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毕业于马来西亚国际医药大学营养及饮食治疗系
Graduated from the International Medical 

University,    

Malaysia majoring in Nutrition and Dietetics.

Hospital Tuan’ku Jaafar, Klinik Seremban, IJN, Regency 

Hospital, Eldercare Center

八度空间《活力加油站》嘉宾讲师

经验Experience



NHT Global 产品

如何区分产品呢??



普洛特乳酸菌

肠道之宝

益多纤



共同点: 促进肠道蠕动，排便排毒

乳酸菌（军人）

抑制肠道害菌，维持菌群平衡

营养吸收和消化

提升免疫力

舒缓肠道不适及过敏症状

生殖器官保养

纤维（清道夫）

形成粪便

增加粪便体积和软化

控制脂肪/胆固醇/血糖吸收和吸收
速度

饱足感，体重控制

好菌的食物 (益生元)

功能分别



益多纤（清道夫）

纤维
•洋车前子壳粉, 燕麦纤

维，燕麦麸，菊粉(低果聚
糖)，黄豆纤维，水果果胶，
玉米粉

益生菌 • 鼠李糖乳杆菌、嗜酸乳杆
菌、长双歧杆菌、两歧双歧
杆菌

其他成分 • 维他命C （120毫克）

成分分别



洋车前子



普洛特乳酸菌（军人）

益生菌 胚芽乳酸杆菌(普洛特菌)，专利
鼠李糖乳杆菌，乾酪乳酸杆菌、

嗜酸乳杆菌、双歧乳杆菌、乳

酸乳球菌、短双歧杆菌、乳双
歧杆菌

益生元 麦芽糊精，菊苣根，低聚果糖，
低聚半乳糖

其他成分 蔓越莓，梅子，
维他命C, 维他命B, 锌

益多纤（清道夫）

纤维 • 洋车前子壳粉, 燕麦纤维，
燕麦麸，菊粉(低果聚糖)，
黄豆纤维，水果果胶，玉米
粉

益生菌 • 鼠李糖乳杆菌、嗜酸乳杆
菌、长双歧杆菌、两歧双歧
杆菌

其他成分 • 维他命C （120毫克）

成分分别



每支含有超过100億乳酸菌
Each stick contains over 10 billion probiotics



胚芽乳酸杆菌(普洛特菌)
Lactobacillus Plantarum (Kimchi Derived Lactic Acid Bacteria)

•由泡菜所发酵出最具代表性的
乳酸菌
A type of probiotics discovered in Kimchi

•泡菜被美国《健康》专业月刊
列为「全球最健康的五大食品
」
Kimchi was selected by Health Magazine as one of the world’s 5 healthiest foods

•帮助抑制及排出粘附在肠壁的
病原体及癌性物质*
Helps suppress harmful bacteria and eliminate harmful toxins from the body

•有效对抗胃酸胆汁，到达肠脏
的存活率很高*
Strong enough to survive stomach acid and bile to effectively reach the intestines 

*这些声明没有经过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评估。本产品不用于诊断，治疗，预防或预防任何疾病。



专利鼠李糖乳杆菌
Patented Lactobacillus Rhamnosus

帮助抑制幽门螺杆菌的增长 (韩国专利号码: 10-0646938) 及
具有调节免疫力的功能 (韩国专利号码: 10-007429) 

Lactobacillus Rhamnosus IDCC 3201 having inhibitory activity on adhesion and growth of helicobacter pylori (Reg. No.: 10-0646938)

Use of lactobacillus rhamnosus having immunoregulatory function. (Reg. No.: 10-007429)



普洛特乳酸菌（军人）

益生菌 胚芽乳酸杆菌(普洛特菌)，专利
鼠李糖乳杆菌，乾酪乳酸杆菌、

嗜酸乳杆菌、双歧乳杆菌、乳

酸乳球菌、短双歧杆菌、乳双
歧杆菌

益生元 麦芽糊精，菊苣根，低聚果糖，
低聚半乳糖

其他成分 蔓越莓，梅子，脱脂奶粉，维
他命C, 维他命B, 锌

益多纤（清道夫）

纤维 • 洋车前子壳粉, 燕麦纤维，
燕麦麸，菊粉(低果聚糖)，
黄豆纤维，水果果胶，玉米
粉

• 7克

益生菌 • 鼠李糖乳杆菌、嗜酸乳杆
菌、长双歧杆菌、两歧双歧
杆菌

其他成分 • 维他命C （120毫克）

成分分别



Lactobacillus Rhamnosus IDCC 3201

属&种: 鼠李糖乳桿菌

Lactobacillus Rhamnosus
GG

Gr-1

LGG

帮助抑制幽门螺杆菌的增长 (韩国专利号码: 10-0646938) 及
具有调节免疫力的功能 (韩国专利号码: 10-007429) 

菌株: 

市场常见菌株: 

鼠李糖乳杆菌

MAK79L08R  益多纤Lactobacillus Rhamnosus



保护乳酸菌免受空气中的湿气影响
Reduces distribution loss after production by blocking external environment factors such as moisture.

专利4层覆膜技术
Patented Quadruple Coating Technology



• 为肠道的益菌提供营养*
A source of nutrition for Probiotics

• 促进益菌生长繁殖，改善肠道环境*
Helps promote growth of beneficial bacteria and strengthens the intestinal environment

• 在通过上消化道时，不会被消化並
能选择性地刺激益菌的生长及抑制
害菌的数量*
Not digested and absorbed in upper part of gastro-intestinal tract, able to promote the 

growth or activity of beneficial bacteria and inhibit harmful bacteria

益生元
Prebiotics

*这些声明没有经过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评估。本产品不用于诊断，治疗，预防或预防任何疾病。



其他成分
Subsidiary Ingredients



普洛特乳酸菌 VS 益多纤
普洛特乳酸菌 (好菌)

菌量 超过100亿

8 大益生菌 胚芽乳酸杆菌(普洛特菌)，专利鼠李
糖乳杆菌，乾酪乳酸杆菌、嗜酸乳杆

菌、双歧乳杆菌、乳酸乳球菌、短双

歧杆菌、乳双歧杆菌

4大益生元 麦芽糊精，菊苣根，低聚果糖，低聚
半乳糖

其他成分 蔓越莓，梅子，脱脂奶粉，维他命C 

（40.5毫克）, 维他命B, 锌

专利技术 4层覆膜技术保留最多活性益菌

功能 保护肠道健康*，改善过敏*，调节免
疫力*，私密处保养*，脑部*

益多纤（纤维）

菌量 超过10亿

4大益生菌 鼠李糖乳杆菌、嗜酸乳杆菌、长

双歧杆菌、两歧双歧杆菌

膳食纤维 7.8克

维生素C 120毫克

功能 促进肠道蠕动*，促进心血管健
康*，体重管理*，皮肤健康*

素食

肠道健康之宝

*这些声明没有经过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评估。本
产品不用于诊断，治疗，预防或预防任何疾病。



为什么还是便秘??

纤维吃够了吗? (蔬菜/水果)

水喝够了吗? (至少2000毫升)

有没有正常吃3餐呢? (节食会有影响)

会不会有依赖性?



心血管之宝



什么是发炎?

• 免疫反应

• 短期 vs 长期



奥米加3必需脂肪酸
维护身体健康的必要元素

Essential Elements to Good Health



EPA和DHA
EPA and DHA

EPA和DHA是奥米加3必需脂肪酸

最主要的成分。奥米加3对脑

部、心脏、视力和关节等各方面

健康都十分重要
EPA and DHA are recognized as the two most 

important Omega-3s to health. They are key to 

optimal function of vital bodily systems like the 

brain, heart, eyes, and joints.

有研究显示，食用奥米加3或可

减少患上冠心病的风险*
Supportive but not conclusive research shows 

that consumption of EPA and DHA omega-3 

fatty acids may reduce the risk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奥米加3亮点
OMEGA-3 SUPERSTARS 

2

*这些声明没有经过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评估。本产品不用于诊断，治疗，预防或预防任何疾病。



7

卓越功效
SUPERIOR POTENCY

• 高浓度EPA和DHA
High Concentration of EPA & DHA

• 每天2粒，便能达到FDA的建议摄取量
2 softgels are needed to achieve 1,000mg of 
EPA and DHA

• 特别生产技术(氮气屏蔽)以确保油分的完整
性
Specialized techniques (Nitrogen blanket) to 
ensure maximum oil integrity

• 专有的抗氧化配方(迷迭香提取物，酯性维他
命C和天然维他命E)保护油分免被氧化
Proprietary antioxidant blend (rosemary extract 
[leaf], sunflower oil [seed], ascorbyl palmitate & 

natural tocopherols) to ensure protection of 
oils from oxidative stress

奧米加3必需脂肪酸含量

(每食用分量-2粒)
Omega 3 Content per Serving (2 softgels)

DHA 400毫克(mg)

EPA 600毫克(mg)

其他奧米加3
Other Omega-3s

50毫克(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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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純正
SUPERIOR PURITY

• 100%选用纯正水域的优质小
型鱼类
100% small sized fish 
sources from pure global 
water areas

• 完全精炼

Fully refined

• 通过500项以上潜在污染物测
试

Tested for more than 500 
potential contaminants

• 严格遵守GMP标准

GMP standards

• 美国制造

Made in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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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佳味道
SUPERIOR TASTE

• 独有天然柠檬和青柠味
Exceptional lemon & lime 
flavor

• 无鱼腥味
No fishy repeat

• 无添加糖份
No sugar added

• 可咀嚼
Chewable

• 十分适合儿童
Great for k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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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性
COMMITMENT TO SUSTAINABILITY

• 致力于保护海洋生物栖息地
Dedicated to the conservation 
of marine habitats

• 选用来自可持续发展海洋生态的
鱼油
The fish oil used comes from 
sustainable sources

• 符合海洋之友严格的认证标准，
并获得其颁发证书
Meet the strict certification 
standards of Friends of the Sea 
(F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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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方法
DIRECTIONS FOR USE

• 成人：每日2粒，建议于餐前10分钟

食用。每日不能食用超过8粒
Adults: Two soft gels daily, preferably 10 minutes 

before a meal. Don’t exceed 8 soft gels daily unless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a healthcare professional. 

• 儿童(4岁+)：每日1粒
Children (4+): One soft gel daily



高度吸收 活出健康人生

高活姜黄素



姜黄根 姜黄素

• 由姜黄根提取，在印度草药和中医药中有悠
久历史的一种亮黄色「超级香料」

• 「姜黄素」是来自姜黄的活性复合物，具有
促进健康的特性

• 广泛研究证明姜黄素对身体不同部位都有益
处－从心脏、关节到认知能力及支持身体的
正常炎症防御反应



• 拥有专利的姜黄素，临床研究

证实，它比普通姜黄素的生物

利用率高出31倍

• 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并能长时间

发挥作用，功效比市场上的同

类产品更明显和更持久

31x
生物利用率

专利的姜黄素



主要成分

姜黄根提取物

葡萄籽提取物

黑胡椒提取物

绿茶提取物



采用含有胡椒碱的专利黑胡椒提取物，

进一步提高姜黄素的人体吸收率

黑胡椒提取物



抗氧化功效帮助改善血液循环和

支持身体正常的炎症防御反应

葡萄籽提取物



含有EGCG儿茶素，

可保护细胞抵御有害自由基

绿茶提取物



主要功效

以上主要成分已被发现能...

支持身体正常炎症防御反应*

促进血液循环*

抗氧化保护，抵御有害自由基*

促进血管健康*

支持老化中的身体健康*

*这些声明没有经过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评估。本产品不用于诊断，治疗，预防或预防任何疾病。



食用方法

每天最多3次，每次1粒



姜黄素（中, 印）

来源 草本（素）

胶囊 HPMC 木浆提取物

成分 专利姜黄素, 专利黑胡椒提取物,  葡萄籽
提取物, 绿茶提取物

功能 心血管：总胆固醇/HDL/LDL/三酸甘油酯
*, 支持正常发炎反应*，抗氧化*，

血液循环（行气）*，血管内皮健康*

支持健康老龄化
抗菌*，肝脏*, 代谢*，关节*，脑部*，

消化*，免疫力*，过敏*，呼吸道*，血
糖*….

需注意 体质燥热者，孕妇，生理期，有服药的
糖尿病患者，服用抗凝血药人士

心血管之宝

奥米加3必需脂肪酸（西）

来源 小型鱼

胶囊 牛明胶

成分 DHA, EPA

功能 心血管: 改善三酸甘油酯&HDL胆固醇*，血
压心律*，抗发炎*，血液循环*

关节*，眼睛*，脑部*，皮肤*，免疫力*，

过敏*….

需注意 服用抗凝血药人士

*这些声明没有经过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评估。本产品不用于诊断，治疗，预防或预防任何疾病。



心血管之宝



为什么要产品搭配?

协同作用

各方面的防卫

更全面的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