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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尿酸浓缩精华
30ml

玻尿酸含量8.55%
400

水，玻尿酸，水解弹性蛋白，苯乙醇，辛酸乙二醇，乙酰
六肽8，芦荟叶萃取，甘油，肉豆蔻酰五肽-11，苯丙醇，
丙二醇，生育酚

瑞士法尔丽特玻尿酸30ml,含量8.55%，锁水玻尿酸强补
水加强皮肤柔韧性,纯天然不含防腐剂添加剂及过敏原

每日早、晚洁面后将玻尿酸浓缩精华涂于面颈
部并环形按摩，直至玻尿酸完全被肌肤吸收

干性皮肤，孕哺女性

玻尿酸果酸祛痘原液
30ml

玻尿酸含量2.91%
400

水，玻尿酸(3.18%)，乳酸，甘油，PCA（焦谷氨酸），柠
檬酸，羟基乙酸，苹果酸，丙酮酸，酒石酸，苯氧乙醇，
乙基

果酸含量16%，充分助展皮肤毛孔让3.18%玻尿酸被深度
吸收，外敷即达微针滚轮美容效果,去死细胞果酸促进皮
肤细胞更新，酸性成分缓解治疗粉刺痤疮

每晚洁面后将1/2安瓶敷于面部、眼周及颈部
5-10分钟，后根据需要搽拭晚霜，避免进入眼
部

粉刺， 痤疮，痘痘，毛孔大人士，孕哺
期女性

蜗牛肉毒杆菌
浓缩

30ml
玻尿酸含量
4，87%

400

水，蜗牛滤液，玻尿酸4.87%，水解弹性蛋白，芦荟萃取，
苯乙醇，辛乙二醇，苯丙醇，生育酚，丙二醇，苯氧乙
醇，苯甲醇，山梨酸钾，双咪唑烷基脲，六胜肽-8，甘
油，肉豆蔻酰基五肽11，茱萸果萃取，非洲吊灯树果萃
取，皂树树皮萃取

天然蜗牛原液中革命性提取尿囊素、水解蛋白等活性成
分，加速皮肤疤痕愈合，4.55%玻尿酸高度锁水，缓解鱼
尾纹、抬头纹等动态纹，缓解黑眼圈，令肌肤无需注射
即达肉毒杆菌祛皱效果

每日早晚洁肤后，将蜗牛肉毒杆菌精华涂于面
颈部并环形按摩，使用同品牌活细胞抗衰丝滑
面霜，效果更佳。

黑眼圈，眼袋，面颈部小瘢痕

鱼籽活性
祛皱安瓶

10*3ml
每日早晚

400
水，水解鱼籽，水解鱼籽萃取，水解肌动蛋白，尿囊醇，
乳酸，甘油，丝氨酸，山梨醇，乳酸茶，尿素，氯化钠，
氨基丙基甘氨酸，二乙烯二氨基甘氨酸，丙二醇，香精

天然鱼籽因其富含活细胞多肽因子而被用于高端细胞修
复美容品中，鱼籽中的水解肌动蛋白对肌肉收缩，细胞
转移再生等细胞活动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更有效平滑
细纹和皱纹

每晚洁面后将1/3安瓶（3ml）轻敷于面、颈
部，尽量避开眼周

成人抗皱，孕哺期

祛斑美白原液 10*3ml 400

水，丙二醇，抗坏血酸磷酸镁，抗坏血酸磷酸钠，乳酸，
甘油，PCA（吡咯谷氨酸），柠檬酸，苹果酸，丙酮酸，酒
石酸，二唑烷基脲，EDTA，苯氧乙醇，乙基己基甘油，
PEG-40氢化蓖麻油

治疗因色素沉淀，年龄或外因引起的油渍溅积，雀斑，
老年斑及妊娠斑，软化色素，实现美白效果

每晚洁面后将1/3安瓶（3ml）轻敷于面、颈
部，尽量避开眼周

面颈部油渍溅积，雀斑，老年斑，妊娠
斑，肤色暗沉者

口服玻尿酸＋Q10
150mg30粒装

390

成分：1粒胶囊含透明质酸150mg，辅酶Q10 30mg，麦芽糖
糊精，磷酸钙 - 辅酶Q10 - 抗结块剂：脂肪酸的单甘油酯
和甘油二酯。 着色剂：二氧化钛，红色Allura AC和亮蓝
FCF

口服玻尿酸，由内而外调养肌肤， 每日一粒 30岁以上皮肤抗衰抗皱

葡萄籽抗衰
100mg100粒装

180 84％葡萄籽粉，胶囊壳：羟丙基甲基纤维素，维生素B12

葡萄籽含有天然的低聚原花青素（OPCs）其抗氧化特性
可中和破坏细胞或细胞壁的自由基，改变遗传物质。维
生素B12，红细胞降低同型半胱氨酸水平，预防动脉硬化
和心血管系统疾病，

每日2*1粒 动脉硬化， 心血管疾病，女性抗衰

VITA胶原蛋白 30袋装 880
水解胶原蛋白10g，氨基葡萄糖500mg，辅酶Q10 30mg，虾
青素4mg，番茄红素6mg，维C180mg，维生素E 30mg，生物
素75µg，维生素 D 7,5 µg 150%，锰2mg

防止胶原蛋白流失，缓解皮肤老化，保护促进活细胞，
缓解疲劳，

加200毫升水，橙汁或牛奶冲服
瑞士VITA 保健公司制造

成人，不含麸质及乳糖, 适合糖尿病患
者

VITA原骨胶原蛋白胶
囊

90粒装
橙味

880

玻尿酸180 mg，OPC花青素松皮萃取 100mg，胶原蛋白40
mg，30mg辅酶Q10，虾青素4mg，维生素C60mg，VD7,5µg，
VE 10 mg，生物素75µg，锰2mg，硒27,5µg，锌3mg，硅
2,3mg

保护皮肤和胶原蛋白形成，保护发质及指甲，保护促进
活细胞，缓解疲劳

每日口服2粒 不含麸质，乳糖，适合糖尿病患者

XLS医用三效瘦身冲
剂

90袋装
西柚味

660
Kioslim有机植物纤维，麦芽素，食用抗结剂，维生素A醋
酸酯（视黄醇）和维生素E醋酸酯，西柚香精，蔗糖素

含高科技kioslim有机植物纤维。富含粘性纤维。有助于
控制食欲，与脂肪及糖分结合形成复合脂肪纤维，复合
脂肪糖分纤维过大，不能被小肠被吸收从而被排出体
外。三重功效:抑制脂肪摄入，抑制糖分吸收,抑制食欲
并燃烧体内油脂

早中晚餐前15分钟服用，用封闭容器加300ml
水摇匀后口服，一月见效三月巩固可长期服
用，配合运动效果更佳

成年脂肪过多者
18岁以下未成年人，孕哺期人士，肾病
患者服用需遵医嘱，本品有降糖功效，
糖尿病患者及低糖人士服用需遵医嘱

XLS强效减脂片剂
180片装 630

Kioslim有机植物纤维，麦芽素，维生素A醋酸酯（视黄
醇），维生素E醋酸酯
功效&优势 1. 即刻吸脂，吸脂高达42% 2. 无降糖功效，
低糖及糖尿病人士可服用 3. 优功效

瑞士 新医用强效减脂片剂， 新配方 严格选材，
强控制卡路里摄入，无须大量水或封闭容器冲服

1. 180片装一月量，每日3＊2片，早、中、晚
餐前15分钟服用 2. 每日饮水2升，配合运动
效果更佳

上班族、出差、旅行，不喜冲剂西柚味
道人士

18岁以下未成年人，孕哺期人士，肾病
患者服用需遵医嘱

瑞士药品化妆品清单
201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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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过敏药
花粉过敏／过敏性鼻

炎／慢性寻麻疹
10片装 190

瑞士药编号：6182901
成分：西替利嗪二盐酸盐（10mg）

预防治疗过敏性鼻炎，过敏性结膜炎和慢性特发性荨麻
疹

12岁以上：每日一片，6-12岁：每日一片持续
4周 季节性鼻炎或过敏性结膜炎期间。

6岁以上过敏性鼻炎，过敏性结膜炎和慢
性特发性荨麻疹

肾功能衰竭，半乳糖，乳糖酶缺乏，葡
萄糖和半乳糖吸收不良，孕哺期

吸脂降糖胶囊
60片装

380
植物壳聚糖，淀粉，填充剂，磷酸钙，葡萄糖酸锌，富含
铬的酵母酿酒酵母，胶囊：羟丙基甲基纤维素。壳聚糖
1875mg，锌10mg100％，铬37微克92％

Lipoféine®脂肪和糖，双重配方：锌有助于脂肪和糖的
新陈代谢，铬有助于维持正常的血糖，还含有植物性壳
聚糖，已知其脂肪重量可达800倍

每日晨服3粒 脂肪高， 糖高者，体胖者

腹部塑身胶囊
60片装

390
500mg绿茶叶粉，Orthosiphon叶子粉末300镁
1粒微生物菌株含乳酸双歧杆菌HN019 1109 CFU **（1十
亿），鼠李糖乳杆菌GG 1.109 UFC **（10亿）

使用部分为茶叶的前两片叶，收获后快速干燥并滚动以
获得绿茶，发酵的叶子将用于制作红茶，绿茶含有丰富
的幼叶，传统上用于促进脂肪的天然新陈代谢。猫须草
为传统减肥植被
微生物菌株：乳酸酵母是天然存在于体内的细菌或酵母

每日晨服2大粒＋1小粒 腹部脂肪多，消化不良者

更年期荷尔蒙贴 100微克,24贴装 450
瑞士药编号：55976
成分：雌二醇（1.56 mg)

更年期失调者，绝经后骨质疏松。
贴于腹部;非子宫切除妇女补充孕激素治疗。
更年期障碍，成年女性：每周2贴，3月后增
量。预防骨质疏松症：起始量每周2贴

更年期失调者，绝经后骨质疏松女性 乳腺癌，雌激素依赖性肿瘤，不明原因
的阴道出血

更年期荷尔蒙贴 50微克,24贴装 450
雌二醇（0.78毫克） 更年期失调，绝经后骨质疏松症，非子宫切除妇女补充

孕激素治疗
更年期障碍：每周两贴，3个月后增剂量，预
防骨质疏松症：起始量每周2贴

更年期失调，绝经后骨质疏松症，非子
宫切除妇女补充孕激素治疗

乳腺癌，雌激素依赖性肿瘤，不明原因
的阴道出血，严重肝病直至肝脏参数正
常化，血栓栓塞

大豆异黄酮400mg
100粒

390 麦芽糖糊精，胶囊壳：羟丙基甲基纤维素，大豆异黄酮

大豆异黄酮是大豆的天然成分，善食大豆女性中发现，
更年期伴随的不愉快现象更少见 归因于大豆异黄酮植物
雌激素，能够对绝经期妇女中发生的天然激素波动产生
调节作用

每日早晚一粒 更年期女性保健

孕妇鱼油 100片装 450

怀孕和哺乳期间更容易满足DHA和EPA
建议每日摄入的ω-3脂肪酸（即250毫克DHA和EPA）每日摄
入200毫克DHA也会产生积极效果。瑞士产，鱼油成分来自
太平洋（智利海岸）

保证孕期宝宝脑部的健康成长 每日1粒 备孕，孕，哺期女性

孕妇复合维生素 100片装 480

维生素D3,500IU，生育酚DL-阿尔法乙酸甲酯15mg，盐酸硫
胺素1.6mg，维生素B2,1.8mg，盐酸吡哆醇2.6mg,维生素
B12,0.004mg，烟酰胺19mg，叶酸0.8mg，泛酸钙10mg，生
物素0.2mg，维生素C100mg，钙125mg，镁100mg，铁
II60mg，铜1mg，锌7.5mg，锰mg，磷125mg

保证孕期多种复合维生素的补充

每日1片，备孕孕期和孕后对重要生命元素的
需求增加;预防胚胎神经管畸形，预防缺铁性
贫血和妊娠期叶酸缺乏性贫血。 预防神经管
缺陷：备孕前至少1个月服用。

备孕，孕，哺期女性
维生素A或与维生素A或d，肾衰竭，高
钙血症，高钙尿症慎用

孕妇妊娠纹保健体乳 150ml 220
水，积雪草苷，积雪草酸，马来酸，泛醇，红没药醇，厚
朴提取物，生育酚，向日葵籽油，辛酸甘油酯 ，葡萄糖酸
钠，柠檬酸，磷酸二钠，苯乙醇，磷酸钾，香豆素

防止妊娠纹，增加皮肤的紧致度和弹性，滋润肌肤，防
止肌肤干燥

怀孕期间，建议从怀孕第4个月到分娩后约3个
月外用

孕，哺人士， 体重骤增人士

鳕鱼肝油健脑明目
165mg

100粒 220
鳕鱼肝油（70％），维生素A，维生素D; 胶囊：食用明
胶，甘油

富含维生素A和维生素D，有助于免疫系统的正常运作，
鳕鱼肝油是冬季的传统制剂

每日1粒
儿童， 青少年，视力不佳人群，体弱
者，免疫力低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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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液体钙D3 10ml 100 液体维生素D3 婴儿及儿童佝偻病软骨病预防及治疗

佝偻病3周到1岁:0.1ml/天,1-2岁:0.1ml/天.
佝偻病治疗:第一周：1.2-2.6ml/ 天,1.2ml/
天持续6周，然后0.2-1.2ml/天.软骨病预防：
妊娠:0.1ml/天.软骨病治疗：1000-1500ml/
天,初始1.2-2.6ml/天,护理0.2-0.6ml/天,慢
性甲状旁腺功能减退症治疗,根据血钙:2.6-
50ml/天,儿童0.5ml/kg/天

婴儿及儿童佝偻病软骨病，慢性甲状旁
腺功能减退症

甲状腺功能减退症或特发性高钙血症。
整形外科手术中固定期间，急性肺结核
期间。维生素D过敏者

儿童免疫力保健 120片装 220 紫锥菊紫色鲜草酊比例：1：12（380mg） 提高儿童免疫力

免疫期间，感冒期含服，治疗期2个月。预防
期：12岁以上，每日3×2粒，4-12岁，每日3
×1粒。治疗期：12岁以上，每日3至5次，每
次2粒，4-12岁，每日3至5次，每次1粒

四岁以上免疫力低下，爱生病，感冒儿
童

自身免疫性疾病，白血病，多发性硬
化;婴儿

癌症术后免疫力保健
40片装

每日2*2片
260 紫锥菊紫色鲜草酊剂，比例：1：12（1140毫克） 提高成人免疫力

进餐前半小时口服。 治疗期：2个月，预防
期：12岁以上每日2×1片，治疗期：成人每日
2X2片， 12岁以上：每日2×1片

感冒期间，免疫力低下成人适用
自身免疫性疾病，白血病，多发性硬
化，12岁以下

成人维生素D3钙片
500mg

120片装 450
Colecalciferol（维生素D3）（400 IU），钙（500 mg）
预防和治疗老年人钙和维生素D缺乏症，在预防和治疗骨质
疏松症方面有辅助作用。

预防治疗成人骨质疏松 18岁以上每日1片，咀嚼或溶水口服 成人骨质疏松

高钙血症，高钙尿症，尿石症，维生素
D过多，肾功能衰竭，高磷血症，原发
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骨化三醇或其他
维生素D代谢物，多发性骨髓瘤，骨转
移，长期固定引起的骨质疏松症，高钙
尿症长期固定 或高钙血症，怀孕和母
乳喂养

预防治疗老年痴呆
痉挛

60粒装 600
银杏干丙酮提取物（120毫克）

老年痴呆预防，提高记忆力，治疗动脉硬化导致的痉
挛，头晕耳鸣

1-2粒。 120mg每日2×1粒，进餐时口服; 治
疗时间：智力下降，眩晕，耳鸣连续服用8
周，间歇性跛行连续服用6周

老年痴呆初期，痉挛，间歇性跛行，减
少智力，眩晕，耳鸣，18岁以上成人

安眠药水 50ml 190
多西拉敏（10毫克）

治疗失眠及慢性鼻炎 每日1-3滴， 多5滴。 用餐或睡前半小时。 12岁以上失眠者， 慢性鼻炎患者
哮喘发作，闭角型青光眼，嗜铬细胞
瘤，排尿障碍，癫痫， 孕哺期，12岁
以下

褪黑素安眠缓释 21片装 350
褪黑激素，湾辅料：乳糖水合物，每种延长释放片剂含有
2mg褪黑激素 作为单一疗法，用于短期治疗原发性失眠症

推荐剂量为每日2次，睡前1-2小时和 后一餐
后。该剂量可维持三周。并且在医学适应症的
情况下，治疗可以持续3个月

55岁以上失眠者 18岁以下

诺华叶黄素护眼保健 28片装 190
10mg叶黄素，玉米黄质，ω-3脂肪酸,锌和DHA，250毫克的
DHA与维生素C，维生素E，锌和铜

强效护眼片剂，保持视网膜和眼部细胞免受氧化应激，
延缓视力由于年龄， 肥胖， 高血脂而降低衰减

每日饭后服用一粒 各年龄段，糖尿病患者及黄斑病变患者

鼻炎鼻窦炎植物治疗 30片装 200

干提取物（160毫克），前龙胆根，报春花，鲁梅克斯卷曲
草本，接骨木花和马鞭草草1：3

并发性急性鼻窦炎 18岁以上：每日1×3 片，治疗时间：7-14天 并发性急性鼻窦炎患者
消化性溃疡; 怀孕，母乳喂养，8岁以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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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旋藻心脏中风保健 150粒装 260
盆地淡水微生物藻类

抗氧化，缓解疲劳，恢复肤色和活力，螺旋藻可保护细
胞免受自由基，压力或正常条件下的伤害，易被细胞吸
收并释放能量。，毒理学研究表明螺旋藻耐受性良好，
被列为FDA“无害”物质清单

每日3*2粒
中风患者，运动人士，易疲劳人士，女
性

辅酶Q10心脑血管保
健

30mg
100粒 390

成份：30mg辅酶Q10，480mg豆油; 胶囊：食用明胶，甘
油，水，色素（红色氧化铁E172）

辅酶Q10在人体的自然能量产生中起着重要作用， 预防
治疗心血管疾病，提高免疫力和器官功能

每日1粒
心脑血管患者或家族病史者，免疫力低
下者，中老年体弱者

软化血管亚麻籽油保
健

500mg

100粒
230

亚麻籽油（德国）（63.6％）抗氧化剂：维生素E;巴西棕
榈蜡;蔬菜胶囊：马铃薯淀粉，甘油，山梨糖醇，麒麟菜加
工海藻，单和脂肪酸的甘油二酯，巴西棕榈蜡

欧米加脂肪酸是细胞膜的一部分， 并影响血脂调节，预
防治疗高血脂及心脑血管保健

每日3*3粒 血脂高，心脑血管患者

阿司匹林心脏保健
100mg

28片装 150

乙酰水杨酸（100毫克）预防缺血性脑卒，在非常高的心血
管风险，预防再梗死的预防心肌梗塞后;预防透析患者冠状
动脉旁路移植术，ACTP或动静脉分流术后的再闭塞;不稳定
型心绞痛，急性心肌梗死，防止动脉血栓形成血管外科，
预防血管阻塞的外周动脉疾病

治疗脑血栓， 心肌梗， 动脉血栓患者

至少饭前30分钟口服,
预防中风：每日3片,预防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
后再闭塞：每日1至3片
急性心肌梗死：一次性2-3片，从第二天起每
日一片，其他适应症：每日一片

脑血栓， 心肌梗， 动脉血栓患者

出血，消化性溃疡，肝功能，肾功能严
重损害，严重失代偿性心脏衰竭的严重
障碍，并结合甲氨蝶呤≥15mg/周,孕哺
期

洋蓟清肝保健 100粒装 190
55％洋蓟芽提取物，30％麦芽糖糊精，胶囊壳：羟丙基甲
基纤维素

促进肝脏功能，激活脂肪的消化，并对高水平的胆固醇
产生积极影响，

每日三粒 脂肪肝，酒精肝

清肝护肝药 70mg40片装 200
水飞蓟素（70毫克）

保肝清肝消炎 起始量每日3次每次2粒，酌减到,每日3 X 1粒
成人炎症性肝病，肝病毒， 脂肪肝，酒
精肝患者

降胆固醇大蒜素
45粒装

180
大蒜鳞茎粉（Allium sativum L.）。填充剂：纤维素。抗
结块剂：二氧化硅，硬脂酸镁。胶囊：羟丙基甲基纤维素
- 结冷胶

降胆固醇 每日2*3粒 胆固醇高， 动脉硬化者

瑞士西洋参保健
30粒装

280
银杏干丙酮提取物（54-60毫克），人参干提取物（提取方
法：乙醇）（30-55毫克）

预防治疗动脉硬化，记忆力下降 早午饭后口服，至少服用4周 成人因动脉硬化而紊乱。
半乳糖过敏，葡萄糖，半乳糖吸收不良
者，18岁以下

肉桂降糖保健
100粒装

190 72％肉桂粉，胶囊壳：羟丙基甲基纤维素，维生素C 降糖保健 每日2粒 血糖高，糖尿病

2型糖尿病治疗 28片装 500 盐酸二甲双胍（500毫克），达格列嗪（5毫克） 成人二型糖尿病，与DPP4抑制剂或胰岛素联合使用
每日一片，晚餐口服， 大量：每日两片
10mg达格列嗪/ 2000mg二甲双胍/天

二型糖尿病患者

肾功能不全，急性肾功能不全，代谢性
酸中毒（包括糖尿病酮症酸中毒），血
管内碘化造影剂，组织缺氧风险，肝功
能衰竭， 酒精中毒，乙基中毒; 怀
孕，孕哺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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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价补铁胶囊
100粒装

180
成分：葡萄糖酸铁，Maldotrextrine，维生素C，胶囊壳：
羟丙基甲基纤维素

铁是一种必不可少的矿物质矿物质，必须由饮食带来，
身体本身无法合成。 有必要在组织中形成红细胞和氧气
的运输以获得能量，从而增加身体的性能。 铁（II）是
一种二价铁，可以被人体 佳使用，特别是与维生素C结
合使用

每日1粒 贫血症者

瑞士4mg抗氧化虾青
素

30片装
260

橄榄油（55％），海藻提取物雨生红球藻（包括4毫克虾青
素，40微克叶黄素，64微克β-胡萝卜素和72微克角黄素）
（夏威夷原产地），天然维生素E，胶囊 ：玉米淀粉，卡
拉胶提取物，山梨糖醇，甘油，水

天然富含虾青素，一种类胡萝卜素家族的抗氧化剂，在
NOVAxanthin中，雨生红球藻中提取

每日1片
女性皮肤保养，卵巢保养，男性精子保
养

胃溃疡／十二指肠溃
疡

40mg28片装 300
成分：40mg埃索美拉唑

治疗和预防返流性食管炎，症状性胃食管反流病，根除
幽门螺杆菌（联合两种抗生素），由于NSAID胃溃疡，由
于NSAID预防消化性溃疡患者溃疡复发，风险病理性分泌
过多，预防消化性溃疡出血。

反流性食管炎：每日一片4-8周，预防性每日
半片。对症回流每日半片。溃疡治疗每日一片
4-8周，预防性每日半片。幽门螺杆菌每日半
片持续7日（抗生素）分泌过多：初始每日一
片，增到2X2片

18岁以上：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患者 孕哺女性

黄姜养肾保健 45粒装 190
1460mg姜根粉
胶囊：羟丙基甲基纤维素

生姜根茎帮助消化，预防治疗怀孕早期呕吐，晕船晕车
晕机症状

早午餐各服2粒
肾虚者，早孕呕吐女性，晕车，船，机
等人士

植物肾结石／胆结石
保健

100片装 250
成分：亚马逊珠子草，植物胶囊

制造商：瑞士Dioniso保健品公司
肾结石，胆结石， 输尿管结石预防保健 每日2片 肾结石，胆结石， 输尿管结石预防治疗

维C＋B6镁含片
橙味

100含片 230
碳酸氢盐（35.5％）; 维生素C（2％）; 代理商：葡萄糖
（52.3％）;麦芽糊精; 抗结块剂：膳食脂肪酸的单甘油
酯; 食物中的脂肪酸镁盐，香气：柠檬酸，橙味素

维生素保健，预防治疗痉挛 每日3次每次1到2片含服 维生素C， B，镁缺乏者， 痉挛者

维生素B族菌群
48亿肠道益生菌

100粒 390

益生菌（乳酸乳球菌，瑞士乳杆菌，嗜热链球菌，鼠李糖
乳杆菌，长双歧杆菌）;低聚果糖; 维生素B3; 维生素B5;
维生素B2; 盐酸吡哌定（维生素B6）; 维生素B1; 叶酸
（维生素B9）; D-生物素（维生素B8）; 维生素B12; 蔬菜
胶囊：羟丙甲纤维素

预防治疗腹胀，消化不良 早2粒胶囊，空腹冲服
Pro-B是几种益生菌的化合物，一些细菌
是肠道菌群的一部分，有助于其正常运
作。

治腹胀肠道益生菌
40片装 390

每粒胶囊含100亿个益生菌，蔬菜胶囊包裹，适合素食者，
不含麸质和乳糖，支持正常的肠道菌群，减少腹胀，4周后
胃肠胀气减少3倍

含有细菌菌株Lactobacillus plantarum 299v
（Lp299v）的益生菌，Lp299v是世界上研究 好的细菌
菌株之一，

每日口服一粒，胶囊可以打开，粉末可用水，
果汁，牛奶，酸奶等调和后服用，至少3周

3岁以上的成人和儿童，也适合孕妇和哺
乳期

植物泻药粉剂 70g装 120

亚麻籽（1.76克），番泻叶粉（430-700毫克）沙棘树皮粉
（36-58毫克）

预防治疗短期便秘 12岁：1/2勺至1勺，冲大量水，早晚各一次。 短期便秘者
肠梗阻，炎症性肠病，病因不明的腹
痛，孕哺期，6岁以下

前列腺口服 60片装 390
每粒胶囊含有320mg萨巴尔浆果亲脂萃取 预防治疗成人良性前列腺增生引起的尿急，尿频，尿

痛，尿不净
每日早餐前1片 良性前列腺增生成人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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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脉曲张保健
50粒装

190
坐姿或站立时间过长，践踏，穿紧身衣，鞋跟太低或太
高，腿部暴露在阳光下或热源，超重，避免食用已知会促
进静脉充血的食物：酒精，香料，咖啡，茶，烟草

预防保健腿部静脉曲张，肿胀，疲倦，疼痛，抽筋，瘙
痒和烦躁

成人每日3次每次一粒，用餐时冲大杯水服
用，剂量可增加到每天6粒，尽可能提高腿
部，定期锻炼，快走，游泳，体操，骑自行车

慢性静脉曲张患者，18岁以上成年

静脉曲张特效 30片装, 每日一片 290 360mg欧洲红葡萄叶萃取
加强腿部血管壁弹性，减少水肿形成，主治腿部静脉曲
张，肿胀，疲倦，疼痛，抽筋，瘙痒和烦躁

每日1-2片早餐前， 多3个月 静脉曲张严重患者，18岁以上成年 孕哺女性

维骨力关节保健
350mg100粒

190
Morga蔬菜胶囊的葡糖胺为含几丁质真菌中完全植物提取
成分：85％葡萄糖胺盐酸盐，胶囊外壳：羟丙基甲基纤维
素

氨基葡萄糖维持和形成软骨关节方面不可或缺，人体获
得的葡糖胺越多，软骨质量就越多。 Morga氨基葡萄糖
胶囊推荐用于关节疾病，也可作为预防措施长期服用

每日早晚一粒 慢性关节炎患者

磷虾油保健瑞士版
Omega 3

60粒装
300

甲壳类动物脂质提取物磷虾250mg，鱼油98mg，Omega3脂肪
酸130mg，EPA70mg，DHA40mg，锰2.0mg来自南极的甲壳类
动物磷虾的脂质提取物，鱼油，增稠剂：单硬脂酸甘油
酯，葡萄糖酸锰，乳化剂：大豆卵磷脂，胶囊：明胶
（鱼） - 甘油

磷虾是南极虾，从磷虾和鱼油中提取的油提供欧米茄3，
锰有助于结缔组织及关节

每日一粒晨服 关节炎患者

治疗关节炎处方药
800mg

30片装 390
硫酸软骨素钠（800毫克）

治疗成人骨关节炎 800毫克每日一片，饭后服用; 治疗期：6个月 成人骨关节炎严重

高尿酸／痛风保健 45粒装 190 580mg欧洲荨麻根
荨麻因其健康益处而备受瞩目，在草药中，它使用它的
根，因为它有助于男性的高尿酸，痛风保健

每日3*1粒 成年男性，高尿酸者，痛风者

降尿酸／痛风治疗 30片装 150
300mg别嘌呤醇

预防治疗有症状的高尿酸血症及痛风
随症状每日100-900mg，逐渐调整剂量， 饭后
口服

15岁以上，高尿酸者，痛风者

疤痕灵外敷
20g装

150

尿囊素（10毫克），洋葱提取物（100毫克），肝素钠（50
IU）

缓解一般性及手术后疤痕， 烫伤后疤痕 每日3-4次
肥厚，瘢痕，运动限制性疤痕，术后和
挛缩，截肢，烧伤和意外; 肌腱创伤性
挛缩，6个月至两岁婴儿仅限医疗处方

开放性伤口，粘膜，肝素诱导的血小板
减少症，6个月以下婴儿

牛皮癣外敷
60g装

每日数次外敷
700

卡泊三醇（0.05毫克），倍他米松（0.5毫克）
牛皮癣，头癣治疗

12-18岁头皮癣，18岁以上牛皮癣连续4周，头
癣为期8周，然后间歇治疗; 大用量为每周
100克。12-18岁：每日一次持续8周，然后间
歇治疗; 大用量60克/周，30％的体表

12-18岁头皮癣，18岁以上牛皮癣，体表
30％以下牛皮癣

钙代谢紊乱，细菌，真菌或病毒性皮肤
感染; 寄生虫感染，皮炎，皮肤萎缩，
妊娠纹，静脉肤脆，鱼鳞病，痤疮，酒
渣鼻，溃疡，红皮，剥脱性和脓疱型牛
皮癣，孕哺期，12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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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宾博有机奶粉
6-12月

瑞士宾博有机奶粉
12月＋

瑞士宾博白金版
6-12月

瑞士宾博白金版
12月＋

爱他美瑞士版
早产奶粉

早产宝宝

爱他美瑞士版
一段奶粉

1-6月

爱他美瑞士版
二段奶粉

6-12月
2100
6罐

包邮保税

爱他美瑞士版
1-4岁

2000
6罐

包邮保税

4500
30袋

包邮保税

4800
30袋

包邮保税

2200
6罐

包邮保税

备注：
1. 可瑞郎／欧元转账或微信／支付宝／网银支付
2. 支付后即发货，5-15个工作日签收
3. 瑞亚商译公司保留随市场供求而增减代理药妆品牌的权利
4. 瑞亚商译公司保留随市场供求及瑞士厂家／瑞士零售价浮动／汇率浮动而定期／不定期调整瑞郎／人民币价格的权利
5. 邮往德法意奥等西欧国家邮寄价格按包裹重量可减100－300元人民币不等，具体另议
6. 药妆一般购满3000元包邮国内，具体情况依药品而定
7. 瑞士药妆，版权©所有，翻版抄袭，或不通过本渠道直接销售必究
8. 欢迎添加微信ID：0041774367118 瑞亚商译欢迎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