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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朋友们！
我们很⾼兴为您展⽰结合⾃然⼒量和现代创新发展的独特产品。我们的

产品旨在保护您的健康并促进长寿。
我们了解到⼈体是⼀个复杂的系统。在现代条件下，它经常受到负⾯影

响和压⼒，⽽某些器官的治疗通常会给其他器官带来负⾯后果。这就
是Parapharm创造了⼀系列旨在恢复整体⾝体系统⽽不是治疗个别疾病的产

品的原因。
⾃1995年在奔萨（Penza）成⽴以来，帕拉帕药业（Parapharm）开发并测试

了多种药物，这使其多次赢得了地区，国家，国际⽐赛，并参加了各个级别的活
动。 2014年，我公司的产品获得了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尔•普京（Vladimir
Putin）的勋章，“为在第⼆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和2014年第⼗⼀届残奥会在索
契的筹备和举办做出了重要贡献”。

科学与实践的结合，保证了⾼科技产品的⽣产，促进了产品的创新以及
取得世界性的发现。 迄今为⽌，该公司拥有超过320项俄罗斯和国外专

利，特别是在澳⼤利亚，欧亚⼤陆，欧洲，以⾊列，印度尼⻄亚，加拿
⼤，中国，墨⻄哥，新⻄兰，美国，乌克兰，⽇本等地的专利。其中七项获

得了“俄罗斯有希望的发明” 专利 和两项专利被列⼊清单“俄罗斯的100项最佳
发明”（“Osteomed”和“Eromax”）。⾃2015年以来，我公司⼀直是Skolkovo创
新中⼼的驻地。

我们公司的使命是促进⼈们保持健康并改善⼈们的⽣活质量。
我们的概况是从⼤⾃然获取原材料（特别是药⽤植物材料）⽤于⾼科技

⽣产治疗和预防剂。
如今，Parapharm是由⼀群专业企业组成的集团，有提供创新型膳⾷补充

剂的完整⽣产链。
该公司拥有⾃⼰品种繁多的种植农场，⽣产设施配备了⽤于药⽤植物原

料的加⼯，压⽚和最终产品包装的⾼科技⽣产线。遵循环境友好和创新的原
则，Parapharm将太阳能植物⼲燥机引⼊了⽣产过程。

Parapharm有限责任公司种植具有⾼⽣物活性物质含量的各种药⽤植
物，结合先进的冷冻加⼯技术（冷处理），可确保药⽤植物对⼈体的最有效
作⽤。

为了⽣产产品，Parapharm使⽤俄罗斯中部⾃⼰⼟地和⽣产基地的环保原
材料。这使您可以控制整个⽣产过程，并提供产品质量和价格的最佳⽐率。

我们的产品⾯向这些⼈群：了解疾病易于预防⽽不是治疗的⼈，尚未准
备好忍受疾病和⽼年的⼈们，认为⾃然是最最好的医⽣的⼈，有许多健康长

寿⽅法的⼈。我们希望您能欣赏我们产品，它们也能够成为您幸福健康长寿
⽅法的不可缺少的⼀部分。

Parapharm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德
⽶特⾥·根纳季耶维奇·叶利斯特拉托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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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pharm产品的优势
■ 公司制剂中的每⼀⽚都是独特的由⾃然界创造的复合维⽣素和矿物质，我
们的产品主要使⽤伏尔加河⽣态清洁地区的原材料制成。

 ■ 我们不⽣产提取物。在⽣产过程中，使⽤了整个品种的药⽤植物
原料。它使⽤冷冻研磨技术进⾏处理，可让您为您保留植物的所
有有益特性并提⾼制剂的有效性。

 ■ 我们的某些产品中包含的有机成分的独特成分受到专利保护，并
促进⼈体的康复过程。

 ■ 建议使⽤剂量由植物治疗专家根据安全要求制定，并且是最佳剂

量，s所选择的剂量应能补偿体内有⽤物质的缺乏，并且作为复杂

疗法⼀部分使其他药物的副作⽤降⾄最低。

在Parapharm公司⼟地上栽培的巴什基尔红⾊梗荞⻨。

伏尔加河地区的⽣态草药

CRIO处理

有机复合物

固体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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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公司的产品范围是有100多种固体制剂（⽚剂，糖⾐丸，药⽔）适⽤于不同需求。 我们⼀
直在努⼒扩⼤范围，提⾼产品质量。

⽬录内容

综合保健计划
■ «积极长寿»
■ «男⼈健康的秘诀»
■ «肿瘤控制»
■ «⼼脏和⾎管健康»
■ «改善消化»
■ «全年免疫⼒强»
■ «每天的能量消耗»
■ «神经强健，睡眠健康»
■ «⾎液净化和胆固醇控制»
■ 为运动员准备⽐赛的计划“强度， 耐⼒，速度”

维⽣素复合物 ⽚状草药 药⽤植物

健康维⽣素

⾻保护剂

补益维生素

促进睡眠维生素

补品

舒缓

综合作用

库利亚索沃和马马迪什

野⽣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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БАД. НЕ ЯВЛЯЕТСЯ ЛЕКАРСТВЕННЫМ СРЕДСТВОМ

维⽣素和矿物
质复合物



维⽣素和矿物质复合物
Parapharm开发了⼀系列产品，旨在保持健康和积极长寿。
它们基于植物和有机成分，其中包含⼈体必需的全部维⽣素，宏观和微量元素以及⽣物可消化形式的
氨基酸。

 

健康维⽣素
维他命矿物质复合物是⼀系列药物，旨在维持⼈类主要⽣命系统（⼼⾎管，内分泌，消化，神经和泌
尿⽣殖系统）的健康和⼯作能⼒。 建议⽤于疾病预防和康复期间。

 

HDBA有机复合物是Parapharm公司产品⼤多数维⽣素和矿物质复合物的主要成分。 HDBA有机复合物
是在Parapharm专有的⽆⼈机匀浆⽣产技术的基础上制造的，该技术可以保留该天然产品的所有有益特
性。
HDBA有机复合物的组成独特之处:

■ 宏观和微量元素（镁，碘，磷，钙，钾，铁

等）;
■ 蜜蜂的昆⾍激素（睾丸激素，雌⼆醇，催乳激
素，孕酮），是在不使⽤激素替代疗法的情况
下建⽴⼈类激素所必需的（其使⽤已获

得WADA批准）.

■ 蛋⽩质（最⾼41％）;

 

 

■ 氨基酸（最⾼37％）;
■ 有机酸（最⾼38％）;
■ 维⽣素A，D，E和B组;
■ 酶（脂肪酶，蛋⽩酶，磷酸酶，脲酶，脱氢

酶，淀粉酶等）;
■ 碳⽔化合物（果糖，葡萄糖，蔗糖）;
■ 脂质成分的复合物，包括磷脂（1.1–1.5％）;

有机复合物

CRIO处理
有机复合物

固体成分

⽣物活性添加剂并⾮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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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DIOTON®
"CARDIOTON"-天然心血管保护
剂，可改善心血管系统的工作

 

 

 

 

 

■ 为⼼⾎管系统提供有效保护;
■ 通过改善氧⽓供应来增强⼼肌;
■ 减少⼼肌炎性过程;
■ 通过经济刺激疤痕形成过程加速特定⼼脏组织的再⽣;
■ 具有抗⼼律失常，强⼼，扩张冠状动脉，降压作⽤.

TU 9197-049-41395157-10，修订版 2015年2⽉9⽇的СГNo.RU.77.99.32.003.Е.002410.02.15俄
罗斯联邦第2415611号发明专利

 

 

推荐:
■ ⽤于预防⼼⾎管系统疾病;
■ 在⼼脏⼿术后的康复期间;
■ 体⼒消耗增加;
■ ⼼脏跳动有杂⾳。
组成:
⼭楂⾎红（冰冻的）的果实-75毫克，⼭楂⾎
红（冰冻的）的花朵和叶⼦-75毫克，五⽉的玫
瑰果果实（冰冻的）-75毫克，被吸附的蜂王浆-

30毫克。 "Cardioton"的组成成分获得了专利。

红⼭楂窗⼝的⽔果和花朵具有抗硬化
作⽤，它们可加速⼼动作⽤，并防⽌
玫瑰果的改善的琥珀酸（其有助于⼼
肌⼯作）在过度劳累时降低其浓

度，是⾎液中⽔果和固醇的结合。蜂
王浆富含维⽣素，并具有酶促和抗⼼
律不齐的作⽤，并含有微量元素。⾏
为良好的植物是仅⽤⼭楂果实进⾏恢
复的植物的数⼗倍。⼼肌梗塞。

使⽤建议:
成⼈⼀⽇2次，每次3粒。服用时最好将其放于

⽤⾆头下。 服⽤时间为1个⽉。 该药物的使⽤是周
期性的 （间歇为1周）。 预防疗程-2包。 治疗疗程-

4包。 "Cardioton"可与根据IHD和⾼⾎压的治疗⽅
案开出的药物同时使⽤，从⽽增强其效果。
包装形式：60⽚包装。

如何保养⼼脏和⾎管？
答案请参见第63页。

ma的癸烯酸-玫瑰果奶果实中的维⽣
素C含量可使5⽉⼼肌细胞的饱和度⽐
具有营养成分的浆果⾼10倍，并且其
黑加仑增加，⽐缺⾎条件下的活⼒
⾼50倍，cro-lemon⽐苹果
多100倍。此外，蜂王浆⽬前有助于证

明实验证据。

⽣物活性添加剂并⾮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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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活性添加剂并⾮药品。

⼆氢槲⽪素加
“⼆氢槲⽪素加”-抗氧化剂的标准⽣物复合物。

 

 

 

■ 具有强⼤的抗炎和抗过敏特性;
■ 增强⾎管;
■ 改善⾎液微循环，防⽌⾎栓形成;

■ 有助于降低胆固醇，预防癌症的发展。

修订版TU 9354-023-41395157-08。 1号2号
2015年3⽉20⽇发⾏的СГNo.RU.77.99.88.003.Е.004941.03.15

 

 

 

 

 

 

推荐⽤于:
■ 减慢⾝体的衰⽼过程;
■ 慢性冠⼼病，⼼绞痛，⼼⼒衰竭，⼼律紊乱中;
■ 在缺⾎性中风或⼼脏病发作后的康复期间;
■ 出现剧烈的头痛，偏头痛，与痉挛相关的神经症;
■ ⽤于炎性，硬化性，营养不良性眼病;
■ 接触有毒物质，辐射，主动和被动吸烟时;
■ 提⾼物理疗法的有效性并抵消其副作⽤。

⼆氢槲⽪素是抗氧化剂, 这种独特的
物质是从⻄伯利亚落叶松的⽊材中
提取的,它⽐其他抗氧化剂的功效⼏
乎⾼11倍。 维⽣素C和E增强了该制
剂的作⽤，维⽣素C和E中和了⾃由
基的作⽤，抑制了不利的环境因素
的影响并激活了毒素的消除。

组成:
⼆氢槲⽪素-25毫克，维⽣素C-10毫克，维⽣素E-
4毫克。
服⽤建议:
1⽚，每天2次。 最好早上服⽤。
包装形式: 100⽚包装。

“⼆氢槲⽪素加”=⼆氢槲⽪素+维⽣素C +维⽣素E

通过这种组合，可以增强和延长彼此的作

⽤，⽽不会抑制⼈体⾃⾝的抗氧化防御能⼒。

如何保养⼼脏和⾎管？
答案请参见第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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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活性添加剂并⾮药品。

Tireo-Vit®
"TYREO-VIT"-天然维⽣素-矿物质-复合物，标准
化甲状腺和内分泌系统。

 

 

■ 恢复并维持正常⽔平的T3和T4激素;
■ 具有其他积极作⽤（保持免疫⼒，预防多种疾病）。

TU 9197-045-41395157-10，修订版 1号2号
2015年3⽉17⽇的中⼼编号RU.77.99.88.003.Е.004813.03.15

俄罗斯联邦第2446815号发明专利

 

 

 

 

推荐⽤于:
■ ⽤于预防甲状腺疾病（甲状腺毒症，甲状腺功
能亢进，增⽣，甲状腺功能低下）;

■ 精神和⾝体疲劳，注意⼒受损，记忆⼒，虚
弱，压⼒，抑郁，睡眠障碍;

■ 硬化性⽼年性改变;
■ ⽤于预防和作为⼼⾎管疾病综合治疗的⼀部分;

■ 在计划怀孕时，为了减少⽣智障⼉童的可能性。

⽩五叶是唯⼀已知的能正常化和稳

定甲状腺的植物。⽩⾊五瓣叶的根
和根状茎含有碘和硒的化合物。碘
促进体内激素T4的产⽣，硒促进激
素T3的形成。后者在⼈体中的⽣物
学价值⽐激素T4⾼⼗倍。
海带糖是⼈类重要的微观和宏观元
素的普遍来源。⾷⽤海带时，体内
会充满碘，硒，锌，锰，⽽不会出
现过量的风险。

组成:
根状茎，根为⽩⾊五瓣叶（草⽪）-50毫克，海
带（草⽪）-10毫克，紫锥菊（草⽪）-10毫克。
服⽤建议:
饭前20分钟或饭后30分钟每天3次，每次3粒。 治
疗过程的持续时间为6–9个⽉。 在不利的环境因
素影响甲状腺的情况下，建议夜间预防性服
⽤2⽚药⽚。
包装形式: 100⽚包装。

紫锥菊由于其独特的化学成分，是最
强的抗氧化剂，有助于清洁⾝体并更
新细胞结构。

 

得益于天然植物成分，Tireo-Vit对甲
状腺和整个内分泌系统的功能具有轻
微的⽣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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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活性添加剂并⾮药品。

Nervo-Vit®

“Nervo-VIT”-⼀种⾼效的基于植物的安抚剂
药品，具有综合性镇静作⽤。

 

 

 

 

 

 

 

 

 

■ 减轻⼼理情绪压⼒，积极进取和冲突;
■ 改善社会适应能⼒和情绪;
■ 促进⼊睡并使睡眠正常化;
■ 减慢并平衡⼼脏收缩的节奏;
■ 具有抗氧化作⽤;
■ 有利地影响碳⽔化合物和脂肪的代谢;
■ 降低葡萄糖，胆固醇，乳酸和丙酮酸的⽔平;
■ 增强免疫⼒，抑制动脉粥样硬化的发展，防⽌衰⽼;
■ 清洁肝脏和⾎液;
■ 不上瘾，因为它不会在体内堆积;
■ 不抑制雄激素的产⽣，不导致阳imp;
■ 长时间使⽤不会出现戒断和认知障碍综合症。

修订版TU 9361-016-41395157-07 1号2号
2015年3⽉20⽇发⾏的СГNo.RU.77.99.88.003.Е.004926.03.15

俄罗斯联邦2452507的发明专利

 

 

 

 

 

 

推荐⽤于:
■ 具有增强的神经兴奋性和恐惧感;
■ ⽤于睡眠障碍;
■ 虚弱（慢性疲劳综合症）;
■ 具有慢性压⼒;
■ 伴有神经症和⼼律失常，歇斯底⾥，体⼒减
退，植物⾎管张⼒障碍，癫痫;
■ 伴有⼼律不齐，⼼绞痛，⼼硬化;
■ ⽤于预防中风和⼼脏病发作;
■ ⽤于肝脏和胆道疾病;
■ 消除阳痿的⼼理原因;
■ 缓解经前期综合症并使⼼理情绪状态正常化;
■ ⽤于更年期疾病;
■ ⽤于戒烟或酗酒。

组成:
根有缬草根的根茎（冷冻剂）-25毫克，根有蓝

⾊紫根的根茎（冷冻剂）-10毫克，灌⽊提取物-
10毫克，柠檬⾹脂提取物-10毫克，维⽣素C-8毫
克。
服⽤建议:
成⼈2-3⽚，⼀⽇三次。服⽤周期-14天。
包装形式: 100⽚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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БАД. НЕ ЯВЛЯЕТСЯ ЛЕКАРСТВЕННЫМ СРЕДСТВОМ

益⺟草提供了快速的舒缓效果。为了⽣
产“ Nervo-Vita”，使⽤了⾼效的萨马拉
品种。
梅利莎（Melissa）具有镇静作⽤，是
⼀种天然的植物镇静剂，具有抗恐惧
作⽤。
蓝绿⾊镇静剂的活性超过缬草类药物
约10倍。 Nervo-Vita使⽤Parapharm⾃
⼰的⼈⼯ 林上⽣长的蓝⾊紫发绀。
⾼效品种Cardiol和Maun的缬草是舒缓

和安眠药Nervo-Vita的负责⼈。

Nervo-Vita的平衡组成成分提供了⼀种
综合⽅法来消除神经系统疾病，压⼒
的影响，有助于保护患者的美丽和⻘
春。
作为“Nervo-Vita”⼀部分的药⽤植物相
互补充并增强了作⽤。 此外，维⽣
素C增强了草药的镇静作⽤，中和了
在压⼒下形成的⾃由基的破坏性活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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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活性添加剂并⾮药品。

Memo-Vit®

“MEMO-VIT”-天然维⽣素-矿物质复合物，可改
善⼤脑活动

 
 

 

 

 

 

■ 增强智⼒活动;
■ 刺激脑循环并提供脑⾎流量的⾃动调节;
■ 恢复神经纤维的髓鞘;
■ 为脑细胞提供营养;
■ 预防急性脑⾎管意外;
■ 为整个⾝体提供能量刺激，愈合和恢复活⼒的作⽤;
■ 防⽌头痛，减轻头痛的强度。

TU 9197-052-41395157-11 经修订 № 1
СГР № RU.77.99.88.003.Е. 004930.03.15 从03.20.2015起 
俄罗斯联邦第 № 2415610号发明专利

 

 

 

 

推荐⽤于:
■ 精神压⼒增加;
■ 导致记忆⼒和注意⼒受损;
■ 硬化性脑⾎管有⽼年性改变;
■ ⽤于预防和综合治疗⼼⾎管疾病，植物性⾎管
肌张⼒障碍;
■ ⽤于头痛，压⼒激增，情绪波动;
■ 对于依赖天⽓的⼈尤其有⽤。

开花期收集的荞⻨是有益类⻩酮的来源。它特别富含常规成分-⼀种改善⾎
管状况和预防中风必不可少的物质。

HDBA有机复合物是昆⾍激素和睾丸激素，孕酮，雌⼆醇的激素，也是游
离氨基酸的来源。帮助恢复神经纤维的髓鞘，增强精神活动。包含脑细胞的
所有必需营养素。

五⽉臀部粉末是维⽣素C，B2，K，P，E和维⽣素A的来源。

组成:
红荞⻨草（冷冻粉）-100毫克，五⽉玫瑰果（冷
冻粉）-100毫克，天然来源的有机合成代谢成
分（HDBA有机复合物，含维⽣素B6）-50毫克
服⽤建议:
成⼈⼀⽇2次，每次3粒。 课程-1个⽉。 对于⼉
童（3岁以上）-由医⽣决定，剂量是单独计算
的。 服⽤的最好⽅法是放在⾆头下。
包装形式: 60⽚包装。

有机复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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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活性添加剂并⾮药品。

ЛЕКАРСТВЕННЫМ СРЕДСТВОМ

Mezi-Vit® Plus

MEZI-VIT PLUS是⼀种天然维⽣素复合物，⽤于
改善消化系统和恢复代谢。

 

 

■ 刺激消化酶的产⽣;
■ 具有抗炎，伤⼝愈合，胆汁形成以及利胆功能。

修订版TU 9197-055-41395157-11 1号
2015年2⽉5⽇出售的СГР № RU.77.99.29.003.Е.002322.02.15

 
推荐⽤于:
■ ⽤于预防和综合治疗胃炎，胰腺炎，胆囊
炎，胃和⼗⼆指肠消化性溃疡以及胃肠道其他疾
病;
■ 违反饮⾷规定;
■ 改善消化过程。

⼟⽊⾹的根和根状茎含有⼤量（最多
占44％）的菊粉，可改善碳⽔化合物和
脂肪的代谢，并降低⾎糖。 菊粉属于膳⾷
纤维类，是⼀种益⽣元。 ⼀种特殊的精
油，仅在该植物中含有（最多4％），具
有杀菌作⽤并抑制肠道发炎。

“Mezi-Vit Plus”由于其独特的成分-⾦沸
草与维⽣素C和B6的组合-是胃肠道的最
佳调节剂之⼀！

组成:
根状茎⾼的艾坎根（cree-powder）-80毫克，维

⽣素C-6毫克，维⽣素B6-70 mcg。
服⽤建议:
成⼈⼀⽇三餐，每次2-3粒。 该课程为1个⽉。
包装样式: 100⽚包装。

了解如何促进消化，
在第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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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活性添加剂并⾮药品。

前列腺素P®

“PROSTATON P”-天然复合药物，⽤于预
防和复杂治疗妓院和前列腺腺瘤。

 

 

■ 具有抗炎，⽌痛，利尿和恢复性功能;
■ 有助于男性⽣殖系统的正常化;
■ 刺激雄性腺。

TU 9197-069-41395157-15
СГР RU.77.99.88.003.Е.007621.07.15 从2015/07/14-
2015/07/15俄罗斯联邦第2423142号发明专利

 
推荐⽤于:
■ ⽤于预防和复杂治疗前列腺炎和腺瘤，要恢复
前列腺功能;
■ 增加睾丸激素⽔平。

组成:
⽢草根（冷冻粉）-250毫克，⽆⼈机匀浆

或HDBA有机复合物-100毫克，盐酸吡ido醇或维

⽣素B6-0.45毫克。
服⽤建议:
成⼈，⼀⽇三餐含餐。 服⽤时间为1个⽉。
包装形式: 60⽚包装。

  

欧亚⽢草根主要具有抗炎，抗菌，免疫调

节的特性。 ⽢草根的使⽤有助于减少细胞
⽔肿。 这种植物可以改善⾎管的肌⾁张⼒
并刺激⾎液循环。 欧亚⽢草对病毒的包膜
具有明显的破坏作⽤。

HDBA有机复合物可恢复新陈代谢和
组织营养，促进睾丸和前列腺的⽣化
和质谱特性的加速恢复，

因为它是调节雄激素形成的主要机制
的刺激剂，可提⾼⾝体机能。
HDBA有机复合物的成分对精⼦有刺
激作⽤，为⼈体提供所有必需的维⽣
素，酶和氨基酸。
 

维⽣素B6可正常调节荷尔蒙平
衡，提⾼免疫⼒，改善⼼脏功能，并
恢复前列腺细胞的功能。有效治疗不
孕症。它在精⼦中发⽣的能量过程中
起着重要作⽤，在降低其活动性时尤
其必要。维⽣素B6可增加⾎管的弹

性，促进胃肠道中成分的更好吸收。

有机复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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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活性添加剂并⾮药品。

ЛЕКАРСТВЕННЫМ СРЕДСТВОМ

Andro-Vit®
“ANDRO-VIT”-有助于提⾼⽣育能⼒的矿
物质复合物。

 

 

 

■ 促进雄激素⽔平的增加;
■ 对男⼥的⽣物学年龄有积极影响;
■ 恢复荷尔蒙⽔平和性活动。

HDBA有机复合物是独特的成
分，有助于恢复新陈代谢和组织

营养，加快恢复睾丸和前列腺的
⽣化和质谱特性。 它是调节雄激
素形成的主要机制的兴奋剂，可
提⾼⾝体机能。 它的氨基酸有助
于男性⽣殖系统的正常化，提⾼
精⼦质量和精⼦活性。

维⽣素B6（吡哆醇氯氢化物）有助于
使荷尔蒙平衡正常化，提⾼免疫
⼒，改善⼼脏功能并恢复前列腺细胞
的功能，有效减少精⼦灵活性。

TU 9197-073-41395157-15
СГР № RU.77.99.88.003.Е.008000.07.15 从22.07.2015 

俄罗斯联邦第2577225号发明专利

 

 

 

 

推荐⽤于:
■ 在计划男⼥怀孕时;

■ ⽤于勃起功能障碍;
■ 与年龄有关的睾丸激素⽔平下降;
■ ⽤于预防降低睾丸激素⽔平并导致勃起功能障
碍的病理过程;

■ ⼥性更年期（⽆⼒，疲倦，体育活动减少和性
欲下降）。

组成:
HDBA有机复合物-400毫克，吡哆醇氯氢化物维

⽣素B6）-0.3毫克。
服⽤建议:
成⼈，⼀⽇两餐，每次2⽚。服⽤时间为1个⽉。 
服⽤的最好⽅法是放在⾆头下。
包装形式: 60⽚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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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活性添加剂并⾮药品。

Erek-Ton®
“EREK-TON”-维⽣素矿物质复合物，有
助于改善男性的性功能，延长动作时间。

 

 

 

■ 帮助改善勃起功能，增加睾丸激素⽔平并恢复
荷尔蒙平衡;

■ 通过刺激男性性腺使男性⽣殖系统正常化;
■ 帮助提⾼精⼦质量和数量，提⾼精⼦的受孕能
⼒和减少前列腺肥⼤的迹象;

■ 恢复性⾏为。

修订的TU 9197-054-41395157-11.       СГР № RU.77.99.88.003.Е.004934.03.15 2015年3⽉20⽇第 

俄罗斯联邦2414229的发明专利

 

 

 

 

推荐⽤于:
■ 勃起功能;
■ 虚弱综合症（疲劳，疲惫增加）;
■ 在性疾病的综合治疗中;
■ 预防⽣殖疾病-建⽴和改善性关系的质量;

■ 成年期性⾏为减弱;
■ 因压⼒⽽阳痿。

组成:
花粉（花粉）-100毫克，五⽉果-70毫克，碳酸镁-

70毫克，HDBA有机复合物（均质含维⽣素B6的
⽆⼈驾驶飞机-50毫克，抗坏⾎酸-25毫克，维⽣
素E（醋酸α-⽣育酚）-5毫克，叶酸-0.08毫克。
服⽤建议:
对于成年⼈，⼀⽇三次每次1⽚。 疗程为⼀个⽉。 
如有必要，请继续该疗程。 服⽤的最好⽅法是放
于⾆头下。

花粉（蜂花粉）-⼀种天然成分，包含蛋
⽩质，所有必需氨基酸，碳⽔化合物，脂
质，⼤量和微量元
素（钾，钙，磷，铁，镁，锰，铬，锌，
碘等）和维⽣素C，D，E，K，P（类⻩
酮），B组，维⽣素原A（类胡萝⼘
素）。帮助增加男性效能，减少前列腺肥
⼤的迹象。
⽉季臀部-维⽣素C，B2，K，P，E和原
维⽣素A的来源。⽉季臀部可能刺激体内
的氧化还原过程，刺激⼈体抵抗有害的环

境影响，感染和其他不利因素。
碳酸镁刺激能量的产⽣，有积极的作⽤对

合成代谢荷尔蒙状态的影响，对于维持男
性⾼⽔平的睾丸激素是必要的。
HDBA有机复合物（雄性匀浆）有助于代
谢的调节。

滋养组织，促进安全更⾼的内源性睾丸激
素⽔平加速⽣化恢复的质量和质量特征通
过刺激海湾和前列腺调节的中⼼机制雄激
素的狂热。帮助恢复男性性功能研究所。
涉及维⽣素C（抗坏⾎酸）在合成睾丸激
素，促进⽣产健康的精⼦，不断增加对疾
病的抵抗⼒。
维⽣素E（α-⽣育酚⼄酸酯）改善有性功
能，正⾯影响散发在荷尔蒙背景下，防⽌
精⼦细胞损伤加速修复受损细胞结构游
览，增加流动性和活⼒精⼦数。
维⽣素B9（叶酸）参与其中精⼦结构的形
成控制他们的移动性和功能盈利能⼒，增
加了主管的精⼦数量和受孕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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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活性添加剂并⾮药品。

Eromax®

“EROMAX”-天然维⽣素-矿物质复合物，可
提⾼性⽣活质量

 

 

 

 

 

■ 帮助改善勃起功能，恢复荷尔蒙⽔平（增加睾
丸激素⽔平）;

■ 增加男性和⼥性的性欲，增加对性关系的总体
满意度;

■ 对男⼥的⽣物学年龄有积极影响;
■ 促进脂肪转化为睾丸激素;
■ 对患有⼼⾎管系统疾病的⼈是安全的（不同于
其他可提⾼药效的药物）。

TU 9197-058-41395157-12修订版 1号
2015年3⽉4⽇出售的СГР № RU.77.99.32.003.Е.004460.03.15
俄罗斯联邦2496491号发明专利

 

 

 

 

 

推荐⽤于:
■ 具有各种起源的勃起功能障碍;

■ 性欲减弱或丧失（性欲），性⾏为减少;

■ 与年龄有关的睾丸激素⽔平下降;
■ ⽤于预防降低睾丸激素⽔平并导致勃起功能障
碍的病理过程;

■ 患有植物⾎管疾病;
■ 妇⼥的更年期（虚弱，疲劳，体⼒活动减少和
性欲减退）;

■ 计划男性和⼥性怀孕时。

组成:
L-精氨酸-150毫克，HDBA有机复合物-50毫
克，花粉或蜂花粉-50毫克，淫⽺leaf的叶和茎提
取物-50毫克，⼈参根-45毫克，根茎有根茎（冷
冻粉）-25 毫克，柠檬酸锌-4.5毫克，维⽣素B6-

0.3毫克。
服⽤建议:
成年⼈每天早餐和午餐服⽤2次，每次3⽚。 服⽤
时间为2-3周。 如有必要，可以继续服⽤。
包装⽅式: 60⽚包装。

保持男性健康的⽅法,
详见61.

服⽤Ero-Max的28天疗程显⽰，睾丸
激素含量显着增加了45％，勃起增
加了31％，性欲增加了43％，营养
系统稳定，体⼒和⼒量增强，⼼理
情绪状态得到改善，焦虑症减少了
，减少腰部脂肪3厘⽶，当我们服⽤
其他药物时，这些指标是⽆法达到
的。



精氨酸具有刺激作⽤对⽣殖系
统的影响：增加精液的产

⽣，刺激效能和性活动，增加
⽣殖器⾎液供应的强度和持续

时间。
HDBA有机复合物可改善新陈

代谢和组织营养，有助于恢复
男性性功能受损和增加⼥性的
性欲。
花粉（蜂花粉）是⽤蜂酵素处

理过的植物的雄性⽣殖细

胞。它们有助于增强男性效能
并减少前列腺肥⼤的迹象。
Goryanka提取物可作为睾丸
激素，增加性欲和耐⼒。
⼈参根具有⽣物刺激和滋补作
⽤。低剂量的⼈参⽆毒，并有
助于体内雌激素的产⽣，从⽽
增加细胞对睾丸激素的敏感
性。⼈参的有效成分改善前列
腺功能和性活动。
⽩斑根具有滋补和刺激作
⽤，改善⾎液的流变特性（⾎
液变粘）。
柠檬酸锌具有明显的免疫刺激
作⽤，是睾丸激素的建筑材
料，可增加活性精⼦有助于男
性性腺的正常运作，减少患前
列腺腺瘤的风险。
维⽣素B6可使荷尔蒙平衡正常
化，增强免疫⼒，改善⼼脏功
能并恢复健康前列腺细胞的功
能。有效治疗不孕症。它在精⼦
中发⽣的能量过程中起着重要
作⽤，尤其是在精⼦的灵活性
下降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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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活性添加剂并⾮药品。

ЛЕКАРСТВЕННЫМ СРЕДСТВОМ

Femo-Klim®
“FEMO-CLIM”-⽤于应对更年期症状荷尔
蒙失调的⾃然药物。

 

 

 

■ 有助于⾼潮控制;
■ 有助于恢复雌激素和睾丸激素缺乏症;

■ 与更年期妇⼥增加的疲劳作⽃争;

■ 保持⼼理情绪状态。

TU 10.89.19-089-41395157-2018
俄罗斯联邦第2577225号发明专利

 

 

推荐⽤于:
■ 缓解更年期症状（更年期）;

■ 减少⾼潮的频率和强度;
■ 提⾼绝经和绝经期间的⽣活质量。

组成:
β-丙氨酸-170毫克，吸附的⽆⼈机匀浆（HDBA
Organic Complex商标）-100毫克，⽢氨酸-90毫
克，红三叶草-25毫克，⽢草根-25毫克，⿏尾草
叶- 25 mg，吡哆醇氯氢化物0.2 mg。
服⽤建议:
在⽤餐时服⽤，⼀⽇2次，⼀次2⽚。 服⽤时间

为1个⽉。 如有必要，可以重复使⽤。
包装形式: 60和120⽚包装。

β-丙氨酸是⼀种可调节植物性更年期症状
的氨基酸。保护蛋⽩质和细胞免于降解和
⽼化。有助于抗击更年期潮热，减少了更
年期⼥性的疲劳。
富含成分的吸附式雄性匀浆（HDBA有机
复合物）为⼥性提供有⽤的物质，促进正
常状态下雄激素和雌激素⽔平的正常化对

于维持绝经期的激素平衡极为重。

要⽢氨酸是⼀种必需氨基酸，可⽀持正常
的⼼理情绪状态，改善⼤脑组织的代谢过

程，并且镇静和抗抑郁作⽤。

红三叶草⽤于代谢综合征，⼥性更年期疾
病的⾮激素治疗。该组合物中包含的植物
雌激素降低了恶性肿瘤的风险。

红三叶草的异⻩酮可降低更年期疾病的严

重程度。
⽢草的裸露根可调节⽔盐代谢，改善代
谢，改善⼼⾎管系统的功能，降低⾎液胆
固醇，恢复荷尔蒙平衡，增加⾎脂。

⽔平⿏尾草的叶⼦使雌激素⽔平正常
化，具有调温作⽤，可抵抗多汗症和潮热

，组成中的皂苷植物使⾎液循环正常
化，减少头晕，胡萝⼘素增强⾎管壁。
吡哆醇氯氢化物（维⽣素B6）参与⼥性
性激素的合成，有助于从胃肠道吸收镁并
将其运输⾄细胞，防⽌钙代谢异常，有助
于将钙保留在新形成的⾻细胞中，这在更
年期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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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活性添加剂并⾮药品。

新⼀代⾻骼保护器
维⽣素和矿物质复合物对⾻骼组织健康的影响

⼈体⾻组织在整个⽣命中都会承受压⼒。⽽且她需要特殊的⽀持和保护。⾻关节系统最常见

的疾病是关节炎，关节炎，⾻软⾻病，最常见的疾病之⼀是⾻质疏松症。同时，就病理因素
造成的死亡率⽽⾔，⾻质疏松症仅次于⼼⾎管疾病，癌症和糖尿病，位居世界第四。
现有药物⽤于治疗⾻质疏松症的作⽤旨在抑制再吸收或刺激⾻形成。此外，它们的使⽤还伴
随有副作⽤：发⽣⾼钙⾎症（肾结⽯，⾎管钙化）和癌症的风险很⾼。

 

 

 

由于制剂中可能存在其他成分:
■ 柠檬酸钙是矿物质中⽣物利⽤度最⾼，最安全的
形式，吸收率为44％。这是碳酸钙的2.5倍。另
外，当服⽤柠檬酸钙时，减少了胃肠功能受损

的风险，因为与其他形式的钙不同，它不会降
低酸度⽔平。选择⾻保护剂“Parapharm”中的柠

檬酸钙剂量时要考虑到安全标准和⼈体的最⼤
消化率。因此减少服⽤众所周知的⾼剂量钙制剂

时，有发⽣⾼钙⾎症，⼼脏病，中风和其他疾
病的风险。

■ 维⽣素D3促进钙在⾻骼中的吸收和保留，并抑
制其在尿液中的排泄；帮助保持⾻头⼒量。

■ 胶原蛋⽩的⽣产需要维⽣素B6，它可以防⽌钙

代谢，并有助于在⾻骼组织中保留钙。防⽌肾

盂结⽯形成，参与⼥性性激素的合成。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osteomed.su

 

 

 

⾻骼保护公司“Parapharm”的⾏动基于以下
⽅法
■ ⼈体不需要被钙饱和，⽽是被⾻组织吸收;

■ ⼈体对额外钙的需求是个别的，并取决于
⼈体的⽣理特征及其环境;

■ 激素平衡在⾻骼吸收钙和增加⾻骼密度中
起重要作⽤；睾丸激素的作⽤尤其重
要，它参与了新⾻细胞的形成。.

Osteomed系列制剂具有独特的成分，该成
分基于HDBA有机复合物-HDB有机复合物
的来源，它是形成新⾻细胞和钙磷代谢正
常化所必需的维⽣素，矿物质，蛋⽩
质，氨基酸和激素。

有机复合物
固体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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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活性添加剂并⾮药品。

ЛЕКАРСТВЕННЫМ СРЕДСТВОМ

Osteomed®
“OSTEOMED”-矿物质复合物，⽤于恢复
和保存美丽和⻘春，保持⽪肤，头发，指
甲，⽛齿，⾻骼系统健康。

 

 

 
 

 

■ 它是钙的附加来源;
■ 增强头发和指甲的结构，促进其⽣长;
■ 有助于维护⽛齿健康;

■ 有助于胶原蛋⽩的产⽣，改善⽪肤的⼀般状况
并防⽌早期皱纹的出现;

■ 帮助维持⾻骼健康。

TU 9197-051-41395157-10 修订版 1号
2015年1⽉22⽇发布的СГР № RU.77.99.32.003.Е.000749.01.15 

俄罗斯联邦第2412616号发明专利

 

 

推荐⽤于:

■ 具有弹性丧失和头发和指甲发脆的现象，有秃发症状;

■ ⽤于预防和纠正⾻质减少和相关疾病-关节炎，关节

炎，软⾻病，⽛周疾病和⽛周炎。
组成:

柠檬酸钙-200毫克，雄性匀浆或HDBA有机复合物-

100毫克。
服⽤建议:
对于成年⼈，⼀天3次，⼀次2⽚或早晨1⽚，下午2⽚，晚
餐时3⽚。
疗程⾄少1个⽉。 如有必要，以5-10天的间隔重复该过

程（需要暂停以完全吸收各成分）。 服⽤它的最好⽅
法是放置于⾆头下。
包装形式: 60⽚包装。

FSBI FIPS“俄罗斯的100项最佳发明”被列⼊“Osteomed”，受到“ Skolkovo”国际专家的⾼度评

价。 Parapharm公司是“⾦杰克奖”，“⾦⽔星”奖，纪念奖章和俄罗斯联邦总统的信的所有
者，“为在第⼆届索契冬奥会和2014年索契冬奥会的筹备和举办中做出了重⼤贡献”，标

有“质量卓越”全俄节⽬“俄罗斯百佳商品”； Skolkovo创新中⼼的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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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活性添加剂并⾮药品。

Osteomed® Forte

OSTEOMED FORTE是⼀种创新的维⽣素-矿
物质复合物，可促进⾻骼组织的修复和增强。

 

 

 

■ 有助于调节钙磷代谢，从⽽积极影响⾻骼系统

的状态;
■ 有助于激素背景的安全正常化（在绝经和绝经

后尤为重要），这对于恢复⾻组织的结构和增
加其密度是必不可少的;

■抑制⾻细胞破坏，促进⾻形成;
■促进胶原蛋⽩的产⽣。

TU 9197-060-41395157-12 修订版 1号
2015年1⽉22⽇发布的СГР № RU.77.99.32.003.Е.000748.01.15
俄罗斯联邦第2498811号发明专利

 

 

 

 

推荐⽤于:
■ 作为钙的额外来源，维⽣素D3和B6;
■ ⽤于预防⾻质减少和⾻质疏松;
■ 在⾻质疏松症和相关疾病（关节炎，关节炎，⾻
软⾻病，⽛周炎）的综合治疗中;

■ 在⾻折恢复期，加速合并;
■ 绝经后妇⼥维持荷尔蒙平衡;
■ 增强肌⾁组织。
组成:
柠檬酸钙-250毫克，维⽣素B6-0.5毫克，维⽣
素D3-150 IU，⽆⼈机均质匀浆或HDBA有机复合
物-50毫克。
服⽤建议:
成⼈⼀天2次⼀次2⽚。预防性：晚上服⽤2⽚。疗
程：-6个⽉（每个疗程有5-10天的休息时间⽤于吸
收药物的所有成分）。服⽤的最好⽅法是置于⾆头

下⾯。
包装形式: 60⽚和120⽚包装。

FSBI FIPS“俄罗斯100项最佳发明”的有前途发明中包括“Osteomed Forte”，受
到“Skolkovo”国际专家的⾼度评价。Parapharm公司获得了⾦杰克奖，⾦⽔星奖，纪念奖

章和俄罗斯联邦总统的⼀封信，“为在第22届索契冬季奥运会和2014年第11届残奥会在
索契的筹备和举办做出了重要贡献”，并标有“卓越的品质” »全俄节⽬“俄罗斯百佳商品”；
是Skolkovo创新中⼼驻地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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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活性添加剂并⾮药品。

ЛЕКАРСТВЕННЫМ СРЕДСТВОМ

 

 

 

 

 

 

Osteo-Vit®
“OSTEO-VIT”-⼀种新世代的维⽣素，可增
强⾻骼系统和免疫⼒，在⽇光不⾜和感染
和SARS期间改善免疫⼒，是维⽣
素D3和B6的其他来源。

■ 促进从含钙制剂和产品中吸收钙;
■ 在⽣长和沉重的体⼒活动中帮助增强⾻骼组织;
■ 有助于加速⾻折和其他伤害后的⾻接合;
■ 在感冒和缺乏阳光的时候提供免疫⼒;
■ 降低⾼钙⾎症的风险（⾎液中钙⽔平的危险增
加），促进消除⾎管和软组织中的钙;

■ 增强⼈体对病毒和感染的抵抗⼒。

TU 9197-059-41395157-12 修订版 1号
СГР № RU.77.99.11.003.Е.000866.01.15 从01/23/2015 
俄罗斯联邦第2497533号发明专利

 

 

 

 

 

 
 

推荐⽤于:
■ 在复杂的治疗中以及⽤于预防与维⽣素D3和B6缺
乏有关的疾病;

■ 采取综合疗法并预防流感和普通感冒，上呼吸道
感染;

■ 服⽤抗⽣素以恢复⾻组织的⼈;
■ 妇⼥服⽤避孕药以增强⾻骼; 
■ 减少服⽤⽪质类固醇的影响;

■ ⽤于⽪肤疾病（⽜⽪癣，湿疹）;
■ 维护缺乏阳光的⼈（包括⽣活在北纬地区的⼈
们）的⾻骼系统的健康;

 

 

■ 缺乏性激素（绝经后，⽼年等）;
■ ⽤于预防病和活跃成长期间（3岁以上的⼉童）。.

组成:

雄峰匀浆，-HDBA器官复合物-100毫克，维⽣素D3-

3毫克，维⽣素B6或吡哆醇氯氢化物-0.8毫克。
服⽤建议:
成⼈每天2⽚1⽚（早晨和晚上）。⾄少1个⽉。 如有
必要，以5-10天的间隔重复此过程（必需有间

歇）。 对于⼉童（3岁以上）-由医⽣决定剂量是单

独计算的。 服⽤它最好的⽅法是置于⾆头下。
包装形式: 60⽚包装。

了解如何在未来⼏年内保持肌
⾁⾻骼系统的健康,

在第60页

“Osteo-Vit”受到Skolkovo国际专家的⾼度
评价，并在Peterfood-2018国际展览会上
被授予⾦牌，作为⾻骼的维⽣素，具有
免疫调节作⽤的系统提名中的“产品组成
创新”。Parapharm公司是俄罗斯联邦总
统的⾦杰克，⾦⽔星，纪念章和荣誉证
书的所有者“为在第22届索契冬季奥运会
和2014年第11届残奥会在索契的筹备和
举办做出了重要贡献”，全俄徽章“卓越品
质”“俄罗斯百佳商品”计划；
是Skolkovo创新中⼼的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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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活性添加剂并⾮药品。

促进活⼒维⽣素
基于蔬菜和有机成分的维⽣素-矿物质复合物，可恢复和改善有机体的运转。

在现代⽣活的疯狂节奏中，我们越来越缺乏活⼒。 怎么做？ 在哪⾥获得家庭，⼯作，户外
活动的⼒量？ “Parapharm”公司⽣产⼀系列旨在维持和提⾼活⼒的药物。 这些药物是在⾃
然成分的基础上开发的，并考虑到了运动员和⽣活在城市现代节奏中的⼈们的需求。

根据研究，这些药物具有免疫调节作⽤，影响代
谢过程，并在极端情况下增强⼈体的适应能
⼒。推荐⽤于体育和军事药物，具有极⼤的体⼒
消耗。

在leveton.su上了解更多信息

全俄体育⽂化研究院（莫斯科）已经证实了Elton
P和Leveton P的有效性。
这些制剂已成功地⽤于训练俄罗斯奥林匹克队⽥
径⽥径运动员-运动员，游泳者，铅球运动员

等。在10年间对⾼素质的⾃⾏车运动和速度强度
运动员进⾏的研究表明，这些产品可通过以下⽅
式提⾼⾝体的效率和恢复率：⼤量运动后，可显
着改善⼈体对体育活动的适应能⼒，增强免疫⼒。

有机复合物 固体成分CRIO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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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活性添加剂并⾮药品。

ЛЕКАРСТВЕННЫМ СРЕДСТВОМ

Leveton P®
“LEVETON P”-天然维⽣素-矿物质复合
物，适应有机体的⽅法增加物理和智能负载。

 

 

 

 

 

 

 

■ 调理中枢神经系统;
■ 规范内分泌系统的功能;
■ 增加耐⼒，抗压⼒;

■ ⽀持免疫系统;

■ 消除因过度劳累和过度训练⽽导致的勃起功能障碍; 

■ 有助于燃烧体内脂肪在进⾏积极的体育活动（每⽉
腰部1⾄3厘⽶）和⼀组肌⾁质量（每⽉1⾄3公⽄）期
间;

■ ⽤作蜕⽪甾酮，菊粉，维⽣素，矿物质，蛋⽩质和
氨基酸的其他来源;

■ 结合体育锻炼，有助于提⾼睾丸激素和强度指标的
⽔平;

■ 由于增强了肌⾁中蛋⽩质的合成，因此与BCAA，肌
酸，蛋⽩质⼀起使⽤时，提⾼了功效。

TU 9197-018-41395157-06 第1、2号修正案
2015年3⽉20⽇发⾏的СГР № RU.77.99.88.003.Е.004933.03.15

 

 

 

 

推荐⽤于:
■ 在剧烈运动和定期运动期间;

■ 免疫⼒和性能下降，以及持续疲劳感; 

■ 劳累过度，经常头痛和压⼒;

■ 具有季节性维⽣素缺乏和营养摄⼊受限的情况。

组成:

红花根（冰霜）-50毫克，蜂杆-100毫克，维⽣
素C-30毫克，维⽣素E-3毫克。
服⽤建议:

成⼈每天早上2次，每次1⽚，含三餐。该疗程
为3-4周。服⽤它的最好⽅法是置于⾆头下。
包装形式: 包装为60和300⽚。

Leveton P-俄罗斯联邦奥林匹克队的选

择；受欧亚和欧洲专利，美国，中国，乌

克兰的专利保护。
Parapharm公司因获得RF CCI提名的“奔
萨地区最佳创新企业”⽽获得“商业成功
奖”和“⾦汞奖”竞赛，并获得了“⾦杰克
奖”；俄罗斯联邦总统纪念奖章和⽂凭“为
第⼆⼗⼆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
和2014年在索契举⾏的第⼗⼀届残奥会
冬季运动会上，“全俄计划的“质量卓越”标
记为“俄罗斯百佳商品”； Skolkovo创新中
⼼的居⺠。

-
  

根据俄罗斯联邦卫⽣部精神病学研究所性病
理学系的研究，Leveton P可消除因过度劳累
和过度训练⽽引起的运动员勃起功能障碍。

ДО

ПИНГ КОНТРОЛЬ

ДОПИНГ КОНТРОЛЬ



26 ВИТАМИННО-МИНЕРАЛЬНЫЕ КОМПЛЕКСЫ

БАД. НЕ ЯВЛЯЕТСЯ ЛЕКАРСТВЕННЫМ СРЕДСТВОМ

具有修复和滋补作⽤，可增强⼈体对不利因素
和⾝体压⼒的抵抗⼒。改善性功能和新陈代
谢，刺激激素的产⽣。

蜂杆包含20种必需和不可替代的氨基
酸，28种宏观和微量元素，其中包含⼤量的
钾，铁，铜，钴，钙，磷，氯，镁，锌，铬，
钒，锰和硒。劳累后有助于恢复。减缓⽼化过

程。

维⽣素C参与⼤多数激素（包括肾上腺素，⾎
清素，睾丸激素和雌激素）的产⽣，增强⼈体
的防御系统，促进胶原蛋⽩的产⽣。

维⽣素E有助于清洁和振兴⾝体，减少凝⾎⾎
液，从⽽防⽌⾎管堵塞，改善组织和器官内的
⾎液循环，调理肌⾁，消除抽筋，加速肌⾁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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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活性添加剂并⾮药品。

ЛЕКАРСТВЕННЫМ СРЕДСТВОМ

Elton P®
“ELTON P”-天然维⽣素-抗原性作⽤的
矿物复合物。

 

 

 

 

 

 
 

 

■ 促进⾝体适应⾝⼼压⼒;
■ 增加⽣殖系统器官的功能活动;
■ 有助于调节体内的氧化还原过程; 
■ 帮助增加视⼒和听⼒;

■ 提供滋补和刺激作⽤;

■ 有助于提⾼反应速度;
■ 提⾼⼈体对感染和侵略性环境因素（温度变化，辐

射，中毒）的抵抗⼒;
■ 不会引起精神兴奋，包括欣快感。

TU 9197-017-41395157-06 第1、2号修正案
СГР № RU.77.99.88.003.Е.004942.03.15 2015年3⽉20⽇发⾏的
俄罗斯联邦第2376888号发明专利

 

 

 

 

 

推荐⽤于:
■ 劳累过度，乏⼒（慢性疲劳综合症）;
■ 适⽤于需要长期关注的⼯作类型;
■ 伴有动脉低⾎压;
■ 在严重和长期疾病后的康复期间;
■ 过度勃起和过度训练导致勃起功能障碍和欲降低;
■ 在需要耐⼒和⾼速发展能⼒的培训活动中;

 

 

■ 剧烈运动后恢复;
■ 维⽣素缺乏症;
■ 加快⼿术后伤⼝愈合。
组成: 

根茎多刺的球菌的根状茎-50 mg，花粉或蜂花
粉-100 mg，维⽣素C-30 mg；维⽣素E-3毫克
服⽤建议:

成⼈上午每天2次，⼀次1⽚。服⽤时间为3-

4周。服⽤它的最好⽅法是置于⾆头下⾯。
包装形式: 包装为60和300⽚。

⼤肠球菌根含有⽊脂素糖苷（⽊糖
甙A，B，C，D，E），精油，类⻩酮，树

脂，阿拉林⽣物碱。激发中枢神经系统，增加
运动能⼒。刺激精神表现，视敏度，适应性在
极端情况下的⾝体能⼒有助于缓解压⼒。

蜜蜂装饰物包括20种可互换的28种宏观和微
量元素必需氨基酸，⼤量含有
钾，铁，铜，钴，钙，磷，氯，镁，锌，铬

，钒，锰和硒。劳累后有助于恢复。减缓衰⽼
过程。

维⽣素C参与⼤多数激素（包括肾上腺
素，5-羟⾊胺，睾丸激素和雌激素）的产

⽣，增强保护作⽤⾝体系统，促进胶原蛋
⽩的产⽣。
维⽣素E有助于清洁和恢复⾝体活⼒，减
少⾎液凝结，从⽽防⽌⾎管堵塞，改善组

织中的⾎液循环，器官，调理肌⾁，消除
抽筋，加速肌⾁再⽣。

ДО

ПИНГ КОНТРОЛЬ

ДОПИНГ КОНТРОЛ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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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活性添加剂并⾮药品。

⽬前，Leveton Forte是世界上最好的⾮
兴奋剂，具有合成代谢作⽤并能维持体
内睾丸激素⽔平。 俄罗斯联邦反兴奋剂

中⼼的S047S反兴奋剂证书。

Leveton Forte®

LEVETON FORTE-天然维⽣素，可提⾼耐
⼒，能量和⼯作能⼒，活⼒来源，健康能量
和强度。

 

  

 

 

以三种特定⽅式⼯作⽅向:

1) 合成代谢作⽤，其中红花和蜂茎负责药物的成分;

2) 雄激素作⽤，即由于该药物的⼀部分独特的HDBA有
机复合物，体内睾丸激素⽔平增加;

3) 抗分解作⽤，即抑制由于维⽣素C和E引起的蛋⽩质

破坏过程。

由于Leveton Forte的天然成分，它不具有类固醇激素
特有的副作⽤（阳,、中枢神经系统的严重变化）。

TU 9197-050-41395157-10 修订版 1号
2015年2⽉13⽇的中⼼编号RU.77.99.29.003.Е.003287.02.15
俄罗斯联邦第 2390270号发明专利

 

推荐⽤于:
■ 那些热衷运动的⼈;
■ 具有积极运动的⽣活⽅式的⼈。
组成:
红花根茎（冷冻剂）-50毫克，HDBA有机复合
物-50毫克，蜂花粉-100毫克，维⽣素C-30毫
克，维⽣素E-3毫克。

 

 

⽤于建议:
■ 对于运动员：1天3次，1次2⽚;
■ 对于过着积极⽣活⽅式的⼈们：饭前半⼩时每
天3次，每次1⽚。
服⽤的最好⽅法是置于⾆头下。疗程-20天。半个
⽉的休息后，可以恢复服⽤。
包装形式: 60⽚和300⽚包装（允许装在黑⾊罐⼦
中）。

ДО

ПИНГ КОНТРОЛЬ

ДОПИНГ КОНТРОЛ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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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活性添加剂并⾮药品。

ЛЕКАРСТВЕННЫМ СРЕДСТВОМ

“Elton Forte”通过了兴奋剂检

查，并被批准⽤于成绩斐然的运
动领域。

Elton Forte®
ELTON FORTE是⼀种天然维⽣素复合物，可
提⾼⾝体耐⼒并改善运动情况。

  

 

 

■ 它对神经系统有刺激作⽤;
■ 增加⾝体的适应能⼒;
■ ⽤作补充能量所必需的天然碳⽔化合物的来源，以
及氨基酸的供体-氨基酸的结构成分，可提供肌⾁
⽣长。

TU 9197-041-41395157-09 修订版1号2号
2015年3⽉20⽇发⾏的СГР № RU.77.99.88.003.Е.004943.03.15

俄罗斯联邦第2376888号发明专利

 

推荐⽤于:
■ 有积极的⽣活⽅式⼈们;
■ 专业运动员为了改善运动表现，增加耐⼒和速
度表现。.

组成:

根茎与根瘤菌根（冷冻粉）-50毫克，维⽣素C-

30毫克，维⽣素E-3毫克，L-肌肽-70毫克，蜂王
浆-50毫克，蜂花粉-100毫克。

服⽤建议:

⼀天3次，吃饭时服⽤。最后⼀次服⽤应不迟

于18.00。服⽤的最好⽅法是置于⾆头下。疗程-1个
⽉，休息30天后，可以再次服⽤。
包装形式: 包装为60和300⽚。

由于具有天然成分，Elton Forte不具有类固醇
激素所特有的副作⽤（阳,、中枢神经系统的严

重变化）。

ДО

ПИНГ КОНТРОЛЬ

ДОПИНГ КОНТРОЛ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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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活性添加剂并⾮药品。

Apitonus® P

“APITONUS P”-抗氧化药理作⽤的天然维
⽣素-矿物质。

 

 

■ 具有全⾯的治愈作⽤;
■ 以⽣物利⽤形式含有⼈体必需的维⽣素和矿物质;
■  增强免疫⼒。

TU 9197-024-41395157-08 修订版1号2号
СГР № RU.77.99.88.003.Е.004318.03.15 从03/02/2015 
俄罗斯联邦2414231的发明专利

 

 

 

 

 

 

推荐⽤于:
■ 精神和⾝体压⼒增加;

■ 改善记忆⼒，注意⼒，知觉并增强⾝体⾊调;

■ 患有虚弱，免疫缺陷，贫⾎和维⽣素缺乏症;

■ 预防慢性疲劳综合症;

■ 减少发⽣中风，⼼脏病发作，⼼绞痛的可能性;

■ ⽤于男性⽣殖器部位失调，以预防前列腺腺瘤。

组成:

蜂花粉-200毫克，维⽣素C-30毫克，⼆氢槲⽪
素-10毫克，维⽣素E-5毫克，蜂王浆-1毫克。
服⽤建议:

成⼈⼀天2次，⼀次1-3粒，上午在吃饭时服⽤。 

⽚剂的数量根据给药原因⽽变化。疗程：3-4周。 

如有必要，可以重复该疗程。 预防疗程-2包。 治
疗疗程-4包。 服⽤的最好⽅法是置于⾆头下⽅。
包装形式: 60⽚包装。

在赛前如何获得最佳成绩？
在第69页上搜索



31ВИТАМИННО-МИНЕРАЛЬНЫЕ КОМПЛЕКСЫ

БАД. НЕ ЯВЛЯЕТСЯ ЛЕКАРСТВЕННЫМ СРЕДСТВОМ

睡眠所需的维⽣素-“夜间”药物。

现代⼤都市的⽣活充满压⼒。 许多⼈抱怨焦虑，易怒和⽆⽤的恐惧， ⽆法放松会导致失眠。 长时间的
压⼒会导致慢性失眠，这已经对健康构成危险！ ⼼理治疗师推荐使⽤草药，因为它可以轻⽽有效地作
⽤于⾝体。 ⾃然疗法有助于⾃然睡眠的发作并使其更深。

以缬草为基础的“夜间”系列的制剂具有延长的轻

度镇静作⽤，该制剂的作⽤被其他草药增强增强
神经兴奋性和睡眠障碍。
使⽤经过低温处理，并不是使⽤全部提取物，⽽
是全部药⽤植物材料，可使制剂⽐类似物更有
效，并降低了成瘾的风险。  

推荐⽤于:
■ 神经兴奋性增强;
■ 失眠;
■ 伴有⼼脏神经症;
■ 伴有⾼⾎压;
■ 消除违反昼夜节律的⾏为;
■ 在综合疗法中，⽤于预防甲状腺疾病，胃肠道，⾼
⾎压，中风等。

更多详细信息见secret-dolgolet.ru

有机成分 CRIO处理 固体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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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活性添加剂并⾮药品。

夜晚“缬草+啤酒花+薄荷”
组成:
具缬草根的根茎（冷冻）-35毫克，蛇⿇草单倍型（冷冻）-6毫
克，薄荷叶（冷冻）-6毫克。
服⽤建议:
成⼈⼀⽇3次，⼀次4丸，吃饭时服⽤。 服⽤周期-4周。
包装形式:
包装为50、60、100、120⽚。

TU 9197-056-41395157-11 修订版1号
从01.26.2015开始的СГР № RU.77.99.32.003.Е.000930.01.15

“夜晚+”“缬草+益⺟草”
组成:
具缬草根的根茎（冷冻剂）-25毫克，⾹草益⺟草（冷冻剂）-

25毫克。
服⽤建议:
成⼈⼀⽇三次，⼀次4丸。 服⽤时间为4周。
包装形式:
包装为50、60、100、120⽚。

TU 9197-057-41395157-11 修订版1号
2015年1⽉26⽇的中⼼编号RU.77.99.32.003.Е.001032.01.15

夜晚‘Forte’
组成:
具缬草根的根茎（冷冻剂）-55毫克，蛇⿇草单倍型（冷冻

剂）-5毫克，薄荷叶（冷冻剂）-5毫克，柠檬⾹脂药草（冷冻

剂）-5毫克。
服⽤建议:
成⼈⼀天三次，⼀次2丸。 服⽤时间为2周。
包装形式:
包装为60⽚。

TU 9197-031-41395157-2009 修订版1号2号
2015年3⽉20⽇发⾏的СГР № RU.77.99.88.003.Е.004925.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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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草药



34 调味草

压⽚草药“长寿秘⽅”®
每棵植物都是独特的有益特性复合体，这些特性取决于其栖息地，⽣长条件，收集和储存。草药的治疗

作⽤⾃古以来就⼴为⼈知。现代医学正在积极解决与中毒和轻度暴露风险低有关的问题。
不幸的是，⼤多数药物都基于提取物，即药⽤植物的提取物。他们仅选择性地利⽤植物的部分有益特
性，从⽽⼤⼤降低了效果。基于费⽤的煎药并不总是⽅便使⽤，也不能保留所有⽣物活性物质。
药⽤植物冷加⼯的⾰命性技术-冷冻研磨-使您可以使⽤整个植物⽽不会以⽅便使⽤的⽚剂形式失去有⽤
的特性。 Parapharm采⽤的冷冻研磨（冷冻加⼯）技术可以在制剂中保留由于技术难得⽽未曾使⽤过的
药⽤植物的那些特性。整个植物对⼈体具有全⾯的作⽤，并且没有许多提取物中固有的毒性作⽤。

在“Parapharm”公司领域的⾦盏花栽培品种Kalta。

⽣物添加剂不是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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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添加剂不是药物

ЛЕКАРСТВЕННЫМ СРЕДСТВОМ

补品压⽚药草

ELEUTEROKOKK P
“ELEUTEROKOKK P”-多效爽肤和免疫的天然
药物

建议⽤于增加⼼理和⾝体机能，增强免疫
⼒，在改变地理区域时适应环境，预防感
冒，术后康复。

 

组成:

根茎多刺的根瘤菌（冷冻）的根茎-70毫克，抗
坏⾎酸或维⽣素C-10毫克。
服⽤建议:

成⼈⼀⽇2次，⼀次1-2⽚，⽤餐时服⽤。 服⽤时

间为2-3周。 成⼈⼀⽇2次，⼀次2丸。 服⽤时间

为4周。
包装形式: 100⽚包装（不含糖）⼀包50⽚（含
糖）。

TU 9197-012-41395157-06 修订版1号2号
2015年3⽉17⽇发⾏的СГР № RU.77.99.88.003.Е.004787.03.15

 

Leuzea P
“Leuzea P” - ⾃然科学制备PAT提⾼
智⼒和体⼒。

建议⽤于增强免疫⼒，恢复⾝体并适应体
⼒消耗。 结合体育锻炼，它有助于增加肌
⾁质量。

 

组成:

根茎有红花levzea（冷冻粉）的根-70毫克，维⽣
素C-10毫克。
服⽤建议:
成⼈，⼀⽇三次，每次2-3粒。 服⽤时间为2-3周。 

包装形式: 100⽚包装。

如何每天增加能量并有精
⼒做⼀切？
答案第66页

CRIO处理 固体成分
伏尔加河地区的⽣态草药

TU 9197-011-41395157-05 修订版1号2号
2015年3⽉20⽇发⾏的СГР.77.99.88.003.Е.004927.03.15



36 调味草
⽣物添加剂不是药物

镇静型草药剂

缬草 P

“缬草 P”-植物起源的⼀种舒缓和创造性的
⼿段。

缬草P由⾼效品种Cardiola和Maun制成。
与其他缬草制剂不同，缬草P含有维⽣
素C，该维⽣素C可从压⼒作⽤中恢复
机体，中和⾃由基的活性。 建议⽤于神
经躁动，失眠，哮喘，⼼heart，神经

症，⼼律失常，⾼⾎压。

 

组成:

缬草-56毫克，维⽣素C-10毫克。
服⽤建议:

成⼈，⼀⽇三次，每次2-3⽚（丸），⽤餐时服
⽤。 服⽤时间为2周。
包装形式: 包装为100和200⽚装，以及50⽚装。

TU 9361-009-41395157-05 修订版1号2号
2015年3⽉17⽇的中⼼编号RU.77.99.88.003.Е.004786.03.15

益⺟草 P

“益⺟草P” - ⾃然科学PRE-帕拉提镇定
效果没有催眠效果

建议⽤于神经性躁动，哮喘，⼼，神经

症，尤其是对于更年期和更年期，神经衰
弱，抑郁症，植物⾎管张⼒障碍，⾼⾎
压，⼼跳加快和癫痫发作的⼥性。
它是由Samarsky品种⽣产的，它决定了该

药物的有效性和⼴泛的作⽤。

 

组成:

Heartwort Herb（Cryopowder）-56毫克，维⽣素C-
9.45毫克
服⽤建议:

成⼈⼀⽇三次，每次2⽚（丸）。 服⽤时间为2周。
包装形式: 100⽚包装（⽆糖），50⽚包装（含糖）。

TU 9361-019-41395157-06 修订版1号2号
2015年3⽉20⽇发⾏的СГР № RU.77.99.88.003.Е.004932.03.15

CRIO处理 伏尔加河地区的⽣态草药 固体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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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添加剂不是药物

圣约翰草P

“圣约翰草P”是具有抗抑郁作⽤的天然药物。

推荐将其作为独⽴药物使⽤，也可⽤于⼼理营养障碍（伴有情
绪低落，冷漠等），神经系统反应以及轻度⾄中度严重抑郁状
态的综合治疗。

 

组成:

⾦丝桃（草）-70毫克，维⽣素C-9毫克。
服⽤建议:

成⼈⼀⽇3次，⼀次2-3⽚，⽤餐时服⽤。 服⽤时间-1个⽉（如
果超过这个时间继续服⽤，圣约翰草可能会导致药物去
势！）。 从五⽉到九⽉不适⽤。
包装形式: 100⽚包装

TU 9197-043-41395157-09 修订版1号2号
2015年3⽉20⽇发布的СГР № RU.77.99.88.003.Е.004923.03.15

在奔萨地区的Kulyasovo和Mamadysh村庄附近的圣约翰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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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作⽤压⽚草药
在⼯作，路上很⽅便服⽤

“伊万茶”P
“伊万茶 P”-预防和治疗复杂的前列腺癌
的天然制剂。

推荐作为消炎药，尿道疾病，急慢性前列腺
炎，输尿管炎症，膀胱慢性炎症，膀胱炎，胃肠

道疾病，贫⾎的药物。 伊万茶的使⽤会阻⽌前列
腺腺瘤的发展。

 

组成:
阔叶杂草叶（冷冻粉）-57毫克，抗坏⾎酸（维

⽣素C）-10毫克。
服⽤建议:
成⼈每天3次，每次2⽚，⽤餐时服⽤。⼀个疗程-
2-3周。 预防性周期-3包。 治疗性周期-6包。
包装形式: 100⽚包装。

TU 9197-023-41395157-07 修订的1号2号
2015年3⽉2⽇的中⼼编号RU.77.99.88.003.Е.004309.03.2015

 ⾦盏花P
“⾦盏花P”-⽤于预防和复杂治疗上呼吸道疾
病，胃溃疡和⼗⼆指肠感染病的天然产物。
它具有消毒，防腐，消炎，伤⼝愈合，解痉，利
胆，利尿的作⽤。
它由Kalta品种制成，其花朵直径达到8厘⽶。该品
种因其⽣物活性物质含量⾼⽽特别受到赞赏：槲
⽪素-0.68％（其他等级，最⾼0.6％），类胡萝

⼘素的β-胡萝⼘素含量-0.07％（其他等级，最
⾼0.065％）。

 

组成: ⾦盏花（冰霜）-60毫克，维⽣素C-10毫
服⽤建议: 成⼈⼀⽇三次，每次2⽚，⽤餐时服
⽤。服⽤时间为4-6周。
包装形式: 100⽚包装。
TU 9197-014-41395157-06 修订的1号2号
2015年3⽉17⽇的中⼼编号RU.77.99.88.003.Е.004815.03.15

CRIO处理 伏尔加河地区的⽣态草药 固体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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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锥菊P

“紫锥菊P”-加强免疫⼒的天然药物。

建议⽤于预防和配合治疗传染和感冒。 它可以激活⾝体的保护

功能，具有抗炎，抗菌，抗病毒，抗真菌作⽤。 帮助清洁⾝
体，具有抗过敏，利尿作⽤，加速新陈代谢。
“紫锥花P”与紫锥菊提取物不同，不会破坏⼉童的免疫系统，不
会增加其过敏性。

 

组成:
紫锥菊（草）-50毫克，维⽣素C-10毫克。
服⽤建议:
成年⼈⼀⽇三次，⼀次2-3⽚， 服⽤时间为2-3周。
包装形式: 100⽚包装。
TU 9197-015-41395157-06 修订版1号2号
2015年3⽉17⽇的中⼼编号RU.77.99.88.003.Е.004812.03.15

⼟⽊⾹P

“⼟⽊⾹P”-⼀种天然产物，提供了表达抗微⽣物
剂，预期物质，抗炎，抗菌，解痉，发汗，胆汁和
胆汁淤积。

建议⽤于上呼吸道，肝脏，肾脏和胆囊疾病，胃肠道炎
性疾病，感冒和传染病（流感，SARS）。

 

组成:
根茎⾼的艾坎根（冷冻粉）-76毫克，维⽣素C-10毫克。
服⽤建议:
成⼈⼀⽇3次，⼀次2-3⽚，吃饭时服⽤。 服⽤时间为1个⽉。
包装形式: 100⽚包装。
TU 9197-010-41395157-05 修订版1号2号
2015年3⽉2⽇的中⼼编号RU.77.99.88.003.Е.004308.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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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泻叶® D®

“番泻叶 D”-具有柔韧性的天然产品。

建议⽤于去除毒素和毒素，慢性⽆⼒性便秘，营养不良，综合
症刺激结肠，摆脱超重，预防和综合治疗⽪肤疾病。对症状有
复杂影响和便秘的原因，使消化道正常化。
与其他泻药不同，它可作⽤于便秘！

 

组成:
番泻叶（低温）-200毫克，根茎有艾根（低温）-35毫克，微
晶纤维素（MCC）-100毫克。
服⽤建议:
成年⼈每天（早晨或晚上服⽤，服⽤时多喝⽔）有1-3⽚。服⽤
时间为2-3周。
包装形式: 30⽚包装。
TU 9362-013-41395157-06 修订版1号2号
2015年3⽉2⽇出售的СГР № RU.77.99.88.003.Е.004311.03.15

⽢草P

“⽢草 P”-⼀种植物性制剂，可提供预期的，抗炎的，抗
病毒的总体强化作⽤。

推荐⽤于急性传染病，上呼吸道感染作为祛痰药，胃和⼗⼆指
肠消化性溃疡，⽪肤过敏性疾病，风湿性疾病，劳累过度有关
的疾病，可在关节疾病的配合治疗中使⽤。

 

组成:
欧亚⽢草根（冷冻粉）-60毫克，玫瑰果（冷冻剂）-15毫克
服⽤建议:
成⼈⼀⽇2次，⼀次2⽚，吃饭时服⽤。服⽤时间为1个⽉。
包装形式: 100⽚包装。
TU 9197-033-41395157-10 （修订版） 1号2号
2015年3⽉17⽇的中⼼编号RU.77.99.88.003.Е.004814.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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ЛЕКАРСТВЕННЫМ СРЕДСТВОМ

洋苏草P

“洋苏草P DREGE”是抗炎，抗微⽣物，抗过敏，收敛
性的天然产物。
推荐⽤于鞋帮的炎症性疾病、呼吸道（⼝腔炎，扁桃体炎，喉
炎，咽炎，⽀⽓管炎），改善消化，缓解肠痉挛，消除腹
胀，改善记忆⼒，植物雌激素供体。
它由Kubanets品种制成，被认为具有最强的治愈能⼒。⿏尾草
叶含有约3％的精油，超过4％的单宁和5-6％的柏油和苦味物
质。它们还含有类⻩酮和三萜酸。由于这种化学成分，该植物具
有多⽅⾯的作⽤。
并且能够“⿏尾草P”与其他制造商的⿏尾草制剂相⽐具有优

势，因为它含有全叶低温粉，富含植物雌激素，有助于延长⻘
春期；植物雌激素会被提取物破坏。

 
成分: ⿏尾草叶（冷冻粉）-50毫克，维⽣素C（抗坏⾎酸）-
12毫克。
服⽤建议: 成⼈⼀⽇3次，⼀次1-2⽚，吃饭时服⽤。持续服⽤时

间 -7-10天。
包装形式: 15⽚和60⽚包装。

TU 9197-020-41395157-07 修订版1号2号
2015年3⽉20⽇的中⼼编号RU.77.99.88.003.E.004924.03.15

荨⿇P
“荨⿇P”-⽌⾎药。

具有⽌⾎，利胆，利尿作⽤，降低胆固醇，具有抗炎特性并调

节疾病碳⽔化合物的代谢。
建议⽤于⼦宫，痔疮，胃肠道和其他出⾎，以使其正常，也可
⽤于⽉经周期增加，⾎管壁增强，伴有动脉粥样硬化，风湿性
疾病，维⽣素缺乏症，缺铁性贫⾎。

 

成分: 藜⻨荨⿇叶（低温）-70毫克，维⽣素C-10毫克。
服⽤建议: 成⼈⼀⽇2次，⼀次2⽚。服⽤时间为1个⽉。

包装形式: 100⽚包装。

TU 9197-042-41395157-09 修订版1号2号
2015年3⽉20⽇的中⼼编号RU.77.99.88.003.Е.004940.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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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公英P

“蒲公英P”-天然软⾻保护剂。

促进关节软⾻的恢复。推荐⽤于预防和治疗关节炎，关节炎和其
他退⾏性和风湿性关节炎，关节疾病随着关节负荷的增加⽽增
强了⾎管壁，提供了⾎管收缩作⽤。降低⾎液粘度。降低肿瘤疾
病发展风险。
建议与Osteomed系列的制剂结合使⽤。

 

成分:
蒲公英的根（冰霜）-80毫克，维⽣素C-7毫克。
服⽤建议:
成⼈每天3次，⼀次2⽚，在吃饭时服⽤。服⽤周期-1个⽉后，暂

停2个星期。预防疗程-2盒，治疗疗程-4盒。
包装形式: 100⽚包装。

TU 9197-053-41395157-11 修订版1号
2015年3⽉4⽇出售的СГР № RU.77.99.32.003.Е.004459.03.15



药材



44 药草

“Kulyasovo和Mamadysh”系列
Kulyasovo＆Mamadysh系列是Parapharm公司在靠近Kameshkir地区Kulyasovo和Mamadysh村庄的奔
萨地区⽣态清洁地区种植的药⽤植物。主要种植在1,500公顷⼟地上的各种草药，药⽤-缬草，洋⽢
菊，⾦盏花，⿏尾草等。这些⽥地远离⼯业中⼼，⽓候条件最适合种植。在种植植物时，Parapharm不
使⽤农药或除草剂。对于植物药⽤原料的采购（⼲燥和加⼯），现代技术被⽤来保留其有⽤的特性。

伏尔加河地区的⽣态草药

⽣物添加剂不是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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ЯВЛЯЕТСЯ ЛЕКАРСТВЕННЫМ СРЕДСТВОМ

荞⻨品种巴什基尔红梗

荞⻨红⾊草有助于增强⾎管壁，改善⾎液成分和⼤脑功能。它对⽪
肤，头发和指甲，液化痰的状况具有有益作⽤，并且是⼀种柔软的
祛痰药。
适⽤范围:
■ ⽤于预防动脉粥样硬化;
■ 预防出⾎;
■ 咳嗽时作为祛痰药。
烹饪⽅法:
汤剂。 倒⼊1汤匙荞⻨草药和2杯⽔。在热⽔浴中坚持15分钟。让它冷
却。⽤粗棉布或筛⼦过滤。餐前⼀天将汤取1/2杯，每⽇饭前服⽤2-
3次。
荞⻨茶。2茶匙荞⻨草药倒⼀杯开⽔。煮⼀分钟，从⽕炉上移开，坚持
在盖⼦下约15分钟。每天服⽤2-3次茶（⽽不是茶叶）。服⽤时间

为4⾄8周。
包装形式: 60克散装。

TU 9197-065-41395157-12 修订版1号
СГР № RU.77.99.11.003.Е.000867.01.15 从01/23/2015

⼟⽊⾹
⼟⽊⾹的根茎具有防腐，祛痰，抗炎，利尿，利胆和镇静作⽤。
适⽤范围:
■ 预防感冒
■ 咳嗽时作为祛痰药;
■ ⽤于消化系统疾病（胃炎，结肠炎，溃疡性胃和⼗⼆指肠疾
病12），使胃肠道正常化;

■ 作为胆汁和胆汁形成剂;
■

 

⽤于神经疾病（弱神经症，神经症厌⾷症）;
■ 外部⽤于⽪肤疾病（⽪炎，营养溃疡）;
■ 具有各种蠕⾍病。
烹饪⽅法:
汤剂。将沸⽔倒⼊1汤匙⼲燥的根和⼟⽊⾹的根茎中，并⽤⼩⽕静
置15分钟。⽩天每⼩时要喝两把⼤汤匙。
输液。压碎⼟⽊⾹的根，倒伏特加（1：2），在阴凉处坚持14天。服
⽤的顺序由疾病决定。
包装形式: 50克散装。

TU 9197-034-41395157-11 修订版1号
2015年3⽉17⽇的中⼼编号RU.77.99.88.003.Е.004788.03.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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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盏花
⾦盏花是天然的防腐剂，具有明显的消炎，杀菌和伤⼝愈合作
⽤，可增强免疫⼒，降低胆固醇并有助于新陈代谢正常。
其花直径可达8厘⽶。
适⽤范围:
■ ⽤于喉咙和⿐咽疾病（扁桃体炎，扁桃体炎，癣）;
■ ⽤于⼝腔疾病（⼝腔炎，⽛龈炎等）;
■ ⽤于胃肠道疾病（胃炎，结肠炎，⼩肠结肠炎，胃和⼗⼆指肠的消
化性溃疡）;

■ 患有肾脏和泌尿道疾病（膀胱炎等）;
■ ⽤于烧伤和伤⼝。
烹饪⽅法:
1茶匙（1.5克）压碎的植物材料冲泡1杯开⽔（200毫升），坚持15分
钟，过滤。或者⽤1个滤袋（1.5克），冲泡1杯开⽔（200毫升），放
置15分钟。成⼈⼀⽇2次，每次1/2杯。服⽤时间为1个⽉。
包装形式: 50克散装。
TU 9197-035-4139157-10 修订版1号2号
2015年2⽉9⽇的中⼼编号RU.77.99.32.003.Е.002409.02.15

蒲公英的根
蒲公英促进新的软⾻细胞软⾻细胞的诞⽣，改善静脉⾎流量，防⽌
⾎凝块，增强⾎管壁，产⽣⾎管收缩作⽤，具有胆汁，利尿，保肝
和通便的作⽤。帮助降低胆固醇和预防癌症。
适⽤范围:
■ ⽤于预防和综合治疗关节炎，关节炎和关节的其他退⾏性和风湿性
疾病;
■ 关节的载荷增加;

■ ⽤于代谢紊乱;
■ 增进⾷欲;
■ ⽤于消化道疾病，作为泻药;
■ ⽤于肝脏和胆囊疾病（作为复杂疗法的⼀部分）;

■ ⽤于预防动脉粥样硬化。
烹饪⽅法:

1汤匙切碎的植物材料（3克），⽤1杯开⽔（200毫升）烧开，15分钟

后过滤。或使⽤2个1.5克（3克）的滤袋，冲泡1杯开⽔（200毫
升），静置15分钟。成⼈⼀⽇2次，每次1/2杯。服⽤时间为1个⽉。 包装
形式: 50克散装。

TU 9197-037-41395157-11 修订的1号
2015年2⽉13⽇的中⼼编号RU.77.99.29.003.Е.003286.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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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叶草根
⽩五叶草可使甲状腺功能正常化，刺激中枢神经系统，有助于优化
荷尔蒙分泌，有助于肝脏，⼼脏和⾎管的⼯作。
“Parapharm”公司优先开辟了这种稀有药⽤植物的种植园。
适⽤范围:
■ 如果甲状腺功能不全;
■ 荷尔蒙失调;
■ ⽤于预防肝病;
■ ⽤于预防⼼脏和⾎管疾病.

烹饪⽅法:

浸液。 50克的五倍⼦根倒⼊500毫升的伏特加酒。在室温下于黑暗处

保持⼀个⽉，然后过滤。每天饭前服⽤3-4次，每次服⽤30滴。服⽤时

间根据病的严重程度选择。
汤剂。10克碎根倒⼊0.5升⽔，煮沸，⼩⽕煮10分钟，坚持1⼩时，过

滤。每天饭前服⽤3-4次，每次2汤匙。服⽤时间为1个⽉。
包装形式: 60克散装。

TU 9197-066-41395157-12修订版1号
СГР № RU.77.99.11.003.Е.000852.01.15从01/23/2015

药⽤⿏尾草
叶Kubanets
⿏尾草具有杀菌，消炎的作⽤特性，增加胃肠道的分泌活性，具有
轻微的解痉作⽤，加速伤⼝愈合。
适⽤范围:
■ ⽤于冲洗急性扁桃体炎和慢性扁桃体炎，急性呼吸道感染，⼝腔
炎，⽛龈炎，⽛髓炎;
■ 痔疮发炎;
■ ⽤于关节风湿病，关节的慢性炎症和代谢性营养不良疾病，变形性
⾻关节炎，神经根炎，椎间盘软⾻病的治疗措施综合体;
■ 伴有胃炎，结肠炎。 
烹饪⽅法: 
1茶匙的砂浆（1.5 g）倒⼊1杯（200 ml）沸⽔，静置15分钟，过
滤，挤压，⽤开⽔将输液量增加到200 ml。成⼈⼀⽇2次，每次1/
2杯，吃饭时服⽤。服⽤时间为2-3周。
包装形式: 50克散装。

TU 9197-063-41395157-12修订版1号
СГР № RU.77.99.32.003.Е.000931.01.15从01.26.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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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NIIMK 620级亚⿇籽
与其他亚⿇品种相⽐，VNIIMK 620级亚⿇的特征是种⼦脂质中对⼈
体有⽤的omega-3和omega-6脂肪酸含量最⾼，其⽐例分别达
到58.6％和14.2％，并且脂肪有含量最低欧⽶茄9酸，后者的价值不
⾼，因为⼈体对它们的需求较低，并且葵花籽油中的含量较⾼。这些
都是在不使⽤除草剂和农药的情况下种植的各种亚⿇。

植物养分会产⽣温和的促进排便功效，有包络作⽤，降低胆固
醇，有镇痛，消炎作⽤，降低⾎压的功效。
适⽤范围:
■ ⽤于预防和治疗消化性胃溃疡和⼗⼆指肠，便秘;
■ ⽤于预防和治疗胃⾷管反流;
■ ⽤于⼼脏和⾎管疾病;
■ ⽤于预防动脉粥样硬化;
■ 预防癌症的发展;
■ 改善⽪肤，头发和指甲的健康。
烹饪⽅法:
整个或压碎的亚⿇籽倒⼊1杯（200毫升）开⽔，放置30分钟。与种⼦
⼀起喝。您可以在便餐中添加种⼦（粥，沙拉等）。服⽤时间为1个
⽉。
包装形式: 50g散装
TU 9197-064-41395157-12 （带修订）。 1个
СГР № RU.77.99.32.003.Е.000932.01.15从01.26.2015

萨马拉益⺟草草本
⼼脏益⺟草具有镇静作⽤，可降低⾎压，减慢⼼率，对消
化系统具有有益作⽤，改善脂肪和碳⽔化合物的代谢，降
低葡萄糖，乳酸和丙酮酸，降低⾎液中“坏”胆固醇的含量
并使蛋⽩质代谢正常化。
Samarsky品种⾼效作⽤决定了Parapharm⽣产的益⺟草的⼴泛作⽤。
适⽤范围:
■ 神经兴奋性增强;
■ 伴有⼼⾎管神经症;
■ 伴有⾼⾎压;
■ 患有冠⼼病;
■ 患有⼼肌炎;
■ ⽤于某些甲状腺疾病（甲状腺毒症）;
■ 失眠;
■ 神经衰弱和精神错乱，各种精神病;
■ 纠正妇科异常：⽉经周期不调，痛经。
烹饪⽅法:

将切碎的植物材料1汤匙（3 g）倒⼊1杯开⽔（200 ml），15分钟后
过滤。成年⼈⼀⽇1杯。
包装形式: 50克散装。
TU 9197-036-41395157-10修订版1号2号
СГР № RU.77.99.32.003.Е.002411.02.15从02/09/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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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千叶蓍草Vasyurinsky

草具有⽌⾎，消炎，再⽣，收敛，发汗，利尿和利胆作⽤，可降低
⼼率，增加⾷欲，增强消化系统的分泌功能并减少肠胃⽓胀，⾼脂
甙。
另外，该品种富含单宁和精油。在野⽣益⺟草中，这些物质的含量不
稳定，通常低于品种植物中的含量。
适⽤范围:
■ 胃和⼗⼆指肠消化性溃疡;
■ 溃疡性结肠炎;
■ 在急慢性痢疾中;
■ 患有肝炎和胆囊炎;
■ 患有⾎管性胆管炎;
■ 肠胃⽓胀（完整）;
■ ⼦宫出⾎;
■ 带有⿐⾎;
■ 带有痔疮（灌肠剂形式）。
烹饪⽅法:
1茶匙（1.5克）切碎的植物材料，加1杯开⽔（200毫升），15分钟后
沥⼲⽔分。或使⽤1个滤袋（1.5克），冲泡1杯开⽔（200毫升），放
置15分钟。成⼈每天2次，每次1/2杯。服⽤时间为1个⽉。
包装形式: 50克散装。
TU 9197-038-41395157-11修订的1号
СГР № RU.77.99.32.003.Е. 002412.02.15从02/09/2015 

玫瑰果维⽣素
玫瑰果维⽣素属于⾼产品种。其果实的特点是有⽤的活性物质含量很
⾼，尤其是维⽣素C和维⽣素R。
在Parapharm LLC的⼈⼯林中，种植的玫瑰果有3公顷多。
适⽤范围:
■ ⽤于感冒，胃肠道疾病;
■ 伴有肾结⽯病;
■ ⽤于肝脏疾病;
■ 具有风湿病，维⽣素缺乏症，神经衰弱，结核，烧伤，⽪炎;
■ 伴贫⾎。
烹饪⽅法:
1茶匙切碎的⽔果（2.5克）倒⼊1杯（200毫升）开⽔。15分钟后，过

滤，挤压，将开⽔冲⾄200毫升。每天⼀次，随餐服⽤半杯（100毫
升）。做好后可保存在冰箱中。服⽤时间为2-3周。
包装形式: 散装，50 g。
TU 10.89.19-075-41395157-16
СГР № RU.77.99.32.003.Е.003942.09.16⽇期为2016年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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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洋⽢菊花Podmoskovnaya
如果洋⽢菊⼀点也不苦，它是好是坏？⾼质量的健康洋⽢菊⼀定很
苦！如果洋⽢菊药房在酿造过程中没有苦味，则很有可能您没有购
买洋⽢菊，⽽是⽤洋⽢菊采摘草药或茶。 “Parapharm”产⽣的洋⽢
菊中没有其他草药的杂质，酿造时的苦味不仅是⼀种常态，⽽且还
表明它可以很好⽣长，之后包装并存在于袋⼦中⽽没有任何杂质。
洋⽢菊药学品种Podmoskovnaya的特征是⾼含量的最重要的精油成
分-chamazulena。因此，它的花具有明显的消毒，消炎，利胆，⽌
痛，收敛，镇静，伤⼝愈合，发汗，抗惊厥，解痉，⽌⾎和抗过敏
作⽤。
适⽤范围:
■ ⽤于胃肠道疾病，胆道和肝脏疾病，肠胃⽓胀，腹泻，胃痉挛;

■ 伴有胃炎，结肠炎和肠炎;

■ ⽉经疼痛，产后及其他⼦宫出⾎;

■ ⽤于疟疾，（渗出性素质/外部结核），呼吸道感染;

■ 劳累过度时，增加⾷欲;
■ 易怒，失眠，神经过敏痛;
■ 漱⼝⽔：喉咙痛，⼝腔炎，⽛龈疾病，⽛龈炎，⽛周炎，⽛痛;
■ ⽤于⽪肤疾病：溃疡，脓肿，湿疹，神经性⽪炎，哭泣和难以治愈
的⽪疹，伤⼝，冻伤，烧伤（已制成洗剂和敷料）;

■ 痔疮和结肠炎的灌肠剂形式;
■ 粘膜发炎;
■ 四肢出汗;
■ 带有粉刺和粉刺，脸部持续发红（建议⽤⽔煎洗脸）。.

烹饪⽅法:

输液。每200毫升开⽔放⼊4汤匙药品，在热⽔瓶中3⼩时，然后过

滤。全天分次饮⽤。
汤剂。 将4汤匙原料放在搪瓷盘中，倒⼊300毫升开⽔，盖上盖⼦在
沸⽔中煮半⼩时。然后在室温下冷却10分钟，过滤并挤压。将煮好的
汤在冰箱中放置不超过2天。建议饭后半杯每天喝2-3次，可以与蜂蜜
⼀同服⽤。
茶（⾹⽓，舒缓的茶）。将洋⽢菊花3份，⾹芹籽5份和缬草根2份混
合。将2汤匙的混合物倒⼊2杯开⽔，静置20分钟并过滤。每天饭后
喝2次，早晨和晚上各半杯。服⽤时间为1个⽉。
包装形式: 每1.5 g20 f / p，50 g散装
TU 10.89.19-079-41395157-16
2016年8⽉31⽇CRU号RU.77.99.88.003.Е.003850.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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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有益植物系列®

“Dikoros”是⼀系列产品，其中包括在Kameshkir区Kulyasovo和Mamadysh村附近的Penza地区⽣态清
洁区种植的药⽤植物。

 

 

欧洲桦叶
桦⽊叶具有抗炎，利尿，发汗，镇静，免疫刺激，利胆和⼀般增强
作⽤。
适⽤范围:
■ 有⽔肿;
■ 患有肾脏炎性疾病;
■ ⽤于肝脏和胆道疾病;
■ 以⽀⽓管炎和⽓管炎为祛痰药;
■ 具有贫⾎和维⽣素缺乏症。
烹饪⽅法:

汤剂. 2汤匙桦⽊叶⼦倒⼊1/2升⽔，20分钟。
输液. 或放⼊2汤匙桦⽊叶⼦，倒⼊1/2升开⽔，盖上盖⼦，煮⼀⼩
时。⼀天四次，⼀次1/2杯，饭前服⽤。服⽤时间为2-3周。
包装形式: 35克散装。

荨⿇叶
荨⿇叶具有⽌⾎，利胆，利尿和⼀般滋补作⽤，可增加⾎红蛋
⽩，降低糖和胆固醇，还可以改善头发营养，使您保持并增强其美
感。
适⽤范围:
■ 有⼦宫，痔疮和胃肠道出⾎;

■ 伴贫⾎，增加⾎红蛋⽩;
■ 患有湿疹，⽪炎，溃烂的伤⼝，溃疡，疖⼦（使⽤浸⼊荨⿇叶的浴
液和乳液）;
■ ⽤于关节疾病和神经根炎。
烹饪⽅法:

1汤匙荨⿇叶倒⼊1杯（200毫升）开⽔，15分钟后，过滤。将2-3汤匙
汤汁加到1杯绿茶或红茶中。服⽤时间为1个⽉。
包装形式: 35克散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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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荷叶
适⽤范围:
■ 胃肠道痉挛性疼痛;
■ 神经痛;
■ 患有上呼吸道炎性疾病;
■ 改善⼤脑和⼼脏⾎管的⾎液循环。
烹饪⽅法:

输液. 5克薄荷叶可冲泡⼀杯开⽔。坚持1⼩时，过滤。每天喝5次，每
次1汤匙。
汤剂. 2-3茶匙的薄荷叶倒⼊⼀杯开⽔。在开⽔中的密封容器中加热10-

15分钟，然后让其稍微冷却⾄始终温度。每天早，晚喝⼀次，每次喝
⼀杯。服⽤时间为1个⽉。
包装形式: 35克散装。

 

⾎红⾊⼭楂果
⾎红⾊⼭楂的果实以愈合特性⽽出名。⼭楂树可以降低⾎压，增强⼼
脏和⼤脑⾎管的⾎液循环，还可以增强⽼年⼈的⼼脏功能。
适⽤范围:
■ ⽤于预防和作为⼼⾎管疾病综合治疗的⼀部分：⼼动过速，⼼律不
齐，⼼脏，⼼肌功能不全;

■ 伴植物⾎管性肌张⼒障碍。
烹饪⽅法:

1汤匙红果⼭楂倒⼊1杯（200毫升）沸⽔，静置15分钟，过滤。将2-

3汤匙汤汁加到1杯绿茶或红茶中。服⽤时间为1个⽉。
包装形式: 35克散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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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果
玫瑰果的维⽣素含量明显优于其他植物！从远古时代开始，野玫瑰
就被认为是具有⼀般增强，再⽣和利胆特性的植物。玫瑰果增加了⼈
体对传染病的抵抗⼒，减缓了动脉粥样硬化的发展，并具有滋补作
⽤。
适⽤范围:
■ ⽤于感冒，胃肠道疾病;
■ 伴有肾结⽯病;
■ ⽤于肝脏疾病;
■ ⽤于风湿病，维⽣素缺乏症，神经衰弱，结核，烧伤，⽪炎; 

■ 贫⾎。
烹饪⽅法:

1汤匙玫瑰果倒1杯（200毫升）开⽔，15分钟后，将2-3汤匙汤汁加
到1杯绿茶或红茶中。服⽤时间为1个⽉。
包装形式: 35克散装。

 

欧洲⾚松

它们具有抗炎，祛痰，防腐，抗病毒，抗菌，利尿，利胆，⽌
⾎，⼀般增强作⽤。
推荐⽤于:
■ ⽤于慢性咽喉痛的吸⼊和冲洗，扁桃体炎和其他上呼吸道疾病，急
性呼吸道感染;

■ ⽤于胆囊和肝脏疾病;
■ 有尿⽯症。
烹饪⽅法:

1汤匙松芽倒⼊1杯（200毫升）开⽔，放置15分钟，过滤。将2-3汤匙
汤汁加到1杯绿茶或红茶中。服⽤时间为2周。
包装形式: 35克散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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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
⽜⾄具有镇定，利胆，⽌痛，解痉，祛痰，驱⾍，利尿，抗过敏和
伤⼝愈合的作⽤。
适⽤范围:
■ 与胃酸度低引起的胃炎;

■ 有肠发炎和肠胃⽓胀;
■ ⽤于祛痰和流汗的⽀⽓管炎和感冒;
■ ⽤于失眠，精神激动和更年期失调

烹饪⽅法:

1汤匙⽜⾄药草倒⼊1杯（200毫升）开⽔，放置15分钟，过滤。将2-

3汤匙汤汁加到1杯绿茶或红茶中。服⽤时间为2周。
包装形式: 35克散装。

 
 

 

 

伊万茶草（窄叶杂草）

伊万茶可增强免疫⼒，可⽤于预防和综合治疗前列腺炎和前列腺腺
瘤，使消化系统和内分泌系统正常化，增加⾎红蛋⽩，促进伤⼝愈
合，具有⽌⾎，解热，利尿，发汗，镇静，降压作⽤，清除毒素和
毒素。
适⽤范围:
■ 使新陈代谢正常化;
■ ⽤于头痛，胃炎，腹泻，痢疾，结肠炎，胃溃疡;

■ 违反⼼律（⼼跳过速）;
■ 在泌尿⽣殖系统的急慢性疾病中（膀胱炎，尿路炎症）;
■ ⽤于前列腺疾病，前列腺腺瘤;
■ ⽤于冲洗咽喉疾病和感冒
烹饪⽅法:

1汤匙柳草茶倒⼊1杯（200毫升）开⽔，放置15分钟，过滤。将2-3汤

匙汤汁加到1杯绿茶或红茶中。服⽤时间为1个⽉。
包装形式: 35克散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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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草花
蜡菊砂具有促进形成胆汁，抗菌，防腐，消炎，镇痉作⽤，可增强
免疫⼒。
推荐⽤于:
■ ⽤于胃肠道的炎性疾病（胃炎，结肠炎，胰腺炎）;

■ ⽤于炎性妇科疾病（⽤于冲洗）;

■ 具有肝脏和胆囊炎性疾病。
制备⽅法:

1汤匙花粉，倒⼊1杯（200毫升）开⽔，放置15分钟，过滤。将2-3汤

匙汤汁加到1杯绿茶或红茶中。服⽤时间为1个⽉。
包装形式: 35克散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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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三叶草
红三叶草具有许多有⽤的特性，因此，它在世界各地被⼴泛⽤于医
疗⽬的。它包含B族维⽣素，抗坏⾎酸，视⻩醇，⽣育酚（维⽣
素E）的完整复合物。在叶⼦和花朵中，有精油可以缓解疼痛和炎
症。三叶草的类⻩酮和糖苷对⾎管和⼼肌功能具有积极作⽤。已知这

种植物的特性有助于清洁体内的有害物质，毒素和毒素。此外，三叶
草还含有单宁酸，⽔杨酸，单宁酸，⽣物碱，氨基酸，纤维和少量
树脂。由于存在天然的植物雌激素，服⽤红三叶草可以消除更年期的
不适，从⽽帮助⼥性在更年期感觉更好。
适⽤范围:
■ ⽤于预防动脉粥样硬化;
■ ⽤于更年期疾病;
■ 患有⽀⽓管炎;
■ 感冒;
■ 维⽣素缺乏症;
■ 头痛，偏头痛;
■ ⽤于关节痛。
烹饪⽅法:
2⼤汤匙三叶草红花倒⼊⼀杯开⽔（200毫升）。盖上盖
⼦，煮1.5–2⼩时。饭前每天2-3次，每次2汤匙。 服⽤时间为20天。
包装形式: 35克散装

 

 

柠檬⾹脂药草
梅利莎（Melissa）富含维⽣素C，并且包含许多常量和微量元
素：镁，锌，钾，钼，硒，锰，铜。它的叶⼦富含精油和有机酸。这
种植物对⾝体具有全⾯的治愈作⽤：⾸先，它可以舒缓，使睡眠正
常化，减少神经症的发⽣并减轻抑郁症的征兆，还可以抑制炎症的
发展，有助于消除癫痫发作和过敏性⽪肤刺激（⽪疹，湿
疹，bo疮），使荷尔蒙正常化。⼥性⾝体平衡（伴PMS，更年期，怀

孕，产后）。
适⽤范围:
■ 失眠;
■ 有神经症;
■ 患有⾼⾎压（轻度）;
■ 轻度快速性⼼律失常和冠⼼病;
■ 患有呼吸系统炎性疾病;
■ ⽤于胃肠道疾病（运动障碍，发酵病，肠胃⽓胀）;
■ 菌群失调;
■ ⽤于更年期疾病;
■ 伴有营养性溃疡和湿疹（外部）。
烹饪⽅法:
1汤匙柠檬⾹脂草药（2-3克）倒⼊⼀杯开⽔（200毫升）。盖上盖⼦
并在沸⽔浴中加热15分钟。冷却40分钟，过滤，挤压。进⾷后⼀⼩
时，每天的温热形式服⽤2-3次，每次1/2杯。服⽤时间为3-4周。
包装形式: 35克散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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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菊草
艾菊药草具有收敛，利胆，解痉作⽤抗炎，杀菌，利尿和驱⾍作
⽤。其中⼀部分的美国丹参素增加它增加了胃肠道的分泌，还增强了
肠蠕动。由于艾菊中含有⼤量⾹精油，因此具有抗菌和驱⾍作⽤。
适⽤范围:
■ 患有蠕⾍病（蛔⾍科，蛲⾍）;
■ 患有贾第鞭⽑⾍病;

■ 伴有胆⽯症;
■ 肠胃⽓胀;
■ 与⼩肠结肠炎。
烹饪⽅法:

5克艾菊花卉和植物倒⼊⼀杯开⽔（200毫升），⼀天3次，每次1汤

勺。服⽤时间为3周。
包装形式: 35克散装。

 

 

 

花荵根
根茎和发绀的根部含有三萜皂苷，精油和脂肪油，树脂，有机
酸，脂质，淀粉，也是镁，铜和锰的来源。蓝绿⾊的镇定效果⽐缬草
⾼10倍。因此，⼀直以来，它被⽤于增加神经兴奋性，癫痫病，睡眠
障碍，严重恐惧。

适⽤范围:
■ 伴有失眠和神经衰弱;
■ 患有癫痫病;
■ 作为消毒剂和⽌⾎剂;

■ 伴有⼼律不齐，⼼绞痛，⼼硬化症，可预防中风和⼼脏病发作，增
加⾎液凝固。
烹饪⽅法:
1茶匙的根在室温下倒⼊⼀杯⽔，并在沸⽔中加热30分钟，然后将汤

冷却10分钟，过滤并加⽔⾄原始体积。汤汁可在冰箱中保存3-4天。饭
后每天服⽤不超过5次。服⽤时间为2-3周。
包装形式: 35克散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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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锥菊
紫锥菊具有抗菌，抗真菌，抗病毒的特性。紫锥菊的使⽤有助于提⾼
免疫⼒并应对炎症。该植物含有精油，维⽣素，多糖以及类⻩
酮，酶，菊粉，磷酸盐，纤维，皂苷，植物甾醇。紫锥菊中所含的酚
酸和多烯会杀死不同类型的真菌。
通过疗程疗法，它可以增强免疫⼒并增强⼈体对不利因素的抵抗
⼒。此外，紫锥菊可以有效对抗精神障碍，抑郁症和劳累过度。常⽤
于感冒。
适⽤范围:
■ ⽤于感冒和病毒感染;
■ 增强免疫⼒;
■ 头痛;
■ 处于抑郁，抑郁状态;
■ ⽤于肝脏疾病;
■ 男性前列腺炎和泌尿系统疾病（膀胱炎，前列腺腺瘤）;
■ ⽤于肾脏的传染性和炎性疾病;
■ 患有肠道疾病，胃部发炎。
烹饪⽅法:
2茶匙紫锥菊药草煮沸⽔（600毫升）。40分钟后，过筛。每天
喝3次。1次1杯。服⽤时间为10天。
包装形式: 35克散装。

 

龙芽草
该药⽤植物的成分包括⾹精油，单宁，类⻩酮，酸，糖和矿物质等
成分。由于其成分，纸浆具有抗炎，利尿，发汗，胆汁，镇静，抗组

胺，收敛，祛痰和镇痉作⽤。另外，果⾁能够⽌⾎并净化⾎液。使⽤
它降低⾎压，增强免疫⼒。龙芽草对整个⾝体具有修复和滋补作⽤。
适⽤范围:
■ ⽤于肝脏疾病：肝硬化，结⽯;
■ ⽤于胃的各种疾病;
■ 肠道内有痔疮和息⾁;
■ 喉咙痛，沙眼，出⾎和愈合不良伤⼝。
烹饪⽅法:
输液.将1汤匙草倒2杯开⽔，放置2-3个⼩时，过滤，每天饭前
喝4次，每次半杯。
汤剂. 将 2汤匙草药倒⼊2杯开⽔，⼩⽕煮5-8分钟，冷却并过滤。每
天饭前服⽤4次。服⽤时间为2周。
包装形式: 35克散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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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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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 

健康长寿

Osteomed / Osteomed Forte / Osteo-Vit

Licorice P  / Nettle P  Dihydroquercetin Plus / Apitonus P

Dandelion P

 ■ Dihydroquercetin
Plus

■ Apitonus P
在服⽤ «Dihydroquercetin Plus» / «Apitonus P» 时

可按照下列⽅案：⼀⽇3次，⼀次1⽚

■ Licorice P
■ Nettle P

如果出现贫⾎和⾎液微循环障碍，则在15分钟内使
⽤“Licorice P” /“Nettle P”。饭前⼀天3次⼀次1⽚。

■Dandelion P
在服⽤ «Osteomed» / « Osteomed Forte» /
«Osteo-Vit» «Dandelion P» 时可按照下列⽅案: 上
午、中午、晚上各两⽚。

■ Osteomed
■ Osteomed Forte 
■ Osteo-Vit

30分钟内 每天按以下⽅案进⾷3次，上午1⽚+中
午2⽚+晚上3⽚ ， 或“ Osteomed Forte” 上午2⽚+晚
上3⽚。 或“ Osteo-Vit”上午晚上各⼀⽚

第⼀个疗程为6个⽉，每个⽉服⽤后休息2-5天（⾄完全吸收）。

最好的服⽤⽅法是置于⾆头下⽅

计
划

⽣物添加剂不是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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ЛЕКАРСТВЕННЫМ СРЕДСТВОМ

计划

男性健康秘诀

伊万茶P        Apitonus P Eromax

Leveton P / Elton P  Memo-Vit + Cardioton

■ 伊万茶P  ⼀天3次，每次2⽚，饭前15-30分服⽤

■ Leveton P 
■ Elton P

为了增加精⼒和体⼒，提⾼睾丸酮每天上午吃饭时服
⽤Leveton P，Elton P，⼀⽇2次，每次1⽚。

■ Memo-Vit
■ Cardioton

为改善⾎液微循环，可服⽤Memo-Vit，Cardioton，饭

后服⽤，⼀天3次，每次⼀⽚，可⼀起服⽤。

■ Apitonus P  ⼀天3次，每次2⽚，上午吃饭时服⽤。

■ Eromax

在服⽤时依照以下指导：前3天：午饭时吃1⽚或下午
吃饭时服⽤1⽚，3天后：如果有效果，⼼脏状况正
常，继续按照此指导服⽤。如果没有明显的效果，之后
的3天每天吃下午饭时服⽤3⽚，之后也按照这⼀指导

服⽤。⼀个疗程——1个⽉。必须要观察⼼脏的状况，并
做⼼脏检查！

计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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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  

肿瘤控制计划

蒲公英P  Osteo-Vit  ⼆氢槲⽪素加

■ 蒲公英P 由于凝集素的含量,它可以防⽌癌症的发展。 根据说

明使⽤。

■ Osteo-Vit
抑制癌症的⽣长，因为它含有维⽣素d和雄蜂匀浆。 

根据说明使⽤。

 ■ ⼆氢槲⽪素加 它具有明显预防⽼年和肿瘤疾病的能⼒。 根据说明
使⽤。

收获益⺟草萨马拉。

计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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ЛЕКАРСТВЕННЫМ СРЕДСТВОМ

Memo-Vit +Cardioton

缬草P  益⺟草P Nervo-Vit Evening

⼆氢槲⽪素加 / Apitonus P

■ Memo-Vit
■Cardioton

Memo-Vit + Cardioton可改善⾎液微循环并减少缺
氧。 吃饭时服⽤，每天3次，每次1⽚，可以⼀起服
⽤。

 ■ ⼆氢槲⽪素加
■ Apitonus P 在服⽤⼆氢槲⽪素加，Apitonus P时遵照以下指

⽰：1天3次，1次⼀⽚

■ 缬草P
■ 益⺟草P
■ Nervo-Vit
■ Evening

在睡眠不好或是要减轻压⼒时服⽤缬草，益⺟
草P，Nervo-Vit， Evening，睡觉前15分时服⽤。

计划

⼼⾎管健康项⽬
计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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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

改善消化计划

Mezi-Vit Plus ⾦盏花P ⼟⽊⾹P

■ Mezi-Vit Plus  吃饭时服⽤，⼀天3次，⼀次2-3⽚。

■ ⾦盏花P 
建议在胃灼热时服⽤，最好在吃饭时服⽤，⼀⽇3-

4次，每次2⽚。

■ ⼟⽊⾹P  ⼀⽇3次，每次2⽚，饭前15分钟服⽤。

⼿⼯⾦盏花Kalta。

计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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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teo-Vit Elton P 紫锥菊P

■ Osteo-Vit

每天2次，每次1⽚（早上和晚上）服⽤，最好的服
⽤⽅法是置于⾆头下⽅。⼀个疗程——不少于1个
⽉。如有必要重复该疗程，必须有5-10天暂停使⽤。

■ Elton P   上午吃饭时服⽤，⼀天2次，⼀次1⽚。

■ 紫锥菊P
吃饭时服⽤，⼀天3次，⼀次2-3⽚，⽤⾜够的⽔服
⽤，服⽤时长2-3周。

计划

整年有强⼤的免疫

“Parapharm”公司的紫锥菊

计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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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 

⽇常能量提

Eromax Leveton P / Elton P   五加属P

■ Eromax
上午吃饭时服⽤，⼀天2次，⼀次3⽚。服⽤时间2-

3周，有需要的话可2重复该疗程。

■ Leveton P
■ Elton P

上午吃饭时服⽤，⼀天2次，⼀次1⽚，⼀个疗

程：3-4周。

■ 五加属P 吃饭时服⽤，⼀天2次，⼀次1-2⽚，服⽤时间2-3周

奔萨地区Kulyasovo和Mamadysh村附近的1,500公顷Parapharm⼟地

计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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缬草P   Nervo-Vit

■ 缬草P
.吃饭时服⽤，⼀天3次，⼀次2-3⽚。⼀个疗程-
14天，如果没有效果，就去服⽤Nervo-Vit

■ Nervo-Vit
吃饭时服⽤，⼀天3次，⼀次2-3⽚，⼀个疗

程：14天，建议在压⼒很⼤时服⽤。

计划

强壮的神经，健康的睡眠计划
计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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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

⾎液净化和胆固醇控制计划

⾦盏花P  蒲公英P  Apitonus P

■ ⾦盏花P    吃饭时服⽤，⼀天3-4次，每次2⽚，含服。

■ 蒲公英P
吃饭时服⽤，⼀天3次，⼀次2⽚，⼀个疗程1个⽉后
暂停2周。预防疗程；2包，治疗疗程-4周。

■ Apitonus P  吃饭时服⽤⼀天3次，每次1⽚

Parapharm公司种植⾼含油量和omega-3含量的亚⿇VNIIMK 620和omega-6脂肪酸

计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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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员备战计划

强项. 耐⼒. 速度.

Leveton P Elton P

■ Leveton P
⼀

天3次，⼀
次1⽚

⼀
天3次，
⼀次1⽚

⼀
天2次，
⼀次2⽚

⼀
天3次，
⼀次2⽚

1
周

3
周

2
周

4
周

■ Elton P
⼀

天3次，
⼀次1⽚

⼀
天3次，
⼀次2⽚

⼀
天2次，
⼀次2⽚

⼀
天3次，
⼀次1⽚.

计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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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长时间使⽤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由于Parapharm制剂主要由天然来源的原料（包括药⽤植物材
料）组成，因此使⽤多种产品的效果不是⽴即显现出来的，⽽是通过持续2周到12个⽉的疗程服⽤的结果。
⽤法和剂量本质上是建议性的！尽管我们的产品是安全的，并且在使⽤时将不良副反应的风险降到最
低，但有必要考虑到个体耐受性或与现有治疗⽅案不兼容的可能性。使⽤前，建议咨询医⽣。
建议的药物和治疗⽅案不会根据治疗标准⽽否认医⽣的处⽅，但是可以⽤作辅助治疗。我们的产品主要推
荐⽤于预防和帮助预防各种疾病，这要归功于产品中所含的有益天然物质。另外，它们可以增强⽤药物进

⾏处⽅标准治疗的效果，减少因使⽤药物⽽引起的不良副作⽤。如果疾病的进程和采⽤标准疗法的治愈效
果使放弃合成药物成为可能，但不应⽴即取消使⽤合成药物。有必要逐步减少药物剂量，在医⽣的监督下
保持我们⾃⼰的健康，并⽤我们的产品替代它。

⽣物添加剂不是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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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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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TON® XXL 

增加睾丸激素的世界发现！

ELTON XXL®
为了获得最⼤的耐⼒和精⼒！

ECDYSTERONЕ P 
增加整体活⼒并锻炼肌⾁

EROMAX®
增加性欲和对性关系的总体满意度。

为了他和她！

ECDISTON®
为了获得最⼤的性能提升

天然产品“健⾝与⽣活”

适⽤于运动员，以及有健康⽣活⽅式的⼈群

Fitness＆Life产品线由23种药物组成，旨在解决各种运动问题，预防疾病以及从体⼒消耗和压⼒中快速
全⾯恢复。

"健⾝与⽣活"系列的准备⼯作包括以下⼏个部分：
■ 使⽤整个药⽤植物;
■ 包含有机成分;
■ 应⽤冷冻研磨技术来保留植物的所有有益特性; 
■ 由于采⽤了特殊的⽣产技术，因此可以延长效⽤。

CRIO处理

⽣物添加剂不是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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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ZI-VIT®+
改善消化并刺激⼈体新陈代谢

GOLD HEALER® 
促进肝脏的愈合和清洁，刺激肝细

胞的恢复

BCAATON
促进肌⾁⽣长

AZVERTON® 
锻炼前的充电

AZVERTON® 
AEROBIC

⽤于增加有氧负荷的能量。

HONDRO-VIT® 
韧带和软⾻恢复。

APITONUS®
精神和⾝体压⼒增加时，可使⽤的
天然维⽣素和抗氧化剂的复合物。

OSTEOMED®
加强⾻骼组织并加速⾻折愈合

KARDIOTON® 
在⼼脏负荷增加的情况下保护和

增强⼼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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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添加剂不是药物

TIREO-VIT®
对于改善精神和⾝体过度劳累时甲状

腺健康。

IRON HERB®
弥补铁缺乏症

NERVO-VIT®
预防和缓解⾝⼼压⼒增加时的压⼒

ANTI DEPRESSION
天然抗抑郁药

STRONG IMMUNITY® 
提⾼免疫⼒并预防流感和SARS

MEMO-VIT®
在运动期间提⾼记忆⼒并

加快反应速度

KILO LIGHT®. 早上 
促进安全减肥，早餐期间以最少的

卡路⾥提供最⼤的能量。

KILO LIGHT®. ⽇ 
促进安全减肥。它提供能量并有

助于减少⾷欲。

KILO LIGHT®. 傍晚 
促进安全减肥，促进睡眠中脂肪的

进⼀步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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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BA有机复合物®

有机复合物

有机复合物

有机复合物

有机复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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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活性⾷品补充剂HDBA有机复合物®

 

 

为了维持活动和活⼒⽔平，⼈体需要均衡的维⽣素，矿物质和氨基酸复合物。所有这些都包含
在HDBA有机复合物中-⼀种可以作为独⽴产品或与其他⾷品⼀起使⽤的天然补品。它由菊苣，咖啡，可
可，果汁，⽜奶制成的补品。
重要提⽰: HDBA有机复合物能够在不改变其⼝味的情况下使任何产品富含有⽤的补品。

HDBA有机复合物-使⽤专利技术由有机成分制成的天然维⽣素和矿物质复合物（专利RU 2493733）。
它对⼈体有有益的作⽤:
■ 调节中枢神经系统的活动，增加⾝体耐⼒和⼼理表现;
■ 对内分泌系统，代谢过程有积极影响;
■ 改善⾝体的⾝⼼状态;
■ 提⾼记忆⼒，视野;
■ 增进⾷欲;
■ 使⼼⾎管系统正常化;
■ 刺激免疫系统，从⽽增强⼈体对传染病的抵抗⼒;

■ 降低“坏”胆固醇的⽔平，对肝脏具有治愈作⽤;
■ 显着增加睾丸激素⽔平。

有机复合物HDBA
促进有机体的健康！
具有⽣物活性的添加剂HDBA有机复合物是在雄峰匀浆的基础上⽣产的，该匀浆就⼈体饮⾷中必需氨基
酸的不⾜和含量⽽⾔，已接近理想蛋⽩质。
雄峰匀浆在世界许多⺠族的传统⽂化中被认为是有益健康的重要⾷品。
匀浆包含29个氨基酸（总氨基酸含量为37.5⾄40.6％，其中必不可少的40％），16种⼀元羧酸，4种多
不饱和脂肪酸。

HDBA有机复合物

有机复合物

⽣物添加剂不是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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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添加剂不是药物

HDBA有机物质中微量元素的含量

元素  化学符号  
含量

毫克/ 100克⼲物质

        磷   (Phosphorus) P 199

钠  (Natrium) Na 38

钙  (Calcium) Ca 14

锌  (Zincum) Zn 5,5

锰  (Manganum) Mn 4,4

铁  (Ferrum) Fe 3,2

镁  (Magnesium) Mg 2

铜 (Cuprum) Cu 2

钾  (Kalium) K 0,5

HDBA天然激素有机复合物

               激素名称                  nmol/100 g膳⾷补充剂中的含量

睾丸酮     0,292–0,322

⻩体酮     42,63–60,01

泌乳素     344,6–475,4

雌素⼆醇     431,2– 847,0

HDBA有机维⽣素含量

名称 系统名称 膳⾷补充剂中的含量

维⽣素原  А β-胡萝⼘素 0,43 МЕ/г 

维他命  В2                        核⻩素，乳⻩素           0,74 мг% 

维他命  D          胆钙化固醇 (D3)       0,95 МЕ

维他命  В4 
胆碱，

2-羟⼄基三甲基铵阳离⼦  
442,8 мг%

维他命  A
视⻩醇，醋氟丁醇，脱氢
视⻩醇，瑞斯汀，视⻩酸 0,54 МЕ/г

维他命  B3                     
烟酸，维⽣素PP，烟酸

             
15,8 мг%

叶⻩素⾊素   叶⻩素，⽟⽶⻩质，虾⻘素      0,297 мг%

它还包含铬（Cr），钴（Co），镍（Ni），银（Ag）和其他微量元素。

该信息在俄罗斯联邦养蜂研究FBGNU研究所的研究基础上编制的。 该产品已获得营养研究
所RAS的批准。 有相关声明。



 

 

膳⾷补充剂HDBA有机复合物：

■ ⽆毒，防过敏，符合⼈体⽣物学;
■ 具有低脂肪含量和⾼卡路⾥含量的有价值的蛋⽩质产品（就蛋⽩质⽽⾔，它相当于⾁）;
■ 它⾮常适合和以下⾷品⼀起服⽤-⽜奶，咖啡，⽔果和蔬菜泥，⾕物，⾕物和其他产品;
■ ⽤于调味料和调味料的制备（在⽇本，中国和许多其他国家）。

成⼈⾷品的建议平均每⽇摄⼊量为25毫克，⼉童为10毫克。

成⼈的治疗摄⼊量为50毫克，⼉童为25毫克。

禁忌：个体对⼀些成分不耐受。

RU 2493733号专利。
它不是药物。

⽣物添加剂不是药物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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