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泰健康营养包
(SKU 54601)
产品信息表

产品基本信息
产品描述：美泰健康营养包 (OSP) 现已加入 Catalyst ™复合维生素，无忧营养品套组全新健康升级！美泰
健康营养包充分考虑到您的营养需求和服用时间，预先分装搭配以下三款核心营养品。美泰健康营养包
为您提供每日所需的营养素，让您保持最佳健康状态、延年益寿。*美泰健康营养包全新加入 Catalyst 复
合维生素，提供 19 种必需营养素，100% 超额满足每日建议摄取量。美泰健康营养包可为骨骼、前列腺、
结肠、乳腺、肾上腺和内分泌腺提供健康支持，满足居家旅行等多种场景需求！*
Catalyst 复合维生素兼具天然营养素与科学营养成分，含有 30 种维生素、矿物质和营养素，不仅易于人
体吸收，还能实现最佳营养增益效果。美泰进一步添加的草本成分南非醉茄功效强大，有助于调节情绪，
改善睡眠，提高精力水平。*
Catalyst 复合维生素含有 19 种必需营养素，100% 超额满足每日建议摄取量。
• 提供每日所需维生素 D 和碘的全部摄取量。
• 提供超过 100% 每日摄取量的维生素 A、维生素 C、维生素 E、硫胺素、核黄素、烟酸、维生素
B6、叶酸、维生素 B12、生物素、泛酸、碘、镁、锌、硒、铜、钼和铬。
与其他复合维生素不同，Catalyst 复合维生素含有的 Sensoril® 南非醉茄得到了科学研究验证支持。我们
为什么选择 Sensoril 南非醉茄？
• 这类南非醉茄属于专利品种，得到 11 项科学研究支持。
• 这种草本是一种以修复功效著称的调理素（帮助人体应对压力、调理人体功能正常运行的天然
物质）。*
• 促进身心平衡。*
• 阿育吠陀疗法中功效最强大的一类草本植物。*
• 有助于支持身体对抗压力和疲劳，改善精力不足和注意力不集中等问题。*
美泰草本氨基酸片是肾上腺基础功能的坚实后盾，能够帮助您的身体从“肾上腺疲劳”等窘境中实现自然
恢复。*如果您在一夜酣睡之后仍感到疲劳倦怠，或心情抑郁、精力不济，同时极度渴望咸食，那您可
能需要为肾上腺提供额外支持。*
美泰醣质抗氧化胶囊含有天然来源的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能够保持细胞健康，增强免疫力，帮助身体
对抗氧化应激，助您保持美好生活状态。*维生素 C 和 E 中的抗氧化剂能够增强人体的抗氧化能力，有
助于保护机体免受自由基影响。*

优势：
Catalyst 复合维生素 (2 粒)：
• 含有 19 种必需营养素，100% 超额满足每日建议摄取量。
• 帮助维持免疫系统健康功能。*
• 帮助保持心血管健康。*
• 提供抗氧化剂（维生素 A、C 和 E）支持。*
• 促进减脂。*
• 保持健康的能量水平。*
• 改善情绪。*
• 促进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健康。*
• 帮助保持健康的血压和血糖水平*
• 帮助保持肌肤、视力、牙龈和关节健康。*
美泰草本氨基酸片 (2 片)：
• 帮助保持乳腺、前列腺、骨骼和结肠的健康。*
• 帮助保持免疫系统、神经系统和心血管系统的健康。*
• 为保持内分泌系统健康而配制。*
美泰醣质抗氧化胶囊 (1 粒)：
• 含有富含抗氧化剂的营养素，可帮助身体对抗氧化应激。*
• 通过含有水溶和脂溶抗氧化剂，可保护细胞，将功效发挥到极致。*
• 为免疫系统提供更多支持。*
• 有效抵御自由基侵害。*
• 富含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 提供营养支持，促进全面健康。*
产品特点：
• 不含麸质
• 不含乳制品、防腐剂和人工色素
• 天然来源成分
• 适合素食者
• 获得 Kosher 认证
为何要优先选择美泰健康营养包，而非瓶装单品？
1. 美泰健康营养包的小袋分装令暴露在环境污染物下的可能性更少。
2. 小袋分装能够有效避免众多胶囊掉落、踪迹难寻的问题。
3. 一些人在开瓶时会遇到不便，而分装小袋无须费力便可轻松打开。
4. 美泰经销商近期开展的一项调查表明：
a. 85% 的人认可美泰健康营养包优选套组提供的营养物质和服用方法。
b. 91% 的人认同美泰健康营养包的出行分装对于他们意义重大。

这款产品有何特别之处？
携带方便：
选择美泰健康营养包，省去保存多瓶营养品的烦恼，不必再担心包内胶囊丢失的问题。美泰健康营养包
分装小袋简单方便，可轻易收入钱包、行李箱和口袋之中，一次收纳 10 袋也不成问题。
有了美泰健康营养包，不用再阅读标签，牢记每种营养品的摄入量；也不需要再在药盒中费心搭配各类
营养品，因为美泰健康营养包早已为您搭配完毕。
这款产品适合哪些人群？
• 主要群体：45 岁以上的成年人。希望通过补充天然、高效复合维生素获取最大增益效果、促进
人体吸收的群体。*
• 次要群体：日常生活忙碌、经常出差、不在家用餐，希望以便捷实用的方式保持健康的群体。
同样适合为日常营养品烦恼、记不住何时应服用何种营养品的群体，因为美泰健康营养包充分
考虑了每日营养素需求。
这款产品有何独特之处？
• 美泰健康营养包采用便捷分装，巧妙搭配三款美泰优质的基本营养品。
• 这种优选搭配套装为您提供强大的基础健康支持，帮助对抗环境毒素，增益健康，促进人体系
统健康运行，并含有 19 种必需营养素，100% 超额满足每日建议摄取量。*
常见问题解答：
1. Catalyst 复合维生素在哪些方面优于美泰矿物质复合维生素片？
Catalyst 复合维生素全新配方比以往更加有效，能够为您带来美泰矿物质复合维生素无法提供的更多益
处。*这些益处包括促进减脂‡，帮助身体应对压力，保持血压水平和肝功能健康。*Catalyst 复合维生素
还包含如肌醇、胆碱、CoQ10 和硫辛酸 (ALA) 等美泰矿物质复合维生素无法提供的营养素。
2. 南非醉茄 (SENSORIL) 是什么？为何在 Catalyst 复合维生素中添加这种成分？
南非醉茄 (SENSORIL) 是一种已经获得专利的南非醉茄品种，经过 11 项科学研究验证，专为增强调理素
的健康益处而培育。美泰在 Catalyst 复合维生素配方中添加南非醉茄，可促进身心平衡。*南非醉茄是阿
育吠陀草药疗法中一类功能强大的草本植物，自古就被广泛应用，是一种以修复功效著称的调理素（帮
助人体应对压力、调理人体功能正常运行的天然物质）使用南非醉茄可以帮助缓解压力和疲劳，提高活
力，改善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由于南非醉茄具有恢复精力的特性，又常常被称为“印度人参”。
3. Catalyst 复合维生素的成分除了植物来源外，为什么还有其他天然来源？
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我们发现许多植物成分中的矿物质含量太低了。我们必须从其他元素中获取矿物
质。试想一下，如果仅使用植物原料，要达到与 Catalyst 复合维生素片相同的营养水平，每瓶复合维生
素至少要 150 美元，并且每天必须服用 20 片！
4. 矿物质到底是什么？

矿物质是像维生素一样的天然元素，被认为是必需的营养素。它们在人体中相互配合，发挥着
数百种重要作用，从而维持必要的健康功能。*矿物质是人体必需的一类物质，但由于人体自
身无法生成，必须从外界摄取才能维持身体正常健康运转。*

5. 天然矿物螯合物是什么？

今天，我们可通过先进的科学技术将天然矿物质与天然氨基酸相结合。这种结合过程称为螯合，
即将矿物质与有机化合物结合在一起，以提高营养物质的稳定性和生物活性。螯合可使矿物质
经由肠壁有效运输，从而在全身得到利用。*
6. 天然矿物螯合物为什么大有裨益？

螯合物一词源于希腊语“claw”，意指有机化合物与无机化合物结合提高人体对营养物质吸收的一
种方式。*人体对天然无机形态的许多矿物质的吸收率极低。消化过程中会发生天然的螯合作用，
但这种螯合作用效率低下并会因人而异。不过，螯合矿物质与消化过程相互作用，极大提高了人
体对营养物质的吸收和利用。*这也意味着人体会适当吸收更多所需的营养物质。*
7. Catalyst 复合维生素中的矿物质是否来自植物？

Catalyst 复合维生素采用了专门的螯合矿物质（见上文）配方，因为矿物质经过螯合更易于人体吸
收。* Catalyst 复合维生素中的基本矿物质为天然形态，并且服用同等一份时，天然矿物质提供
的营养水平远高于植物性矿物质。*
8. 美泰为何要在 Catalyst 复合维生素中添加 Albion® 螯合矿物质？
Albion 是全球螯合矿物氨基酸营养素领域卓越的创新者，在矿物营养元素领域拥有 100 多项专利。自
1956 年起，Albion 就一直致力于研究具有生物活性的矿物营养素，旨在运用科学研究不断认识其功能，
证明其功效。
Albion 螯合矿物质具有如下特点：
•
•
•
•
•
•
•
•
•

低过敏原
适合一般素食者
功能性营养品
甘氨酸与矿物质摩尔配比极佳
不含疯牛症（BSE ）
具有药学上的纯度
经过化学验证（红外光谱指纹印）
经过科学研究
CAS 注册分子式认证

9. 什么是醣质营养素？
简单地说，醣质营养素是从植物和芦荟中专门提取的特殊成分，可为细胞提供特定营养。人体有数万亿
个细胞，它们之间相互通讯，但是环境毒素、老化和不良饮食习惯会影响细胞之间的通讯。这会影响人
体的全面健康，因此作为醣质营养素开创者和创新者的美泰公司，始终致力于研发这项不凡技术，助您
的身体焕发无限光彩。*
10. 抗氧化剂为什么重要？
富含抗氧化剂的营养素可以帮助细胞对抗毒素、环境压力、不良饮食和氧化压力的有害影响。抗氧化剂
还可清除自由基。*

11. 什么是自由基？
自由基是可能影响人体细胞健康的活性分子。污染等毒素、压力甚至不良饮食都会导致自由基的产生，
从而加快老化过程。不过，抗氧化剂可提供电子帮助分子保持稳定，从而减少自由基的产生。*
12. 男性和女性是否都能使用 PLUS 草本氨基酸补充锭？
是的，男性和女性都可以使用 PLUS 草本氨基酸补充锭。我们的 PLUS 草本氨基酸补充锭含有益于健康的
氨基酸，女性和男性的内分泌系统均可利用。
13. 什么是内分泌系统，它为什么重要？
内分泌系统是保持人体荷尔蒙平衡的系统。功能良好的内分泌系统不仅有助于身体从生理和情绪压力中
实现自然恢复，还能与免疫系统协调配合。*
14. 儿童是否可以服用美泰健康营养包？
美泰健康营养包仅适用于成人；除非在具备资质的保健顾问指导下使用。
服用方法：
每日 2 次，每次 1 袋，配合 8 盎司（240 毫升）水或果汁随餐服用。
经销商价格 $139.99，130 PV，每日用量花费 $4.67

†醣质营养素是来自大自然的有益糖化物。
‡建议配合低热量饮食并定期锻炼。

*此说明尚未经过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评估。
本产品不可用于诊断、治疗、治愈或预防任何疾病。
©2020 Mannatech, Incorporated。保留所有权利。仅供在美国境内分发。Ambrotose AO、Catalyst、PhytoMatrix、
PLUS、Mannatech 和独特 M 设计是 Mannatech, Incorporated 的商标。 此为中文翻译， 如有歧义，一切以英文版本
为准。
SENSORIL® 南非醉茄提取物受美国第 7,318,938 号专利保护，属于 Natreon, Inc. 的注册商标。
Albion® 是 Albion Laboratories, Inc 的注册商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