇, 是类黄酮的子类别。类黄酮是植物中的一种
特殊化学物质, 称为植物营养素, 对健康具有广泛的益处。它已显
示为：

对抗自由基并具有抗氧化属性

减轻炎症

降低患癌症的风险

预防神经系统疾病

缓解过敏症状

预防感染

降低患心脏病的风险

降低高血压

槲皮素



In vitro and in vivo evidence that quercetin protects against diabetes 
and its complications. Guang-JiangShiacYanLiaQiu-HuaCaoaHong-XiWuaXin-YingTangaXing-
HuaGaoaJian-QiangYubZhenChenc

YongYanga

Quercetin is used for treating conditions of the heart and blood 
vessels including "hardening of the arteries" (atherosclerosis), 
high cholesterol, high blood pressure, heart disease, and 
circulation problems. It is also used for diabetes, cataracts, hay 
fever, peptic ulcer, schizophrenia, inflammation, asthma, gout, 
viral infections, chronic fatigue syndrome (CFS), preventing 
cancer, for treating chronic infections of the prostate, improving 
the function of kidney transplants, and increasing exercise 
endurance.

槲皮素研究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753332218349187#!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753332218349187#!


姜黄，尤其是其最有效的合成姜黄素具有许多经科学验
证的健康益处，例如：

具有潜力预防心脏病

帮助关节炎

有效的抗炎和抗氧化剂

可能有助于改善忧郁症的症状

姜黄素提升/促进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与改善脑功能和降低患脑病的风险有关姜黄

可以帮助预防（甚至治疗）癌症

研究显明它具有抗抑郁作用

姜黄素有助于延缓衰老并抵抗与年龄有关的慢性疾病

姜黄素



⮚ Anti-inflammatory properties of curcumin, a major constituent of Curcuma 
longa: a review of preclinical and clinical research.

⮚ Discovery of curcumin, a component of golden spice, and its miraculous 
biological activities: SC Gupta, S Patchva, W Koh… - Clinical 2012 - Wiley 
Online Library

⮚ Curcumin in cancer management: recent results of analogue design and 
clinical studies and desirable future research

⮚ Curcumin and dietary polyphenol research: Beyond drug discovery

⮚ Curcumin research has grown rapidly, with more than 14,000 citations on 
curcumin to date

姜黄素研究

http://69.164.208.4/files/Anti-inflammatory%20Properties%20of%20Curcumin,%20a%20Major%20Constituent%20of%20Curcuma%20longa:%20A%20Review%20of%20Preclinical%20and%20Clinical%20Research.pdf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abs/10.1111/j.1440-1681.2011.05648.x
https://scholar.google.com.my/citations?user=tCzrPS0AAAAJ&hl=en&oi=sra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abs/10.1002/mnfr.200700148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aps2017179


Blueberry 蓝莓

通过降低血压和抑制LDL胆固醇的氧化来降低患心脏病的风险

，延缓与年龄有关的衰老，改善脑功能和胰岛素敏感性，并降

低血糖水平.

PRODUCT SPECIFICATION • PRODUCT SPECIFICATION PRODUCT SPECIFICATION • PRODUCT SPECIFICATION

超级浆果

Raspberry 酸果蔓

预防或降低慢性病的风险，包括癌

症和心脏病，肥胖，便秘，糖尿病

，与衰老相关的认知能力下降，促

进健康的肤色，增加能量，改善血

糖，脂质和胰岛素水平并保持眼睛

健康与抵制黄斑变性的损害.

Cranberry 酸果
蔓

降低尿道感染的风险，预防胃癌和

溃疡，提高HDL水平，降低LDL，

降 低血管僵硬度（动脉僵硬度）

和高 半胱氨酸的血液水平，降低

血压和血管炎症的风险.

Blackcurrant 黑加仑

减轻关节或肌肉的疼痛，僵硬，酸痛和损伤，减缓血小板在

血管中的结块以及牛皮癣斑块的生长和发育，改善眼睛功能

，包括眼睛适应黑暗的能力，血液流向眼睛，有青光眼和视

觉疲劳症状的人视野恶化的速度减慢，并增强免疫系统.

Strawberry 草莓

降低患心脏病的风险，降低血压，减轻

炎症，血糖和胰岛素水平以及氧化应激

的高峰值，并预防多种类型的癌症。

Red Grape 红葡萄

激活肝脏中的酶，清除体内不需

要的化学物质，保护其免受慢性

健康状况的影响，例如糖尿病，

结肠癌和乳腺癌，心脏病和普通

眼病以及酵母菌感染，提高记忆

力和情绪，并减少炎症。



Sunfiber®的好处...已被证明是有效的。。。

缓解便秘和减少腹泻。

"饲料"益生菌（有益细菌和微生物）在整个肠道促进更好的营养吸收，消化，肠

道健康，和更强大的免疫系统，从而恢复微生物平衡，促进肠道健康

降低糖尿病患者的血糖，帮助减轻体重。

降低血清葡萄糖的上升 - 降低流行后血糖和胰岛素水平的峰值

减弱血清甘油三酯的上升

延迟餐后饥饿 - 感觉更饱的时间更长

Sunfiber®益生菌元素瓜尔豆种子纤维



⮚ Effect of Repeated Consumption of Partially Hydrolyzed Guar Gum on Fecal 
Characteristics and Gut Microbiota: A Randomized, Double-Blind, Placebo-
Controlled, and Parallel-Group Clinical Trial. Author: Yasukawa, Z, et al. Location: Nutrients. 
2019 Sep 10;11(9). pii: E2170. doi: 10.3390/nu11092170. Read Full Study: www.ncbi.nlm.nih.gov

⮚ Dietary supplementation helps improve constipation and gut dysbiosis symptoms 
and behavioral irritability in children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J. Clin. Biochem. Nutr. 

March 2019, 1-7.

⮚ Impact of partially hydrolyzed guar gum (PHGG) on constipation prevention: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Author: Kapoor M, et al. Location: Journal of Functional 
Foods. 2017 Jun Read Full Study: www.sciencedirect.com

⮚ Role of Sunfiber (guar fiber) in appetite control

⮚ Impacts on postprandial hyperglycaemia, hyperlipidaemia and incretins metabolic 
hormones over time in healthy and glucose intolerant subject Author: Naito Y, et al. 
Location: J Clin Biochem Nutr. 2016 Jan Read Full Study: www.ncbi.nlm.nih.gov

Sunfiber® 益生菌元素瓜尔豆种子纤维研究

https://sunfiber.com/research/effect-of-repeated-consumption-of-partially-hydrolyzed-guar-gum-on-fecal-characteristics-and-gut-microbiota-a-randomized-double-blind-placebo-controlled-and-parallel-group-clinical-trial/
https://sunfiber.com/research/dietary-supplementation-with-phgg-helps-improve-constipation-and-gut-dysbiosis-symptoms-and-behavioral-irritability-in-children-with-autism-spectrum-disorder-j-clin-biochem-nutr-march-2019-1-7/
https://sunfiber.com/research/impact-partially-hydrolyzed-guar-gum-phgg-constipation-prevention-systematic-review-meta-analysis/
https://sunfiber.com/research/role-sunfiber-guar-fiber-appetite-control/
https://sunfiber.com/research/soluble-dietary-fibre-partially-hydrolysed-guar-gum-markedly-impacts-postprandial-hyperglycaemia-hyperlipidaemia-incretins-metabolic-hormones-time-healthy-glucose-intolerant-subjec/


木糖醇是一种甜味剂，通常来自白桦树玉米。作

为甜味剂，木糖醇是绝佳的选择。

有些甜味剂可能会危害健康，而研究显明木糖醇具有健康益处:

它不会造成血糖或胰岛素飙高(对糖尿病患者安全) 使

口腔中产生牙菌斑的细菌饥饿

为您的消化系统提供友好的微生物

木糖醇



⮚ Effects of xylitol as a sugar substitute on diabetes-related parameters in 
nondiabetic rats: J Med Food 2011 May;14(5):505-11. doi: 10.1089/jmf.2010.0015.

⮚ Effects of xylitol on blood glucose, glucose tolerance, serum insulin and lipid 
profile in a type 2 diabetes model of rats. 

⮚ Xylitol's Health Benefits beyond Dental Health: A Comprehensive Review. 

⮚ Dietary xylitol supplementation prevents osteoporotic changes in 
streptozotocin-diabetic rats

⮚ Xylitol improves pancreatic islets morphology to ameliorate type 2 diabetes in 
rats: a dose response study

木糖醇研究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22832597/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1390800/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26049598902438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abs/10.1111/1750-3841.12520


1
包含所有九种必需
氨基酸

2
提供高质量的氨
基酸

3
为人体提供稳定的
能量蛋白质

4
容易消化和快速吸
收纤维

更好的口感和质感5

对肾脏和心脏有益6
不含过敏原，不会
引起过敏反应7
促进食欲控制并
帮助减肥8

人体需要这九种氨基酸才能
在体内发挥重要作用.

与大多数其他蛋白质粉相比，
其蛋白质粉质地更柔软(更少的白垩质和蓬
松的质地), 并且具有天然坚果的甜味.

在研究中已显示出可降低胆固醇和血压，同
时对肾脏保持温和.

像许多谷物一样不含麸质，也没有乳糖.

这是一种低热量食品，不含许多肉类和动
物性蛋白质中发现的不健康脂肪.

除氨基酸特征外，它还包含有助于增加肌
肉质量的支链氨基酸. 完美修复和

重建肌肉.

此豆类中的蛋白质可消化至95–98％，从
而实现最大程度的吸收.

与大多数其他蛋白质粉相比，其蛋白质粉
质地更柔软(更少的白垩质和蓬松的质地), 

并且具有天然坚果的甜味.

黄豌豆蛋白 优质蛋白质和铁的重要来源

黄豌豆蛋白的益处



黄豌豆蛋白口服补充促进肌肉厚度增加在阻力训练：双盲，随机，安慰剂对
照临床试验与乳清蛋白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Sports Nutrition 10.1186/s12970-014-0064-
5

临床研究表明：
1. 建立肌肉质量
2. 让你饱足
3. 受益心脏
4. 降低血压

黄豌豆蛋白研究

https://www.researchgate.net/journal/1550-2783_Journal_of_the_International_Society_of_Sports_Nutrition
https://www.researchgate.net/deref/http:/dx.doi.org/10.1186/s12970-014-0064-5


#世界上没有其他食品补充

剂配方有这么多的文献记载

，真正的临床和实验室研究

，以证明其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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