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AmbroGuard ™ 阿拉伯半乳聚糖（来自落叶松木）— 研究表
明，美泰醣质营养素粉中的松木多糖可促进结肠中植物乳杆
菌这种有益菌的繁殖。*

3. 盐酸葡萄糖胺 — 一种植物来源氨基糖，身体通过将这种成分
与 Ambrotose LIFE 新生代醣质营养素中所含的其他关键糖类
相结合，促进细胞之间的沟通，增强免疫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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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泰醣质芦荟萃取粉（来自哥斯达黎加生长的芦荟）— 美泰
醣质芦荟萃取粉富含甘露糖多糖（也称为乙醯甘露聚醣），
它是一种关键的醣质营养素，芦荟胶的很多功效都要归功于
这种成分。*Ambrotose LIFE 新生代醣质营养素中美泰醣质芦
荟萃取粉的含量是上一代产品美泰加强型醣质营养素的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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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泰 AMBROTOSE LIFE 新生代 醣
质营养素中包含哪些成分？

4. 黄芪胶（来自有花植物胶黄芪的干树液）— 通过提供醣质营
养素，增强免疫系统功能，促进细胞之间的沟通。*

美泰

5. 印度树胶（来自榆木阔叶酢树的树液）— 通过提供醣质营养
素，增强免疫系统功能，促进细胞之间的沟通。*
6. 米糠纤维 — 营养、多聚糖和纤维素的来源。

7. 裙带菜（一种来自塔斯马尼亚岛的可食用海藻）— 含褐藻糖
胶，人类主体的对照研究表明其具有免疫调节作用。*
8. 含海藻酸钠的改良柑橘果胶 — 市场上科学研究最为广泛的
MCP。 极佳的果胶和海藻酸钠（来自海藻）来源。

如果您想变得更健康，请立即与我联系：

美泰 Ambrotose LIFE 新生代醣质营养素为不含麸的非转基因低升糖指数产品，
并获得了 Kosher 认证，适合一般素食者和严格素食者。

*此说明尚未经过食品药物管理局评估。本产品不可用于诊断、治疗、治愈或预防任何疾病。

© 2018 Mannatech, Incorporated。保留所有权利。仅供在美国
境内分发。Ambrotose、Advanced Ambrotose、Ambrotose
LIFE、AmbroGuard、Manapol、M5M Foundation、Mannatech
和独特 M 设计是 Mannatech, Incorporated 的商标。21016.0618

为促进健康选择最有效的营养补充剂

2. AmbroGuard ™ 阿拉伯半乳聚糖（来自落叶松木）— 研究表
明，美泰醣质营养素粉中的松木多糖可促进结肠中植物乳杆
菌这种有益菌的繁殖。*

3. 盐酸葡萄糖胺 — 一种植物来源氨基糖，身体通过将这种成分
与 Ambrotose LIFE 新生代醣质营养素中所含的其他关键糖类
相结合，促进细胞之间的沟通，增强免疫功能。*

78

全方位
促进健康

34

1. 美泰醣质芦荟萃取粉（来自哥斯达黎加生长的芦荟）— 美泰
醣质芦荟萃取粉富含甘露糖多糖（也称为乙醯甘露聚醣），
它是一种关键的醣质营养素，芦荟胶的很多功效都要归功于
这种成分。*Ambrotose LIFE 新生代醣质营养素中美泰醣质芦
荟萃取粉的含量是上一代产品美泰加强型醣质营养素的两倍。

12

56

美泰 AMBROTOSE LIFE 新生代 醣
质营养素中包含哪些成分？

4. 黄芪胶（来自有花植物胶黄芪的干树液）— 通过提供醣质营
养素，增强免疫系统功能，促进细胞之间的沟通。*

美泰

5. 印度树胶（来自榆木阔叶酢树的树液）— 通过提供醣质营养
素，增强免疫系统功能，促进细胞之间的沟通。*
6. 米糠纤维 — 营养、多聚糖和纤维素的来源。

7. 裙带菜（一种来自塔斯马尼亚岛的可食用海藻）— 含褐藻糖
胶，人类主体的对照研究表明其具有免疫调节作用。*
8. 含海藻酸钠的改良柑橘果胶 — 市场上科学研究最为广泛的
MCP。 极佳的果胶和海藻酸钠（来自海藻）来源。

如果您想变得更健康，请立即与我联系：

美泰 Ambrotose LIFE 新生代醣质营养素为不含麸的非转基因低升糖指数产品，
并获得了 Kosher 认证，适合一般素食者和严格素食者。

*此说明尚未经过食品药物管理局评估。本产品不可用于诊断、治疗、治愈或预防任何疾病。

© 2018 Mannatech, Incorporated。保留所有权利。仅供在美国
境内分发。Ambrotose、Advanced Ambrotose、Ambrotose
LIFE、AmbroGuard、Manapol、M5M Foundation、Mannatech
和独特 M 设计是 Mannatech, Incorporated 的商标。21016.0618

为促进健康选择最有效的营养补充剂

他人证言

“美泰醣质营养素是我钟爱的营养补剂，因为它使我的生活朝着积极的方向转变，这是我
原来想都不敢想的。我现在看上去比 25 年前更加年轻苗条，我将来会生活得更快乐、更
富有朝气，这都要归功于美泰醣质营养素。”

–David L.

美泰独立经销商

您的健康状况是否如您所愿？

想象一下有这样一种营养补剂，服用后可使您的整体健康状况得到积极改善。
该产品有益于您身体的多个系统，因此您身体的各项功能均运转正常。这样的
产品难道您不想拥有吗？

现在就有这样一种营养补剂，这就是美泰 Ambrotose LIFE 新生代醣质营养素。
它采用功效最强的美泰醣质营养素配方，经科学验证表明可提升免疫系统健康*
、增强认知功能*，并可促进肠胃健康。*
如果您只想服用一种补剂来促进健康，那一定就是美泰 Ambrotose LIFE 新生代
醣质营养素。

为何选用美泰 AMBROTOSE LIFE 新生代醣
质营养素？
良好的健康状态有赖于细胞之间能否顺畅地相互沟通。当您的细胞沟通良好，
您的内部系统功能就会变得更好，您感觉也会更好。年龄增长、压力、不健康
饮食及环境污染都会损害身体的这种机能。美泰 Ambrotose LIFE 新生代醣质营
养素为细胞间沟通提供强大支持，这会带来更好的整体健康状态。*

有何效果...

新生代醣质营养素中的天然成分提供了醣质营养素这种重要的复合物。醣质营
养素是人体细胞表皮上糖蛋白的一部分。它们帮助糖蛋白促进细胞间的沟通，
使其更快、更顺畅、更完整；并且帮助细胞获取其所需物质。这就让您的细胞—
和您—达到最佳状态。*

†

醣质营养素是源自天然的有益糖类。

科学证明

过去 20 年间，美泰在研发和验证醣质营养素产品上的投入达数百万美元之巨。
同行评审杂志公布了有关美泰醣质营养素粉的多项研究 †† ，这些研究表明，美泰
Ambrotose LIFE 新生代醣质营养素具有以下功效：

•• 促进细胞之间的沟通*

•• 改善认知功能，提高专注度，增强记忆力*
•• 调节心情，缓解焦躁情绪*
•• 增强消化功能*
•• 增强免疫功能*
•• 促进肠胃健康*

“美泰醣质营养素使我拥有更好的状态。在服用美泰醣质营养素之前，作为一名在职妈
妈，我的生活纷繁杂乱。我在 2010 年开始服用美泰醣质营养素，它是我钟爱的营养补
剂，因为它有助于我应付责任繁重的生活。我现在变得更平和，并展现出一名母亲和妻子
应有的正确态度。我能够更好地集中注意力、拥有更高的睡眠质量和积极的心态。人们都
说很乐意同我打交道，因为通过服用美泰醣质营养素使我拥有了更好的状态。我现在是一
名主管，并能给予他人启迪，这都要归功于美泰醣质营养素。”

–May Y.

美泰独立经销商

“我感觉棒极了！在服用美泰醣质营养素 18 年后，今年我马上就要 50 岁了，但我感觉棒
极了！我的睡眠质量很好，记忆力也很棒，而且精力充沛，我期待我的下一个 50 年也拥
有最好的状态！”

亲身体验

五百万使命行动

服用美泰 Ambrotose LIFE 新生代醣质营养
素，为儿童补充营养。
每订购 100 美元美泰产品，我们即为急
需补充营养的一名儿童提供为期一个月的
PhytoBlend 复合营养粉。

美泰独立经销商

我们相信，无论从哪方面来说，美泰 Ambrotose LIFE 新生代醣质营养
素都是效果最佳的健康营养补剂单品。

现在试用，无须承担任何风险。

如果在 90 天内没有感觉到积极变化，我们将为您办理退款。
立即行动，联系与您分享该信息的人！

*此说明尚未经过食品药物管理局评估。本产品不可用于诊断、治疗、治愈或预防任何疾病。

†† 这些研究针对美泰 Ambrotose LIFE 新生代醣质营养素配方
中采用的核心技术开展。美泰出资支持了这些研究。

–Cherene A.

美泰 Ambrotose LIFE 新生代醣质
营养素含柑橘口味方便服用的小袋
装及天然原味罐装两种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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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有的正确态度。我能够更好地集中注意力、拥有更高的睡眠质量和积极的心态。人们都
说很乐意同我打交道，因为通过服用美泰醣质营养素使我拥有了更好的状态。我现在是一
名主管，并能给予他人启迪，这都要归功于美泰醣质营养素。”

–May Y.

美泰独立经销商

“我感觉棒极了！在服用美泰醣质营养素 18 年后，今年我马上就要 50 岁了，但我感觉棒
极了！我的睡眠质量很好，记忆力也很棒，而且精力充沛，我期待我的下一个 50 年也拥
有最好的状态！”

亲身体验

五百万使命行动

服用美泰 Ambrotose LIFE 新生代醣质营养
素，为儿童补充营养。
每订购 100 美元美泰产品，我们即为急
需补充营养的一名儿童提供为期一个月的
PhytoBlend 复合营养粉。

美泰独立经销商

我们相信，无论从哪方面来说，美泰 Ambrotose LIFE 新生代醣质营养
素都是效果最佳的健康营养补剂单品。

现在试用，无须承担任何风险。

如果在 90 天内没有感觉到积极变化，我们将为您办理退款。
立即行动，联系与您分享该信息的人！

*此说明尚未经过食品药物管理局评估。本产品不可用于诊断、治疗、治愈或预防任何疾病。

†† 这些研究针对美泰 Ambrotose LIFE 新生代醣质营养素配方
中采用的核心技术开展。美泰出资支持了这些研究。

–Cherene A.

美泰 Ambrotose LIFE 新生代醣质
营养素含柑橘口味方便服用的小袋
装及天然原味罐装两种规格。

2. AmbroGuard ™ 阿拉伯半乳聚糖（来自落叶松木）— 研究表
明，美泰醣质营养素粉中的松木多糖可促进结肠中植物乳杆
菌这种有益菌的繁殖。*

3. 盐酸葡萄糖胺 — 一种植物来源氨基糖，身体通过将这种成分
与 Ambrotose LIFE 新生代醣质营养素中所含的其他关键糖类
相结合，促进细胞之间的沟通，增强免疫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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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
促进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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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泰醣质芦荟萃取粉（来自哥斯达黎加生长的芦荟）— 美泰
醣质芦荟萃取粉富含甘露糖多糖（也称为乙醯甘露聚醣），
它是一种关键的醣质营养素，芦荟胶的很多功效都要归功于
这种成分。*Ambrotose LIFE 新生代醣质营养素中美泰醣质芦
荟萃取粉的含量是上一代产品美泰加强型醣质营养素的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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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泰 AMBROTOSE LIFE 新生代 醣
质营养素中包含哪些成分？

4. 黄芪胶（来自有花植物胶黄芪的干树液）— 通过提供醣质营
养素，增强免疫系统功能，促进细胞之间的沟通。*

美泰

5. 印度树胶（来自榆木阔叶酢树的树液）— 通过提供醣质营养
素，增强免疫系统功能，促进细胞之间的沟通。*
6. 米糠纤维 — 营养、多聚糖和纤维素的来源。

7. 裙带菜（一种来自塔斯马尼亚岛的可食用海藻）— 含褐藻糖
胶，人类主体的对照研究表明其具有免疫调节作用。*
8. 含海藻酸钠的改良柑橘果胶 — 市场上科学研究最为广泛的
MCP。 极佳的果胶和海藻酸钠（来自海藻）来源。

如果您想变得更健康，请立即与我联系：

美泰 Ambrotose LIFE 新生代醣质营养素为不含麸的非转基因低升糖指数产品，
并获得了 Kosher 认证，适合一般素食者和严格素食者。

*此说明尚未经过食品药物管理局评估。本产品不可用于诊断、治疗、治愈或预防任何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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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促进健康选择最有效的营养补充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