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星产品

      在过去的时间里，很多事情已经改变了。但有一件事是加拿大人一直依靠和相信的，并且从未改变和怀
疑过的，那就是QUEST®的高品质。

       QUEST®成立于1976年，首先上市的不仅是6种维他命，更为重要的是QUEST®明确地提出了品牌使
命和任务——给所有有健康意识的人提供最高品质的营养植物性保健品。今天，QUEST®带着他独有的蓝
色标签和瓶子，提供给所有人188种天然健康产品。主要包括预防、发展、健康、长寿、能量、多种维生
素&矿物质以及OMEGA七大系列，不同产品覆盖了全年龄段所需营养。

       在当时只有极少数保健品牌在实际自己生产产品时，QUEST®自己设计并建设了先进的工厂和生产线，
在技术上远远超过了其他品牌，并成为北美地区最好的维他命保健品工厂之一。2006年，QUEST®提出了
新的口号——Quest For Health®，并在多伦多设立独立实验室和增加生产厂房，配备专业的科研团队，当
时拥有超过200种产品的全品类保健品品牌。 2009年—2012年，QUEST®在韩国市场创造了连续三年保健
品电视销售冠军。2012年，QUEST®获得加拿大天然食品协会颁发的聚光灯奖。至2015年，QUEST®连续
6年荣获CHFA加拿大健康食品奖。

       持续研究和开发创新产品是QUEST®的企业传统。为提高加拿大人的健康水 平，QUEST®通过科学研
究，定期推出新的天然营养保健产品。比如蔓越莓，蛋白粉，硒等。如今您可以在加拿大全境2000多家商
店找到Quest®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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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事泰     | 预防

      阳光小宝贝VD滴露
Quest（百事泰）My Little Sunshine™是面对所有年龄段的便捷
的液体维生素D3补充剂。它不仅对骨骼和牙齿有好处，还能

帮助身体保持健康。

产品编号 :  338127 (50 毫升 )

健康建议：

推荐服用原因 剂型 建议用量

有助于骨骼和牙齿的正常发育，有助
于保护骨骼和牙齿。帮助保持健康。

液体 所有年龄段每日1 毫升（1滴管）。使用前请摇匀。

大量研究表明北美的中老年人普遍缺乏维生素D。

你知道吗...

已有大量科学研究证实维生素D补充剂的功效。最近一项对198名儿童进行的随访（以确定他们的母亲在怀孕期间补充维
生素D的效果）发现，母亲服用维生素D的孩子相比于没有服用维生素有明显有强大的骨骼和更高的骨矿物质含量。此
外，一些研究表明，摄入足够的维生素D可能预防乳腺癌、前列腺癌、结肠癌和卵巢癌。

研究：

推荐剂量下无副作用。

副作用：

孕妇及哺乳期妇女或正在服药者，使用前先咨询保健医生。

相互作用和安全事项：

其它注意事项：

  请将本品放置在儿童接触不到的地方。

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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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建议：

推荐服用原因 剂型 建议用量

有助于预防复发性尿路感染。 植本胶囊 成人每日2粒。使用四周以上即可见成效。

D-甘露糖&蔓越莓植本胶囊

身体只代谢少量的D-甘露糖，其余经尿液排出。因此D-甘露糖不会干扰血糖调节，对糖尿病患者适
用。

你知道吗...

Quest（百事泰）D-甘露糖500mg植本胶囊是一种天然存在的单糖，可以帮助预防和治疗复
发性尿路感染（UTIs）。本独家配方推荐频繁尿路感染的人使用，以有效替代抗生素治

疗、本品不会破坏肠道正常菌群。

产品编号 :  338184

研究表明，去除尿道和膀胱壁中的大肠杆菌的效果，D-甘露糖10倍优于蔓越莓，因此D-甘露糖可在24-48小时内可以改善90%
以上的尿路感染症状。

研究：

推荐剂量下无副作用。

副作用：

尚不知晓。

相互作用和安全事项：

孕妇及哺乳期妇女使用前先咨询保健医生。请将本品放置在儿童接触不到的地方。

其它注意事项：

标签：

百事泰     | 预防

3



健康建议：

推荐服用原因 剂型 建议用量

辅助治疗骨质疏松症。 片剂 成人每日3次，每次1片，随餐服用或在保健医生指导下服
用。

Osteo-LogicTM

Quest（百事泰）Osteo-Logic™ 是专为帮助减少骨质疏松风险而设计独特的、
高品质的配方，尤其适用于绝经后的妇女。Osteo-Logic™ 含有保持骨骼健康
重要的矿物质和维生素，以及依普黄酮(Iprigen™)，能替代高剂量雌激素疗

法，帮助保持骨骼完整。

产品编号 :  338429

超过140万的加拿大人患有骨质疏松症——1/4的女性以及至少1/8的50岁以上男性；而且，骨质疏松症在任何年龄都有可能发
生。

你知道吗...

广泛的研究支持本配方中矿物质和维生素的补充对骨骼健康的帮助和骨质疏松症的预防作用。此外，临床试验表明，依普黄酮对
增加骨密度、延缓骨质流失的效果与雌激素相当，比明显优于钙、降钙素。

研究：

推荐剂量下无副作用。

副作用：

若您患有严重疾病或正在服用药物，请在使用前咨询保健医生。

相互作用和安全事项：

其它注意事项：

孕妇及哺乳期妇女使用前先咨询保健医生。请将本品放置在儿童接触不到的地方。 

标签：

百事泰     | 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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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建议：

推荐服用原因 剂型 建议用量

有助于预防复发性尿路感染。 胶囊 成人每日一粒。使用四周以上即可见成效。

蔓越莓精华

蔓越莓(Vaccinium macrocarpon)近100年来已被无数女性用来以预防和治疗尿路感染(UTIs) 。

你知道吗...

Quest（百事泰）蔓越莓精华是预防尿路感染(UTIs)的特效天然补剂。尿路感
染是由细菌，特别是粘附在膀胱内壁细胞上的大肠杆菌引起的。蔓越莓提取

物能防止大肠杆菌附着在膀胱内皮上。

产品编号 :  338445

已有大量蔓越莓预防治疗健康及住院妇女尿路感染(UTI)的研究 。虽然没有确切的研究声称蔓越莓有预防尿路感染的能力，
但所有临床及实验数据，均倾向于支持其对UTI的功效。多数研究都采用蔓越莓果汁治疗，然而蔓越莓果汁含糖量及卡路里
较高，更多人选择蔓越莓浓缩精华。

研究：

推荐剂量下无副作用。

副作用：

蔓越莓精华可用作辅助治疗，但不应完全替代治疗尿路感染的抗生素。

相互作用和安全事项：

孕妇及哺乳期妇女使用前先咨询保健医生。请将本品放置在儿童接触不到的地方。

其它注意事项：

标签：

百事泰     | 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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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建议：

推荐服用原因 剂型 建议用量

有助于保护肝脏。 胶囊 成人每日2次，每次3粒。使用三周以上即可见成效。使用超
过六周，请咨询保健医生。

奶蓟精华配方

奶蓟在欧洲被用以治疗肝脏疾病已有近千年的历史。它对肝脏的保护作用早在第一世纪（公元23～79）就已

你知道吗...

Quest（百事泰）奶蓟精华配方胶囊是一种由精选的五种草本植物组成的特殊配
方，有助于保护肝脏，改善肝功能，增加睡眠时间。奶蓟传统被用来治疗肝硬化、

慢性肝炎、肝胆疾病。

产品编号 :  338456

研究发现，奶蓟用于病毒或酒精引起的肝炎，能使改善肝脏测试数据。此外，欧洲多个研究表明，奶蓟有益肝硬化修复。
一项持续五年的研究表明，奶蓟能改善肝功能，降低肝硬化患者的死亡人数。

研究：

推荐剂量下无副作用。

副作用：

如果您正在服用药物，请在使用前咨询保健医生。

相互作用和安全事项：

孕妇及哺乳期妇女使用前先咨询保健医生。请将本品放置在儿童接触不到的地方。

其它注意事项：

有记载。

标签：

百事泰     |    预 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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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建议：

推荐服用原因 剂型 建议用量

有助于维持健康。有助于骨骼、牙齿的发育和维护。有助于钙磷的吸
收和利用。钙的摄入结合足量的维生素D、健康的饮食习惯和有规律
的锻炼，可减少患骨质疏松症的风险。 帮助人体代谢碳水化合物、脂
肪和蛋白质。有助于组织形成。有助于保持肌肉功能。有助于预防青
少年的维生素D缺乏症。

咀嚼片 成人每日三次，每次一片，或
在保健医生指导下服用。
青少年（9到18岁）：每日两
次。

钙镁复合咀嚼片

北美膳食平均只能供给骨骼所需钙元素一半的量。

你知道吗...

Quest（百事泰）钙镁复合咀嚼片是高质量的补充剂，含有以2:1的比例复配的钙元素和镁元素，
另有添加维生素D3。本产品有清新的薄荷味。它非常适合那些想补充钙和镁，但吞咽片剂有困
难的人。钙和镁是骨骼与牙齿代谢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能量的产生、肌肉收缩、神经功能以及

维持体液的酸碱平衡中也起到重要作用。维生素D能促进钙的吸收。

产品编号 :  338415

大量科学研究表明：钙、镁和维生素D的补充对骨骼有益，且钙、镁和维生素D3的组合对骨骼的健康生长以及预防骨质疏
松有益。

研究：

推荐剂量下无副作用。

副作用：

若您有严重疾病或在使用药物期间，请在使用本补充剂前咨询保健医生。

相互作用和安全事项：

孕妇及哺乳期妇女使用前先咨询保健医生。请将本品放置在儿童接触不到的地方。

其它注意事项：

标签：

百事泰     |    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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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建议：

推荐服用原因 剂型 建议用量

有助于缓解骨关节炎和关节疼痛。
防止慢性软骨关节病的恶化。其也是构建健康软
骨的一个关键因子。

片剂 成人每日1片，随餐服用或在保健医生指导下服
用。使用四周以上即可见成效。

三倍功效硫酸氨基葡萄糖片剂

骨关节炎是软骨损伤的结果。骨关节炎可能发生在身体中的任何关节，但通常情况下是手和负重关节，
如髋、膝、脚和脊柱。

你知道吗...

Quest（百事泰） 三倍功效硫酸氨基葡萄糖片剂是高质量、高效的氨
糖补充剂，天然、安全、科学有效地改善受关节老化影响的日常生

活。它可单独使用或作为常规药物治疗的辅助使用。

产品编号 :  338260

临床研究已经证实硫酸氨基葡萄糖(GLS)效果。在一个安慰剂对照研究中，使用GLS的参与者症状显著缓解，且无不良反应。
与非甾体类抗炎药（NSAIDs）的比较研究发现，在减轻疼痛方面GLS与非甾体类抗炎药效果相当。此外，GLS不良反应少，
没有与非甾体类抗炎药类似的副作用。在另一项双盲安慰剂对照研究中发现长期使用GLS能比布洛芬更有效地减轻疼痛。

研究：

氨基葡萄糖可能引起敏感者胃部不适。此部分人应在用餐期间使用本产品，以小剂量开始，逐渐加大至推荐剂量。

副作用：

由于氨基葡萄糖源自甲壳素，即螃蟹和虾的外骨骼，因此对贝类过敏应谨慎使用。

相互作用和安全事项：

孕妇及哺乳期妇女使用前先咨询保健医生。请将本品放置在儿童接触不到的地方。

其它注意事项：

标签：

百事泰     |    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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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建议：

推荐服用原因 剂型 建议用量

它有助于您保持身体健康。 片剂 成人每日1片，或在保健医生指导下服用。

超级缓压维生素B+C1000mg片

身体缓压的反应包括释放抑制免疫系统的激素，因此，获得最佳营养是人体受到压力时维持免疫功能的
关键。

你知道吗...

Quest（百事泰）超级缓压维生素B+C1000mg片添加了维生素C，是优质的高效复合维
生素B补充剂，是帮助人体缓压的优良配方。

产品编号 :  
338375 (60 片 ) 

338300 (120 片 )

科学研究支持补充B族维生素和维生素C有缓解压力的功效。科学证据表明，肾上腺中的B族维生素和维生素C会在压力状态
下快速耗尽，而肾上腺需要恒定的供给产生应激激素。补充复合维生素B和维生素C能支持肾上腺功能，帮助我们缓解日常
压力。

研究：

推荐剂量下无副作用。

副作用：

若您有严重疾病或在使用药物期间，请在使用本补充剂前咨询保健医生。

相互作用和安全事项：

孕妇及哺乳期妇女使用前先咨询保健医生。请将本品放置在儿童接触不到的地方。

其它注意事项：

标签：

百事泰     |    能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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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建议：

推荐服用原因 剂型 建议用量

有助于保持心血管健康。
作为抗氧化剂，维护健康。

片剂 成人每日一到三片。

辅酶Q10泛醌补充片

临床发现患病的牙龈组织中辅酶Q10含量显著不足，安慰剂对照试验表明辅酶Q10能减少炎症和牙周袋深度。

你知道吗...

Quest（百事泰）辅酶Q10泛醌50 mg补充片是高质量的补充剂，能帮
助您保持心血管健康。除此之外，辅酶Q10（CoQ10）是一种强抗氧

化剂，有助于您维持良好的身体状况。

产品编号 :  338422

数十年来的临床研究报告显示辅酶Q10（CoQ10对辅助治疗充血性心力衰竭有积极的作用。一些研究也表明辅酶CoQ10的缺
乏与心脏病的严重程度之间有很大的相关性。此外，降胆固醇药物（如他汀类药物）会降低CoQ10的水平，因此，如果服用
降胆固醇药物，一些保健医生推荐补充CoQ10。

研究：

即使长期服用，只要在推荐剂量下也不会有副作用。若服用剂量非常高，可能会引起轻度的胃肠道症状，如恶心、腹泻。

副作用：

如果您正在服用降压药或血液稀释剂，请在使用前咨询保健医生。

相互作用和安全事项：

孕妇及哺乳期妇女使用前先咨询保健医生。请将本品放置在儿童接触不到的地方。

其它注意事项：

标签：

百事泰     |    能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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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建议：

推荐服用原因 剂型 建议用量

传统上用来促进健康的性欲。 胶囊 成人每日3次，每次1粒。使用超过十二周，请咨询保健医
生。

玛咖胶囊

大约2000年前玛咖由印加人开始种植。玛咖在秘鲁的考古遗址中被发现，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600年。

你知道吗...

Quest（百事泰）玛咖胶囊是高品质的草本
补充剂，因玛卡有补充能量的效果，在秘

鲁有很长的使用历史。

产品编号 :  338452

玛咖根一直被印加时代以来的秘鲁土著作营养补充或药用使用。作为一种药物，它被用来提高人类和动物的生育能力。据
报道，在秘鲁当今的中草药中，玛咖根被用于刺激免疫系统，治疗贫血、月经失调、更年期症状、性功能障碍、不育等；
玛卡有助于增强记忆力和精力。

研究：

推荐剂量下无副作用。

副作用：

若您正在使用药物，请在使用本补充剂前咨询保健医生。

相互作用和安全事项：

孕妇及哺乳期妇女使用前先咨询保健医生。请将本品放置在儿童接触不到的地方。

其它注意事项：

标签：

百事泰     |    能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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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建议：

推荐服用原因 剂型 建议用量

有助于保护心血管健康。 胶囊 成人每日三次，每次四粒，持续六个月。

L-精氨酸胶囊

大豆蛋白和其他植物蛋白所含的精氨酸比动物蛋白更多，动物蛋白富含赖氨酸。

你知道吗...

Quest（百事泰）L-精氨酸胶囊是一种高级氨基酸补充剂。精氨酸被认为是一种“条件必
需”氨基酸，因为尽管通常身体可以自我合成，但若在压力下或营养不良的情况下，精氨
酸会很快被耗尽，必须从食物或补充剂中获得。精氨酸在包括愈合伤口、支持免疫、支

持心血管、分泌激素以及增强性功能等许多生理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产品编号 :  338620

L-精氨酸补充剂针对许多疾病的功效已被大量证实。临床试验发现，精氨酸对高胆固醇血症患者和高血压者有显著的正面影
响。它也能帮助改善心绞痛。在最近的一项长期研究中，持续6个月补充L-精氨酸，能明显改善冠状动脉小血管内皮功能。
在一项以22例稳定型心绞痛者为对象的双盲安慰剂试验中，补充L-精氨酸（每天1克）能显著提升运动能力。另一项研究发
现补充精氨酸能使心绞痛发作减少70%。

研究：

每日剂量3克以内无副作用。轻微的副作用包括胃肠不适和恶心。

副作用：

如果您有病毒感染、肾病、胃溃疡、胃炎、胃食管反流、癌症，癌症的家族史或个人癌症史，请勿使用本品。如果您正在服
用ACE抑制剂、利尿剂、透皮吸收硝化甘油、消炎药或止痛药，请勿使用本品。

相互作用和安全事项：

孕妇及哺乳期妇女使用前先咨询保健医生。请将本品放置在儿童接触不到的地方。

其它注意事项：

标签：

百事泰     |    长 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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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建议：

推荐服用原因 剂型 建议用量

有助于老年人增强记忆和认知
功能。有助于外周循环。

片剂 成人每日两次，每次一片。使用六个星期以上请咨询保健医
生。

银杏叶精华片剂

被称为活化石的美丽银杏树是银杏属植物家族中的最后一个幸存者。它是人类已知的最古老的物种之一。有一
些银杏树已有1000年树龄。

你知道吗...

Quest（百事泰）银杏叶精华物60mg加柑橘生物类黄酮是一种高质量的天然产物复
方，能帮助增强记忆力和认知功能，帮助维持外周循环。

产品编号 :  338450

银杏是美国和欧洲最常研究的和使用的草药之一。数以百计的研究文件显示它能有效促进血液流动至大脑和四肢，保护细胞
免受自由基损伤。2006年法国一项发表在Journal of Gerontology的研究声称，长期使用银杏叶精华可长时间保持认知能力。研
究者认为银杏叶精华可用于预防或至少延迟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生。

研究：

推荐剂量下无副作用。

副作用：

如果您正在服用影响血液凝固的保健品（例如，血液稀释剂、凝血因子替代、阿司匹林、布洛芬、鱼油、维生素E），可能
会增加出血风险，请停止服用本品。若您正在服用糖尿病、高血压或癫痫的药物，请在服用本品前咨询保健医生。

相互作用和安全事项：

孕妇及哺乳期妇女使用前先咨询保健医生。请将本品放置在儿童接触不到的地方。

其它注意事项：

标签：

百事泰     |    长 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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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编号 :  338386

健康建议：

推荐服用原因 剂型 建议用量

抗氧化 胶囊 成人每日一粒或在保健医生指导下服用。

维生素E、琥珀酸对脂肪吸收障碍者有益。维生素E的抗氧化活性能延长人体细胞的寿命。维生素E可以保护器官
功能，减缓其老化过程，防止过早衰老。

你知道吗...

维生素E400 IU
复合硒胶囊

Quest（百事泰）维生素E400 IU复合硒胶囊是含有d-α-生育酚琥珀酸酯和硒的高质量维生素E补充
剂。维生素E能保护大脑、神经、肌肉、心脏、动脉、腺体、生殖系统和消化器官的受氧化损伤，
还能保护肺部免受空气污染带来的伤害，保护细胞免受食物和水中有毒的化学物质所造成的伤

害。

研究表明维生素E作为一种抗氧化剂，对心血管的保护作用是显著的。在一组均无心血管疾病的87000名护士参与的调查中，
按照年龄、是否吸烟等因素分组后比较发现，维生素E摄入量高的人患冠心病风险比其他人减少了34%。单从维生素E的日常
膳食摄入看，并没有显示风险显着减少，而需从总摄入量（即饮食加补充）来看。

研究：

推荐剂量下副作用非常少见。

副作用：

超高剂量摄入维生素E可能会增加易感人群的出血风险。如果剂量增加太快，或者易感人群每天服用超过400 IU，可能会
加剧高血压和甲状腺功能减退症。硒中毒会导致脱发、肌肉不适、皮炎、恶心、疲劳等症状。每天不要服用超过200mcg的
硒。

相互作用和安全事项：

饮食中若摄入的多元不饱和脂肪较高，应伴随增加维生素E的摄入量，以防止它们氧化。如果您患有癌症、心血管疾病
或糖尿病，服用前请咨询保健医生。仅供成人服用。

其它注意事项：

标签：

百事泰     |    长 寿

14



健康建议：

烟酸胶囊（不致潮红）

肌醇烟酸酯——不会引起潮红的烟酸形式，在欧洲已被用于临床超过四十年，且安全性良好。

你知道吗...

Quest（百事泰）Flush-Free™烟酸胶囊（不致潮红）是高质量的维生素B3补充剂。烟酸（维生
素B3的一种形式）一直被用于治疗心血管疾病，如高胆固醇、高甘油三酯和血液循环不良。
烟酸能促进葡萄糖、脂质、蛋白和固醇的代谢。致潮红的烟酸在治疗所需的剂量范围内可能
产生副作用，常带来一些麻烦；本产品将烟酸与肌醇相结合（肌醇烟酸酯），可以发挥烟酸

的功效同时不会产生副作用。

产品编号 :  338100 (60 粒 )
338105 (120 粒 )

推荐服用原因 剂型 建议用量

有助人体的生长发育，帮助代谢碳水化合物、脂肪和蛋白质。 胶囊 每日一粒，随餐服用。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烟酸对循环系统疾病的治疗是有效的。绝大多数的临床研究表明，烟酸能有效降低胆固醇和甘油三酯水
平。一项研究发现，与某种广泛应用于降低胆固醇的处方药物相比，烟酸的疗效比药物更佳，且烟酸同时显著增加HDL（高
密度脂蛋白），研究人员声称烟酸因其治疗效果佳，成本低和副作用少，应作为高胆固醇患者的首选治疗药。

研究：

推荐剂量下无副作用。若每日剂量大于2000mg，肌醇易导致血液被稀释。使用过程中若腹痛、恶心、呕吐、头晕或溃
疡，请停止使用。

副作用：

若您有糖尿病，低血压，青光眼，痛风，消化性溃疡，肝、胆囊或肾脏疾病，或者任何出血性疾病，请在使用前咨询保健医
生。抗生素、含有雌激素的药物（如口服避孕药）、异烟肼、抗惊厥药会降低烟酸的吸收或降低其治疗价值。

相互作用和安全事项：

孕妇及哺乳期妇女使用前先咨询保健医生。请将本品放置在儿童接触不到的地方。

其它注意事项：

标签：

百事泰     |    长 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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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建议：

L-谷氨酰胺胶囊

手术、烧伤、脓毒症、癌症等创伤性应激情况会使谷氨酰胺的生理需求量增加。

你知道吗...

Quest（百事泰）L-谷氨酰胺胶囊是一种高级氨基酸补充剂。该氨基酸是少数能
穿过血脑屏障并参与脑化学反应的化合物之一。在大脑中，L-谷氨酰胺转化为谷

氨酸。只有谷氨酸和葡萄糖（血糖）二者能作大脑的能量来源。

产品编号 :  338439

推荐服用原因 剂型 建议用量

有助于体能消耗后血浆谷氨酰胺水平的恢复。有助于体能消
耗后消化系统和免疫系统的健康。有助于运动后肌肉细胞的
修复。

胶囊 成人每日2次，每次5粒，或在保健医生
指导下服用。

巴黎大学的研究人员在生物医学和药物治疗杂志上发表L-谷氨酰胺能加强大脑中的突触（神经元之间的连接），有助于学习
和记忆的研究。他们声称对大脑的健康而言，L-谷氨酰胺有“高优先级”，“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缺乏L-谷氨酰胺可导致神经
传输困难。

研究：

便秘和腹胀，但非常少见。高剂量（每日21克）情况下一般耐受较好。

副作用：

若您患有躁郁症或其他引起狂躁的疾病，请勿使用。若您极度亢奋，请勿使用。若您患有严重的肝肾疾病，请勿使用。

相互作用和安全事项：

孕妇及哺乳期妇女请勿使用。请将本品放置在儿童接触不到的地方。

其它注意事项：

标签：

百事泰     |    健 康

16



健康建议：

推荐服用原因 剂型 建议用量

缓解潮热及其它更年期症状。 片剂 成人早上两片，晚上两片，或在保健医生指导下服用。

黑升麻

黑升麻对关节炎和风湿病有良好的消炎作用、有助于改善闭经、痛经以及分娩后的疼痛。十九世纪由美国医
生开始广泛使用。黑升麻也用于神经疾病。

你知道吗...

产品编号 :  338444

Quest（百事泰）黑升麻是一种特殊的草药补充剂，几个世纪以来美国土著
使用黑升麻来解决 “女性问题”。黑升麻能改善更年期症状，如潮热、盗

汗、阴道干涩、月经不规则和经前综合症(PMS)。

临床研究表明黑升麻能显著改善更年期女性潮热、情绪波动。在一项629名患者参与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经过6到8周
的黑升麻治疗，80%的患者效果显著，超过49%的患者潮热、出汗、头痛、眩晕、心悸、耳鸣等有巨大的改善，而超过
39%的患者表示这些症状显著减少的同时，紧张、烦躁、抑郁也随之减少。

研究：

推荐剂量下副作用非常少见。高剂量可能会对敏感的个体造成头痛或胃部不适。

副作用：

若您正使用降低血压药物或草药，服用前请先咨询保健医生。若未咨询保健医生，服用不要超过6个月。若您患有乳腺癌，
请勿服用。

相互作用和安全事项：

孕妇及哺乳期妇女请勿使用。请将本品放置在儿童接触不到的地方。

其它注意事项：

标签：

百事泰     |    健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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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建议：

推荐服用原因 剂型 建议用量

作为抗氧化剂，能帮助维持身体健
康。

片剂 成人每日四片，分次随餐服用。

葡萄籽精华片

葡萄籽精华的自由基清除作用是葡萄籽本身的20倍，比维生素C或维生素E更有效。

你知道吗...

Quest（百事泰）葡萄籽精华片是高质量的强抗氧化剂，可维持血管（尤
其是毛细血管）的健康。葡萄籽精华对改善毛细血管脆性、外周慢性静

脉功能不全及视网膜小血管疾病有所助益。

产品编号 :  338458

在4700多名双腿血液循环不良（外周静脉机能不全）的女性参与的研究中，每日两次坚持三个月服用150mg的葡萄籽精华
后，4/5的人得到了改善，不再有烧灼感、刺痒、刺痛、肿胀或呈现青紫色。另外这些人晚上腿部抽筋的症状也明显减少了。

研究：

推荐剂量下无副作用。

副作用：

尚不明确。

相互作用和安全事项：

孕妇及哺乳期妇女使用前先咨询保健医生。请将本品放置在儿童接触不到的地方。

其它注意事项：

标签：

百事泰     |    健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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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建议：

推荐服用原因 剂型 建议用量

帮助保持情绪健康、膝盖健
康，维持肝功能正常。

片剂 用于维持情绪健康，成人每天2至8片。用于保护关节，成人
每日3次，每次1片。用于维护肝功能，成人每日6至8片。
必需至少服用2周。

SAM-e肠溶片

SAM-e已被证明无论是在肝脏疾病（如肝硬化）治疗方面，或日常功能（如解毒、循环激素和产酶）方面均有
积极作用。

你知道吗...

Quest（百事泰）SAM-e肠溶片是优质的营养补充剂，它通过生成调节
心情放松及幸福感的神经递质以保持健康的情绪，通过促进软骨再生

以保护膝盖，还有解毒的功效以维持肝功能正常。

产品编号 :  338595

临床研究表明，仅仅补充SAM-e 4周就能显著缓解关节疼痛、僵硬，增加关节的运动范围。SAM-e 也已被临床证实能减少
肌肉的触发点数量、缓解肌肉疼痛、改善纤维肌痛患者的睡眠和情绪。

研究：

敏感的个体可能偶尔产生偶尔的胃部不适；如果有这种情况发生，本品请随餐服用。不要在夜间服用，因为该产品可能会导
致焦虑、烦躁不安及失眠。

副作用：

孕妇、哺乳期妇女及患有躁郁症者请勿服用。若您正在服用药物，请在使用前咨询保健医生。

相互作用和安全事项：

其它注意事项： 

请将本品放置在儿童接触不到的地方。

标签：

百事泰     |    健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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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建议：

推荐服用原因 剂型 建议用量

有助于睡眠时间不足者或睡眠时间改变（如轮班工作或时
差）者增加总睡眠时间。有助于缓解与时差有关的日间疲
劳。有助于减少睡眠时相延迟综合征患者的入睡时间。有助
于重置身体的睡眠-觉醒周期的昼夜节律。

胶囊 成人睡前每日一粒。使用超过四周，
请咨询保健医生。

褪黑素胶囊

褪黑素可能也有抗氧化性。

你知道吗...

Quest（百事泰）褪黑素胶囊是一种有助于增加睡眠时间的高质量补充
剂。褪黑素是一种调节的自然昼夜节律（睡眠-觉醒周期）的激素。随着
年龄的增长，人体自然产生的褪黑素减少，导致了睡眠障碍。补充褪黑素

可以帮助人体从轮班工作或时差中恢复，从而减少疲劳。

产品编号 :  338610

在一个精心设计研究褪黑素相比安慰剂的效果测试中，34位长期使用苯二氮者被鼓励逐渐减少苯二氮剂量，目标是在第5周
和第6周间完全停止使用苯二氮。第1期的6周进行双盲实验，然后第2期的6周进行单盲实验，在此期间所有受试者接受褪黑
素治疗，努力中断苯二氮。在研究结束时，14/18例接受褪黑激素治疗者在第1期已经完全停止使用苯二氮；只有4/16的安慰
剂组达到了这个目标。额外6名受试者在第2期安慰剂组达到了完全停止使用苯二氮。褪黑素组的睡眠质量分数明显高于安慰
剂组。6个月后的跟踪调查显示，19/24名患者中断苯二氮治疗后持续保持了良好的睡眠质量。研究结束后，这些受试者继续
使用褪黑素，并没有恢复使用苯二氮。

研究：

可能引起头痛、短暂性抑郁、日间疲劳嗜睡、注意力降低、腹部绞痛或烦躁不安。

副作用：

若您患有脑瘫、糖尿病、肝病、癫痫、抑郁症或高血压，或者您正在服用降压药，请在使用前咨询健康保健医生。若您
正在服用免疫抑制剂，请勿使用本品。孕妇及哺乳期妇女请勿使用。服用褪黑素后五小时内不要开车或操作机器。

相互作用和安全事项：

请将本品放置在儿童接触不到的地方。保持密封，置于阴凉干燥处。

其它注意事项：

标签：

百事泰     |    健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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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建议：

推荐服用原因 剂型 建议用量

有助于维持准妈妈的整体健康状
况。

胶囊 19岁以上成人每日3次，每次1粒，随餐服用。如在服用其他药
物，请与之间隔数小时。

准妈妈专用多维营养植本胶囊
Quest（百事泰）产前胶囊是专为准妈妈设计的优质、均衡的复合维生素和矿物质补
充剂。本品为胶囊，易吸收、易吞咽，提供了准妈妈以及胎儿生长发育的最佳营

养，包括服用每日1mg剂量的叶酸来避免婴儿的神经管缺陷，如脊柱裂。

产品编号 :  
338289 (100 粒 ) 
338645 (180 粒 )

一份营养学会的报告全面支持复合维生素和矿物质补充剂的功效。持续使用复合维生素和矿物质后，从加强老年患者的免
疫力到大大降低婴儿神经管先天缺陷（如脊柱裂），均有可量化的正面影响。该报告回顾了近十年的科学研究，衡量了复
合维生素和其他营养补充剂对健康的益处。该报告的其中一个结论显示，“老年人长期使用复合维生素和矿物质补充剂可以
提高免疫功能，从而减少50%的染病发病率。”
大量临床研究支持维生素和矿物质的补充对孕妇有帮助。2002年美国营养学学院的一项研究发现大约有20%到30%的孕妇缺
乏维生素和矿物质，若不进行补充的话，大约有75%的孕妇会缺乏至少一种维生素。此外，许多研究描述了孕妇补充叶酸能
预防胎儿的神经管缺陷，如脊柱裂的好处。

研究：

本配方在推荐剂量下使用一般是安全的。

副作用：

若您患有肝病，请在使用前咨询医生。

相互作用和安全事项：

仅供成人使用。请将本品放置在儿童接触不到的地方。

其它注意事项：

研究表明，营养素似乎更优先地聚集在母亲的身体组织中，然而胎儿比孕妇更需要优先取得营养。

你知道吗...

标签：

百事泰     |    多种维生素&矿物质

21



百事泰 多种维生素&矿物质

健康建议：

推荐服用原因 剂型 建议用量

提供男性生育营养健康支持，维护男性精液健康，提
高受孕率及胚胎健康水平。

片剂 成人每日一片，随早餐或午餐服用，或在保健医生

指导下服用。如在服用其他药物，请相隔数小时。

男士备孕复合多维补充剂

每一片营养均衡的Quest（百事泰）男士备孕复合多维补充剂含有：
营养素：
维生素A 0.5 mg
维生素D3 800 IU
维生素E（D-alpha-生育酚醋酸脂）15 IU
维生素C（抗坏血酸钙）100 mg
维生素B1（硝酸硫胺）10 mg
维生素B2（核黄素）5 mg
烟酰胺12 mg
泛酸（D-泛酸钙）10 mg
维生素B6（盐酸吡哆醇）5 mg
维生素B12 75 mcg
叶酸400 mcg
生物素50 mcg
矿物质：
镁（氧化物）75 mg
铁（富马酸亚铁）6 mg
锌（氧化物）10 mg
铜（葡萄糖酸铜）0.7 mg
硒（亚硒酸钠）75 mcg
锰 2 mg
本产品不含人工防腐剂、色素、香味剂、蛋、麸质、贝类及亚硫酸盐。
推荐每日用量：  该配方中各营养元素的推荐剂量因年龄而异。

描述：

Quest（百事泰）男士备孕复合多维补充剂是易于吞咽的、理想的复合维生素及
矿物质补充剂。采用科学配方，满足备孕期男性日常饮食之外的营养及健康需

求，帮助调整身体状况，迎接新生命。

产品编号 :  338806

食物来源：

维生素A：肝脏、蛋、黄油、乳制品。
维生素D：阳光、富含脂肪的鱼类、鸡蛋、强化奶。
维生素E：植物油、坚果、全谷物、小麦胚芽、鸡蛋、黄油、肝脏、绿叶蔬菜。 
维生素C：水果和蔬菜，尤其布鲁塞尔芽甘蓝、羽衣甘蓝、西芹、西红柿、甜椒、豆瓣菜、黑加仑子、橙子、柠檬、草莓。
维生素B1：内脏、猪肉、豆类、谷物、鸡蛋、家禽、鱼。
维生素B2：肝、乳制品、鸡蛋、肉类、家禽、鱼、豆类、菠菜。
烟酰胺：内脏、肉类、家禽、鱼、豆类、奶制品、鸡蛋、全谷类。
泛酸：内脏、牛奶、鱼、禽、蛋、谷类、豆类、花椰菜、甜土豆、鳄梨、菜花。
维生素B6：坚果类食物、豆类、小麦胚芽、全谷类、香蕉、土豆、三文鱼、鲱鱼、肝、肉、家禽、蛋。
维生素B12：肝、肾、牛肉、鲱鱼、鲭鱼、蛋、鱼、奶酪。
叶酸：深色绿叶蔬菜、肝脏、啤酒酵母、豆类、芦笋、花椰菜、小麦胚芽、全谷类。
生物素：蛋黄、肝脏。
镁：豆类、坚果、种子、全谷类、绿叶蔬菜、糖蜜、小麦胚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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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物质缺乏原因：

维生素A：膳食摄入不足、胆汁酸不足或胰腺有缺陷、肝脏疾病、缺锌。
维生素D：日光照射不足、饮食习惯不良。
维生素E：饮食习惯不良、克罗恩病、腹腔疾病、囊性纤维化。
维生素C：饮食习惯不良。
维生素B1：饮食习惯不良、食用精制食物、糖的摄入量高、酗酒。
维生素B2：减肥饮食、酗酒、口服避孕药、抗生素、压力大。
烟酰胺：饮食习惯不良。
泛酸：目前没有人类缺乏泛酸的报道，因为它存在于各种各样的食物中。
维生素B6：饮食习惯不良、某些口服避孕药、酗酒、抽烟和空气污染物、压力大。
维生素B12：严格的素食（素食主义者）饮食、内在因素导致分泌不足。
叶酸：饮食中蔬菜摄入不足；酗酒、某些药物作用。
生物素：罕见，长期食用生蛋清。
镁：经常食用精制食物、钙摄入过量、酗酒、手术、服用利尿药、肝肾疾病、某些口服避孕药。
铁：饮食习惯不良、吸收或利用减少、失血。
锌：饮食习惯不良、摄入过量纤维素、摄入过多植酸（植酸在豆类和全谷物中含量高）、克罗恩病、吸收不良综合征、酗酒。
铜：吸收不良综合征、腹腔疾病、囊性纤维化。
硒：饮食习惯不良、土壤中硒、硒含量少，重金属、摄入过量锌、部分化疗药物。
锰：饮食习惯食用精制食物。

营养物质缺乏症状：

维生素A：夜盲症、眼睛干涩、眼部感染、皮肤问题、生长减缓、繁殖失败、更易感染产生疾病（免疫系统减弱）。
维生素D：佝偻病、骨软化症、骨质疏松症、关节疼痛。
维生素E：神经损伤、肌肉无力、协调性差、溶血性贫血、视网膜损伤。
维生素C：牙龈出血、容易瘀伤、骨骼脆化、伤口愈合不良、易感染、歇斯底里、抑郁。
维生素B1：疲劳、抑郁、精神功能受损、腿部发麻有针刺感、便秘、脚气病。
维生素B2：嘴唇、嘴角开裂、舌头发炎、对光线敏感、视力减退、白内障、贫血、脂溢性皮炎、疲劳、食欲不振。
烟酰胺：忧虑、烦躁、抑郁、乏力、记忆力减退、糙皮病（皮炎、痴呆、腹泻）。
泛酸：缺乏会导致的症状尚未知；然而，实验性结果显示会导致疲劳、心血管和胃肠道问题、上呼吸道感染、抑郁、麻木和四
肢刺痛感。
维生素B6：抑郁、葡萄糖耐受不良、贫血、神经功能受损、嘴角开裂、湿疹。
维生素B12：神经系统功能受损、精神功能受损、恶性贫血。
叶酸：贫血、易怒、虚弱、失眠、抑郁、生长缓慢、腹泻、牙龈炎、记忆障碍、食欲不振、疲劳、气短。 
生物素：脱发；眼睛、鼻子、嘴巴和生殖器周围区域起红色鳞片状皮疹；抑郁症；嗜睡；产生幻觉；四肢麻木和刺痛。
镁：疲劳、精神错乱、易怒、虚弱、心律紊乱、神经传导及肌肉收缩产生问题、肌肉痉挛、食欲减退、失眠、易紧张。
铁：贫血、学习障碍、免疫功能受损、精力减退、疲劳。
锌：易感染、伤口愈合缓慢、食欲减退，味觉和嗅觉减退，夜间视力减退。 
铜：缺铁性贫血，骨质疏松症。
硒：增加患癌及心脏病风险、免疫功能降低。
锰：正常的生长代谢紊乱、皮疹、毛色损耗、骨重塑、头发和指甲生长减缓、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降低。

营养素互补：

铁：肝脏、牛肉、家禽、沙丁油鱼、牡蛎、鸡蛋、谷物、干果、豆类、土豆、深色绿叶蔬菜、李子。
锌：牡蛎和其他贝类、鱼、红肉、家禽黑肉、全谷物、豆类、坚果和种子。
铜：内脏、贝类、坚果类食物、全谷物。
硒：取决于土壤中的硒含量。肉类、内脏、全谷物。
锰：坚果类食物、全谷物、干果、绿叶蔬菜。

男士备孕复合多维补充剂

维生素A：锌、维生素E。
维生素D：钙。
维生素E：硒。维生素E是使B12转化为其最活跃的形式的必不可少的营养素。
维生素C：生物类黄酮、维生素E、硒、β-胡萝卜素。
维生素B1：其他的B族维生素、镁
维生素B2：其他的B族维生素，尤其是维生素B1。
烟酰胺：其他的B族维生素、色氨酸。
泛酸：其他的B族维生素、肉碱、辅酶Q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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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士备孕复合多维补充剂

大量研究表明，大多数人饮食（即使是健康的）摄入的营养物质远低于推荐膳食供给量。

你知道吗...

复合维生素和矿物质补充剂提供了剂量适合的基本维生素和矿物质，不会使您摄入不足或过度摄入。

维生素A：在免疫系统与形成健康的上皮组织过程中起作用。它是一种抗氧化剂，可以保护细胞避免癌变。

维生素D：促进钙的吸收，并有抗癌的特性。

维生素E：保护人体脂肪组织。防止毒性物质的危害。

维生素C：抗氧化剂，增强免疫力。

维生素B1：防止精神受损，提供大脑所需能量。

维生素B2：修复组织，增进视力，减缓眼部疲劳。产生能量过程中起重要作用。

烟酰胺：也被称为维生素B3，是辅酶NAD和NADP的一部分。在能量产生，脂肪、胆固醇和碳水化合物的新陈代谢以及制造

许多身体所需的化合物（包括性激素和肾上腺激素）中均起到重要作用。

泛酸：对肾上腺功能正常运行至关重要。这也是为什么泛酸一直被认为是“抗压力”维生素的原因。

维生素B6：参与氨基酸和必需脂肪酸的代谢过程，因此所有身体功能的正常运行和维护都需要它。

维生素B12：参与DNA、红细胞和髓鞘（被神经细胞包围，加速沿着神经细胞的信号传导）的合成。

胃会产生称为内因子的消化分泌物使维生素B12能被适量吸收。

叶酸：对健康细胞的分裂和复制起重要作用，尤其是胃肠道、皮肤、骨髓这些形成血细胞的地方。它还是神经递质的重要

辅酶，对免疫系统的健康运转而言很重要。

生物素：一种参与合成脂肪酸和产生能量的B族维生素。

镁：除了维持骨骼健康外，镁还参与维持神经系统的健康。此外，肌肉放松、能量的产生、蛋白质的形成、细胞复制、细

胞中钠与钾的调节和心脏功能均需要镁元素。

铁：将氧气从肺部输送到身体组织中，将二氧化碳从组织输送到肺部。能量的产生和新陈代谢（包括DNA的合成）所需的

几个关键酶也需要铁元素。

锌：作为辅酶参与超过20种酶反应。在胰岛素的活性、蛋白质和DNA的合成、味觉和嗅觉、伤口愈合、维持正常维生素A的

水平、骨骼结构、免疫系统中起作用。

铜：正常婴儿发育、红细胞和白细胞成熟化、铁元素转运、增强骨骼强度、胆固醇代谢、心肌收缩、糖代谢、脑发育、免

疫功能等均需铜元素。

硒：抗氧化剂和抗癌矿物质。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保护细胞免受自由基损伤）的组成部分。

锰：许多酶系统、骨骼生长发育和繁殖都需要锰元素。神经、免疫系统的正常运作也需要锰元素。

原理：

维生素B6：其他的B族维生素，尤其是B2；镁；锌。
维生素B12：维生素E，叶酸，维生素C。
叶酸：维生素B12、SAM、维生素B6、胆碱。 
生物素：健康的饮食。
镁：钙、磷、维生素B6。
铁：维生素C。
锌：健康的饮食。
铜：健康的饮食。
硒：其他抗氧化营养物质。
锰：健康的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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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士备孕复合多维补充剂

专为备孕期男性设计，儿童请勿服用。若您有严重疾病或在使用药物期间，请咨询医生。

相互作用和安全事项：

请将本品放置在儿童接触不到的地方。

其它注意事项：

标签：

推荐剂量下无副作用。

一份营养学会的报告全面支持复合维生素和矿物质补充剂的功效。备孕期间持续使用复合维生素和矿物质后，从加强精子的活
力，增加受孕几率到增强孕期机体免疫力均有可量化的正面影响。
天然抗氧化剂VC有助于保护精子免受活性氧的危害；
天然VE有助于提高精子的活力，减少因抽烟、肥胖、喝酒或生活环境污染而导致的精子损伤，改善精子品质，增加受孕几率；
叶酸有助于机体产生健康的精子并有助于维护精子的健康水平；
研究表明，锌对精子密度、精子活力和精子数量均密切相关；
硒则在精子的生成和维持精子结构的稳定性等方面有很大的作用。

研究：

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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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建议：

推荐服用原因 剂型 建议用量

提供女性生育营养健康支持，维护女性卵子健康，提
高受孕率及胚胎健康水平。

片剂 成人每日一片，随早餐或午餐服用，或在保健医生

指导下服用。如在服用其他药物，请相隔数小时。

女士备孕复合多维补充剂

每一片营养均衡的Quest（百事泰）士备孕复合多维补充剂含有：
营养素：
维生素D3 800 IU
维生素E（D-alpha-生育酚醋酸脂）15 IU
维生素C（抗坏血酸钙）90 mg
维生素B1（硝酸硫胺）7.5 mg
维生素B2（核黄素）5 mg
烟酰胺12 mg
泛酸（D-泛酸钙）7.5 mg
维生素B6（盐酸吡哆醇）5 mg
维生素B12 5 mcg
叶酸400 mcg
生物素50 mcg
矿物质：
镁（氧化物）100 mg
铁（富马酸亚铁）15 mg
锌（氧化物）10 mg
铜（葡萄糖酸铜）0.5 mg
硒（亚硒酸钠）50 mcg
本产品不含人工防腐剂、色素、香味剂、蛋、麸质、贝类及亚硫酸盐。
推荐每日用量：该配方中各营养元素的推荐剂量因年龄而异。

描述：

Quest（百事泰）女士备孕复合多维补充剂是易于吞咽的、理想的复合维生素及
矿物质补充剂。采用科学配方，满足备孕期女性日常饮食之外的营养及健康需

求，帮助调整身体状况，迎接新生命。

产品编号 :  338801

食物来源：

维生素D：阳光、富含脂肪的鱼类、鸡蛋、强化奶。
维生素E：植物油、坚果、全谷物、小麦胚芽、鸡蛋、黄油、肝脏、绿叶蔬菜。 
维生素C：水果和蔬菜，尤其布鲁塞尔芽甘蓝、羽衣甘蓝、西芹、西红柿、甜椒、豆瓣菜、黑加仑子、橙子、柠檬、草莓。
维生素B1：内脏、猪肉、豆类、谷物、鸡蛋、家禽、鱼。
维生素B2：肝、乳制品、鸡蛋、肉类、家禽、鱼、豆类、菠菜。
烟酰胺：内脏、肉类、家禽、鱼、豆类、奶制品、鸡蛋、全谷类。
泛酸：内脏、牛奶、鱼、禽、蛋、谷类、豆类、花椰菜、甜土豆、鳄梨、菜花。
维生素B6：坚果类食物、豆类、小麦胚芽、全谷类、香蕉、土豆、三文鱼、鲱鱼、肝、肉、家禽、蛋。
维生素B12：肝、肾、牛肉、鲱鱼、鲭鱼、蛋、鱼、奶酪。
叶酸：深色绿叶蔬菜、肝脏、啤酒酵母、豆类、芦笋、花椰菜、小麦胚芽、全谷类。
生物素：蛋黄、肝脏。
镁：豆类、坚果、种子、全谷类、绿叶蔬菜、糖蜜、小麦胚芽。
铁：肝脏、牛肉、家禽、沙丁油鱼、牡蛎、鸡蛋、谷物、干果、豆类、土豆、深色绿叶蔬菜、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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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物质缺乏原因：

维生素D：日光照射不足、饮食习惯不良。
维生素E：饮食习惯不良、克罗恩病、腹腔疾病、囊性纤维化。
维生素C：饮食习惯不良。
维生素B1：饮食习惯不良、食用精制食物、糖的摄入量高、酗酒。
维生素B2：减肥饮食、酗酒、口服避孕药、抗生素、压力大。
烟酰胺：饮食习惯不良。
泛酸：目前没有人类缺乏泛酸的报道，因为它存在于各种各样的食物中。
维生素B6：饮食习惯不良、某些口服避孕药、酗酒、抽烟和空气污染物、压力大。
维生素B12：严格的素食（素食主义者）饮食、内在因素导致分泌不足。
叶酸：饮食中蔬菜摄入不足；酗酒、某些药物作用。
生物素：罕见，长期食用生蛋清。
镁：经常食用精制食物、钙摄入过量、酗酒、手术、服用利尿药、肝肾疾病、某些口服避孕药。
铁：饮食习惯不良、吸收或利用减少、失血。
锌：饮食习惯不良、摄入过量纤维素、摄入过多植酸（植酸在豆类和全谷物中含量高）、克罗恩病、吸收不良综合征、酗酒。
铜：吸收不良综合征、腹腔疾病、囊性纤维化。
硒：饮食习惯不良、土壤中硒、硒含量少，重金属、摄入过量锌、部分化疗药物。

营养物质缺乏症状：

维生素D：佝偻病、骨软化症、骨质疏松症、关节疼痛。
维生素E：神经损伤、肌肉无力、协调性差、溶血性贫血、视网膜损伤。
维生素C：牙龈出血、容易瘀伤、骨骼脆化、伤口愈合不良、易感染、歇斯底里、抑郁。
维生素B1：疲劳、抑郁、精神功能受损、腿部发麻有针刺感、便秘、脚气病。
维生素B2：嘴唇、嘴角开裂、舌头发炎、对光线敏感、视力减退、白内障、贫血、脂溢性皮炎、疲劳、食欲不振。
烟酰胺：忧虑、烦躁、抑郁、乏力、记忆力减退、糙皮病（皮炎、痴呆、腹泻）。
泛酸：缺乏会导致的症状尚未知；然而，实验性结果显示会导致疲劳、心血管和胃肠道问题、上呼吸道感染、抑郁、麻木和四
肢刺痛感。
维生素B6：抑郁、葡萄糖耐受不良、贫血、神经功能受损、嘴角开裂、湿疹。
维生素B12：神经系统功能受损、精神功能受损、恶性贫血。
叶酸：贫血、易怒、虚弱、失眠、抑郁、生长缓慢、腹泻、牙龈炎、记忆障碍、食欲不振、疲劳、气短。 
生物素：脱发；眼睛、鼻子、嘴巴和生殖器周围区域起红色鳞片状皮疹；抑郁症；嗜睡；产生幻觉；四肢麻木和刺痛。
镁：疲劳、精神错乱、易怒、虚弱、心律紊乱、神经传导及肌肉收缩产生问题、肌肉痉挛、食欲减退、失眠、易紧张。
铁：贫血、学习障碍、免疫功能受损、精力减退、疲劳。
锌：易感染、伤口愈合缓慢、食欲减退，味觉和嗅觉减退，夜间视力减退。 
铜：缺铁性贫血，骨质疏松症。
硒：增加患癌及心脏病风险、免疫功能降低。

营养素互补：

锌：牡蛎和其他贝类、鱼、红肉、家禽黑肉、全谷物、豆类、坚果和种子。
铜：内脏、贝类、坚果类食物、全谷物。
硒：取决于土壤中的硒含量。肉类、内脏、全谷物。

女士备孕复合多维补充剂

维生素D：钙。
维生素E：硒。维生素E是使B12转化为其最活跃的形式的必不可少的营养素。
维生素C：生物类黄酮、维生素E、硒、β-胡萝卜素。
维生素B1：其他的B族维生素、镁
维生素B2：其他的B族维生素，尤其是维生素B1。
烟酰胺：其他的B族维生素、色氨酸。
泛酸：其他的B族维生素、肉碱、辅酶Q10。
维生素B6：其他的B族维生素，尤其是B2；镁；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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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士备孕复合多维补充剂

大量研究表明，大多数人饮食（即使是健康的）摄入的营养物质远低于推荐膳食供给量。

你知道吗...

复合维生素和矿物质补充剂提供了剂量适合的基本维生素和矿物质，不会使您摄入不足或过度摄入。

维生素D：促进钙的吸收，并有抗癌的特性。

维生素E：保护人体脂肪组织。防止毒性物质的危害。

维生素C：抗氧化剂，增强免疫力。

维生素B1：防止精神受损，提供大脑所需能量。

维生素B2：修复组织，增进视力，减缓眼部疲劳。产生能量过程中起重要作用。

烟酰胺：也被称为维生素B3，是辅酶NAD和NADP的一部分。在能量产生，脂肪、胆固醇和碳水化合物的新陈代谢以及制造

许多身体所需的化合物（包括性激素和肾上腺激素）中均起到重要作用。

泛酸：对肾上腺功能正常运行至关重要。这也是为什么泛酸一直被认为是“抗压力”维生素的原因。

维生素B6：参与氨基酸和必需脂肪酸的代谢过程，因此所有身体功能的正常运行和维护都需要它。

维生素B12：参与DNA、红细胞和髓鞘（被神经细胞包围，加速沿着神经细胞的信号传导）的合成。

胃会产生称为内因子的消化分泌物使维生素B12能被适量吸收。

叶酸：对健康细胞的分裂和复制起重要作用，尤其是胃肠道、皮肤、骨髓这些形成血细胞的地方。它还是神经递质的重要

辅酶，对免疫系统的健康运转而言很重要。

生物素：一种参与合成脂肪酸和产生能量的B族维生素。

镁：除了维持骨骼健康外，镁还参与维持神经系统的健康。此外，肌肉放松、能量的产生、蛋白质的形成、细胞复制、细

胞中钠与钾的调节和心脏功能均需要镁元素。

铁：将氧气从肺部输送到身体组织中，将二氧化碳从组织输送到肺部。能量的产生和新陈代谢（包括DNA的合成）所需的

几个关键酶也需要铁元素。

锌：作为辅酶参与超过20种酶反应。在胰岛素的活性、蛋白质和DNA的合成、味觉和嗅觉、伤口愈合、维持正常维生素A的

水平、骨骼结构、免疫系统中起作用。

铜：正常婴儿发育、红细胞和白细胞成熟化、铁元素转运、增强骨骼强度、胆固醇代谢、心肌收缩、糖代谢、脑发育、免

疫功能等均需铜元素。

硒：抗氧化剂和抗癌矿物质。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保护细胞免受自由基损伤）的组成部分。

原理：

维生素B12：维生素E，叶酸，维生素C。
叶酸：维生素B12、SAM、维生素B6、胆碱。 
生物素：健康的饮食。
镁：钙、磷、维生素B6。
铁：维生素C。
锌：健康的饮食。
铜：健康的饮食。
硒：其他抗氧化营养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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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士备孕复合多维补充剂

专为备孕期女性设计，儿童请勿服用。若您有严重疾病或在使用药物期间，请咨询医生。

相互作用和安全事项：

请将本品放置在儿童接触不到的地方。

其它注意事项：

标签：

推荐剂量下无副作用。

一份营养学会的报告全面支持复合维生素和矿物质补充剂的功效。备孕期间持续使用复合维生素和矿物质后，从加强卵子的活
力，增加受孕几率到增强孕期机体免疫力，降低婴儿神经管先天缺陷（如脊柱裂），均有可量化的正面影响。
孕前开始补充适量的叶酸，有助于促进孕后胎儿的正常生长，预防胎儿神经管畸形，防止妊娠巨红细胞性贫血；
抗氧化剂（维生素C，维生素E，硒），可提高卵子健康水平及受孕几率，降低孕后流产、早产、子痫前症等几率；
维生素E有助于增加卵泡生长及孕酮的作用，提高生育能力，预防流产，维生素E辅助抗氧化的同时有美白肌肤的作用，缓解因
怀孕激素失衡导致的皮肤色斑问题；
维生素D可促进备孕期钙、磷的吸收，有助于预防产后骨质疏松，降低新生儿致佝偻病及糖尿病产生的几率。
维生素B12有助于修复调整子宫、卵巢和生殖系统至健康水平，为受孕打下坚实的基础。
维生素A摄入不足和过量，都可能导致胎儿神经系统发育受损，乃至畸形。
大量人群调查发现备孕及孕期女性日常饮食能提供充足的钙，而过量摄入钙会影响其他营养素的吸收。
铜元素摄入不足可能影响卵子和受精卵的运动导致不孕的发生；

研究：

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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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建议：

推荐服用原因 剂型 建议用量

提供怀孕初期女性及胎儿的营养健康支持，维护女性
身体健康水平，提高免疫力及胚胎健康水平。

片剂 成人每日一片，随早餐或午餐服用，或在保健医生

指导下服用。如在服用其他药物，请相隔数小时。

女士孕初期复合多维补充剂

每一片营养均衡的Quest（百事泰）女士孕初期复合多维补充剂含有：
营养素：
维生素D3 200 IU
维生素E（D-alpha-生育酚醋酸脂）7.5 IU
维生素C（抗坏血酸钙）50 mg
维生素K1 70 mcg
维生素B1（硝酸硫胺）1 mg
维生素B2（核黄素）1 mg
烟酰胺10 mg
泛酸（D-泛酸钙）5 mg
维生素B6（盐酸吡哆醇）2 mg
维生素B12 3 mcg
叶酸400 mcg
生物素25 mcg
矿物质：
钙 （碳酸钙）200 mg
镁（氧化物）90 mg
铁（富马酸亚铁）7.5 mg
锌（氧化物）7.5 mg
铜（葡萄糖酸铜）0.3 mg
硒（亚硒酸钠）15 mcg
本产品不含人工防腐剂、色素、香味剂、蛋、麸质、贝类及亚硫酸盐。
推荐每日用量：  该配方中各营养元素的推荐剂量因年龄而异。

描述：

Quest（百事泰）女士孕初期复合多维补充剂是易于吞咽的、理想的复合维生素
及矿物质补充剂。采用科学配方，满足孕初期女性日常饮食之外的营养及健康

需求，帮助调整身体状况，孕育新生命。

产品编号 :  338802

食物来源：

维生素D：阳光、富含脂肪的鱼类、鸡蛋、强化奶。
维生素E：植物油、坚果、全谷物、小麦胚芽、鸡蛋、黄油、肝脏、绿叶蔬菜。 
维生素C：水果和蔬菜，尤其布鲁塞尔芽甘蓝、羽衣甘蓝、西芹、西红柿、甜椒、豆瓣菜、黑加仑子、橙子、柠檬、草莓。
维生素B1：内脏、猪肉、豆类、谷物、鸡蛋、家禽、鱼。
维生素B2：肝、乳制品、鸡蛋、肉类、家禽、鱼、豆类、菠菜。
烟酰胺：内脏、肉类、家禽、鱼、豆类、奶制品、鸡蛋、全谷类。
泛酸：内脏、牛奶、鱼、禽、蛋、谷类、豆类、花椰菜、甜土豆、鳄梨、菜花。
维生素B6：坚果类食物、豆类、小麦胚芽、全谷类、香蕉、土豆、三文鱼、鲱鱼、肝、肉、家禽、蛋。
维生素B12：肝、肾、牛肉、鲱鱼、鲭鱼、蛋、鱼、奶酪。
叶酸：深色绿叶蔬菜、肝脏、啤酒酵母、豆类、芦笋、花椰菜、小麦胚芽、全谷类。
生物素：蛋黄、肝脏。
钙：乳制品、豆类、深色绿叶蔬菜、小麦糠、海菜、杏仁、巴西坚果、无花果。
镁：豆类、坚果、种子、全谷类、绿叶蔬菜、糖蜜、小麦胚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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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物质缺乏原因：

维生素D：日光照射不足、饮食习惯不良。
维生素E：饮食习惯不良、克罗恩病、腹腔疾病、囊性纤维化。
维生素C：饮食习惯不良。
维生素B1：饮食习惯不良、食用精制食物、糖的摄入量高、酗酒。
维生素B2：减肥饮食、酗酒、口服避孕药、抗生素、压力大。
烟酰胺：饮食习惯不良。
泛酸：目前没有人类缺乏泛酸的报道，因为它存在于各种各样的食物中。
维生素B6：饮食习惯不良、某些口服避孕药、酗酒、抽烟和空气污染物、压力大。
维生素B12：严格的素食（素食主义者）饮食、内在因素导致分泌不足。
叶酸：饮食中蔬菜摄入不足；酗酒、某些药物作用。
生物素：罕见，长期食用生蛋清。
钙：甲状旁腺功能异常、维生素D缺乏、镁缺乏、酗酒、低钙饮食、糖的摄入量高、相对钙而言蛋白质摄入量过大、碳酸饮料
中的磷酸盐、摄入过量的咖啡因、摄入过量的钠。
镁：经常食用精制食物、钙摄入过量、酗酒、手术、服用利尿药、肝肾疾病、某些口服避孕药。
铁：饮食习惯不良、吸收或利用减少、失血。
锌：饮食习惯不良、摄入过量纤维素、摄入过多植酸（植酸在豆类和全谷物中含量高）、克罗恩病、吸收不良综合征、酗酒。
铜：吸收不良综合征、腹腔疾病、囊性纤维化。
硒：饮食习惯不良、土壤中硒、硒含量少，重金属、摄入过量锌、部分化疗药物。

营养物质缺乏症状：

维生素D：佝偻病、骨软化症、骨质疏松症、关节疼痛。
维生素E：神经损伤、肌肉无力、协调性差、溶血性贫血、视网膜损伤。
维生素C：牙龈出血、容易瘀伤、骨骼脆化、伤口愈合不良、易感染、歇斯底里、抑郁。
维生素B1：疲劳、抑郁、精神功能受损、腿部发麻有针刺感、便秘、脚气病。
维生素B2：嘴唇、嘴角开裂、舌头发炎、对光线敏感、视力减退、白内障、贫血、脂溢性皮炎、疲劳、食欲不振。
烟酰胺：忧虑、烦躁、抑郁、乏力、记忆力减退、糙皮病（皮炎、痴呆、腹泻）。
泛酸：缺乏会导致的症状尚未知；然而，实验性结果显示会导致疲劳、心血管和胃肠道问题、上呼吸道感染、抑郁、麻木和四
肢刺痛感。
维生素B6：抑郁、葡萄糖耐受不良、贫血、神经功能受损、嘴角开裂、湿疹。
维生素B12：神经系统功能受损、精神功能受损、恶性贫血。
叶酸：贫血、易怒、虚弱、失眠、抑郁、生长缓慢、腹泻、牙龈炎、记忆障碍、食欲不振、疲劳、气短。 
生物素：脱发；眼睛、鼻子、嘴巴和生殖器周围区域起红色鳞片状皮疹；抑郁症；嗜睡；产生幻觉；四肢麻木和刺痛。
钙：佝偻病、骨软化症、骨质疏松症、肌肉痉挛、腿抽筋。
镁：疲劳、精神错乱、易怒、虚弱、心律紊乱、神经传导及肌肉收缩产生问题、肌肉痉挛、食欲减退、失眠、易紧张。
铁：贫血、学习障碍、免疫功能受损、精力减退、疲劳。
锌：易感染、伤口愈合缓慢、食欲减退，味觉和嗅觉减退，夜间视力减退。 
铜：缺铁性贫血，骨质疏松症。
硒：增加患癌及心脏病风险、免疫功能降低。

营养素互补：

铁：肝脏、牛肉、家禽、沙丁油鱼、牡蛎、鸡蛋、谷物、干果、豆类、土豆、深色绿叶蔬菜、李子。
锌：牡蛎和其他贝类、鱼、红肉、家禽黑肉、全谷物、豆类、坚果和种子。
铜：内脏、贝类、坚果类食物、全谷物。
硒：取决于土壤中的硒含量。肉类、内脏、全谷物。

女士孕初期复合多维补充剂

维生素A：锌、维生素E。
维生素D：钙。
维生素E：硒。维生素E是使B12转化为其最活跃的形式的必不可少的营养素。
维生素C：生物类黄酮、维生素E、硒、β-胡萝卜素。
维生素B1：其他的B族维生素、镁
维生素B2：其他的B族维生素，尤其是维生素B1。
烟酰胺：其他的B族维生素、色氨酸。
泛酸：其他的B族维生素、肉碱、辅酶Q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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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士孕初期复合多维补充剂

大量研究表明，大多数人饮食（即使是健康的）摄入的营养物质远低于推荐膳食供给量。

你知道吗...

复合维生素和矿物质补充剂提供了剂量适合的基本维生素和矿物质，不会使您摄入不足或过度摄入。

维生素D：促进钙的吸收，并有抗癌的特性。

维生素E：保护人体脂肪组织。防止毒性物质的危害。

维生素C：抗氧化剂，增强免疫力。

维生素B1：防止精神受损，提供大脑所需能量。

维生素B2：修复组织，增进视力，减缓眼部疲劳。产生能量过程中起重要作用。

烟酰胺：也被称为维生素B3，是辅酶NAD和NADP的一部分。在能量产生，脂肪、胆固醇和碳水化合物的新陈代谢以及制造

许多身体所需的化合物（包括性激素和肾上腺激素）中均起到重要作用。

泛酸：对肾上腺功能正常运行至关重要。这也是为什么泛酸一直被认为是“抗压力”维生素的原因。

维生素B6：参与氨基酸和必需脂肪酸的代谢过程，因此所有身体功能的正常运行和维护都需要它。

维生素B12：参与DNA、红细胞和髓鞘（被神经细胞包围，加速沿着神经细胞的信号传导）的合成。

胃会产生称为内因子的消化分泌物使维生素B12能被适量吸收。

叶酸：对健康细胞的分裂和复制起重要作用，尤其是胃肠道、皮肤、骨髓这些形成血细胞的地方。它还是神经递质的重要

辅酶，对免疫系统的健康运转而言很重要。

生物素：一种参与合成脂肪酸和产生能量的B族维生素。

钙：除参与骨骼和牙齿的形成外，钙还参与了脂肪和蛋白质的消化吸收和能量的产生。血液凝固和神经冲动的传递也需要

钙，同时它还在调节肌肉的收缩和放松（包括心脏）中起到作用。

镁：除了维持骨骼健康外，镁还参与维持神经系统的健康。此外，肌肉放松、能量的产生、蛋白质的形成、细胞复制、细

胞中钠与钾的调节和心脏功能均需要镁元素。

铁：将氧气从肺部输送到身体组织中，将二氧化碳从组织输送到肺部。能量的产生和新陈代谢（包括DNA的合成）所需的

几个关键酶也需要铁元素。

锌：作为辅酶参与超过20种酶反应。在胰岛素的活性、蛋白质和DNA的合成、味觉和嗅觉、伤口愈合、维持正常维生素A的

水平、骨骼结构、免疫系统中起作用。

铜：正常婴儿发育、红细胞和白细胞成熟化、铁元素转运、增强骨骼强度、胆固醇代谢、心肌收缩、糖代谢、脑发育、免

疫功能等均需铜元素。

硒：抗氧化剂和抗癌矿物质。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保护细胞免受自由基损伤）的组成部分。

原理：

维生素B6：其他的B族维生素，尤其是B2；镁；锌。
维生素B12：维生素E，叶酸，维生素C。
叶酸：维生素B12、SAM、维生素B6、胆碱。 
生物素：健康的饮食。
钙：维生素D、镁、钾、维生素K。
镁：钙、磷、维生素B6。
铁：维生素C。
锌：健康的饮食。
铜：健康的饮食。
硒：其他抗氧化营养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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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士孕初期复合多维补充剂

专为孕初期女性设计，儿童请勿服用。若您有严重疾病或在使用药物期间，请咨询医生。

相互作用和安全事项：

请将本品放置在儿童接触不到的地方。

其它注意事项：

标签：

推荐剂量下无副作用。

孕前开始补充适量的叶酸，有助于促进孕后胎儿的正常生长，预防胎儿神经管畸形，防止妊娠巨红细胞性贫血；
适量的维生素C及维生素B6，帮助提高孕初期女性的免疫力，维持身体健康水平，同时，也有助于减轻妊娠呕吐。
近期研究表明，怀孕头三个月摄取的镁的数量关系到新生儿身高、体重和头围大小。添加相对高含量的镁，不仅对胎儿肌肉的
健康至关重要，也有助于胎儿骨骼的正常发育。
孕期母体维生素C水平会逐渐下降，适量补充维生素C可预防胎儿先天性畸形。如维生素C摄入过多可使孕妇体内环境变成酸
性，不利于生殖细胞的发育，而长期过量服用还会使胎儿在出生后发生坏血症。
孕期补充适量的维生素K，可以避免饮食摄入不足而导致的新生儿出血症。

研究：

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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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建议：

推荐服用原因 剂型 建议用量

提供怀孕中期女性及胎儿的营养健康支持，维护女性
身体及胎儿健康水平，提高免疫力。

片剂 成人每日一片，随早餐或午餐服用，或在保健医生

指导下服用。如在服用其他药物，请相隔数小时。

女士孕中期复合多维补充剂

每一片营养均衡的Quest（百事泰）女士孕中期复合多维补充剂含有：
营养素：
维生素D3 200 IU
维生素E（D-alpha-生育酚醋酸脂）7.5 IU
维生素C（抗坏血酸钙）70 mg
维生素K1 70 mcg
维生素B1（硝酸硫胺）1 mg
维生素B2（核黄素）1 mg
烟酰胺10 mg
泛酸（D-泛酸钙）5 mg
维生素B6（盐酸吡哆醇）2 mg
维生素B12 4 mcg
叶酸400 mcg
生物素25 mcg
矿物质：
钙 （碳酸钙）300 mg
镁（氧化物）75 mg
铁（富马酸亚铁）10 mg
锌（氧化物）7.5 mg
铜（葡萄糖酸铜）0.3 mg
硒（亚硒酸钠）30 mcg
锰（葡萄糖酸锰） 2.5 mg
本产品不含人工防腐剂、色素、香味剂、蛋、麸质、贝类及亚硫酸盐。
推荐每日用量：  该配方中各营养元素的推荐剂量因年龄而异。

描述：

Quest（百事泰）女士孕中期复合多维补充剂是易于吞咽的、理想的复合维生素
及矿物质补充剂。采用科学配方，满足孕中期女性日常饮食之外的营养及健康

需求，帮助调整身体状况，孕育新生命。

产品编号 :  338803

食物来源：

维生素D：阳光、富含脂肪的鱼类、鸡蛋、强化奶。
维生素E：植物油、坚果、全谷物、小麦胚芽、鸡蛋、黄油、肝脏、绿叶蔬菜。 
维生素C：水果和蔬菜，尤其布鲁塞尔芽甘蓝、羽衣甘蓝、西芹、西红柿、甜椒、豆瓣菜、黑加仑子、橙子、柠檬、草莓。
维生素B1：内脏、猪肉、豆类、谷物、鸡蛋、家禽、鱼。
维生素B2：肝、乳制品、鸡蛋、肉类、家禽、鱼、豆类、菠菜。
烟酰胺：内脏、肉类、家禽、鱼、豆类、奶制品、鸡蛋、全谷类。
泛酸：内脏、牛奶、鱼、禽、蛋、谷类、豆类、花椰菜、甜土豆、鳄梨、菜花。
维生素B6：坚果类食物、豆类、小麦胚芽、全谷类、香蕉、土豆、三文鱼、鲱鱼、肝、肉、家禽、蛋。
维生素B12：肝、肾、牛肉、鲱鱼、鲭鱼、蛋、鱼、奶酪。
叶酸：深色绿叶蔬菜、肝脏、啤酒酵母、豆类、芦笋、花椰菜、小麦胚芽、全谷类。
生物素：蛋黄、肝脏。
钙：乳制品、豆类、深色绿叶蔬菜、小麦糠、海菜、杏仁、巴西坚果、无花果。
镁：豆类、坚果、种子、全谷类、绿叶蔬菜、糖蜜、小麦胚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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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物质缺乏原因：

维生素D：日光照射不足、饮食习惯不良。
维生素E：饮食习惯不良、克罗恩病、腹腔疾病、囊性纤维化。
维生素C：饮食习惯不良。
维生素B1：饮食习惯不良、食用精制食物、糖的摄入量高、酗酒。
维生素B2：减肥饮食、酗酒、口服避孕药、抗生素、压力大。
烟酰胺：饮食习惯不良。
泛酸：目前没有人类缺乏泛酸的报道，因为它存在于各种各样的食物中。
维生素B6：饮食习惯不良、某些口服避孕药、酗酒、抽烟和空气污染物、压力大。
维生素B12：严格的素食（素食主义者）饮食、内在因素导致分泌不足。
叶酸：饮食中蔬菜摄入不足；酗酒、某些药物作用。
生物素：罕见，长期食用生蛋清。
钙：甲状旁腺功能异常、维生素D缺乏、镁缺乏、酗酒、低钙饮食、糖的摄入量高、相对钙而言蛋白质摄入量过大、碳酸饮料
中的磷酸盐、摄入过量的咖啡因、摄入过量的钠。
镁：经常食用精制食物、钙摄入过量、酗酒、手术、服用利尿药、肝肾疾病、某些口服避孕药。
铁：饮食习惯不良、吸收或利用减少、失血。
锌：饮食习惯不良、摄入过量纤维素、摄入过多植酸（植酸在豆类和全谷物中含量高）、克罗恩病、吸收不良综合征、酗酒。
铜：吸收不良综合征、腹腔疾病、囊性纤维化。
硒：饮食习惯不良、土壤中硒、硒含量少，重金属、摄入过量锌、部分化疗药物。
锰：饮食习惯食用精制食物。

营养物质缺乏症状：

维生素D：佝偻病、骨软化症、骨质疏松症、关节疼痛。
维生素E：神经损伤、肌肉无力、协调性差、溶血性贫血、视网膜损伤。
维生素C：牙龈出血、容易瘀伤、骨骼脆化、伤口愈合不良、易感染、歇斯底里、抑郁。
维生素B1：疲劳、抑郁、精神功能受损、腿部发麻有针刺感、便秘、脚气病。
维生素B2：嘴唇、嘴角开裂、舌头发炎、对光线敏感、视力减退、白内障、贫血、脂溢性皮炎、疲劳、食欲不振。
烟酰胺：忧虑、烦躁、抑郁、乏力、记忆力减退、糙皮病（皮炎、痴呆、腹泻）。
泛酸：缺乏会导致的症状尚未知；然而，实验性结果显示会导致疲劳、心血管和胃肠道问题、上呼吸道感染、抑郁、麻木和四
肢刺痛感。
维生素B6：抑郁、葡萄糖耐受不良、贫血、神经功能受损、嘴角开裂、湿疹。
维生素B12：神经系统功能受损、精神功能受损、恶性贫血。
叶酸：贫血、易怒、虚弱、失眠、抑郁、生长缓慢、腹泻、牙龈炎、记忆障碍、食欲不振、疲劳、气短。 
生物素：脱发；眼睛、鼻子、嘴巴和生殖器周围区域起红色鳞片状皮疹；抑郁症；嗜睡；产生幻觉；四肢麻木和刺痛。
钙：佝偻病、骨软化症、骨质疏松症、肌肉痉挛、腿抽筋。
镁：疲劳、精神错乱、易怒、虚弱、心律紊乱、神经传导及肌肉收缩产生问题、肌肉痉挛、食欲减退、失眠、易紧张。
铁：贫血、学习障碍、免疫功能受损、精力减退、疲劳。
锌：易感染、伤口愈合缓慢、食欲减退，味觉和嗅觉减退，夜间视力减退。 
铜：缺铁性贫血，骨质疏松症。
硒：增加患癌及心脏病风险、免疫功能降低。
锰：正常的生长代谢紊乱、皮疹、毛色损耗、骨重塑、头发和指甲生长减缓、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降低。

营养素互补：

铁：肝脏、牛肉、家禽、沙丁油鱼、牡蛎、鸡蛋、谷物、干果、豆类、土豆、深色绿叶蔬菜、李子。
锌：牡蛎和其他贝类、鱼、红肉、家禽黑肉、全谷物、豆类、坚果和种子。
铜：内脏、贝类、坚果类食物、全谷物。
硒：取决于土壤中的硒含量。肉类、内脏、全谷物。
锰：坚果类食物、全谷物、干果、绿叶蔬菜。

女士孕中期复合多维补充剂

维生素A：锌、维生素E。
维生素D：钙。
维生素E：硒。维生素E是使B12转化为其最活跃的形式的必不可少的营养素。
维生素C：生物类黄酮、维生素E、硒、β-胡萝卜素。
维生素B1：其他的B族维生素、镁
维生素B2：其他的B族维生素，尤其是维生素B1。
烟酰胺：其他的B族维生素、色氨酸。
泛酸：其他的B族维生素、肉碱、辅酶Q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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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士孕中期复合多维补充剂

大量研究表明，大多数人饮食（即使是健康的）摄入的营养物质远低于推荐膳食供给量。
由于妊娠血容量的增加，为了提供胎儿生长过程中所需铁及胎盘中的血液循环和补偿分娩失血及产后哺乳，孕妇
需在孕中期开始增加铁的摄入量。

你知道吗...

复合维生素和矿物质补充剂提供了剂量适合的基本维生素和矿物质，不会使您摄入不足或过度摄入。

维生素D：促进钙的吸收，并有抗癌的特性。

维生素E：保护人体脂肪组织。防止毒性物质的危害。

维生素C：抗氧化剂，增强免疫力。

维生素B1：防止精神受损，提供大脑所需能量。

维生素B2：修复组织，增进视力，减缓眼部疲劳。产生能量过程中起重要作用。

烟酰胺：也被称为维生素B3，是辅酶NAD和NADP的一部分。在能量产生，脂肪、胆固醇和碳水化合物的新陈代谢以及制造

许多身体所需的化合物（包括性激素和肾上腺激素）中均起到重要作用。

泛酸：对肾上腺功能正常运行至关重要。这也是为什么泛酸一直被认为是“抗压力”维生素的原因。

维生素B6：参与氨基酸和必需脂肪酸的代谢过程，因此所有身体功能的正常运行和维护都需要它。

维生素B12：参与DNA、红细胞和髓鞘（被神经细胞包围，加速沿着神经细胞的信号传导）的合成。

胃会产生称为内因子的消化分泌物使维生素B12能被适量吸收。

叶酸：对健康细胞的分裂和复制起重要作用，尤其是胃肠道、皮肤、骨髓这些形成血细胞的地方。它还是神经递质的重要

辅酶，对免疫系统的健康运转而言很重要。

生物素：一种参与合成脂肪酸和产生能量的B族维生素。

钙：除参与骨骼和牙齿的形成外，钙还参与了脂肪和蛋白质的消化吸收和能量的产生。血液凝固和神经冲动的传递也需要

钙，同时它还在调节肌肉的收缩和放松（包括心脏）中起到作用。

镁：除了维持骨骼健康外，镁还参与维持神经系统的健康。此外，肌肉放松、能量的产生、蛋白质的形成、细胞复制、细

胞中钠与钾的调节和心脏功能均需要镁元素。

铁：将氧气从肺部输送到身体组织中，将二氧化碳从组织输送到肺部。能量的产生和新陈代谢（包括DNA的合成）所需的

几个关键酶也需要铁元素。

锌：作为辅酶参与超过20种酶反应。在胰岛素的活性、蛋白质和DNA的合成、味觉和嗅觉、伤口愈合、维持正常维生素A的

水平、骨骼结构、免疫系统中起作用。

铜：正常婴儿发育、红细胞和白细胞成熟化、铁元素转运、增强骨骼强度、胆固醇代谢、心肌收缩、糖代谢、脑发育、免

疫功能等均需铜元素。

硒：抗氧化剂和抗癌矿物质。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保护细胞免受自由基损伤）的组成部分。

锰：许多酶系统、骨骼生长发育和繁殖都需要锰元素。神经、免疫系统的正常运作也需要锰元素。

原理：

维生素B6：其他的B族维生素，尤其是B2；镁；锌。
维生素B12：维生素E，叶酸，维生素C。
叶酸：维生素B12、SAM、维生素B6、胆碱。 
生物素：健康的饮食。
钙：维生素D、镁、钾、维生素K。
镁：钙、磷、维生素B6。
铁：维生素C。
锌：健康的饮食。
铜：健康的饮食。
硒：其他抗氧化营养物质。
锰：健康的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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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士孕中期复合多维补充剂

专为孕中期女性设计，儿童请勿服用。若您有严重疾病或在使用药物期间，请咨询医生。

相互作用和安全事项：

请将本品放置在儿童接触不到的地方。

其它注意事项：

标签：

推荐剂量下无副作用。

孕中期是胎儿各个器官生长和分化的重要时期，孕妇对血红素铁、核黄素、叶酸、维生素A等营养素需要量明显增加。
孕中期缺锌将影响胎儿骨骼、心脏、脑等重要器官的生长；造成胎儿宫内发育迟缓，胎儿的免疫力下降。本品铁的添加了较之
孕初期有所增加。维生素C可促进铁的吸收，以改善孕妇贫血、提高孕妇免疫力、缓解妊娠反应、预防新生儿出生缺陷、促进
胎儿大脑发育等。
胎儿的神经髓鞘发育依赖于维生素B12。

研究：

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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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建议：

推荐服用原因 剂型 建议用量

提供怀孕晚期女性及胎儿的营养健康支持，维护女性
身体及胎儿健康水平，提高免疫力。

片剂 成人每日一片，随早餐或午餐服用，或在保健医生

指导下服用。如在服用其他药物，请相隔数小时。

女士孕晚期复合多维补充剂

每一片营养均衡的Quest（百事泰）女士孕晚期复合多维补充剂含有：
营养素：
维生素D3 200 IU
维生素E（D-alpha-生育酚醋酸脂）7.5 IU
维生素C（抗坏血酸钙）80 mg
维生素K1 70 mcg
维生素B1（硝酸硫胺）1 mg
维生素B2（核黄素）1 mg
烟酰胺10 mg
泛酸（D-泛酸钙）5 mg
维生素B6（盐酸吡哆醇）2 mg
维生素B12 3 mcg
叶酸400 mcg
生物素30 mcg
矿物质：
钙 （碳酸钙）500 mg
铁（富马酸亚铁）15 mg
锌（氧化物）7.5 mg
铜（葡萄糖酸铜）0.3 mg
硒（亚硒酸钠）30 mcg
锰（葡萄糖酸锰） 2.5 mg
本产品不含人工防腐剂、色素、香味剂、蛋、麸质、贝类及亚硫酸盐。
推荐每日用量：  该配方中各营养元素的推荐剂量因年龄而异。

描述：

Quest（百事泰）女士孕晚期复合多维补充剂是易于吞咽的、理想的复合维生素
及矿物质补充剂。采用科学配方，满足孕晚期女性日常饮食之外的营养及健康

需求，帮助调整身体状况，准备迎接新生命的到来。

产品编号 :  338804

食物来源：

维生素D：阳光、富含脂肪的鱼类、鸡蛋、强化奶。
维生素E：植物油、坚果、全谷物、小麦胚芽、鸡蛋、黄油、肝脏、绿叶蔬菜。 
维生素C：水果和蔬菜，尤其布鲁塞尔芽甘蓝、羽衣甘蓝、西芹、西红柿、甜椒、豆瓣菜、黑加仑子、橙子、柠檬、草莓。
维生素B1：内脏、猪肉、豆类、谷物、鸡蛋、家禽、鱼。
维生素B2：肝、乳制品、鸡蛋、肉类、家禽、鱼、豆类、菠菜。
烟酰胺：内脏、肉类、家禽、鱼、豆类、奶制品、鸡蛋、全谷类。
泛酸：内脏、牛奶、鱼、禽、蛋、谷类、豆类、花椰菜、甜土豆、鳄梨、菜花。
维生素B6：坚果类食物、豆类、小麦胚芽、全谷类、香蕉、土豆、三文鱼、鲱鱼、肝、肉、家禽、蛋。
维生素B12：肝、肾、牛肉、鲱鱼、鲭鱼、蛋、鱼、奶酪。
叶酸：深色绿叶蔬菜、肝脏、啤酒酵母、豆类、芦笋、花椰菜、小麦胚芽、全谷类。
生物素：蛋黄、肝脏。
钙：乳制品、豆类、深色绿叶蔬菜、小麦糠、海菜、杏仁、巴西坚果、无花果。
铁：肝脏、牛肉、家禽、沙丁油鱼、牡蛎、鸡蛋、谷物、干果、豆类、土豆、深色绿叶蔬菜、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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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物质缺乏原因：

维生素D：日光照射不足、饮食习惯不良。
维生素E：饮食习惯不良、克罗恩病、腹腔疾病、囊性纤维化。
维生素C：饮食习惯不良。
维生素B1：饮食习惯不良、食用精制食物、糖的摄入量高、酗酒。
维生素B2：减肥饮食、酗酒、口服避孕药、抗生素、压力大。
烟酰胺：饮食习惯不良。
泛酸：目前没有人类缺乏泛酸的报道，因为它存在于各种各样的食物中。
维生素B6：饮食习惯不良、某些口服避孕药、酗酒、抽烟和空气污染物、压力大。
维生素B12：严格的素食（素食主义者）饮食、内在因素导致分泌不足。
叶酸：饮食中蔬菜摄入不足；酗酒、某些药物作用。
生物素：罕见，长期食用生蛋清。
钙：甲状旁腺功能异常、维生素D缺乏、镁缺乏、酗酒、低钙饮食、糖的摄入量高、相对钙而言蛋白质摄入量过大、碳酸饮料
中的磷酸盐、摄入过量的咖啡因、摄入过量的钠。
铁：饮食习惯不良、吸收或利用减少、失血。
锌：饮食习惯不良、摄入过量纤维素、摄入过多植酸（植酸在豆类和全谷物中含量高）、克罗恩病、吸收不良综合征、酗酒。
铜：吸收不良综合征、腹腔疾病、囊性纤维化。
硒：饮食习惯不良、土壤中硒、硒含量少，重金属、摄入过量锌、部分化疗药物。
锰：饮食习惯食用精制食物。

营养物质缺乏症状：

维生素D：佝偻病、骨软化症、骨质疏松症、关节疼痛。
维生素E：神经损伤、肌肉无力、协调性差、溶血性贫血、视网膜损伤。
维生素C：牙龈出血、容易瘀伤、骨骼脆化、伤口愈合不良、易感染、歇斯底里、抑郁。
维生素B1：疲劳、抑郁、精神功能受损、腿部发麻有针刺感、便秘、脚气病。
维生素B2：嘴唇、嘴角开裂、舌头发炎、对光线敏感、视力减退、白内障、贫血、脂溢性皮炎、疲劳、食欲不振。
烟酰胺：忧虑、烦躁、抑郁、乏力、记忆力减退、糙皮病（皮炎、痴呆、腹泻）。
泛酸：缺乏会导致的症状尚未知；然而，实验性结果显示会导致疲劳、心血管和胃肠道问题、上呼吸道感染、抑郁、麻木和四
肢刺痛感。
维生素B6：抑郁、葡萄糖耐受不良、贫血、神经功能受损、嘴角开裂、湿疹。
维生素B12：神经系统功能受损、精神功能受损、恶性贫血。
叶酸：贫血、易怒、虚弱、失眠、抑郁、生长缓慢、腹泻、牙龈炎、记忆障碍、食欲不振、疲劳、气短。 
生物素：脱发；眼睛、鼻子、嘴巴和生殖器周围区域起红色鳞片状皮疹；抑郁症；嗜睡；产生幻觉；四肢麻木和刺痛。
钙：佝偻病、骨软化症、骨质疏松症、肌肉痉挛、腿抽筋。
铁：贫血、学习障碍、免疫功能受损、精力减退、疲劳。
锌：易感染、伤口愈合缓慢、食欲减退，味觉和嗅觉减退，夜间视力减退。 
铜：缺铁性贫血，骨质疏松症。
硒：增加患癌及心脏病风险、免疫功能降低。
锰：正常的生长代谢紊乱、皮疹、毛色损耗、骨重塑、头发和指甲生长减缓、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降低。

营养素互补：

锌：牡蛎和其他贝类、鱼、红肉、家禽黑肉、全谷物、豆类、坚果和种子。
铜：内脏、贝类、坚果类食物、全谷物。
硒：取决于土壤中的硒含量。肉类、内脏、全谷物。
锰：坚果类食物、全谷物、干果、绿叶蔬菜。

女士孕晚期复合多维补充剂

维生素A：锌、维生素E。
维生素D：钙。
维生素E：硒。维生素E是使B12转化为其最活跃的形式的必不可少的营养素。
维生素C：生物类黄酮、维生素E、硒、β-胡萝卜素。
维生素B1：其他的B族维生素、镁
维生素B2：其他的B族维生素，尤其是维生素B1。
烟酰胺：其他的B族维生素、色氨酸。
泛酸：其他的B族维生素、肉碱、辅酶Q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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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士孕晚期复合多维补充剂

大量研究表明，大多数人饮食（即使是健康的）摄入的营养物质远低于推荐膳食供给量。
由于妊娠血容量的增加，为了提供胎儿生长过程中所需铁及胎盘中的血液循环和补偿分娩失血及产后哺乳，孕妇
需在孕中期开始增加铁的摄入量。

你知道吗...

复合维生素和矿物质补充剂提供了剂量适合的基本维生素和矿物质，不会使您摄入不足或过度摄入。

维生素D：促进钙的吸收，并有抗癌的特性。

维生素E：保护人体脂肪组织。防止毒性物质的危害。

维生素C：抗氧化剂，增强免疫力。

维生素B1：防止精神受损，提供大脑所需能量。

维生素B2：修复组织，增进视力，减缓眼部疲劳。产生能量过程中起重要作用。

烟酰胺：也被称为维生素B3，是辅酶NAD和NADP的一部分。在能量产生，脂肪、胆固醇和碳水化合物的新陈代谢以及制造

许多身体所需的化合物（包括性激素和肾上腺激素）中均起到重要作用。

泛酸：对肾上腺功能正常运行至关重要。这也是为什么泛酸一直被认为是“抗压力”维生素的原因。

维生素B6：参与氨基酸和必需脂肪酸的代谢过程，因此所有身体功能的正常运行和维护都需要它。

维生素B12：参与DNA、红细胞和髓鞘（被神经细胞包围，加速沿着神经细胞的信号传导）的合成。

胃会产生称为内因子的消化分泌物使维生素B12能被适量吸收。

叶酸：对健康细胞的分裂和复制起重要作用，尤其是胃肠道、皮肤、骨髓这些形成血细胞的地方。它还是神经递质的重要

辅酶，对免疫系统的健康运转而言很重要。

生物素：一种参与合成脂肪酸和产生能量的B族维生素。

钙：除参与骨骼和牙齿的形成外，钙还参与了脂肪和蛋白质的消化吸收和能量的产生。血液凝固和神经冲动的传递也需要

钙，同时它还在调节肌肉的收缩和放松（包括心脏）中起到作用。

铁：将氧气从肺部输送到身体组织中，将二氧化碳从组织输送到肺部。能量的产生和新陈代谢（包括DNA的合成）所需的

几个关键酶也需要铁元素。

锌：作为辅酶参与超过20种酶反应。在胰岛素的活性、蛋白质和DNA的合成、味觉和嗅觉、伤口愈合、维持正常维生素A的

水平、骨骼结构、免疫系统中起作用。

铜：正常婴儿发育、红细胞和白细胞成熟化、铁元素转运、增强骨骼强度、胆固醇代谢、心肌收缩、糖代谢、脑发育、免

疫功能等均需铜元素。

硒：抗氧化剂和抗癌矿物质。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保护细胞免受自由基损伤）的组成部分。

锰：许多酶系统、骨骼生长发育和繁殖都需要锰元素。神经、免疫系统的正常运作也需要锰元素。

原理：

维生素B6：其他的B族维生素，尤其是B2；镁；锌。
维生素B12：维生素E，叶酸，维生素C。
叶酸：维生素B12、SAM、维生素B6、胆碱。 
生物素：健康的饮食。
钙：维生素D、镁、钾、维生素K。
铁：维生素C。
锌：健康的饮食。
铜：健康的饮食。
硒：其他抗氧化营养物质。
锰：健康的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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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士孕晚期复合多维补充剂

专为孕晚期女性设计，儿童请勿服用。若您有严重疾病或在使用药物期间，请咨询医生。

相互作用和安全事项：

请将本品放置在儿童接触不到的地方。

其它注意事项：

标签：

推荐剂量下无副作用。

维生素C可利于促进铁的吸收，以改善孕妇贫血、提高孕妇免疫力、缓解妊娠反应、预防新生儿出生缺陷、促进胎儿大脑发育
等。
钙可降低孕妇孕晚期及产后出现骨质疏松、骨质软化以及胎儿罹患先天性佝偻病的几率。
维生素B1可避免因缺乏影响分娩时子宫收缩而导致的产程延长，分娩困难。
胎儿的神经髓鞘发育依赖于维生素B12。
锰摄入不足易导致胎儿骨骼发育不良，性激素合成降低，甚至出现畸形的情况。

研究：

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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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建议：

推荐服用原因 剂型 建议用量

提供哺乳期女性的营养健康支持。 片剂 成人每日一片，随早餐或午餐服用，或在保健医生

指导下服用。如在服用其他药物，请相隔数小时。

女士哺乳期复合多维补充剂

每一片营养均衡的Quest（百事泰）女士哺乳期复合多维补充剂含有：
营养素：
维生素D3 400 IU
维生素E（D-alpha-生育酚醋酸脂）22.38 IU
维生素C（抗坏血酸钙）70 mg
维生素K1 70 mcg
维生素B1（硝酸硫胺）1.5mg
维生素B2（核黄素）2 mg
烟酰胺12 mg
泛酸（D-泛酸钙）7.5 mg
维生素B6（盐酸吡哆醇）2.5 mg
维生素B12 5 mcg
叶酸200 mcg
生物素20 mcg
矿物质：
钙 （碳酸钙）500 mg
镁（氧化物）150 mg
铁（富马酸亚铁）10 mg
锌（氧化物）10 mg
铜（葡萄糖酸铜）0.8 mg
硒（亚硒酸钠）30 mcg
本产品不含人工防腐剂、色素、香味剂、蛋、麸质、贝类及亚硫酸盐。
推荐每日用量：  该配方中各营养元素的推荐剂量因年龄而异。

描述：

Quest（百事泰）女士哺乳期复合多维补充剂是易于吞咽的、理想的复合维生素
及矿物质补充剂。采用科学配方，满足哺乳期女性日常饮食之外的营养及健康

需求，帮助产后身体恢复，哺育新生命。

产品编号 :  338805

食物来源：

维生素D：阳光、富含脂肪的鱼类、鸡蛋、强化奶。
维生素E：植物油、坚果、全谷物、小麦胚芽、鸡蛋、黄油、肝脏、绿叶蔬菜。 
维生素C：水果和蔬菜，尤其布鲁塞尔芽甘蓝、羽衣甘蓝、西芹、西红柿、甜椒、豆瓣菜、黑加仑子、橙子、柠檬、草莓。
维生素B1：内脏、猪肉、豆类、谷物、鸡蛋、家禽、鱼。
维生素B2：肝、乳制品、鸡蛋、肉类、家禽、鱼、豆类、菠菜。
烟酰胺：内脏、肉类、家禽、鱼、豆类、奶制品、鸡蛋、全谷类。
泛酸：内脏、牛奶、鱼、禽、蛋、谷类、豆类、花椰菜、甜土豆、鳄梨、菜花。
维生素B6：坚果类食物、豆类、小麦胚芽、全谷类、香蕉、土豆、三文鱼、鲱鱼、肝、肉、家禽、蛋。
维生素B12：肝、肾、牛肉、鲱鱼、鲭鱼、蛋、鱼、奶酪。
叶酸：深色绿叶蔬菜、肝脏、啤酒酵母、豆类、芦笋、花椰菜、小麦胚芽、全谷类。
生物素：蛋黄、肝脏。
钙：乳制品、豆类、深色绿叶蔬菜、小麦糠、海菜、杏仁、巴西坚果、无花果。
镁：豆类、坚果、种子、全谷类、绿叶蔬菜、糖蜜、小麦胚芽。



百事泰 多种维生素&矿物质

营养物质缺乏原因：

维生素D：日光照射不足、饮食习惯不良。
维生素E：饮食习惯不良、克罗恩病、腹腔疾病、囊性纤维化。
维生素C：饮食习惯不良。
维生素B1：饮食习惯不良、食用精制食物、糖的摄入量高、酗酒。
维生素B2：减肥饮食、酗酒、口服避孕药、抗生素、压力大。
烟酰胺：饮食习惯不良。
泛酸：目前没有人类缺乏泛酸的报道，因为它存在于各种各样的食物中。
维生素B6：饮食习惯不良、某些口服避孕药、酗酒、抽烟和空气污染物、压力大。
维生素B12：严格的素食（素食主义者）饮食、内在因素导致分泌不足。
叶酸：饮食中蔬菜摄入不足；酗酒、某些药物作用。
生物素：罕见，长期食用生蛋清。
钙：甲状旁腺功能异常、维生素D缺乏、镁缺乏、酗酒、低钙饮食、糖的摄入量高、相对钙而言蛋白质摄入量过大、碳酸饮料
中的磷酸盐、摄入过量的咖啡因、摄入过量的钠。
镁：经常食用精制食物、钙摄入过量、酗酒、手术、服用利尿药、肝肾疾病、某些口服避孕药。
铁：饮食习惯不良、吸收或利用减少、失血。
锌：饮食习惯不良、摄入过量纤维素、摄入过多植酸（植酸在豆类和全谷物中含量高）、克罗恩病、吸收不良综合征、酗酒。
铜：吸收不良综合征、腹腔疾病、囊性纤维化。
硒：饮食习惯不良、土壤中硒、硒含量少，重金属、摄入过量锌、部分化疗药物。

营养物质缺乏症状：

维生素D：佝偻病、骨软化症、骨质疏松症、关节疼痛。
维生素E：神经损伤、肌肉无力、协调性差、溶血性贫血、视网膜损伤。
维生素C：牙龈出血、容易瘀伤、骨骼脆化、伤口愈合不良、易感染、歇斯底里、抑郁。
维生素B1：疲劳、抑郁、精神功能受损、腿部发麻有针刺感、便秘、脚气病。
维生素B2：嘴唇、嘴角开裂、舌头发炎、对光线敏感、视力减退、白内障、贫血、脂溢性皮炎、疲劳、食欲不振。
烟酰胺：忧虑、烦躁、抑郁、乏力、记忆力减退、糙皮病（皮炎、痴呆、腹泻）。
泛酸：缺乏会导致的症状尚未知；然而，实验性结果显示会导致疲劳、心血管和胃肠道问题、上呼吸道感染、抑郁、麻木和四
肢刺痛感。
维生素B6：抑郁、葡萄糖耐受不良、贫血、神经功能受损、嘴角开裂、湿疹。
维生素B12：神经系统功能受损、精神功能受损、恶性贫血。
叶酸：贫血、易怒、虚弱、失眠、抑郁、生长缓慢、腹泻、牙龈炎、记忆障碍、食欲不振、疲劳、气短。 
生物素：脱发；眼睛、鼻子、嘴巴和生殖器周围区域起红色鳞片状皮疹；抑郁症；嗜睡；产生幻觉；四肢麻木和刺痛。
钙：佝偻病、骨软化症、骨质疏松症、肌肉痉挛、腿抽筋。
镁：疲劳、精神错乱、易怒、虚弱、心律紊乱、神经传导及肌肉收缩产生问题、肌肉痉挛、食欲减退、失眠、易紧张。
铁：贫血、学习障碍、免疫功能受损、精力减退、疲劳。
锌：易感染、伤口愈合缓慢、食欲减退，味觉和嗅觉减退，夜间视力减退。 
铜：缺铁性贫血，骨质疏松症。
硒：增加患癌及心脏病风险、免疫功能降低。

营养素互补：

铁：肝脏、牛肉、家禽、沙丁油鱼、牡蛎、鸡蛋、谷物、干果、豆类、土豆、深色绿叶蔬菜、李子。
锌：牡蛎和其他贝类、鱼、红肉、家禽黑肉、全谷物、豆类、坚果和种子。
铜：内脏、贝类、坚果类食物、全谷物。
硒：取决于土壤中的硒含量。肉类、内脏、全谷物。

女士哺乳期复合多维补充剂

维生素A：锌、维生素E。
维生素D：钙。
维生素E：硒。维生素E是使B12转化为其最活跃的形式的必不可少的营养素。
维生素C：生物类黄酮、维生素E、硒、β-胡萝卜素。
维生素B1：其他的B族维生素、镁
维生素B2：其他的B族维生素，尤其是维生素B1。
烟酰胺：其他的B族维生素、色氨酸。
泛酸：其他的B族维生素、肉碱、辅酶Q10。



百事泰 多种维生素&矿物质

女士哺乳期复合多维补充剂

大量研究表明，大多数人饮食（即使是健康的）摄入的营养物质远低于推荐膳食供给量。
由于妊娠血容量的增加，为了提供胎儿生长过程中所需铁及胎盘中的血液循环和补偿分娩失血及产后哺乳，孕妇
需在孕中期开始增加铁的摄入量。

你知道吗...

复合维生素和矿物质补充剂提供了剂量适合的基本维生素和矿物质，不会使您摄入不足或过度摄入。

维生素D：促进钙的吸收，并有抗癌的特性。

维生素E：保护人体脂肪组织。防止毒性物质的危害。

维生素C：抗氧化剂，增强免疫力。

维生素B1：防止精神受损，提供大脑所需能量。

维生素B2：修复组织，增进视力，减缓眼部疲劳。产生能量过程中起重要作用。

烟酰胺：也被称为维生素B3，是辅酶NAD和NADP的一部分。在能量产生，脂肪、胆固醇和碳水化合物的新陈代谢以及制造

许多身体所需的化合物（包括性激素和肾上腺激素）中均起到重要作用。

泛酸：对肾上腺功能正常运行至关重要。这也是为什么泛酸一直被认为是“抗压力”维生素的原因。

维生素B6：参与氨基酸和必需脂肪酸的代谢过程，因此所有身体功能的正常运行和维护都需要它。

维生素B12：参与DNA、红细胞和髓鞘（被神经细胞包围，加速沿着神经细胞的信号传导）的合成。

胃会产生称为内因子的消化分泌物使维生素B12能被适量吸收。

叶酸：对健康细胞的分裂和复制起重要作用，尤其是胃肠道、皮肤、骨髓这些形成血细胞的地方。它还是神经递质的重要

辅酶，对免疫系统的健康运转而言很重要。

生物素：一种参与合成脂肪酸和产生能量的B族维生素。

钙：除参与骨骼和牙齿的形成外，钙还参与了脂肪和蛋白质的消化吸收和能量的产生。血液凝固和神经冲动的传递也需要

钙，同时它还在调节肌肉的收缩和放松（包括心脏）中起到作用。

镁：除了维持骨骼健康外，镁还参与维持神经系统的健康。此外，肌肉放松、能量的产生、蛋白质的形成、细胞复制、细

胞中钠与钾的调节和心脏功能均需要镁元素。

铁：将氧气从肺部输送到身体组织中，将二氧化碳从组织输送到肺部。能量的产生和新陈代谢（包括DNA的合成）所需的

几个关键酶也需要铁元素。

锌：作为辅酶参与超过20种酶反应。在胰岛素的活性、蛋白质和DNA的合成、味觉和嗅觉、伤口愈合、维持正常维生素A的

水平、骨骼结构、免疫系统中起作用。

铜：正常婴儿发育、红细胞和白细胞成熟化、铁元素转运、增强骨骼强度、胆固醇代谢、心肌收缩、糖代谢、脑发育、免

疫功能等均需铜元素。

硒：抗氧化剂和抗癌矿物质。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保护细胞免受自由基损伤）的组成部分。

原理：

维生素B6：其他的B族维生素，尤其是B2；镁；锌。
维生素B12：维生素E，叶酸，维生素C。
叶酸：维生素B12、SAM、维生素B6、胆碱。 
生物素：健康的饮食。
钙：维生素D、镁、钾、维生素K。
镁：钙、磷、维生素B6。
铁：维生素C。
锌：健康的饮食。
铜：健康的饮食。
硒：其他抗氧化营养物质。



百事泰 多种维生素&矿物质

女士哺乳期复合多维补充剂

专为哺乳期女性设计，儿童请勿服用。若您有严重疾病或在使用药物期间，请咨询医生。

相互作用和安全事项：

请将本品放置在儿童接触不到的地方。

其它注意事项：

标签：

推荐剂量下无副作用。

哺乳期增加钙的摄入，可维持乳汁中钙含量的恒定；
维生素B1和维生素B12可促进产妇身体代谢，帮助恢复健康体重；
维生素D有助于促进产妇钙的吸收，帮助尽快恢复身体状况、满足乳汁所需钙量。
镁有助于维持产妇食欲及身体各机能的恢复，提高乳汁质量。
哺乳期容易铜摄入不足，影响乳汁的质量，增加铜的添加量，避免因铜摄入不足引发婴幼儿发育不良、生长迟缓、脑障碍等
危害出现，也有助于促进铁的吸收和利用；
维生素C、维生素E有助于加快产后伤口愈合，改善产后肌肤状态；
锌有助于有效缓解产后痒疹。

研究：

副作用：



Quest（百事泰）Kid’s Daily One™儿童咀嚼片是专门为4到13岁的儿童设计的高品质的、均衡的、每天
一粒的复合维生素和矿物质补充剂。本咀嚼片口味佳，提供了儿童成长所需的所有营养。

健康建议：

推荐服用原因 剂型 建议用量

有助于保持人体健康。 咀嚼片 4到8岁的儿童：每天一粒，随食物服用。9到13岁的儿童：每
日一到两粒，随食物服用。如在服用其他药物，请与之间隔数
小时。

儿童咀嚼片

产品编号 :  338280 (60 咀嚼片 ) 
338281 (120 咀嚼片 ) 
338066 (200 咀嚼片 )

据2004年加拿大社区健康调查显示，4岁至8岁儿童中，7/10的儿童没有达到每日蔬菜与水果的推荐量，1/3的4至9岁儿童没
有达到日常乳制品推荐量。一些研究支持复合维生素和矿物质补充剂在儿童身上的功效。2008年发表在British Journal of 
Nutrition的一项研究表明，每天补充复合维生素和矿物质可以增强儿童的大脑功能。此外，2001年Neuroscience & 
Biobehavioral杂志回顾了关于复合维生素和矿物质补充剂对儿童智力的影响的13项研究，发现有10项研究报告声称其有正面
效果。

研究：

推荐剂量下无副作用。

副作用：

若您的孩子患有严重疾病或正在服用药物，请先咨询保健医生。

相互作用和安全事项：

营养补充剂应始终放置在儿童接触不到的地方。

其它注意事项：

标签：

百事泰     |    多种维生素&矿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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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百事泰）Her Daily One™（青少年女性）是高品质的、均衡的、每天一粒的复合维生素
和矿物质补充剂，专门为青少年女性设计。本补充胶囊易于吸收、易于吞咽，提供了皮肤、

骨骼、牙齿健康所需的所有营养，也能帮助维持免疫系统正常工作，保持人体的健康。

青春美少女专用多维基础营养品

健康建议：

推荐服用原因 剂型 建议用量

有助于骨骼、软骨、牙齿和牙龈的
生长发育，有助于维护免疫系统，
保持人体健康。

胶囊 14岁到18岁的青少年：每天一粒，随最丰富的一餐服用。如在
服用其他药物，请与之间隔数小时。避免空腹服用。

产品编号 :  338282 (90 粒 ) 
338062 (200 粒 )

一份营养学会的报告全面支持复合维生素和矿物质补充剂的功效。持续使用复合维生素和矿物质后，从加强老年患者的免疫
力到大大降低婴儿神经管先天缺陷（如脊柱裂），均有可量化的正面影响。

研究：

推荐剂量下无副作用。

副作用：

仅供年龄为14岁以上者服用。

相互作用和安全事项：

其它注意事项： 

请将本品放置在儿童接触不到的地方。

标签：

许多研究表明，大多数人饮食（即使是健康的）摄入的许多营养物质远低于推荐膳食供给量。

你知道吗...

百事泰     |    多种维生素&矿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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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百事泰）Her Daily One™（妇女）是高品质的、均衡的、每天一粒的复合维生素和矿
物质补充剂，专门为妇女设计。本补充胶囊易于吸收、易于吞咽，提供了皮肤、骨骼、牙齿

健康所需的所有营养，也能帮助维持人体的健康。

美丽女人专用多维基础营养品

健康建议：

推荐服用原因 剂型 建议用量

有助于保护皮肤，维护免疫系
统，帮助维持身体健康。

胶囊 （成人）：每天一粒，随最丰富的一餐服用。如在服用其他
药物，请与之间隔数小时。

产品编号 :  338053 (30 粒 ) 
338283 (90 粒 ) 

338060 (200 粒 )

一份营养学会的报告全面支持复合维生素和矿物质补充剂的功效。持续使用复合维生素和矿物质后，从加强老年患者的免疫
力到大大降低婴儿神经管先天缺陷（如脊柱裂），均有可量化的正面影响。此外，2002年发表在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杂志的研究建议成人每天服用复合维生素，补充叶酸和维生素B12、维生素B6、维生素D能有效预防心血
管疾病、癌症和骨质疏松症。

研究：

推荐剂量下无副作用。

副作用：

仅供成人服用。

相互作用和安全事项：

其它注意事项：

请将本品放置在儿童接触不到的地方。

标签：

大量研究表明，大多数人饮食（即使是健康的）摄入的许多营养物质远低于推荐膳食供给量。

你知道吗...

百事泰     |    多种维生素&矿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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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百事泰）Her Daily One™ （50岁以上妇女专用）是高品质的、均衡的、每天一粒的复合
维生素和矿物质补充剂，专门为年龄超过50岁的妇女设计。本补充胶囊易于吸收、易于吞

咽，提供了皮肤、骨骼、牙齿健康所需的所有营养，也能帮助保持人体的健康。

50+魅力女性专用
多维基础营养品

健康建议：

推荐服用原因 剂型 建议用量

含有帮助维持健康的因子。有助于骨骼、
软骨、牙齿和牙龈的生长发育和保护。

胶囊 （成人）：每天一粒，随最丰富的一餐服用。如在
服用其他药物，请与之间隔数小时。

产品编号 :  338284 (90 粒 ) 
338061 (200 粒 )

一份营养学会的报告全面支持复合维生素和矿物质补充剂的功效。持续使用复合维生素和矿物质后，从加强老年患者的免疫
力到大大降低婴儿神经管先天缺陷（如脊柱裂），均有可量化的正面影响。此外，2001年发表在Nutrition杂志中的一项研究
表明，服用维生素和矿物质补充剂的中老年人，获得了除长期记忆外的认知功能的改善。

研究：

推荐剂量下无副作用。

副作用：

仅供成人服用。

相互作用和安全事项：

其它注意事项：  

请将本品放置在儿童接触不到的地方。

标签：

许多研究表明，大多数人饮食（即使是健康的）摄入的许多营养物质远低于推荐膳食供给量。

你知道吗...

百事泰     |    多种维生素&矿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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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百事泰）Her Daily One™（青少年男性）是专门为青少年男性设计的高品质的、均衡
的、每天一粒的复合维生素和矿物质补充剂。采用胶囊形式，易于吸收、易于吞咽，提供了

健康皮肤、肌肉功能所需的所有营养，也能帮助保持人体的健康。

青春少男专用多维基础营养品

健康建议：

推荐服用原因 剂型 建议用量

帮助维护人体肌肉功能，维持皮肤
健康，也能帮助保持人体的健康。

胶囊 14岁到18岁的青少年每天一粒，随餐服用。如在服用其他药
物，请与之间隔数小时。

产品编号 :  338285 (90 粒 ) 
338063 (200 粒 )

一份营养学会的报告全面支持复合维生素和矿物质补充剂的功效。持续使用复合维生素和矿物质后，从加强老年患者的免疫
力到大大降低婴儿神经管先天缺陷（如脊柱裂），均有可量化的正面影响。

研究：

推荐剂量下无副作用。

副作用：

仅供年龄为14岁以上者服用。

相互作用和安全事项：

其它注意事项：

请将本品放置在儿童接触不到的地方。

标签：

大量研究表明，大多数人饮食（即使是健康的）摄入的营养物质远低于推荐膳食供给量。

你知道吗...

百事泰     |    多种维生素&矿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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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百事泰）His Daily One™ 5（男士）是专门为男性设计的高品质的、均衡的、每天一粒
的复合维生素和矿物质补充剂。采用胶囊形式，易于吸收、易于吞咽，提供了人体肌肉功

能、免疫功能所需的所有营养，也能帮助保持人体的健康。

健康男人专用多维基础营养品

健康建议：

推荐服用原因 剂型 建议用量

帮助维护人体肌肉功能、免疫功
能，也能帮助保持人体的健康。

胶囊 成人每天一粒，随餐服用。如在服用其他药物，请与之间隔
数小时。

产品编号 :  338056 (30 capsu les )  
338286 (90 capsu les )

338064 (200 capsu les )

一份营养学会的报告全面支持复合维生素和矿物质补充剂的功效。持续使用复合维生素和矿物质后，从加强老年患者的免疫
力到大大降低婴儿神经管先天缺陷（如脊柱裂），均有可量化的正面影响。此外，2010年5月发表在ScienceDaily 的一项研究
（维生素/矿物质的补充与非老年男性的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发现，使用专门的复合维生素和矿物质补充剂可以改善男性情
绪和心理，减轻压力和身心疲劳感。

研究：

推荐剂量下无副作用。.

副作用：

仅供成人服用。

相互作用和安全事项：

其它注意事项：

请将本品放置在儿童接触不到的地方。

标签：

大量研究表明，大多数人饮食（即使是健康的）摄入的营养物质远低于推荐膳食供给量。

你知道吗...

百事泰     |    多种维生素&矿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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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百事泰）His Daily One™（50岁以上男性）是专门为年龄超过50岁的男性设计的高品
质的、均衡的、每天一粒的复合维生素和矿物质补充剂。采用胶囊形式，易于吸收、易于吞
咽，提供了成年男性肌肉功能、免疫功能、视力所需的所有营养，也能帮助保持人体健康。

50+成功男士专用
多维基础营养品

健康建议：

推荐服用原因 剂型 建议用量

有助于骨骼、软骨、牙齿和牙龈的生
长发育和保护，帮助保持身体健康。

胶囊 成人每天一粒，随餐服用。如在服用其他药物，请与之间隔
数小时。

产品编号 :  338287 (90 粒 ) 
338065 (200 粒 )

一份营养学会的报告全面支持复合维生素和矿物质补充剂的功效。持续使用复合维生素和矿物质后，从加强老年患者的免疫
力到大大降低婴儿神经管先天缺陷（如脊柱裂），均有可量化的正面影响。此外，2001年发表在Nutrition杂志中的一项研究
表明，服用维生素和矿物质补充剂的中老年人，能改善除长期记忆外的认知功能。

研究：

推荐剂量下无副作用。

副作用：

仅供成人服用。

相互作用和安全事项：

其它注意事项： 

请将本品放置在儿童接触不到的地方。

标签：

大量研究表明，大多数人饮食（即使是健康的）摄入的营养物质远低于推荐膳食供给量。

你知道吗...

百事泰     |    多种维生素&矿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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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建议：

推荐服用原因 剂型 建议用量

作为必需脂肪酸维护身体健康。 软胶囊 成人每日一到三次，每次两粒。

亚麻籽油

亚麻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栽培植物之一。从古埃及时代开始，数千年来一直被用作食品和药物，亚麻纤维已被
织成亚麻布用来做衣服。

你知道吗...

Quest（百事泰）亚麻籽油软胶囊是经有机认证的优质必需脂肪酸ω-3和ω-6均衡来源。人
体无法制造这些必需健康脂肪，因此必须从饮食或补充剂中获取。

产品编号 :  338530

临床研究表明，亚麻籽油可能有助于减少包括心脏病在内的各种疾病风险的发生概率。有证据表明，常摄入富含ω-3脂肪酸
的食物，发作致命心脏病的概率会减少很多。ω-3脂肪酸可能通过许多方式降低心脏病风险，包括减少血小板“粘性”、减少炎
症、促进血管健康，降低心律失常（心跳不规则）的风险等。少数研究还表明，常吃富含omega-3脂肪酸的食物可降低血
压。

研究：

推荐剂量下无副作用。

副作用：

如果您正在服用血液稀释剂，请在使用前咨询保健医生。

相互作用和安全事项：

孕妇及哺乳期妇女使用前先咨询保健医生。请将本品放置在儿童接触不到的地方。

其它注意事项：

标签：

百事泰   |  OME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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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建议：

推荐服用原因 剂型 建议用量

维持、促进心脏健康。有助于认知能力和大脑
功能。其是维持健康的ω-3脂肪酸的来源。

软胶囊 成人每日3次，每次2粒。

必需脂肪酸软胶囊 1200 mg

在人体内，必需脂肪酸主要用于产生类激素物质以调节的许多功能，包括血压、血液凝固、血脂、免疫反

你知道吗...

Quest（百事泰）1200mg必需脂肪酸软胶囊分别从琉璃苣、鱼和亚麻种子油中提取的ω-3、ω-6
和ω-9脂肪酸，并以理想比例搭配组合，提供您日常必需脂肪酸（EFAs）需求。该高质量的必

需脂肪酸补充剂维持身体整体健康，支持心血管系统、免疫系统和大脑的功能和发展。

产品编号 :  338525

无数研究证实，ω-3、ω-6和ω-9脂肪酸对健康有广泛的正面效果。人群调查证明常食用富含这些脂肪酸的食物能显著降低
心脏疾病的发生风险。

研究：

推荐剂量下无副作用。高剂量可能会导致和稀便腹泻。

副作用：

如果您患有难以控制的高血压、出血性疾病，正在服用抗凝中介（包括阿司匹林），或有任何其他疾病，使用前请先咨询保
健医生。

相互作用和安全事项：

孕妇及哺乳期妇女使用前先咨询保健医生。请将本品放置在儿童接触不到的地方。

其它注意事项：

应和损伤及感染的炎症反应。

标签：

百事泰   |  OME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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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建议：

推荐服用原因 剂型 建议用量

有助于保持健康的心脏功能和大脑功能。 软胶囊 成人每日2粒，或在保健医生指导下服用。

三倍鱼油1000mg软胶囊

据估计，人类早期饮食中omega-6与omega-3脂肪酸的比例为1:1，但现在，典型的西方饮食中的比例几乎是
10:1，这是由于植物油富含ω-6脂肪酸，而富含omega-3脂肪酸的鱼的食用量在减少。

你知道吗...

Quest（百事泰）三倍鱼油1000mg软胶囊是精心挑选的优质浓缩鱼油，提供了Omega-3脂
肪酸来源。EPA和DHA这两种必需脂肪酸对心血管健康有益，比如平衡胆固醇、降低甘
油三酯及降低血压。EPA和DHA能预防血液凝固，减少炎症，预防心脏病和中风。这些

必需脂肪酸被证明能减少关节肿胀，减少晨僵时间，并大大减轻疼痛。

产品编号 :  338416 (60 粒 ) 
338494 (120 粒 )

对患有冠心病（CHD）个体进行的随机控制结果表明，膳食补充ω-3脂肪酸的效果是有益的。在补充ω-3脂肪酸的一个大型
随机跟踪调查表明，持续3.5年每天补充850mgEPA和DHA的冠心病患者突然死亡的风险降低了45%，由于各种原因引起的
死亡风险则降低了20%。有趣的是，只需持续3个月时间的连续服用就能表现出显着的下降；持续服用4个月则表现出了猝死
概率的显着下降。

研究：

推荐剂量下无副作用。高剂量的鱼油可能会引起打嗝、胀气、恶心、腹胀、腹泻。

副作用：

若您患有高血压、出血性疾病，或正在服用抗凝药（包括阿司匹林），或有任何其他疫病情况，请在使用前咨询保健医生。

相互作用和安全事项：

孕妇及哺乳期妇女使用前先咨询保健医生。请将本品放置在儿童接触不到的地方。

其它注意事项：

标签：

百事泰   |  OME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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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建议：

推荐服用原因 剂型 建议用量

作为必需脂肪酸来源，维护身体健康。 软胶囊/胶囊 成人每日一到三次，每次两粒。

月见草油1000mg软胶囊
Quest（百事泰）月见草油500mg软胶囊是高级、优质的月见草油（EPO）补充
剂，含有10%的γ-亚麻酸（GLA）。部分人由亚油酸（LA）合成GLA的过程非常
缓慢或根本无法合成，人体需要GLA合成前列腺素，前列腺素能调节体内的细
胞活性，使组织和器官保持健康。EPO还可能具有抗炎症和抗血栓的功效。

产品编号 :  338350 (120 粒 ) 
338695 (240 粒 )

1930年代，月见草油就已被用来治疗湿疹。

你知道吗...

以月见草油形式提供的γ-亚麻酸（GLA），对关节炎和其他炎症的功效已被研究了许多年。在一项对类风湿性关节炎（RA）
患者的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研究中，每日补充1.4克GLA的患者的症状得到了显著缓解。GLA降低了36%的人群关节压痛和
28%的关节肿胀。安慰剂组无明显改善。

研究：

推荐剂量下无副作用。每日补充长期超过4000mg可能会导致某些个体血小板减少。

副作用：

若您有癫痫病史，或者正在服用血液稀释药物或降低癫痫发作阈值的药物，请勿服用本品。任何外科手术前请勿使用。
大剂量使用应伴随补充额外的维生素E。

相互作用和安全事项：

孕妇及哺乳期妇女请勿使用。请将本品放置在儿童接触不到的地方。

其它注意事项：

标签：

百事泰   |  OME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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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 for Nature's Harmony

更多信息请登入官方网站：www.questvitamins.com

联系我们:

加拿大:
F6620 – 2850 Shaughnessy Street
Port Coquitlam BC Canada V3C 6K5
Phone/Fax: 1-604-474-3860
Canada@ccnptech.com
中国:
浙江省杭州市体育场路 102 号 6684 室
011-86-571-88365989
China@ccnptech.com
日本:
167-0035 東京都杉並区今川 4 丁目 19 番 14 号
ソーシャルアパートメント西荻窪 207
+81 80 6549 9154
Japan@ccnptech.com

       C.C.Natural Products Tech Limited., Canada（简称CCNP）总部位于加拿大卑斯省温哥华，是加
拿大老牌保健品QUEST®（百事泰®），Nature’s Harmony®（自然和谐™），Vivitas®（惟她®）
等品牌的拥有者， 是一家专业开发、生产、销售天然健康产品的科技型企业。QUEST FOR NATURE’S 
HARMONY（追求自然和谐）是公司及每一位公司成员奋斗的使命和目标。

      另外，我们承诺，产品设计团队开发的新配方和采购的原料，不仅通过我们严格的要求，并且拥有
加拿大卫生部天然健康产品局（NHPD）的官方认证。

      更重要的是，CCNP Tech以事实为基础，以科研作支撑，所有的产品信息，双语标识清晰，简洁，
配方完全公开，有助于消费者根据各自需求选择最合适的产品。

www.naturesharmon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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