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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嘉康利成员，
嘉康利迎来历史性的一年，庆祝我们在天然健康领域取得突破性创新的百年纪念。随着嘉康利博士研发出世界
上最早的复合维生素之一的百年纪念的到来，我们再次重申本着以帮助人类创造更好生活的志向将继续坚持创
新精神的继承

嘉康利效应™
嘉康利博士认为自然掌握了长寿健康的秘诀，而我们每个人都能在世界上有所贡献。他基于此理念创立嘉康利，
赋予人们通过分享心爱产品来改善每天生活并轻松获得收入的能力。

简单易行。细节决定成败

积沙成塔，跬步千里
少吃炸薯条，多摄入复合维生素
多用生物降解洗涤产品，少用普通产品
多花时间和家人相处，而不是在办公室持续工作
我们称之为嘉康利效应
随着时间增加，是否出现神奇效果。个人健康。和最爱的人共度的时光。自给自
足。全体人类拥有的健康地球和光明未来。欢迎所有人加入，以尽绵薄之力
使用嘉康利产品，积极改变自己以及周围一切。分享嘉康利产品，让嘉康利效应加
倍。
一点一滴，从自己做起，我们可以改变世界
打造影响力

本产品目录分享了千万成员中的几位同胞的情况，他们正因为积极努力改善自己和他人的生活从而过上更好的生
活

打造影响力
嘉康利已成长为拥有120万人的朝气蓬勃的世界性社区。现在正是加入的好时机，为自己，为家人，为周围所有人
提供健康的保障
今天就加入我们，从此踏上迈向健康之路的第一步。开始体验提升生活品质的产品，保证人生改变。采用健康饮
食，配合积极生活方式，嘉康利产品为你开启人生转机。提升自己，家人以及亲朋好友的生活质量，有机会在世界
上成为有意义的影响力
展望未来，携手前进，心中满怀希望和激动。
感谢有你加入嘉康利大家庭！

罗杰·巴纳特
嘉康利公司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提高生活品质的产品：
创新 一百年
过去的百年中，嘉康利一直引领风
潮，坚持科技创新，在大自然中寻求
突破，现在已经成功融入每个人的
日常生活中。
一百年前，远见卓识的嘉康利博士研发出维他矿物
质，即是世界上最早复合维生素的之一。

1915年
维生矿物质，市场上最早出现的复合维生
素之一

1960年
Basic-H®浓缩有机洗洁精，最早无毒可生
物降解的清洁剂之一

现今，打开家里橱柜，复合维生素随处可见。
60年代，绿色还单指一种颜色，嘉康利已经研发了世
界上最早的无毒可降解的洗涤剂之一。
现今，绿色已经是一种风潮运动。
在那时，职业选择对人们来说只有有限几种，嘉康利
开创这种方式，大家分享心爱产品，口口相传，别人也
如法传递，来获得可观收入。
现今，关系营销已成为千亿产业
展望下个百年，我们将继续为每个人的健康美好生活
而铺设道路。无论，努力贡献，终将取得辉煌
这就是嘉康利效应。

“遵循自然法则，永远不会
出错。”
福雷斯特·C·嘉康利博士

1961年
Instant Protein®即时蛋白，最早的大豆
分离蛋白的配方之一。

1980年
第一个植物基的带有缓释输送系统的维生
素C

2006年
NutriFeron® 自然干扰素，免疫系统科
学的重大突破。

2007年
嘉康利Vitalizer™维多益，关键营养成分的
独家重大突破输送系统，证明可为健康长
寿生活提供基础。

2009年
嘉康利研发Vivix®抗氧化口服液，细胞保护
以及修复的科学突破。

2014年
Mindworks™健脑片，脑科学领域最新科学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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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康利的与众不同
嘉康利相信大自然掌握长寿健康生活的秘诀。这是我们采取严格措施为您提供提
升生活品质的产品，保证每项产品高质，安全以及成效明显。
环保
近60年来，我们多次引领环保运动
生产出第一个可降解洗涤剂，成为全球第一家获得气候
友好®认证的公司，我们致力于做对的事情。
我们成功种植了100万棵树，至今为止，赞助了三次研究
气象变化的北极探险活动。所有都基于生产真正的可
持续发展的产品，保证您，您的家庭以及地球的安全环
保®。

安全
在嘉康利，安全永远是位列第一，并且保
证标准严格。
嘉康利任何保健品中的所有成分都会经
过极为严格的筛选过程。每年进行上千次
的检测，我们的纯度以及安全性标准是营
养品行业最严苛的。
所以，当我们承诺所有嘉康利产品百分百
安全，您尽可安心相信。

有效
很多公司宣称产品有效，嘉康利可证明产品有效。
实际上，2007年里程碑研究（见第13页）显示，超过20年
使用多种嘉康利保健品的人群健康状况明显好于服用其
他品牌或没有服用任何保健品的人群。
嘉康利产品助力美国首次珠穆朗玛峰登顶且无补充氧气，
赞助破纪录极地探险，并为最长的人类动力横穿爱琴海的
飞行提供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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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每一项产品做出承诺。嘉康利所有基
础保健品，功能保健产品，减肥产品，家庭
清洁用品以及美容产品的成分，纯度，安全
性以及成效皆有百分百的承诺。

预订产品请联系嘉康利独立经销商，欢迎访问SHAKLEE.CA或致电1.800.263.6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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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您最 重 要的事情是什麽？
嘉康利相信健康来自入口食物以及生活中使用的产品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定制日常方案来满足特定需求

或者从提高生活品质的整套产品线中自行选择

保证人体健康，获
取正确营养成分

使用安全无毒产
品保持家庭清洁

因为很多加拿大人的日常饮食中缺乏重要
营养成分，基础健康组合提供了人体所需
的基本营养。

嘉康利的超浓缩配方天然，无毒，
效果好

基础健康产品套装 – 见第14页
所有基础健康产品 – 见第14页到第31页

Get Clean®洁特灵套装 – 见第69页
所有家庭清洁产品 –见第62页到第71页

解决时间带来的
困扰

用富含养分的产品
滋润皮肤和头发

嘉康利在健康保健最重要的领域推
出天然功能保健产品，帮助提供健
康长寿生活。

嘉康利临床证明的产品富含草本有效维
生素以及抗氧化物质

套装计划
必需成分
蛋白质
运动
男性健康
女性健康
儿童
能量
维生素
矿物质

功能保健产品
34
35
38
41
42
46
48
50
51
52
53

套装计划
脑部健康
抗氧化
骨骼健康
SmartHeart™ 健康心脏
免疫系统
消化健康
关节健康
肾脏健康
压力
血糖

健康体重
57
58
59
60
61
61

套装
冲剂
代餐棒
零食
茶
新陈代谢片

健康家用
66
68
70
71

Basic H2®百洗克
厨房
洗衣液
Get Clean®洁特灵液

健康美容
74
79
80
81
功能保健产品组合 – 见第34页
SmartHeart™健康心脏产品 – 见第42页
所有功能保健产品 – 见第34页到第53页

Enfuselle®映芙雪营养护理套装 – 见第77页
所有美容产品 — 见第72页到第81页

获取额外收入

我们提供体重控制产品，帮助您减
重，并教您如何维持健康体重。

加盟嘉康利，成为独立经销商，分
享心爱产品。商业机会灵活掌控，
回报优厚

临床研究
84产品证明
88出版文献
90健康目录
92嘉康利里程碑

机遇
94 嘉康利效应

注意以下标识:
认证洁食
认证洁食奶制品
无谷物
经典配方
S

达到健康体重

Enfuselle®映芙雪护肤
日常护理
婴儿护理
头发护理

NATURE
IG

Forrest C. Shaklee

FO

嘉康利180™ 大改造套装 – 见第57页
所有减肥产品 – 见第56页到第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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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iry

Laitier

RMUL

, Sr.

A

机遇 – 见第94页
由于仍处于调整包装的过程中，部分产品可能会
和订货中出现的包装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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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的
的营养
基 础 健 康 产 品
打造一生健康生活。大自然中最优质的成分为
您打造健康基础。通过已证实的科学结果和最
新的营养研究，我们渐渐掌握了保持健康以及
每天保持完美状态的秘诀

里程碑研究

不同品牌，不同生活
我们如何得知服用嘉康利保健品的人们确实更健康？方法真的很简单：观察他们，年复一年
的全面仔细观察。
在一项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公共卫生学院合作开展的突破性的研究中，该研究也发表于营
养学杂志，研究明确表明长期服用多种嘉康利保健品的人群确实拥有较低美国心脏协会所认
定的心脏健康指数

以下是使用嘉康利产品后已证实的健康数据：

彩
精
活得

33

甘油三酯水平降低*

59

C-反应蛋白的水平降低*

脂肪储存在血管里。低甘油三酯
数值可被视为有益于心脏健康。

C-反应蛋白（CRP）存在于血液中，
可以测量人体对生物应激发应。C反应蛋白水平低对心脏健康有益。

11
36

总胆固醇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比例
降低*
高密度脂蛋白（优质胆固醇）有助于消除血液
中的低密度脂蛋白（不良胆固醇）。总胆固醇
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比值低被证明有助于
心脏健康。

同型半胱氨酸水平降低*
同型半胱氨酸是一种人体内自然产
生的氨基酸。血液中的同型半胱氨
酸水平降低，有益于保持最佳心脏
健康

研究表明自测健康可作为一项重要的未来健康的预测指标。因此毫无意外地看到的结论，参加里
程碑研究的嘉康利用户中百分之八十对自身健康描述为“非常好”到“优秀”。
关于此项里程碑研究的研究结果的更多细节可以参见LandmarkStudy.com

*百分比数值为嘉康利保健品用户和不服用任何保健品用户的比例。不服用保健品用户数据来自NHANES 2001–2002 和NHANES III
1988–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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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健康产品 | 套装计划

基础健康产品 | 必需成分

新品
NEW

基础健康产品

嘉康利Vitalizer™
补充每日营养
嘉康利Vitalizer是包装便捷的保健品。本产品设计独特，有临床支持，将重要的营养成分包装进方便随时服用的Vita-

打造健康基石

Strip®营养组合包。Vitalizer可提供由科学支持的重要营养成分的充足剂量，包括维生素，矿物质，抗氧化剂，omega-3

很多加拿大居民的日常饮食中缺少重要的营养成分，尤其是有利于长寿健康的营养成分。所以我们开发了由临床支持的产

以及益生菌，并使用独特设计的强化促进吸收的吸收系统

品组合，可帮助所有人走上健康之路。

为您量身定制的福利

嘉康利博士经常表示，良好健康的基础是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

每个人拥有不同的健康需求 – 嘉康利Vitalizer正好满

我们将此原则贯彻，开发了基础健康产品组合。此组合包括证实有效的嘉康利Vitalizer™含最新的活性蛋白质，其中混合

足您的需求

了浓缩蛋白质，抗氧化剂以及omega-3脂肪酸，所以可以获取更多活力，身体更加健康。
VITALIZER™不含铁 †
• 免疫系统 – 含维生素A和锌
• 骨骼健康 – 富含钙，维生素D和维生素K
• 代谢健康 – 含八种维生素B，维生素C，维生素D和
铬
• 消化系统健康 – 含益生菌
• 皮肤，牙齿和牙龈健康 –含维生素A，维生素C, 以
及镁和锌
• 整体健康 –含维生素A，维生素C，维生素E，以及硒
和β-胡萝卜素

购买基础健康产品套装，即
可得免费会员资格
免费获得嘉康利会员资格（价值19.95加元），
下次购买可享受优惠价格

VITALIZER™含铁 ‡
• 免疫系统 – 含维生素A和锌
• 骨骼健康 – 富含钙，维生素D和维生素K
• 代谢健康 – 含八种维生素B，维生素C，维生素D和
铬
• 消化系统健康 – 含益生菌
• 皮肤，牙齿和牙龈健康 –含维生素A，维生素C, 以
及镁和锌
• 整体健康 –含维生素A，维生素C，维生素E，以及硒
和β-胡萝卜素
• 预防铁缺乏
VITALIZER™金牌 §
• 心血管健康 – 含辅酶Q
10
• 骨骼健康 – 富含钙，维生素D和维生素K
• 免疫系统 – 含维生素A和锌
• 代谢健康 – 含八种维生素B，维生素C，维生素D和
铬
• 消化系统健康 – 含益生菌
• 皮肤，牙齿和牙龈健康 –含维生素A，维生素C, 以
及镁和锌
• 整体健康 –含维生素A，维生素C，维生素E，N-乙酰
基-L-半胱氨酸以及硒和β-胡萝卜素
• 可选含或不含维生素K

第15页到第19页可了解嘉康利Vitalizer的更多信息，第21页可了解活性蛋白质的更多细节
#79335 | 基础健康产品组合
会员价: $114.95 | 积分值: 77.00
自动送货价 – 节省10%

另有（未显示）
#86810 | 健康生活产品套装*
会员价: $257.30 | 积分值: 174.55

会员价: $103.45 | 积分值: 69.30

自动送货价 – 节省10%

会员价: $231.57 | 积分值: 157.09
#86811 | 健康生活洁食产品套装*
会员价: $251.55 | 积分值: 166.83
自动送货价 – 节省10%

会员价: $226.39 | 积分值: 150.15
*关于产品套装内容请参看价目表。健康生活产品套装根据产品选择，价格有所变化。最终价格是基于产品选择并会显示在订单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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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于男士

‡适应于女士

§适应于50岁以上人群

预订产品请联系嘉康利独立经销商，欢迎访问SHAKLEE.CA或致电1.800.263.6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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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健康产品 | 必需成分

全在一包Vita-Strip®中
生活如此繁忙，大家都意识到每天亲手烹饪健康食物的机会越来越少。这就是为什么要将足够的营养成分打包进
Vitalizer的每日份量中
小小一包，多多营养

如下所示的每种营养成分就是在一包Vita-Strip®可摄取的等量营养成分*:

购买Vitalizer可免
费获取会员资格‡
免费获得嘉康利会员资格（价
值19.95元），下次购买嘉康
利产品时即可享受会员优惠价
维生素A

维生素C

1杯球子甘蓝里
所含有的

7个中等大小
的橘子里所含
有的

硫胺素

生物素

6杯强化麦片
里所含有的

1打鸡蛋里所
含有的

碘

锰

在2个烤土豆
里所含有的

1杯菠萝里
所含有的

维生素D
10杯强化牛
奶里所含
有的

泛酸
12杯蘑菇里所
含有的

铬
在15杯葡萄
汁里所含
有的

维生素E

维生素K

维生素B12

硼

27份干烤杏仁
里所含有的†

1杯西兰花里
所含有的

15份顶级沙朗牛
排里所含有的†

1个半牛油果
里所含有的

钙

镁

3片奶酪里
所含有的

3份混合坚果
里所含有的

Omega-3脂肪酸

番茄红素

50克沙丁鱼里
所含有的

1个半西红柿里
所含有的

铁（仅限含铁的
Vitalizer™）
6杯葡萄干里所
含有的

α胡萝卜素

在1/3杯冬瓜里
所含有的

*Vitalizer每日剂量的营养成分含量 (例如：一包Vita-Strip)与表中所示食物的营养成分分量不完全相同。详细的营养成分信息可参见Vitalizer 营养成分
表。每种食物提供的营养成分超过表中所示量。
†一份坚果等于一盎司；一份牛排等于3盎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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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生素B6
17个香蕉里所
含有的

硒
在33/4杯糙米
里所含有的

叶酸
4杯煮熟的
绿豆里所含
有的

锌
33/4杯芸豆
里所含有的

β胡萝卜素
在13/4杯生菠
菜里所含有的

烟酸

核黄素

5个鸡胸肉
里所含有的

19杯纯酸奶里
所含有的

铜

磷

2杯煮熟的
扁豆里所含
有的

1杯煮熟的黄豆
里所含有的

叶黄素和玉米
黄素
在32根芦笋
里所含有的

钼
在11/4杯新鲜
的青豆里所含
有的

‡此为可选项目。嘉康利不强制购买产品以加入会员

预订产品请联系嘉康利独立经销商，欢迎访问SHAKLEE.CA或致电1.800.263.6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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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健康产品 | 必需成分

基础健康产品 | 必需成分

对的时间，对的地点，对的营养
这就是S.M.A.R.T.™

嘉康利
Vitalizer™ 不含铁

嘉康利Vitalizer™是市面上唯一使用S.M.A.R.T.技术（嘉康利微营养成分高级释放技术）的复合营养保健品，该技术拥有
独特的有专利的吸收系统，旨在提高重要营养成分的吸收

— 适用于男性

S.M.A.R.T.让吸收更容易
Vita-Lea®维特力 在胃里30分钟内溶解；外表覆盖专利认
高级复合维生素 证的微涂膜可以加强叶酸吸收

B+C 复合片

Caroto-EOmega

Optiflora®
益生菌

通过持续缓释输送到小肠的吸收技
术，医学临床研究显示超过12小时可
提供高达198%的B族维生素的吸收

通过肠溶包衣，输送omega-3脂肪酸，
类胡萝卜素，维生素E和其他脂溶性
营养物质至小肠上部，可有效减轻鱼
腥味
通过三层胶囊封装技术，输送健康益
生菌群至小肠下方，防止益生菌被胃
酸破坏。

#57465 | 30 Vita-Strips®
– 30日份
会员价: $76.95
积分值: 50.00
自动送货价 – 节省10%

会员价: $69.25
积分值: 45.00

嘉康利
Vitalizer™ 含铁
— 适用于女性
#57460 | 30 Vita-Strips®
– 30日份
会员价: $76.95
积分值: 50.00
自动送货价 – 节省10%

会员价: $69.25
积分值: 45.00

嘉康利
效应

嘉康利
Vitalizer™ 金牌
— 适用于50岁人群
#57575 | 不含维生素 K*
#57570 | 含维生素 K
30 Vita-Strips® – 30日份
会员价: $88.10
积分值: 55.00
自动送货价 – 节省10%

会员价: $79.29
积分值: 49.50

嘉康利Vitalizer™ 药用成分†
每日剂量：一包Vita-Strip®
		

每日含量

		

不含铁

含铁

金牌‡

β-胡萝卜素（三孢布拉霉，油棕）
生物素（D-生物素）
硼（四硼酸钠）
钙（磷酸二钙和抗坏血酸钙）
铬（氯化铬）
铜（葡萄糖酸铜）
叶酸（叶酸）
碘（碘化钾和海带）
铁（富马酸亚铁）
镁（氧化镁）
锰（葡萄糖酸锰）
钼（钼酸钠）
烟酰胺
镍（硫酸镍）
泛酸（D-泛酸钙）
磷（磷酸氢钙）
核黄素
硒（硒酸钠或亚硒酸钠[金]）
硅（二氧化硅）
硫胺素（硫胺素）
锡（氯化亚锡）
钒（偏钒酸钠）
维生素A (维生素A醋酸酯）
维生素B6（盐酸吡哆醇）
维生素B12 （氰钴胺）
维生素C （抗坏血酸钙，抗坏血酸）
维生素D3 （胆钙化醇）
维生素E （D-α-生育酚浓缩物，
D-α-生育酚乙酸琥珀酸酯）
维生素K1 （植物甲萘醌）
锌 （葡萄糖酸锌）
总omega-3脂肪酸（海洋脂质浓缩物）
EPA （二十碳五烯酸）
DHA （二十二碳六烯酸）
其它天然存在的omega-3脂肪酸
长双歧杆菌（益生菌，菌株BB536）[百万CFU]
嗜酸乳杆菌（益生菌，菌株NCGM）[百万CFU]
番茄红素（番茄提取物）
叶黄素（万寿菊花提取的叶黄素酯）
玉米黄素（万寿菊花提取的玉米黄素）
混合生育酚（γ-，β-和δ-生育酚）
蔓越莓（越橘果提取物）
辅酶Q10 （泛醌）
N-乙酰基-L-半胱氨酸

9500 IU
300 微克
1000 微克
500 毫克
120 微克
1 毫克
400 微克
150 微克
0 毫克
225 毫克
2 毫克
75 微克
120 毫克
15 微克
60 毫克
350 毫克
10.2 毫克
70 微克
2 毫克
9 毫克
10 微克
20 微克
1500 IU
12 毫克
36 微克
500 毫克
1000 IU

9500 IU
300 微克
1000 微克
500 毫克
120 微克
1 毫克
400 微克
150 微克
18 毫克
200 毫克
2 毫克
75 微克
120 毫克
15 微克
60 毫克
350 毫克
10.2 毫克
70 微克
2 毫克
9 毫克
10 微克
20 微克
1500 IU
12 毫克
36 微克
500 毫克
1000 IU

9500 IU
300 微克
1000 微克
500 毫克
120 微克
1 毫克
400 微克
150 微克
0 毫克
225 毫克
2 毫克
75 微克
130 毫克
5 微克
65 毫克
350 毫克
11 毫克
70 微克
2 毫克
9.75 毫克
10 微克
20 微克
1500 IU
14 毫克
54 微克
500 毫克
1000 IU

200 IU
100 微克
15 毫克
500 毫克
280 毫克
180 毫克
40 毫克
250
250
5 毫克
5 毫克
200 微克
35 毫克
0 毫克
0 毫克
0 毫克

200 IU
80 微克
15 毫克
500 毫克
280 毫克
180 毫克
40 毫克
250
250
2.5 毫克
5 毫克
200 微克
35 毫克
50 毫克
0 毫克
0 毫克

200 IU
100 微克‡
23 毫克
500 毫克
280 毫克
180 毫克
40 毫克
250
250
5 毫克
5 毫克
200 微克
35 毫克
0 毫克
30 毫克
50 毫克

*适用于服用血液稀释药物的人群
†Vitalizer的非药用成分的完整信息请参看相应的外包装。
‡Vitalizer 金牌含维生素K的药用成分。. Vitalizer 金牌不含维生素K成分一致(除了不含维生素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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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健康产品 | 必需成分

必需成分

基础健康产品 | 蛋白质

蛋白质

许多加拿大人从日常饮食中未获得足够必需营养成分。
我们应该确保摄入每日人体所需的营养成分。

蛋白质有助于建立和修复人体组织，并建立强健肌肉和抗体

活性蛋白质™粉营养成分
份量：42克（2勺）/ 每罐15份

保持最佳健康状态
维特力是根据男性，女性以及老人各自的特定需求而设计的高效能配
方。每日两片可提供多达23种重要维生素和矿物质，比其他复合保健
品提供更多生物素，叶酸，钙以及磷。
维特力有助于:

• 骨骼健康
• 免疫系统
• 代谢健康
• 皮肤，牙齿和牙龈健康
• 整体健康
#57445 | 维特力不含铁 – 适用于男性
#57440 | 维特力含铁 – 适用于女性
#57450 | 维特力金牌含维生素K –适用于50岁以上人群
#57455 | 维特力金牌不含维生素K –适用于50岁以上人群以及
服用血液稀释药物的人群
120 片
会员价: $24.95 | 积分值: 15.00

干粉 		

冲好后†
260

卡路里

170		

嘉康利的与众不同

		

％每日所需量

并不是所有的复合维生素都是一样优质的。维特力
可提供多至23种重要维生素和矿物质，成分剂量达
到科学支持水平，并且配方远超其他保健品品牌。

脂肪3克*

5%		

5%

0%		

1%

		
善存®成人女士
维特力不含铁 综合维生素

胆固醇0毫克

0%		

2%

钠240毫克

10%		

15%

钾310毫克

9%		

20%

碳水化合物18克

6%		

10%

24%		

24%

维生素A

15%		

30%

维生素C

35%		

35%

钙		

30%		

60%

铁		

15%		

15%

维生素D

70%		

120%

维生素E

70%		

70%

硫胺素

40%		

50%

核黄素

35%		

70%

烟酸

30%		

40%

维生素B6

110%		

170%

叶酸

60%		

70%

维生素B12

110%		

170%

生物素

350%		

350%

泛酸

50%		

60%

磷		

30%		

60%

镁		

60%		

70%

锌		

60%		

70%

硒		

50%		

70%

铜		

35%		

35%

锰		

35%		

35%

铬		

80%		

80%

钼		

35%		

35%

氯化物

8%		

8%

饱和脂肪0克
+反式脂肪0克

		
无人工色素
✔
✘
			

维特力®

总量

任何人工防腐剂
✔
			
没有合成加工助剂

✔

✘

纤维6克

    

糖10克
蛋白质15克

✘

		
新品

活性蛋白质™粉
清爽高蛋白质饮品
本蛋白质粉为香草口味，口感好，作为健康饮品，帮助您焕发精
神，保持一天活力。
• 一杯脱脂牛奶中加入两勺，即可提供24克蛋白质和6克纤
维

• 和其他蛋白质饮品不同，此产品会产生较低的血糖反应，
有助于保持健康的血糖水平

#57071 | 630 克 – 15–30 份
会员价: $43.90 | 积分值: 31.05
自动送货价 – 节省10%

会员价: $39.51 | 积分值: 27.94
另有（未显示）
强加口味豆奶蛋白质粉
#55400 | 850 克 – 30 份
会员价: $46.40 | 积分值: 32.80

*干粉中含量
†1 杯脱脂牛奶可增加 88大卡卡路里, 109毫克钠，
13克碳水化合物（13克糖）以及8.7克蛋白质。

嘉康利的与众不同
活性蛋白质粉含有高浓度浓缩蛋白质，莓果种
子提取物，研磨亚麻籽以及23种维生素以及矿
物质，有助于整体健康。

所有注册商标皆属于其各自所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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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蛋白质混合物（大豆蛋白浓缩物，大豆分离蛋白，大米蛋白浓缩
物），天然蔗糖，可溶性玉米纤维，高油酸向日葵油粉末，磷酸氢钙，天
然香料，研磨亚麻籽，氯化钾，大豆卵磷脂，芥花油，氧化镁，红莓果籽
提取物，抗坏血酸，柠檬酸钠，硒酵母，甜菊提取物（97％甜菊糖甙）
，D-Α-生育酚乙酸酯，钼酵母，烟酰胺，氧化锌，葡萄糖酸铜，泛酸
钙，维生素A棕榈酸酯，硫酸锰，维生素D3，铬烟酸盐，盐酸吡哆醇，核
黄素，硝酸硫胺，混合生育酚浓缩物，叶酸，生物素，维生素B12。

请注意：生产设备有可能处理过花生和其他坚果。

预订产品请联系嘉康利独立经销商，欢迎访问SHAKLEE.CA或致电1.800.263.6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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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健康产品 | 运动

运动

基础健康产品 | 运动

嘉康利运动营养产品在锻炼前，锻炼中，锻炼后都能有助
于达到最佳效果
运动后

运动中

嘉康利Energy™能量块
健康能量清爽爆发
每块嘉康利能量咀嚼块提供来自绿茶提取物的科学含量的咖啡
因，再加上上L-茶氨酸、L-酪氨酸、维他命B和维他命D
• 保持精力充沛和提高锻炼效果

运动前

• 有助于保持头脑活力以及提高专注力
#54158 | 天然橙子口味 | 20 块
会员价: $19.30 | 积分值: 11.00

嘉康利Performance®能量饮品

嘉康利Physique®体能奶昔

最佳补水饮品

纯粹复原奶昔

经临床试验证明，嘉康利Performance® 能量饮品比水更能快
速补充水分，且比其他补充饮品含有更多电解质。.
• 减少水分流失以达到最佳补水效果

含有BIO-BUILD®的，一种特有的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的混合物，
嘉康利Physique®体能奶昔经临床证明可自然激活和增强运动
后身体恢复。
• 肌肉蛋白合成过程提供足够氨基酸

• 保持血糖水平以增强耐力

• 打造强健肌肉和修复身体细胞组织

• 增强耐力以达到更好的锻炼效果

#54495 | 天然香蕉味 | 855 克 – 15 份
会员价: $39.70 | 积分值: 24.92

#54497 | 天然柠檬-青柠口味 | 539 克 – 19 份
会员价: $21.45 | 积分值: 13.45

嘉康利的与众不同
恢复得更快更彻底。运动后两小时立刻饮用嘉康利体能奶
昔可有助于恢复肌肉能量

绿茶

嘉康利所含的提取物

体能奶昔
仅含碳水化合物
仅含蛋白质

“在运动中我身体需求很大，这就是为什
么要我服用正确的营养品。”
“服用了嘉康利，我恢复得更快了，锻
炼效果更好了”

梅根波泽克
冰球银牌得主
嘉康利优异表现运动员

0

10

20
肌肉能量水平

30

40

运动后，体能奶昔可比单独的蛋白质或碳水化合物提供更高肌
肉糖原反应。肌肉糖原是人体肌肉能量的最重要（且有限）
来源
Zawadzki KM, Yaspelkis III B, Ivy JL. Carbohydrateprotein complex increases the rate of muscle glycogen
storage after exercise. J Appl Physiol 1992;72:1854-9.

乔丹马龙
速滑铜牌获得者
嘉康利优异表现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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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健康产品 | 男性健康

男性健康

基础健康产品 | 女性健康

大多数男性从不注意前列腺健康，直到开始出现问
题。服用适合的保健品有利于前列腺健康。

女性健康

无论是解决月经周期问题或是停经，嘉康利
保健品都能帮助女性保持健康良好状态。

锯棕榈复合片
保护前列腺健康
40岁以上男士，坚持每日服用棕榈复合片，坚持至少三个月，可缓
解轻度及中度良性前列腺增生(例如，前列腺肥大)引发的泌尿系
统不适症状。
• 两粒胶囊提供320毫克的锯叶棕榈

• 同时含有南瓜籽油和丰富的β-谷固醇，一种提取自大豆的
有益植物固醇，可保护前列腺健康。

#57290 | 60 粒胶囊
会员价: $42.75 | 会员价: 31.25

GLA复合片

更年期复合片

保持好状态

减少更年期停经的身体不适

在本独特配方中，GLA（γ-亚麻酸）混合LA（亚麻酸），一种
omega-6脂肪酸，以及天然来源的维生素E，在经期中可帮助女
性调节好状态。
• 人体可以利用GLA来产生前列腺素： 有效的类激素物质，
有助于调节身体机能。

女性要经历更年期的痛苦，更年期复合片可帮助缓解。本产品可
提供很多帮助，且无副作用。

#57280 | 60 粒胶囊
会员价: $34.85 | 积分值: 24.50

• 丰富的大豆异黄酮和亚麻籽木脂素 – 植物性雌激素，正
在进行关于心脏，骨骼和乳房健康的研究。

• 含有量化的黑升麻提取物，一种深入研究的草本植物，被
证明有助于缓解更年期症状，例如潮热，情绪波动以及失
眠。

#57820 | 60 片
会员价: $45.35 | 积分值: 31.43

女性健康列表
为了解决女性最常见问题，嘉康利推荐:

“60岁以上的男人中半数
都有前列腺问题。我不想
成为其中一个。”
莱尼德，嘉康利经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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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康利Vitalizer™含铁（见19页）
按照科学方法，获取每日所需重要营养，简
单便捷
✔ 超级钙镁片（见41页）
在所有年龄段，四分之一的加拿大女性患有
骨质疏松症。定期补充钙，维生素D和其他
重要支持骨骼营养，是形成并保持强壮的
骨骼的最好方式之一，并可减少人体衰弱的
风险。

✔ OmegaGuard®鱼油软胶囊（见44页）
在加拿大，心脏病仍是女性健康的头号杀
手，所以要服用强效广谱omega-3鱼油保健
品来降低危险。
✔ 嘉康利180™减肥产品（见56页到61页）
健康状态始于健康体重。嘉康利180是为良
好身材和健康体重而设计。

预订产品请联系嘉康利独立经销商，欢迎访问SHAKLEE.CA或致电1.800.263.6674

25

基础健康产品 | 儿童健康

儿童

基础健康产品 | 能量

这些膳食保健品成分安全并有益于孩子健康。无论您的孩子喜欢
什么，信赖嘉康利提供他们成长所需营养。

能量

如果按照正常体力消耗，大多数人都无法维持自身能量水平或体力。
通过我们的强效保健品，帮您掌控每日能量水平

Vita-Lea® Ocean Wonders®维特
力海洋奇迹
儿童会爱上的营养
美味可口富含营养的维特力海洋奇迹针对儿童特别推出的无糖
并且有益于牙齿的咀嚼片。维特力海洋奇迹包括海豚，海马以
及小鱼等多种造型，并且有天然热带水果，葡萄和莓果等众多口
味，吃起来趣味无穷。每天两个，尽情玩耍！
• 富含保证健康成长的19种重要的维他命和矿物质

• 提供钙和维生素D，强健骨骼和牙齿
• 使用天然甜味剂，如木糖醇、山梨醇和甜菊糖，不会导致
龋齿

#57475 | 120 片
会员价: $31.75 | 积分值: 21.05

Mighty Smart®益智咀嚼片

CorEnergy®能量胶囊

为儿童提供天然高纯度DHA

有助于增强体力

儿童喜爱的益智咀嚼片由科学配方，含有100%天然高纯度DHA（
二十二碳六烯酸）。每个美味的咀嚼片可提供100毫克重要的
omega-3脂肪酸，主要存在于大脑和眼睛。由于大多数儿童不能
从饮食中获取大量的DHA，因此服用咀嚼片是超级明智的选择。
• 无鱼腥味

能量胶囊使用发现有助于人体活力的亚洲人参根提取物，加上
和喝一杯绿茶可获得同等抗氧化效果的绿茶萃取物。
• 并包含在中国已广泛测试过的取自蘑菇的冬虫夏草提取物

• 75%有机
• 无任何人工色素、香料、甜味剂或防腐剂。
• 天然可口的橙香
#57860 | 30 块
会员价: $33.50 | 积分值: 20.21

• 无咖啡因，无化学兴奋剂
#57815 | 90 粒胶囊
会员价: $44.55 | 积分值: 28.45
另有
#54158 | 嘉康利Energy™能量块
产品见22页

人参根

+

冬虫夏草

能量胶囊所含的提取物

“我女儿的梦想就是有一
天拿到MBA学位，所以今天
她开始服用DHA。”
索非亚，嘉康利经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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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订产品请联系嘉康利独立经销商，欢迎访问SHAKLEE.CA或致电1.800.263.6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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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健康产品 | 维生素

维生素

基础健康产品 | 维生素

合适的营养对健康和生活至关重要。不幸地是，政府营养调查显示很
多成人的多项营养成分没有达到推荐每日摄入量

维他C500缓释片

Vita-E®维他-E 400加强片

复合维生素B族

维他-D3®

全天然维生素C持续不断的输送

易被人体吸收

轻松对抗每日压力和劳损

有益于骨骼健康和牙齿健康

人的身体能做到很多事情，但不能产生或储存维生素C，维生素
C有助于骨骼，软骨，牙齿和牙龈的形成和维持，而且有助于结
缔组织形成和伤口愈合。维他C500缓释片保证每日维生素的需
求量，全天然植物成分持续温和地源源不断地提供全天然植物
维生素C。
• 两片所含的维生素C相当于七个橙子所含的维生素

服用维他E，有助于维持心脏健康和循环系统健康，抵抗氧化过
程。
• 每粒胶囊含有天然形成维生素E，以及添加的硒以及葡萄籽
提取精华。

维生素B对于全身正常运作很重要。嘉康利复合维生素B族提供
均衡8种维生素B，符合身体每日所需。
• 临床研究显示叶酸，维生素B6和B12，通过保持降低血液中
的半胱氨酸来促进心血管系统的健康

• 每粒胶囊所含维生素E相当于20盎司的杏仁或者是243中等

• 独特，拥有专利的叶酸层保证该项重要维生素B更容易被

维生素D是通过皮肤接触到来自太阳的紫外线由身体产生，维
生素D在保护整体健康方面起到重要作用。然而，最近的研究显
示，许多加拿大人 - 在秋冬季严重缺乏充足的阳光 - 缺乏所
谓的阳光维生素。服用嘉康利维他-D3可提高维生素D。每片含
1000 IU的维生素D3，这是维生素D的最有效的形式。
• 有助于骨骼和牙齿的发展和保持

• 高效维生素C配方有助于身体代谢脂肪，蛋白质，并且保护
骨骼健康，软骨健康以及牙齿和牙龈健康。
#57600 | 180 片
会员价: $33.90 | 积分值: 24.63

猕猴桃（不含皮），或是14份两勺红花油所含的维生素E的
含量。

#57580 | 60 粒胶囊
会员价: $29.45 | 积分值: 17.48

人体吸收。

• 孕前和怀孕早期每日服用叶酸可降低神经管缺陷的风险
#57240 | 120 片
会员价: $22.75 | 积分值: 14.08

• 有助钙和磷的吸收和利用
• 配合摄入钙，健康饮食以及定期锻炼，可降低骨质疏松的
危险

#57260 | 90 片
会员价: $9.95 | 积分值: 6.40

另有 （未显示）
维他-C 100片咀嚼片
#57025 | 180 片
会员价: $15.60 | 积分值: 10.99

复合维生素B
每日剂量：2片

维他C500缓释片
每日剂量：1片

每日含量

谁 应 该 考 虑 维 他 - D 3?

维生素B1 (硝酸硫胺)

20.25 毫克

维生素B2 (核黄素)

22.95 毫克

烟酸 (烟酰胺)

270 毫克

维生素B6 (盐酸吡哆醇)

27 毫克

男性，女性和16岁以上的青少年:
• 可能接触不到足够的阳光照射
• 从饮食中可能无法摄入足够的维生素D
• 住所远离赤道
• 处于超重或肥胖状态
• 没有定期的运动
• 有较深的皮肤色素沉着

维生素B12 (氰钴胺)

100 微克

药用成分:

每日用量

生物素

300 微克

维生素C（抗坏血酸）

500 毫升

叶酸 (叶酸)

400 微克

嘉康利的与众不同

泛酸 (D-泛酸钙)

135 毫克

服用维他C500缓释片，嘉康利特有的缓释吸收系
统可持续5小时释放相当于每小时1.5个橙子所含
的维生素C

非药用成分：磷酸氢钙，羧甲基纤维素钠，羟基化大豆卵磷脂，羟丙基甲基纤
维素，硬脂酸镁，微晶纤维素，二氧化硅，圆酵母。

非药用成分:
特制混合物
（橙皮和葡萄柚，柠檬，橙黄酮）

120 毫升

其他非药用成分：阿拉伯树胶，琼脂，藻酸，黄酮复合物（葡萄柚，柠檬，橙
黄酮，橙皮复合物），磷酸氢钙，巴西棕榈蜡，角叉菜胶，葡萄柚油，树脂
胶，羟丙基甲基纤维素，刺槐豆胶，硬脂酸镁，微晶纤维素，果胶，玫瑰果
粉，二氧化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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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用成分:

预订产品请联系嘉康利独立经销商，欢迎访问SHAKLEE.CA或致电1.800.263.6674

嘉康利的与众不同
维他-D3 是最近科学研究的成果，包括两个嘉康
利行业领先维生素D研究。保健品维生素D临床支
持，并证明显著提高维生素D的血液水平。

预订产品请联系嘉康利独立经销商，欢迎访问SHAKLEE.CA或致电1.800.263.6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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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健康产品 | 矿物质

矿物质可以激活身体机能所需的酶。但是，大多数成年人没有从饮食中
摄取足够的矿物质。我们的矿物质产品系列能够补足这方面的不足。

S

矿物质

基础健康产品 | 矿物质

NATURE
IG

Forrest C. Sh

FO

aklee, Sr.

RM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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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talMag®缓释活力镁片

锌复合片

加铁维生素C片

苜蓿复合片

凝胶吸收系统更易于吸收

自然中新陈代谢的主动力

补充含氧血液

植根于土壤的营养

活力镁片特有的配方包括三种不同来源的镁元素，有助于骨骼
健康和牙齿健康
• 同时也有助于碳水化合物，脂肪和蛋白质的新陈代谢；组
织的形成；维持肌肉的正常运行

作为触发器，锌可激发超过200种不同的酶，其功能包括产生遗
传物质DNA和RNA，还可以促进碳水化合物，脂肪和蛋白质的代
谢。另外，它还能促进结缔组织的形成和免疫功能的维持，并有
助于对前列腺的正常运作以及伤口和烧伤的愈合。
• 配方还是基于苜蓿的高生物利用率的葡萄糖酸锌

服用嘉康利的加铁维生素C片防止铁缺乏，缺铁可造成疲劳，注
意力不集中，注意力下降，免疫功能受损。

服用嘉康利苜蓿复合片为身体补给。取自大自然，我们采用种植
生长在肥沃土壤的不用任何杀菌剂，合成激素，生长调节剂或化
学物质的优质苜蓿。

• 含有硼和钾：保持身体健康的重要因素
#57875 | 30 片
会员价: $11.40 | 积分值: 7.50
自动送货价 – 节省10%

• 植物配方
#57650 | 120 片
会员价: $12.25 | 积分值: 8.66

会员价: $10.26 | 积分值: 6.75

• 素食配方含有铁和维生素C有助于铁的吸收
• 铁在血红蛋白的形成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血红蛋白是红血
细胞的组成部分通过血液将氧气输送到全身细胞

• 铁保健品推荐给儿童，青少年和更年期前妇女；男性和绝经后
的女性可从饮食中摄入足够的铁。
#57710 | 30 片
会员价: $5.00 | 积分值: 2.98

• 嘉康利博士原始配方之一
• 含有高质的苜蓿叶粉末和其他营养成分，如钙，磷，铁，镁和其
他微量矿物质和维生素

• 苜蓿根向下生长深至六米，吸取土壤中的营养成分和矿物质
#57110 | 450 片
会员价: $23.70 | 积分值: 16.25

另有
#57400 | 超级钙镁加强片
#57390 | 钙镁加强咀嚼片
产品细节参见41页

苜蓿复合片
每日剂量：10片，每天3次

嘉康利的与众不同

嘉康利的与众不同

药用成分:

每10片中的含量

需要食用400克煮熟的菠菜才能摄入含铁维生素
C片所含铁量。

苜蓿（紫苜蓿）（地上部分）粉末

3 克

非药用成分：磷酸氢钙，磷酸钙，硅酸钙，果糖，麥芽糖糊精，留兰香
油。SPEARMINT OIL.

通过四小时到六小时缓慢释放营养成分，活力镁片的凝胶
吸收系统可防止由于含镁保健品带来的肠胃不适

“不可思议的回报是帮助每个年龄
段的人达到身体最佳状态。一路
走来乐趣无穷。”
林妮，嘉康利经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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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订产品请联系嘉康利独立经销商，欢迎访问SHAKLEE.CA或致电1.800.263.6674

预订产品请联系嘉康利独立经销商，欢迎访问SHAKLEE.CA或致电1.800.263.6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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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 能 保 健 产 品

在近60年里，我们利用大自然的力量来生产了一系列真正有
效的功能性保健品。无论是改善关节，还是修复细胞损害，
已证实有效的配方加上最高质量的成份将会改变一切感受，
保证千真万确。

活出不同
不同人生

功能保健产品 | 套装

另有

CogniFit®公司

新品

新

功能保健产品套装

MindWorks™健脑片

营养套装专为重要健康问题设计

有助于认知能力

功能保健产品套装包括可解决重要健康问题的最热销产品：心脏健康，脑功能，细胞保护和免疫健康。

功能保健产品套装特有：
•
•
•
•

Vivix®抗氧化口服液– 专门用于细胞保护，甚至修复细胞损害
MindWorks™健脑片– 含有有助于认知能力和记忆功能
OmegaGuard®鱼油软胶囊– 富含omega-3脂肪酸EPA and DHA, 有益于心血管健康
NutriFeron®自然干扰素– 免疫系统科学的重大突破

购买功能保健产品套装，即
可获得免费会员资格
免费获得嘉康利会员资格（价值19.95加元）
，下次购买可享受优惠价格

大脑训练
软件

人类大脑中的神经连接最早从20岁开始衰退。到45岁，这种衰退甚
至会发生更加快速。
科学研究显示健脑片中重要成份在三个方面起到作用：

有益于
认知能力

提供认知能力方面的短暂提升*
随着时间，神经连接会越来越慢，阻碍我们回忆，思考和
反应的能力。多项研究显示健脑片的重要成分瓜拉纳萃取
物可有效增强记忆并提高反应时间。

和 记忆 功能

有 助 于

保护

防止衰老导致的智商衰退†
健脑片中的三种维生素B在临床研究中表示可以在两年
之内减少30%的脑萎缩‡。‡

脑功能
在衰老过程中†

保护
#79337 | 功能保健产品套装
会员价: $219.00 | 积分值: 152.44

#79336 | 功能保健产品套装(不含自然干扰素)
会员价: $171.90 | 积分值: 117.94

自动送货价 – 节省10%

自动送货价 – 节省10%

会员价: $197.10 | 积分值: 137.20

会员价: $154.71 | 积分值: 106.15

健 康

影响大脑循环
血液循环是向大脑输送氧气和营养的重要环节。与神经
活动相关。

循环系统
*六小时和对比组
†特别是对于高同型半胱氨酸的人群
‡实验基于一项为期两年的对223个有轻微认知障碍的成年人的研究
所有商标属于其各自的所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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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订产品请联系嘉康利独立经销商，欢迎访问SHAKLEE.CA或致电1.800.263.6674

预订产品请联系嘉康利独立经销商，欢迎访问SHAKLEE.CA或致电1.800.263.6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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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保健产品 | 大脑保健

功能保健产品 | 大脑保健

嘉康利的与众不同
健脑片所含的重要成分，在三项临床研究以及十几个实验室研究
中都显示可以短期有助于认知机能和记忆功能，以及有助于长期
大脑健康

新品

MindWorks™健脑片包含免费试
用大脑训练软件

健脑片营养成
分组

控制组

提高精神表现*

富含瓜拉纳精华萃取，维生素B以及特有的霞多丽葡萄籽萃
取物

3.6倍好于

我们精心挑选的低咖啡因瓜拉纳萃取物经过全面检测。它可以
提高短期认知以及记忆功能，一份健脑片所提供的咖啡因少于
一杯中杯低咖咖啡的咖啡因含量。

测试分数的提高
(连续七项减法测试)

健脑片的三种维生素B（叶酸，B6和B12）都有助于降低高同型半
胱氨酸值，从而降低脑萎缩。†

减少由衰老导致的大脑萎缩的比率†

减少30%
萎缩

%脑容量

99.0

• 增强神经连接
• 训练认知能力，比如记忆和专注力
• 在娱乐中提高认知表现

MindWorks™健脑片
#57066 | 30 片
会员价: $55.90 | 积分值: 40.50

98.5

98.0
97.5

CogniFit®公司大脑游戏可用于:

嘉康利特有的霞多丽葡萄籽多酚复合物是通过一项已申请专利
的提取技术而制成，浓缩了临床证明有益于血液循环的特殊的
多酚成分。

100
99.5

嘉康利是认知健康的领导者，不仅提供营养支持，并且提供大脑训练软件项目。
健脑片项目包括一个月免费使用CogniFit®公司的大脑训练软件。

自动送货价 – 节省10%
0

1
年

会员价: $50.31 | 积分值: 36.45

2

买任何健脑片产品即
可获得一个月免费登入
COGNIFIT：价值$12.99！

另有（未显示）
Mental Acuity Complex®益脑片
#57530 | 90 片
会员价: $34.30 | 积分值: 23.76

一小时后对循环系统的影响‡

MindWorks™健脑片
60分钟之后

之前

初步研究通过红外线照片测试皮肤温度。皮肤温度体现了循环
系统（血流量）。

25.0

27.2

29.1

30.9

32.8

34.6

36.5

38.0

摄氏度

每日剂量：一片
药用成分:		每日含量
蓝莓粉末
50 毫克
钙（磷酸氢钙）

75 毫克

叶酸（叶酸）

800 微克

葡萄（酿酒葡萄）籽提取物15：1

80 毫克

绿咖啡豆提取物17.5：1

25 毫克

瓜拉纳（巴西香可可）籽提取物
（10％的咖啡因的标准含量）

75 毫克

维生素B6 （盐酸吡哆醇）

20 毫克

维生素B12 （氰钴胺）

500 微克

CogniFit®公司

ABC, CBS, CNN以及纽约时
报，华尔街日报和更多新闻媒
体均有报道。

非药用成分：联羧甲基纤维素钠，羟基化大豆卵磷脂，羟丙基甲基纤维素，硬
脂酸镁，微晶纤维素，二氧化硅。

*六小时和对比组
†实验基于一项为期两年的对223个有轻微认知障碍的成年人的研究
‡基于来自初步嘉康利雇员使用/试用安慰剂实验的热成像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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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商标属于其各自的所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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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内的细胞一直处于被自由基攻击，这会导致DNA损伤。抗
氧化保健品可以阻止，甚至修复细胞损伤。嘉康利使用来自水
果，蔬菜和其他植物来源的具有保护作用的植物营养素来提供
目前在自然界能找到的最强大抗氧化成分的最大效力

Vivix®抗氧化口服液
抗氧化保健品
与领先科学家一起奋斗多年，进行防止细胞老化的全球尖端研究，嘉康利
最终获得了科学突破，研发了Vivix。Vivix富含抗氧化成分，可以保护甚至
修复DNA细胞。
只有Vivix同时含有白藜芦醇和特有的植物营养素复合物，白藜芦醇是一
种存在于植物，水果，种子，葡萄和葡萄产品，比如红酒之中，的天然抗氧
化化合物。而植物营养复合物则利用了欧洲接骨木和稀有园叶葡萄的强
大的抗氧化特性。
其实，Vivix中的有效成分在延缓细胞衰老的蛋白质形成方面，比单独食
用白藜芦醇效果强大10倍

天然 - 无人工香料，无甜味剂，无色素或添加剂
提供全面超过15种以上的多酚物质 - 包括鞣花单宁，一些自然界最强大的抗氧化物质。
嘉康利特有专利产品

威力强大的结果:

Vivix® 抗氧化口服液
#57080 | 150 毫升 – 30 份

在一项临床研究和数项实验室研究中，Vivix的重
要成分显示为:

Vivix®洁食抗氧化口服液 （未显示）
#22911 | 150 毫升 – 30 份

• 预防并修复DNA损伤
每天人体内的每个细胞受到高达一百万次的DNA损伤攻击

会员价: $89.35 | 积分值: 59.00
自动送货价 – 节省10%

• 减缓生物应激反应*
随着时间的推移，生物压力反应会削弱细胞天然的防御功
能

会员价: $80.41 | 积分值: 53.10

• 在细胞层面提高能量产生
线粒体在细胞中产生生命不可缺少的能量；随着线粒体活
力降低，细胞功能下降。

Vivix®抗氧化口服液
嘉康利的与众不同
我们的科学进步的特有的复合成分是基于麝香葡萄，一种自然界极为罕见
的最有效果的水果。
麝香葡萄中含有多酚的各种形式，包括同样存在其他葡萄中的白藜芦醇和
槲皮素。然而，与其他葡萄不同，麝香葡萄含有高浓度的鞣花单宁，与其
他多酚类物质结合时，可产生大量的抗氧化成分。
这些结合的多酚会刺激参与抗氧化的细胞胞防御途径。
在嘉康利，我们利用这种麝香葡萄能量并添加到每一瓶Vivix中，采用一种
专利的萃取工艺可以浓缩并保留生物活性的多酚类物质

每日用量：1茶匙（5毫升）
			
卡路里

每茶匙含量
15

总碳水化合物

4 克

药用成分:
接骨木（黑接骨木）加强版水果萃取物
（6.5％的花青素标准含量）

155 毫克

接骨木（黑接骨木）水果萃取物
（3.2％的花青素标准含量）

460 毫克

反式-白藜芦醇
（虎杖）（根）

100 毫克

• 激活基因调节
这种调节器有助于提高细胞性能和减慢糖基化终产物
（AGE）的蛋白质的形成；过多的AGE蛋白质的堆积可引起细
胞损伤并危害细胞的完整性。

非药用成分：胡萝卜根萃取物，柠檬酸，甘油，镁氢氧化物，麦芽糊精，麝香葡
萄萃取物，天然香料，硅氧化钛，山梨糖醇，水。

麝香葡萄

Vivix中的水果萃取物

38

预订产品请联系嘉康利独立经销商，欢迎访问SHAKLEE.CA或致电1.800.263.6674

*Ghanim H, et al. A resveratrol and polyphenol preparation suppresses oxidative and inflammatory response to a
high-fat, high-carbohydrate meal. J Clin Endocrinol Metab. 2011 May; 96(5):14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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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骼健康

摄入有利于骨骼的营养成分，比如钙，维生素D和镁对于良好的骨骼健康至关重
要，并且科学家赞成提高钙的摄取有助于降低骨质疏松的风险。随着将近150万加
拿大的骨质疏松患者*，很明显我们的钙摄取量并不足够。

CarotoMax®可萝多抗氧化胶囊
六种最有利的类胡萝卜素

超级钙镁加强片

钙镁加强咀嚼片

可萝多胶囊含有功能强大的被称作类胡萝卜素的脂溶性抗氧
化剂，可为细胞多脂部位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并保证眼睛，前列
腺，宫颈，肺，心脏的长期健康。研究还表明，类胡萝卜素可打造
强大的免疫系统。
• 独特的包含了六种最有益处的类胡萝卜素：α-胡萝卜
素，β-胡萝卜素，虾青素，叶黄素，玉米黄质和番茄红素

强壮骨骼的全面配方

因为喝牛奶还远远不够

超级钙镁加强片是特别调制混合了重要营养成分，包括钙，维生
素D，镁，磷，锌，铜和锰，有助于年轻阶段增强骨密度，并且随着
年纪增加减少骨质流失。† 钙镁片也可以增强肌肉和牙齿，特点
是外包有水质包膜，易于吞咽。
• 三种钙的最佳来源的结合：高度浓缩的碳酸钙；易吸收的
柠檬酸钙，磷酸钙，提供了形成骨骼的两种重要矿物质

无法抗拒的美味天然莓果味的咀嚼片包含骨骼健康的完整配
方。
• 四片提供1000毫克钙，100毫克镁，600 IU的维生素D以及
锌，铜，锰

#57810 | 30 粒胶囊
会员价: $27.20 | 积分值: 16.31

#57390 | 120 片
会员价: $25.45 | 积分值: 17.25

#57400 | 240 片
会员价: $39.45 | 积分值: 27.58

另有
Vita-E® 维他E400
#57580 | 60 粒胶囊
产品细节可见28页

• 在身体中迅速溶解

超级钙镁加强片
每日用量：4片

可萝多抗氧化胶囊的类胡萝卜素含量在食物等同于：

药用成分:

每日含量

钙（碳酸钙，柠檬酸盐和磷酸盐）

1200 毫克

磷（磷酸钙）

700 毫克

镁（氧化镁）

350 毫克

锌（葡萄糖酸锌）

1.5 毫克

铜（铜葡萄糖酸钙）

1.0 毫克

锰（葡萄糖酸锰）

0.2 毫克

维生素D3 （胆钙化醇）

10 微克 (400 IU)

非药用成份：硬脂酸钙，羧甲基纤维素钠，羟丙甲纤维素，麦芽糊精，中链甘油
三酯，微晶纤维素，聚右旋糖，二氧化硅，滑石，二氧化钛。

β-胡萝卜素
102根香蕉

叶黄素和玉米黄质
285个粉红葡萄柚

番茄红素
714个杏

α-胡萝卜素
89个树莓

虾青素
1份三文鱼
*来源：www.osteoporosis.ca
†一生中保证充足的钙和维生素D，是均衡饮食和定期运动的一部分，可以减少骨质疏松症所带来的风险。足够的钙摄入很重要，但每日摄入高于2000
毫克不会增加额外的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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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脏病和中风同时发作是加拿大第二大杀手。加拿大每七分钟，就有人死于心血管
疾病*。通过保持健康的胆固醇和血压水平，可以在未来几年保护心脏健康。

新品

血压片
保持正常血压

SmartHeart 强健心脏套装

血压超过正常范围可增加心脏病的风险。有益心脏健康的饮食，
定期运动和每天服用嘉康利血压片可以维持正常血压。
• 含有维生素，矿物质和草本成分来保持良好健康和维持正
常血压

有科学支持的强健心脏套装为您量身定制，满足您对心脏健康的特别需求，通过保持健康的心血管系统有助于

#57067 | 60 片

降低整体心脏病发作的风险。

会员价: $49.30 | 积分值: 35.75

选择强健心脏套装，是您正确的决定

自动送货价 – 节省10%

™

会员价: $44.37 | 积分值: 32.17

血压片
成人每日剂量：2片

新品

新品

强健心脏血压套装

强健心脏胆固醇套装

本套装是为保持最佳心血管健康和正常血压而设计的，包含：
• OmegaGuard®鱼油软胶囊–有助于降低心脏病的风险†

本套装是为保持最佳心血管健康同时降低胆固醇而设计的，
包含：

• 血压套装 – 有助于保护正常血压

• OmegaGuard®鱼油软胶囊–有助于降低心脏病的风险†

• CoQHeart™CoQ心脏 – 帮助产生心脏内所需的能量

• 胆固醇降低组合 – 自然降低胆固醇

#79339 | 会员价: $104.45 | 积分值: 73.24

• CoQHeart™CoQ心脏 – 帮助产生心脏内所需的能量

自动送货价 – 节省10%

#79338 | 会员价: $104.95 | 积分值: 71.00

会员价: $94.00 | 积分值: 65.92

自动送货价 – 节省10%

药用成分:

每日含量

镁（氧化镁）
硝酸钾
槲皮素（槲皮素）
维生素C（抗坏血酸）
甜菜（甜菜）根粉
菠菜（菠菜）叶粉
葡萄（葡萄）籽提取物40：1

200 毫克
832 毫克
200 毫克
100 毫克
100 毫克
50 毫克
100 毫克

非药用成分：羧甲基纤维素钠，羟丙基甲基纤维素，羟化大豆卵磷脂，硬脂酸
镁，微晶纤维素，二氧化硅。

会员价: $94.45 | 积分值: 63.90

嘉康利的与众不同
研究显示嘉康利血压片中的重要成分解释了两个重
要的影响正常血压水平的机制。它是为了促进健康
血液循环和正常血管而设计的，缓解血管有助于正
常血压水平的维持。

购买功能保健品套装可免费
获取会员资格
*加拿大统计局, 2011c.
†支持但非完全研究显示EPA和DHA omega-3 脂肪酸的摄入可降低冠状动脉
心脏疾病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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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菜头

血压片中所含的粉末

免费获得嘉康利会员资格（价值19.95元），
下次购买嘉康利产品时即可享受会员优惠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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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颗
易于吞咽

降低胆固醇复合胶囊*

OmegaGuard®鱼油软胶囊

CoQHeart™ CoQ心脏胶囊

大蒜复合片

有助于降低胆固醇

品质纯良，药方级别的鱼油

帮助心血管健康

不用担心口气，获取大蒜营养

降低胆固醇复合胶囊中的植物甾醇及甾烷醇临床证明并由80多
个研究支持有助于自然降低低密度脂蛋白（“坏”胆固醇）。
• 阻止人体对胆固醇的吸收

OmegaGuard®鱼油软胶囊提供在一种体积小的冷水鱼的天然提
取的全部7种超纯药方级别omega-3脂肪酸，可以比其他品牌提
供更多EPA和DHA。
• 包含EPA和DHA, 可维持和有益于心血管健康†

每一粒CoQ心脏胶囊提供100毫克辅酶Q10（CoQ10），有助于补充维
持血液含量以及促进心脏能量产生。
• 为心脏提供强效抗氧化支持

大蒜复合片提供优质干冷大蒜，可控制味道。研究显示大蒜可
通过控制正常血压和胆固醇含量促进心血管健康，同时保持低
脂，低胆固醇饮食。
• 两片提供的所有天然成分，约等于两头中等大蒜，同时避
免食用新鲜大蒜所带来的口臭。

#56219 | 120 粒
会员价: $50.85 | 积分值: 34.50
自动送货价 – 节省10%

#57695 | 90 粒
会员价: $26.65 | 积分值: 18.44

会员价: $45.76 | 积分值: 31.05

自动送货价 – 节省10%

#57315 | 30 粒
会员价: $28.50 | 积分值: 19.05
自动送货价 – 节省10%

会员价: $25.65 | 积分值: 17.14

会员价: $23.98 | 积分值: 16.60

#56290 | 180 片
会员价: $33.40 | 积分值: 21.25

亚麻籽油
重要Omega-3脂肪酸的有机来源
易于吞咽的亚麻籽油胶囊成为Omega-3脂肪酸，特别是目前北美
通常饮食中普遍很少提供的α-亚麻酸（ALA）的有机优质来源。
• 每粒胶囊包含1000毫克的来自加拿大大草原生长的有机植
物所产生的亚麻籽油。

OmegaGuard®鱼油软胶囊
嘉康利的与众不同

每日剂量：6粒

为了降低胆固醇，加拿大健康部和美国国立卫
生研究院（ NIH ）建议减少摄入饱和脂肪和胆
固醇，多运动，减重，食用可溶性纤维的摄入
以及每日摄入2000毫克植物固醇。降低胆固醇
复合胶囊是一种独特的复合物，通过输送在众
保健品品牌中最大含量以及百分百得到加拿大
健康部以及NIH推荐的植物固醇可阻止身体对胆
固醇的吸收。

药用成分:

每粒含量

二十碳五烯酸（EPA）
180 毫克
二十二碳六烯酸（DHA）
120 毫克
其他的omega -3脂肪酸（二十二碳五烯酸，
十八碳， 十八碳， 二十碳四烯酸，
二十一碳五烯酸和α-亚麻酸）
30 毫克

嘉康利的与众不同
只有CoQ心脏特含Q-Trol ，这是一种储存在生物可用软胶
囊的天然抗氧化剂CoQ10和白藜芦醇的独有的混合物，并通
过橄榄油促进吸收，为心脏健康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

#57265 | 90 粒
会员价: $24.55 | 积分值: 14.25

非药用成分：软胶囊中混合维生素E浓缩物（明胶，甘油，水）。

嘉康利的与众不同
为了保证纯度和效果，OmegaGuard®鱼油软胶囊中的鱼
油经过现代化的分子蒸馏过程，此过程中可：
• 浓缩天然有益omega-3脂肪酸

“保护动脉健康是为我辛

• 去除许多种类的鱼中发现的有害化合物，如汞和铅

劳的心脏至少可以做的事

• 降低异味和鱼腥味

情”

*产品每天提供800毫克植物甾醇及甾烷醇，分两次饭服下，作为低饱和脂肪和胆固醇的健康饮食的一部分，可以降低心脏疾病的风险。胆固醇减少复
合胶囊提供了每天每剂量1000毫克的植物甾醇和甾烷醇，遵医嘱服用。†支持但非完全研究显示EPA和DHA omega-3 脂肪酸的摄入可降低冠状动脉心脏
疾病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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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系统

功能保健产品 | 免疫系统

每天人体都承受着压力，营养不良，污染和疲劳所带来的伤
害，免疫系统和全身健康都受到威胁。嘉康利保健品保护您
的免疫系统，所以它可以危险的第一时间做出反应

新品

Vitalized Immunity™活力免疫片
每天免疫保护
活力免疫加入天然甜味剂罗汉果，含有等同于16个橙子的维生
素C。另外它还包含维生素，矿物质，氨基酸以及草药成分的独
有混合成分
• 有助于保护免疫系统

• 提供免疫系统所需营养，让身体更强壮
• 美味的柑橘泡腾片配方
#57073 | 15 片
会员价: $24.85 | 积分值: 18.00
自动送货价 – 节省10%

会员价: $22.36 | 积分值: 16.20

NutriFeron®自然干扰素

身体防御复合片

免疫系统科学的重大突破

给您额外的免疫保护

自然干扰素是由锌和四种强有力的植物萃取成分组成的独特复
合物，可以自然平衡免疫系统。嘉康利独家拥有此植物营养素配
方，效果好又安全，可提供无与伦比的免疫系统的保护。研究显
示出自然干扰素的特有的四种植物复合物可保障健康和提供免
疫保护。
• 四项临床实验保证*

伤风或流感来袭之际，只需吞咽或咀嚼推荐剂量，或碾碎冲水
服下。
• 帮助您应对季节气候突变，其独特配方包含四个临床证
明增强免疫力的成分：紫锥花，黑接骨木，落叶松树提取
物，以及锌

#57690 | 60 粒
会员价: $47.10 | 积分值: 34.50

#57675 | 90 片
会员价: $26.75 | 积分值: 17.65

自动送货价 – 节省10%

会员价: $42.39 | 积分值: 31.05
橙子

活力免疫片所含的粉末

Vitalized Immunity 活力免疫片
™

成人剂量： 一片（溶解在120-180毫升水中）
药用成分:

每片含量

β-胡萝卜素

750 微克 (1250 IU)

紫锥菊地上部分提取5：1

7 毫克

连翘果实提取物5：1

13 毫克

菘蓝财富根提取物5：1

7 毫克

每日剂量：2粒

L-谷氨酰胺

25 毫克

药用成分:

每日含量

L-赖氨酸（L-赖氨酸盐酸盐）

25 毫克

锌（锌氧化物）

10 毫克

金银花花提取物5：1

15 毫克

铜（碳酸铜）

400 微克

40 毫克

奶油南瓜（南瓜）籽萃取2：1

65 毫克

3 毫克

红花（红花）花朵萃取物2：1

26 毫克

2.8 毫克

亚洲蕉（车前草）籽萃取物2：1

19.5 毫克

14 毫克

日本忍冬（金银花）花朵萃取物2：1

19.5 毫克

镁（氧化镁和硫酸）
锰（葡萄糖酸锰）
核黄素
荆芥地上部分提取5：1
硒（亚硒酸钠）

15 微克

维生素C（抗坏血酸）

1000 毫克

维生素E（D-α生育酚醋酸酯）

20 毫克 AT (30 IU)

穗花牡荆，水果提取物5：1

7 毫克

锌（硫酸锌）

8 毫克

仔姜根茎提取物5：1

8 毫克

NutriFeron®自然干扰素

非药物成分：焦糖糖色，巴西棕榈蜡，羧甲基纤维素钠，糊精，磷酸二钙，羟
丙甲纤维素，硬脂酸镁，微晶纤维素，马铃薯淀粉，硅酸，二氧化硅，大豆卵
磷脂。

小岛保彦博士

嘉康利的与众不同
自然干扰素由1954年发现干扰素的世界著名免疫学专
家小岛保彦博士，经过四十年艰苦卓绝的研究和上百
次植物复合物的试验，最终研发成功。

非药用成分：阿拉伯树胶，甜菜汁浓缩物，柠檬酸，玉米淀粉，麦芽糊精，中链
甘油三酯，改良淀粉，罗汉果提取物，天然橙香精，橙汁浓缩物，碳酸氢钾，碳
酸钾，米蛋白浓缩物，麻油，二氧化硅，碳酸氢钠，碳酸钠，蔗糖。

*参看临床研究，文献号 51- 54, 于第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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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康利保健品有益于健康的消化系统，可有助
于恢复消化平衡，预防消化不适。

S

消化健康

功能保健产品 | 消化健康

NATURE
IG

Forrest C. Sh

FO

aklee, Sr.

RM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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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flora®活益菌益生源和益生菌

双歧特级酸奶

纤维势力

Herb-Lax™清肠宝

保证每日消化健康

可口助消化

苹果-肉桂咀嚼零食棒

调整时常的不规律

活益菌是独特的双产品消化健康系统，保证正常健康的肠道菌
群。一旦益生菌被消化系统吸收，益生源就会输送健康肠道细菌
所需成长的重要养分。

每个美味咀嚼片可提供2.5亿活性微生物的长双歧杆菌的纯菌
株。

每一个美味的纤维实力零食棒都包含了苹果，枣，全谷物燕麦片，
蔬菜以及更多其他营养。
• 独特的纤维混合促进规律健康的消化系统以及肠道的长期
健康

对于偶尔的不规律，温和的清肠宝可以提供帮助。
• 增强版混合成分包括番泻叶和几种互补的草药成分，促进
温和清肠，有助于身体的自然代谢过程。

Optiflora 活益菌-益生源有助于:
• 提供肠道所需营养，包括低聚果糖（FOS），菊糖，和培养
良好菌群的γ-生育酚
®

• 同时还包括100毫克的低聚果糖（FOS），复合碳水化合
物，已被临床证明可加强双歧杆菌的效果。
Dairy

#57750 | 120 片
会员价: $29.20 | 积分值: 18.50

EZ-Gest®助消片

Optiflora®活益菌-益生源（粉末）
#57760 | 30 份
会员价: $13.40 | 积分值: 9.31

助消片有助全面消化，以及对脂肪，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所带来
的消化不良进行缓解。
• 含有多种植物基的酶，缓解腹胀不适。

Optiflora®活益菌-益生菌（胶囊）
#57765 | 30 粒
会员价: $26.80 | 积分值: 18.64

#57755 | 30 粒
会员价: $26.75 | 积分值: 18.50

Optiflora 活益菌-益生菌利用了专利技术的三层封装技
术，以保证益生菌到达大肠仍维持活性，从而达到最佳效果
®

保护菌群免受胃酸侵蚀

#57415 | 240 片
会员价: $24.80 | 积分值: 17.00

Laitier

Optiflora®活益菌-益生菌保证:
• 双歧杆菌和嗜酸乳杆菌（5亿微生物）输送到肠道下部，通
过最先进的三重封装技术（见下图），保证有益细菌每次
到达肠道仍保持活性。

嘉康利的与众不同
效果出众

• 来自不同原料的8克纤维，可有助于消化系统稳定运行

提供舒缓消化

#54420 | 320 克 – 8 个
会员价: $23.00 | 积分值: 10.95

高纤维片
促进结肠健康，消化和肠胃规律
纤维每日推荐摄入是25-30克，但是加拿大人通常食用只有一半
的含量。高纤维片可提供每日所需剂量
• 大豆，柠檬，橘子，葡萄柚，甜菜提供可溶和不溶性纤
维。
#57095 | 75 片
会员价: $12.40 | 积分值: 8.50

“八个孩子？如果我能坚
持服用嘉康利，你们也能
做到。”
麦基，嘉康利经销商

保护菌群远离氧气和湿气
保证菌群达到肠道再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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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节健康

功能保健产品 | 肝脏健康

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的身体逐渐失去再生功能和维持关节和骨
骼周围软组织。对于患有关节问题的百万人群来说，即使是最
简单的活动也成了难题。

肝脏健康

肝脏代谢几乎所有的食用、吸入或通过皮肤吸收的物质，对于正
常的新陈代谢是必不可少，其中包括解毒。保持肝脏健康，对正
常的营养代谢和整体健康是至关重要的。

关节健康复合片
五天即可缓解关节不适症状*
关节健康复合片中包含一种正在申请专利的快速起效的乳香萃
取物，可在短短5天改善关节舒适度*。它富含锌，铜，锰，和维生
素C - 每项成分都对结缔组织胶原和软组织的健康起到了至
关重要的作用。另外，本品是100%无海洋甲壳类动物成分，无软
骨素的素食复合物，含有氨基葡萄糖盐酸盐，这是一种最浓缩
的葡萄糖胺形式。临床上证明能够：
• 改善活动性

• 增强灵活性
• 改善关节功能
#57880 | 60 粒
会员价: $42.95 | 积分值: 29.70
自动送货价 – 节省10%

会员价: $38.65 | 积分值: 26.73

关节健康复合片

DTX®复合片

卵磷脂

每天为身体解毒

保持肝脏健康

DTX®复合片包含牛奶蓟萃取物的80％的水飞蓟素的标准含量，
一种天然生物类黄酮复合物，在肝脏内发挥强大的保护作用。

卵磷脂是保证肝脏健康运作的天然化合物，嘉康利卵磷脂软胶
囊包含纯植物来源的卵磷脂。同时，他们也含有亚油酸，一种身
体必需的脂肪酸；胆碱，神经递质乙酰胆碱的组成部分会参与
大脑和神经系统的信息传递；肌醇，被认为是全身组织的细胞
膜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重要的代谢调节作用
• 卵磷脂又称“天然乳化剂”，因为它有助于人体吸收脂溶
性营养成分，包括β-胡萝卜素和维生素A，维生素D，维生
素K和维生素E。

• 独有植物复合物包含灵芝，五味子，蒲公英，洋蓟和姜黄

每日剂量：2粒
药用成分:
氨基葡萄糖盐酸盐

每日含量
1500 毫克

乳香AKBA标准化提取物（乳香）（树脂）100 毫克
维生素C（抗坏血酸）

60 毫克

锌（葡萄糖酸锌）

1.5 毫克

铜（葡萄糖酸铜）

0.20 毫克

锰（葡萄糖酸锰）

0.20 毫克

提取物

• 服用最少三周即可感受到疗效
#57310 | 90 粒
会员价: $37.80 | 积分值: 26.18

#57250 | 180 粒
会员价: $16.40 | 积分值: 11.61

非药用成分：焦糖糖色，羧甲基纤维素钠，羟基化大豆卵磷脂，羟丙基甲基纤维
素，硬脂酸镁，微晶纤维素，二氧化硅。

嘉康利的与众不同
已发表的临床研究表明，乳香提取物最快可以在
五天内缓解关节不适症状*。

起效提高

28

%

比起知名品牌

效果提高

45

%

在缓解长期关节
问题上

提高

31

%

蒲公英

DTX复合片所含的萃取精华

在行动自如
度上

*临床研究表明， 关节健康复合片中使用的乳香提取物的独特形式最快可以在五天内缓解关节不适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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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保健产品 | 血糖

压力

血糖

当下繁忙人生中寻找平衡和控制情绪极为重要。
嘉康利所含的天然有效成分可缓解压力。

超重人群经常产生胰岛素抗体，时间久了，这种情况就
会导致胰岛素和血糖水平升高从而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

缓压复合片

调节葡萄糖复合片

缓解压力的天然方法

有助于保持健康的血糖代谢

压力会提高身体的皮质醇水平，一种会影响长期健康的应激荷
尔蒙，并且如果持续长期高水平值会导致长期的负健康影响。
缓压复合片会增强人体对适应压力的自然能力，同时有助于放
松。
• 经临床测试的传统使用的独特混合成分 - L-茶氨酸，南
非醉茄，β-谷甾醇，L-酪氨酸 - 用于保持冷静放松的状
态，同时不会导致嗜睡。

超过两百万加拿大人的血液的葡萄糖量异常†。葡萄糖的低效
利用率可能会导致血液中血糖的过度循环，体重增加，并使能
量降低。调节葡萄糖复合片有助于健康的血糖代谢。
• 每粒含科学证实的天然成分的混合物，协助运输葡萄糖进
入细胞，使身体系统更有效地消耗血糖。
#57685 | 60 粒
会员价: $39.90 | 积分值: 27.50

• 不含卡瓦。

另有
#56040 | 嘉康利180™新陈代谢片
更多细节见61页

#57680 | 30 粒
会员价: $38.65 | 积分值: 26.75

“很高兴能成为以帮助别人成功的
首要己任的团队中的一员。”
邦妮，嘉康利经销商

"我想找到一种我可以长期
嘉康利的与众不同

信赖的药物，于是我找到

缓压复合片七天安慰剂对照试验*

了嘉康利。"
路易斯，嘉康利经销商

40%
30%
20%
10%
0%
更放松

安慰剂组

更清醒

更放松

更专注

缓压复合片

每一项测试类别中，在安慰剂对照实验中，服用缓压复合片人
群中，感受到效果的人明显多于服用安慰剂的人数。

*基于初步安慰剂对比雇员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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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订产品请联系嘉康利独立经销商，欢迎访问SHAKLEE.CA或致电1.800.263.6674

†来源: www.diabetes.ca.

预订产品请联系嘉康利独立经销商，欢迎访问SHAKLEE.CA或致电1.800.263.6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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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 康 体 重

最后的成功开始于一个完整的项目。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研发了嘉康利180™项目。服用简单美味，临床
证实有效的产品，专门为燃烧脂肪而设计，并不影
响肌肉。试过很多产品的您，现在试试真正有用的
产品吧。重新出发，打造身形™。

重新出
新出发
*嘉康利180计划的减肥部分经过一项为期12周的初步研究的测试。代餐棒不包括在此项研究中。在9个月的研究中，服用嘉康利180运动冲剂，
再加上每日服用嘉康利Vitalizer™，比单独运动可更有效改善身体非脂肪体重以及其他健康指标。

健康体重 | 180™减肥产品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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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

重新出发，打造身形™

您所需要用的最后
一个减肥产品

嘉康利180™大改造套装
本套装因人定制，每天两餐，有助于减肥并保持体型，其中包括富含亮氨酸的饮品和代餐棒，可以燃烧脂肪促进肌
肉。同时，还有所需的全部工具，支持以及奖励供您使用，帮助你达到减肥目标。

90天+90天
减少体重

保持身形

流行的减肥方法所承诺的效果最终都会
失败。能维持的减肥效果，并不是光靠食
物或者运动；你需要的是正确的饮食，正
确的方法，以及帮你达到更苗条更健康未

#79280 | 会员价: $289.95 | 积分值: 188.78

“现在我坚持锻炼，因为我可以做到，
我喜欢这种随心所欲的自由，因为以前
我从未想过我可以做到。”

婉达

…to Happily Ever
After-After™最后阶段

减重
100磅

†

嘉康利Vitalizer产
品信息见15页

来的奖励。

你准备接受全面
大改造了吗？

嘉康利180™健康苗条套装
当达到减肥目标，或者达到最后阶段，变得更苗条更健康，您会喜欢上富含亮氨酸的饮品以及市面上最先进的复合
营养保健品。同时，还有所需的全部工具，支持以及奖励供您使用，帮助你达到减肥目标。
#79281 | 会员价: $164.75 | 积分值: 112.10
自动送货价 – 节省10%

会员价: $148.27 | 积分值: 100.89
另有 （未显示）
#79282 | 嘉康利180™洁食健康苗条套装§
会员价: $164.75 | 积分值: 112.10

购买任何嘉康利180套
装，可免费获取会员资格，

自动送货价 – 节省10%

免费获得嘉康利会员资格（价值19.95
元），下次购买嘉康利产品时即可享受会
员优惠价

会员价: $148.27 | 积分值: 100.89

*嘉康利180计划的减肥部分经过一项为期12周的初步研究的测试。代餐棒不包括在此项研究中。
†嘉康利180减肥产品的结果和过程因人而异，效果有所不同。坚持嘉康利180减肥产品每周预期减掉1–2磅。婉达是嘉康利180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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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订产品请联系嘉康利独立经销商，欢迎访问SHAKLEE.CA或致电1.800.263.6674

‡有关健康的奖励的最新信息，请访问Shaklee.com/contestrules。
§代替Vitalizer，洁食健康苗条套装包含嘉康利180™蓝莓杏仁代餐棒，B群，维生素Ｂ族，维他-D3™，和超级钙镁片。

预订产品请联系嘉康利独立经销商，欢迎访问SHAKLEE.CA或致电1.800.263.6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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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康利180™冲剂饮品
一份令人满足又富含蛋白质的奶昔
美味又便捷，同时帮您甩掉多余脂肪，并非肌肉。依说明调制，每
一份美味饮品提供每日所需精力。

• 每份饮品是非转基因大豆冲剂，可提供24克蛋白质，6克膳

健康体重 | 180™减肥产品E

每日所需量 = DV†

力，更强壮，无论是在家还是在工

		

只含冲剂

用脱脂牛奶冲制

作，更有效率。”

卡路里

170

260

总脂肪

剂量：2勺 (43 克)

3 克 (5% DV)

3 克 (5% DV)

饱和的

0 克

0.2 克 (1% DV)

+反式

0 克

0 克

胆固醇

0 mg (0% DV)

5 mg (2% DV)

钠

240 mg (10% DV)

350 mg (15% DV)

钾

310 mg (9% DV)

700 mg (20% DV)

碳水化合物

食纤维，可持续增强饱腹感

• 富含亮氨酸，有助于维持肌肉，从而加强新陈代谢，持续
减重瘦身

18 克 (6% DV)

31 克 (10% DV)

纤维

6 克 (24% DV)

6 克 (24% DV)

糖

10 克

23 克

16 克

25 克

蛋白质

铁罐
#56242
#56246
#56244
#56248
#56057

|
|
|
|
|

香草 |
巧克力
草莓 |
拿铁 |
芒果 |

645 克 – 15 份
| 675 克 – 15 份
660 克 – 15 份
660 克 – 15 份
660 克 – 15 份* （未显示）

会员价: $43.90 | 积分值: 31.05

“从没感觉如此健康！我们更有活

嘉康利180™香草冲剂成分表

嘉康利180™代餐棒‡

减重
30磅

§

能装进口袋的一顿饭

用脱脂			
只含冲剂
牛奶冲制				

用脱脂
牛奶冲制

维生素A

15% DV

30% DV

•

生物素

350% DV

350% DV

维生素C

35% DV

35% DV

•

泛酸

50% DV

60% DV

钙

30% DV

60% DV

•

磷

30% DV

60% DV

铁

15% DV

15% DV

•

镁

55% DV

70% DV

维生素D

70% DV

120% DV •

碘

80% DV

80% DV

维生素E

70% DV

70% DV

•

锌

60% DV

70% DV

硫胺素

40% DV

50% DV

•

硒

50% DV

65% DV

核黄素

35% DV

70% DV

•

铜

35% DV

35% DV

烟酸

30% DV

40% DV

•

锰

35% DV

35% DV

维生素B6

40% DV

45% DV

•

铬

80% DV

80% DV

叶酸

60% DV

70% DV

•

钼

35% DV

35% DV

#56000 | 花生酱巧克力片 | 490 克 – 7 条
#56001 | 蓝莓杏仁片 | 490 克 – 7 条
#56054 | 白巧克力肉桂味 | 504 克 – 7 条

氯化物

8% DV

8% DV

会员价: $27.70 | 积分值: 13.05

170% DV •

减重
33磅

§

只含冲剂
		

维生素B12 110% DV

卡罗琳

凯瑟琳

没有时间坐下来吃饭吗？抓一个代餐棒‡就都解决了。嘉康利180™
冲剂的最好替代物，每一个咀嚼棒都富含辛苦工作所需的健康
营养

• 含有18–20克非转基因大豆蛋白和6–7克膳食纤维，可持
续增强饱腹感

• 富含亮氨酸，有助于维持肌肉，从而加强新陈代谢，持续
减重瘦身

†每日所需量是根据2000卡路里的饮食。您每日所需量根据对卡路里
的需求可能更高或更低。

袋装
#56243 | 香草 | 602 克 – 14 袋
#56256 | 混合口味 | 616 克 (14袋: 香草和巧克力各5袋,
拿铁和草莓各2袋）
会员价: $54.80 | 积分值: 38.75
另有
#50297 | 嘉康利180混合瓶 （未显示）
会员价: $9.75 | 积分值: 0

嘉康利的与众不同
嘉康利180产品的秘诀就在于亮氨酸，一种氨基酸
让身体保留肌肉，减掉该减的部分。在传统减肥
过程中，肌肉会随着脂肪的减少而流失。嘉康利
180的目标是甩掉的每一磅都是脂肪。对，大部分
是脂肪。所以新陈代谢会持续发力，持续减肥。
这才能做到真正的纤细。就实现在您身上。

*可在2015年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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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订产品请联系嘉康利独立经销商，欢迎访问SHAKLEE.CA或致电1.800.263.6674

成分：抗坏血酸（维生素C），生物素，泛酸钙，菜籽油，烟酸铬，铜，葡萄糖
酸，D-Α生育酚乙酸酯（维生素E），磷酸二钙，叶酸，高油酸向日葵油粉末，
氧化镁，硫酸锰，抹茶粉，加工过的亚麻籽，混合生育酚浓缩，钼酵母，天然
甘蔗糖，天然香料，烟酰胺，氯化钾，盐酸吡哆醇（维生素B6），核黄素，硒酵
母，嘉康利180 独特蛋白质混合物（L-亮氨酸，大米蛋白浓缩物，大豆蛋白浓缩
物，分离大豆蛋白），二氧化硅，柠檬酸钠，可溶性玉米纤维，大豆卵磷脂，甜
叶菊提取物（97％甜菊糖甙），硝酸硫胺，维生素A棕榈酸酯，维生素B12，维生
素D3，氧化锌。

嘉康利180™冲剂，乳清
蛋白
美味“乳清”有助减肥
香草饮品只是简单普通的香草味。它是由丰富
乳清和牛奶蛋白混合而成，所以您可以感受到
满满的“乳清”；亮氨酸在减肥的同时保持肌
肉；奶油般口感更让人爱不释手。

嘉康利1 8 0产品
绝对不含无人工香料，甜味剂或防腐剂

• 按照说明调配，提供25克蛋白和5克膳食纤维

使用非转基因大豆蛋白

• 富含亮氨酸®

低糖

#56260 | 720 克罐 – 15 份
会员价: $51.25 | 积分值: 36.21
‡嘉康利180零食棒的所有口味都含坚果产品，包括花生，花生油，花生酱，杏仁或者生产设备也同样处理花生，坚果，牛奶，鸡蛋，大豆和小麦。
§嘉康利180减肥产品的结果和过程因人而异，效果有所不同。坚持嘉康利180减肥产品每周预期减掉1–2磅。凯瑟琳和卡罗琳姐妹是嘉康利180专员。

预订产品请联系嘉康利独立经销商，欢迎访问SHAKLEE.CA或致电1.800.263.6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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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有100大卡

嘉康利180™零食棒*

嘉康利180™薯片

嘉康利180™能量茶

嘉康利180™新陈代谢片

毫无负罪感的甜食

美味开胃好零食

天然能量提升

加速减肥过程

甜食让人快乐。富含蛋白质和纤维，仅仅一个美味嘉康利180零食
棒*可以抵抗饥饿以及食欲。
• 含有9–10克大豆蛋白和３克膳食纤维，可持续增强饱腹感

无法停下来！嘉康利180薯片烘烤至完美金色，海盐提味让每一
口都让人吮指。
• 含有6克大豆蛋白，可持续增强饱腹感并大快朵颐

抛开咖啡以及能量饮料。需要快速提神时，本能量茶是富含抗氧化
成分的绿茶，白茶和红茶的混合而成，安全天然，保持头脑清醒。热
饮冷饮，早晚随时享受。
• 自然增强活力
• 有便捷独立包装，方便服用

每餐小小一片，提高身体对碳水化合物的新陈代谢。
• 富含可加速燃烧卡路里的特有成分，临床证实有效的
EGCG（提取自绿茶）

#56031 | 绿茶 | 47.6 克 – 28 包
#56030 | 石榴味 | 95.2 克 – 28 包

#56040 | 90 片
会员价: $54.80 | 积分值: 43.05

• 富含亮氨酸®，有助于维持肌肉，从而加强新陈代谢，持续
减重瘦身

#56012 | 粗粒花生酱 | 310 克 – 10 条
#56051 | 太妃巧克力片 | 370 克 – 10 条
#56052 | 樱桃杏仁 | 360 克 – 10 条
#56053 | 巧克力椰子 | 370 克 – 10 条
#56061 | 口味混合装 | 350 克 (10条: 3 each of太妃巧克
力片和粗粒花生酱各３条，樱桃杏仁巧克力椰子各２条) (未
显示) （未显示）
会员价: $21.95 | 积分值: 10.35

#56020 | 250 克 – 10 包
会员价: $22.50 | 积分值: 10.68
自动送货价 – 节省10%

会员价: $20.25 | 积分值: 9.61

• 有助于保持正常血糖水平，从而保证精力旺盛以及抑制食
欲

会员价: $27.35 | 积分值: 16.13

杰瑞
减重
12磅

†

“多亏了嘉康利１８０，我改变了饮食习
惯，我有信心我不会重回老路，我已经完
全改造了。”

克里斯

艾米

减肥
70磅

†

减肥
62磅

†

艾米
“我不用再忙于照顾孩子之
后，我想做点什么来减肥，
现在我更有活力了，我可以
出去玩。这是彻头彻尾的大
改造。”
克里斯
“我在椭圆机无法坚持１０
分钟。减肥后我们第一次跑
步，我们跑了４公里，我身
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健康，
我十分惊喜。”

*嘉康利180零食棒的所有口味都含坚果产品，包括花生，花生油，花生酱，杏仁或者生产设备也同样处理花生，坚果，牛奶，鸡蛋，大豆和小麦。
†嘉康利180减肥产品的结果和过程因人而异，效果有所不同。坚持嘉康利180减肥产品每周预期减掉1–2磅。杰瑞是嘉康利180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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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订产品请联系嘉康利独立经销商，欢迎访问SHAKLEE.CA或致电1.800.263.6674

†嘉康利180减肥产品的结果和过程因人而异，效果有所不同。坚持嘉康利180减肥产品每周预期减掉1–2磅。艾米和克里斯是嘉康利180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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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 康 家 用
提及健康问题，周围的东西和饮食一样重要。
这就是为什么家应该是最安全的地方。在家里
就要用安全、强力、环保和明智的嘉康利清洁
产品。让健康伴您左右。

清洁环
洁环保

健康家庭 | BASIC-H®百洗克

超级干净
Get Clean 洁特灵
®

从开始我
们一直是
对的
当嘉康利Basic-H®百洗克浓缩有机清洁剂于1960年问世
时，绿色对于人们来说还仅局限于颜色的概念。很少有人懂
得什么是生物降解。
直到半个世界多后的今天，双倍浓缩的Basic H2®百洗克成
了我们的安全、强力、无毒害的健康家庭产品系列中的多效
明星。

把每个角落和缝隙清理的干干净净。但要确定我们是按照正确的方式去做的：使用安全的产品，尤其是对儿
童安全；可以将最顽固的灰尘一扫而光的产品；环保绿色；还要实惠省钱。换句话说，我们应该用Get Clean®

更多信息见66页

洁特灵产品。

永远安全
无毒且天然，绝对无有毒气体、邻苯二甲酸酯或双酚A

效果好
强力多功能的产品就是您需要的清洁产品，打造洁净居住环境。堪比或超过20个其它国际品牌的效果

永远环保
超浓缩配方，含有生物降解，可回收或者减少垃圾包装，可减少1.05千万公斤（2.3千万磅）包装垃圾以及减少2.46千万公斤
（5.4千万磅）温室气体排放。*

嘉康利的与众不同
Basic H2®百洗克是获得PTPA Media Inc.
(www.ptpamedia.com)认可的3种“绿色目
录”的产品之一（另外两种见68-69页）。
这一加拿大组织授予许可印章给价值高，
性能强，质量好且具有产品吸引力并经过
新测试、新证实的产品。

*基于传统清洁产品标签所注明数据对比得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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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订产品请联系嘉康利独立经销商，欢迎访问SHAKLEE.CA或致电1.800.263.6674

预订产品请联系嘉康利独立经销商，欢迎访问SHAKLEE.CA或致电1.800.263.6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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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 Clean®洁特灵喷雾瓶

Basic H2®有机超级清洁湿巾

适用于Basic H2®的3瓶装

方便好用生物降解多功能湿巾

• 每个475毫升的空瓶贴有使用说明，用于混合Basic H2百洗

• 去除室内外任何可清洗表面的灰尘，油渍和污垢
• 采用免冲洗、无残留物、无痕迹配方
• 防玻璃水印

克，可以用于一般清洁（叶子标志），清洗玻璃/窗户（蝴
蝶标志）和去污（花朵标志）

• 每个瓶子侧面都是盎司标准，瓶底贴有“洁特灵信誉”。
• 为达到最佳效果，配合使用超微细纤维通用清洁布(#50409
– $4.05), 超微细纤维玻璃清洁布(#50410 – $4.05),
或超细纤维餐具清洗海绵(#50411 – $2.70)

Basic H2®百洗克
有机超级清洁浓缩液
Basic H2®百洗克中的天然，持久有效的成分来自玉米和椰子。此安全
配方不含任何磷酸盐，染料，有毒物质，有毒烟雾，危险化学品，香料，
或氯化物。同时包装是可回收的。
• 一瓶仅需473毫升，可稀释成181升的超强清洁剂。

• 能够去除灰尘，油渍和污垢
• 清除车道、烤肉架、烤箱等油垢
• 采用免冲洗、无残留物、无痕迹配方
#44015 | 473 毫升
会员价: $11.05 | 积分值: 5.64
(未显示)
#44029 | 1.89 升
会员价: $39.75 | 积分值: 20.30
另有 （未显示）
#50415 | ½ oz. 带泵分装瓶 （适用于1.89升瓶子）
会员价: $2.05 | 积分值: 0

#44302 | 35 块
会员价: $8.25 | 积分值: 4.22

达到最佳价值
• 一般洗洁剂价格低至每475 mL才3¢ *

• 玻璃洗洁剂价格低至每475 mL才1¢ *
• 去污洗洁剂价格低至每475 mL才18¢ *
#50443 | 3 瓶
会员价: $7.10 | 积分值: 0
另有 （未显示）
#50510 | 魔力洗刷垫
会员价: 60¢ | 积分值: 0
#50419 | 带有滴嘴的挤压瓶
会员价: $1.00 | 积分值: 0
#50077 | 量杯
会员价: 55¢ | 积分值: 0
#50416 | 双头量匙
会员价: 40¢ | 积分值: 0

1

瓶

473 毫升Basic H2®1百洗克

=

5,824

瓶

769毫升Windex®1

“我喜欢这个可以打扫整个家
的小瓶子。它太神奇了。”
苏珊，嘉康利经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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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订产品请联系嘉康利独立经销商，欢迎访问SHAKLEE.CA或致电1.800.263.6674

*按照1.89 升瓶子的会员价
1. 来源：斯特灵实验室。2013年10月17日进行此次品牌对比。仅针对当时市售的同名产品有效。所有商标均属其各自拥有者所有。

预订产品请联系嘉康利独立经销商，欢迎访问SHAKLEE.CA或致电1.800.263.6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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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家庭 | 厨房

健康家庭 | 厨房和套装

Get Clean®洁特灵基础套装
超级节省！
超值的选择！如果使用传统产品，您需要花费3400*美元才能获
得本套装所达到的同样的清洁效果。

超浓缩洗手液

Scour Off™ 强力去渍膏

洗碗机用浓缩洗碗粉

内容包括:
• Basic H2®百洗克有机超级清洁浓缩液(473 毫升)
• Scour Off™ 强力去渍膏(255克)
• Nature Bright®自然亮白洗衣除渍剂(907克)
• Nature Bright®自然亮白容器(空)
• 手洗超浓缩洗碗液(473毫升)
• 洗碗机用浓缩洗碗粉(907克)
• 洗碗机用浓缩洗碗粉容器(空)
• 浓缩清新洗衣液(946毫升)
• 柔软纤维无味干燥纸(80张)
• 洁特灵喷雾瓶（3× 475毫升），超微细纤维通用清洁布，
超微细纤维玻璃清洁布，超细纤维餐具清洗海绵，魔力洗
刷垫， ¼ oz.泵（适用于946毫升瓶子），量杯，双头量
匙，滴管

温和护手

轻松应对棘手工作

可用48次

#50456 | 会员价: $111.80 | 积分值: 50.00

本产品无毒害，酸碱度平衡，滋润洗手液，天然植物配方而制
成。它富含小麦胚油和藻类萃取物，大豆蛋白，芦荟叶，菩提树
花，迷迭香叶和山金车花萃取物。同时它采用可生物降解的表
面活性剂。

本产品是无毒去渍膏，含有天然磨料和可生物降解的表面活性
剂。配方中不含磷酸盐，危险化学品或有毒气体，因此不会产生
难闻的刺鼻气味。

本产品无磷酸盐，不含氯化物，使用PTPA得奖配方含有强大的活
性酶，可彻底清洁强硬污渍。不含可生物降解的表面活性剂。

• 每次洗手滋润呵护皮肤
• 温和不干燥配方
#44191 | 946 毫升
会员价: $19.55 | 积分值: 13.82
另有
#50408 | 装饰性洗手液容器
会员价: $2.70 | 积分值: 0
#50414 | ¼ oz. 带泵分装瓶（未显示）
会员价: $2.05 | 积分值: 0

#44430 | 255 g
会员价: $8.10 | 积分值: 4.15

手洗超浓缩洗碗液
温和护手，强力去油
本产品防过敏，气味芬芳，含有PTPA得奖配方由可持续有效的
植物基成分组成。无毒含有可生物降解的表面活性剂，不含磷
酸盐。

• 强力浓缩产品去除顽固污渍
• 餐具杯子焕然一新
#44295 | 907 克
会员价: $10.15 | 积分值: 5.18
另有
#50407 | 洗碗机用浓缩洗碗粉容器
会员价: $3.00 | Point Value: 0

• 轻松几滴，搞定油腻餐具
• 餐具重新焕然一新
• 产生大量泡沫
• 温和不干燥配方
#44255 | 473 毫升
会员价: $7.35 | 积分值: 3.76
另有
#50411 | 超级微细纤维洗碗海绵
会员价: $2.70 | 积分值: 0

嘉康利的与众不同
在去除污垢，消除油脂和油垢方面，超浓缩洗手液比
Clorox Green Works®天然洗洁精和Method®洗洁精有效
52％，并且比Seventh Generation™天然洗涤剂有效45％，
比Ultra Palmolive® pure + clear®有效41％1

1. 来源：斯特灵实验室。2013年10月22日进行此次品牌对比。仅针对当时市售的同名产品有效。所有商标均属其各自拥有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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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订产品请联系嘉康利独立经销商，欢迎访问SHAKLEE.CA或致电1.800.263.6674

Get Clean®洁特灵容器套装
井井有条，各处干净整齐
楼上楼下，里里外外，本套装可用于整理并携带洁特灵产品，随
时清洁尘土和油污。
内容包括:
• 喷雾瓶（3个475毫升）
• 带有滴嘴的挤压瓶
• 适用于946毫升瓶子的¼ oz.泵（2个）
• 量杯（2个）
• 双头量匙
• 超微细纤维通用清洁布
• 超微细纤维玻璃清洁布
• 超细纤维餐具清洗海绵
• 魔力洗刷垫
• 小罐子（不单独销售）
#50447 | 会员价: $31.05 | 积分值: 0

购买Get Clean®洁特灵基础
套装可免费获取会员资格
免费获得嘉康利会员资格（价值19.95元），
下次购买嘉康利产品时即可享受会员优惠价

*基于传统清洁产品标签所注明数据对比得出数据

预订产品请联系嘉康利独立经销商，欢迎访问SHAKLEE.CA或致电1.800.263.6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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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家庭 | 洗衣

健康家庭 | GET CLEAN® 洁特灵净化水

GET CLEAN® 洁特灵净化水
水中看不见的脏东西。打开您的水龙头。注意到您的水有什么异样吗？它也许看上去很干净，但究竟有多安全呢？
事实上，有害健康的化学物就已经在您全家水中了。化学物质，如杀虫剂，重金属元素超标，工业污染等。铅可能
会通过铅制的水管或焊料和铜制水龙头进入到饮用水源中。好消息是，清洁健康的饮用水就近在咫尺！

Get Clean® 洁特灵净化水套装
环保安全喝到干净水源

自然亮白洗衣除渍液

浓缩清新高效洗衣液

漂白污渍的又一好选择

环保去污去垢

可生物降解的强力自然亮白洗衣除渍液让白色保持亮白，色彩
更明亮，因为产品中特含天然酶和活性氧，而非使用磷酸盐或
氯。

这种低过敏性，无氯化物的液体配方包含天然玉米和椰子成分，
加上活性酶增强剂，迅速瓦解污渍。另外配有香味以及无香味
不同版本。

• 保持衣物颜色
• 洗衣时加入一勺可增加亮度

• 三倍浓缩，不含磷酸盐配方，含有可降解活性剂

#44305 | 907 克
会员价: $10.45 | 积分值: 5.34

• 946 毫升瓶装，可洗32次

另有
#50413 | 洗衣更亮白容器
会员价: $3.00 | 积分值: 0

柔软纤维无味烘干纸

1.89 升
（未显示）
#44114 | 普通配方
会员价: $26.80 | 积分值: 13.68

创新的烘干纸由植物制成，可生物降解，不含香味或染料。

• 每张分成两半，分散放入烘干机
• 可防止皱褶，减少静电
• 适用于所有可洗衣物
#44306 | 80 张
会员价: $9.25 | 积分值: 4.71

• 365天的干净健康饮用水*
• 比Brita® and PUR®1表现更优质
• 需更换滤芯时，智能计数器会自动显示。另一款领先品牌
过滤器也在使用同款计数器。

• 可过滤超过5,000杯水 (每杯237毫升)，每杯才一分钱。

• 可用于普通洗衣机或高效(HE)洗衣机
946 毫升
#44066 | 普通配方
#44300 | 无香味配方
会员价: $13.80 | 积分值: 7.05

可回收的静电消灭者

Get Clean® 洁特灵净化水由严格的水质协会(WQA)的 ANSI/
NSF 标准 42 and 53认证通过，去除了99%的铅以及多至50多
种污染物。使用了首款使用可替换炭芯过滤系统，它更有益于环
保。每个碳芯都由可持续椰子壳而制成。

另有
#50414 | ¼ oz. 泵 （适用于946毫升瓶子）
会员价: $2.05 | 积分值: 0

嘉康利的与众不同
嘉康利的与众不同 首款使用可替换炭芯过滤系统旨在
减少环境污染，保护环境。
可用于其他领先品牌饮水瓶。

Get Clean® 洁特灵净化水套装包含了健康又好喝的水源所需
的一切：
• 洁特灵饮水瓶 – 饮用安全，无BPA，10杯容量(2.37升)

• 洁特灵净化水可替换过滤器家庭装，带一个滤芯
• 洁特灵净化水备用滤芯3支装 – 每支302.83升 (80
U.S.加仑)

#42111 | 会员价: $113.50 | 积分值: 50.00
Get Clean® 洁特灵净化水套装包括：
• 洁特灵饮水瓶 – 饮用安全，无BPA，10杯容量(2.37升)
可回收

• 洁特灵净化水可替换过滤器家庭装，带一个滤芯

纤维柔软浓缩液

#42110 | 会员价: $61.60 | 积分值: 20.00

让衣服超级柔软

另有
#42114
#42115
#42116
#42117

此浓缩配方无毒，可降解，含有植物基的柔软剂，可作为天然纤
维柔软剂。另外，它还有好闻的柠檬花香味。

可更换

• 防褶皱防静电

|
|
|
|

洁特灵饮水瓶 ($32.15)
洁特灵饮用水滤芯1支装 ($20.35)
洁特灵饮用水滤芯3支装 ($55.00)
洁特灵净化水家庭装，带滤芯 ($29.45)

• 一小瓶可用64次
• 普通和高效洗衣机同样适用

可回收

#44307 | 946 毫升
会员价: $9.35 | 积分值: 4.79

“一点一点，我的行动在
改变我的世界。”
哈珀，嘉康利经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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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使用量为302.83升（80 US加仑）。购买洁特灵净化水基础套装(#42111)包含3个洁特灵饮用水滤芯，比通常购买3个单独的滤芯便宜15%。可过滤超过2400瓶
水（每瓶500毫升/16.9 fl. oz.）。
1.根据2012年5月26日进行的WQA和NSF认证的过滤数据的比较，参考数据为Brita®净水器使用的OB03滤器和PUR®使用的CfR-950Z滤器，仅考虑当时市场上的指名
产品。产品数据来自NSF和WQA网站认证数据。对比模型也认证为可降低氯(味道和气味)。“领先品牌”是指Brita和PUR。所有商标均属其各自拥有者所有。

预订产品请联系嘉康利独立经销商，欢迎访问SHAKLEE.CA或致电1.800.263.6674
预订产品请联系嘉康利独立经销商，欢迎访问SHAKLEE.CA或致电1.800.263.6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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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 康 美 丽
同样的营养成分不仅可以从内保护健康，也能在外改
善外表。所以化妆品公司做不到，只有了解营养的公
司才能真正做到从里到外呵护皮肤和头发。健康会让
您美丽动人

光彩
彩夺目
夺

健康美丽 | 清洁平衡

健康美丽 | 呵护滋润

ENFUSELLE®映芙雪皮肤护理
充满笑容的皮肤才是美丽的。过早细胞损伤的皮肤说明那是完全不应该的。因此，皮肤真正需要的是一套简单的产品系列
中的重要的抗氧化剂和营养成分。每个护理步骤都会滋养皮肤。这个护理组合让皮肤真正焕发光彩，到时候您会难以相
信自己在镜子里的改变。

Time Repair A.M.®
时光修复日霜 SPF 15*

眼霜*

减少皱纹出现

功能性的营养和植物成分可减少细纹和皱纹，减轻眼周浮肿。这
一创新性的产品经临床证明可以在8周内提高肌肤湿润度32%，12
周内显著改善肤色。经眼科专家实验证明，对于隐形眼镜佩带
者，也可安全放心使用

白天使用本产品能满足皮肤的所有要求。超强的保湿功能，显
著减少面部细纹和皱痕。抗氧化维他命成分滋润呵护肌肤。它
能促进细胞的天然代谢，肌肤恢复丝滑，如同进行AHA护理，但
毫无不适感。它含有生物植物增亮剂，改善肤色，提高光泽。此
外，SPF15防晒值不会引起肌肉不适，有效防护紫外线的有害照
射。附带分装泵瓶。

保湿清洁乳*†

眼部卸妆液*

不干燥温和清洁皮肤

安全温和的方式

富含维生素E 的霜状乳液，充分溶解灰尘、污染物和彩妆成分，
不影响肌肤的天然油脂分泌。

彻底溶解顽固眼妆，经眼科医生测试安全的温和无油卸妆液。专
为敏感皮肤的专门配方，也适用于隐形眼镜佩戴者。特含β-葡
聚糖呵护眼周的娇嫩皮肤。

#53564 | 毫升 (所有肤质)
会员价: $62.75 | 积分值: 46.75

#32539 | 59 毫升 (所有肤质)
会员价: $12.50 | 积分值: 7.64

C+E Repair P.M.®美白修护晚霜

#32543 | 177 毫升 (中性至干性皮肤)
会员价: $23.65 | 积分值: 14.46

纯净洁面啫哩*†
灰尘和油脂随温和泡沫一扫而去
丰富柔和的泡沫带走污染物，彩妆和多余油脂。富含维生素E，
使肌肤光滑柔软。
#32554 | 177 毫升 (中性至油性肤质)
会员价: $23.65 | 积分值: 14.46

轻柔洁肤皂*
无皂配方
富含矿物质的纯净的粘土吸收多余的油脂，柔和去除角质层，让
皮肤洁净柔软，重焕新生。适合敏感肤质。
#32068 | 128 克 (所有肤质)
会员价: $20.85 | 积分值: 12.75

唤醒年轻靓丽的肌肤

保湿护肤水*

†

这款无酒精护肤水保护皮肤正常油脂，富含金缕梅和白菊萃取
精华，清洁软化肌肤，让肌肤更好吸收映芙雪护肤品。

在睡眠期间，强大的抗氧化成分能激活促进天然胶原蛋白的产
生，有助于紧致、光滑和柔软肌肤。这一惊人的配方经临床证明
可以在4周内减少49%的皱纹。在12周内可以明显改善肤色。强力
的维生素C(10%)和维生素E(5%)由获得专利的吸收系统，并由独
特的防水配方保护，接触肌肤时才能发挥功效。

#32505 | 177 毫升 (中性至干性皮肤)
会员价: $18.10 | 积分值: 11.04

#32512 | 28 克 (所有肤质)
会员价: $62.75 | 积分值: 46.75

平衡受损皮肤

#32540 | 14 毫升 (所有肤质)
会员价: $26.45 | 积分值: 19.71

补水保湿霜*‡
长效，高渗透的保湿
本款无油面霜，滋润保湿无油腻感，皮肤立刻呈现平滑紧致。使
用后24小时皮肤更柔软，更滑顺，更紧致，细纹显著减少。
#32544 | 48 克 (普通和干性皮肤)
会员价: $27.85 | 积分值: 19.08

平衡保湿霜*†‡
清爽配方呵护水润肌肤
控油配方，瞬间滋润，保持持久光滑亚光表面。轻薄无油，迅速
吸收，重塑肌肤紧致和自然水油平衡。
#32537 | 59 毫升 (中性和油性皮肤)
会员价: $27.85 | 积分值: 19.08

净白护肤水*†
三重功效防止氧化损伤

另有 (未显示)
Enfuselle®映芙雪分装泵
#50548 | 适用于所有59毫升和177毫升瓶
会员价: $2.70 | 积分值: 0

这款护肤水含有甘草、人参和金缕梅萃取物，让肌肤重新焕发
光彩。这款速干护肤水有助控制油光，缩小毛孔，促进激活皮
肤，更好吸收映芙雪护肤品。
#32504 | 177 毫升 (中性至油性肤质)
会员价: $18.10 | 积分值: 11.04

消除细纹和浮肿

“我的皮肤感觉非常柔
软，光滑，紧致。我每天
都离不开它。”
玛利亚伊萨贝尔，嘉康利经销商

*含有获得三项专利的Vital Repair+® 复合成分。见第76页。
†推荐使用映芙雪分装瓶 (50548)。参见第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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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订产品请联系嘉康利独立经销商，欢迎访问SHAKLEE.CA或致电1.800.263.6674

*含有3项专利的Vital Repair+® 复合成分。见第76页。
†映芙雪分装泵 (50548)，见本页推荐和描述
‡如果肌肤需要更多滋润，在时光修复日霜SPF 15和美白修护晚霜前，使用补水保湿霜（干性皮肤）或平衡保湿霜（油性皮肤）

预订产品请联系嘉康利独立经销商，欢迎访问SHAKLEE.CA或致电1.800.263.6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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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fuselle®映芙雪营养护理
皮肤护理系统™
是时候让您的皮肤补充所需的维生素了。只需三分钟，每天两
次，坚持28天。保证您能在镜中再次看到更年轻的自己。
#59235 | 中性到干性皮肤 (未显示)
时光修复日霜 SPF 15，C+E Repair P.M.®美白修护晚霜，眼霜，
补水保湿霜，磨砂膏，两个分装泵，和免费的护唇霜SPF15。
会员价: $243.80 | 积分值: 173.04
#59236 | 中性到油性皮肤 (未显示)
纯净洁面啫哩，净白护肤水，Time Repair A.M.®时光修复日霜
SPF 15，C+E Repair P.M.®美白修护晚霜，眼霜，补水保湿霜，磨
砂膏，两个分装泵，和免费的护唇霜SPF15
会员价: $243.80 | 积分值: 173.04

磨砂膏*

舒缓复合精华®

瞬效紧致精华*

焕肤，去角质，呵护

镇定损伤肌肤

岁月迅速消退®

全面去角质和保湿滋润使暗淡的肌肤重新焕发新生。将水分重
新注入皮肤，同时荷荷巴颗粒温和去除角质。越橘萃取物促进
净化肌肤，而绿茶萃取物则提供额外抗氧化保护。温和配方可
每日使用，同样适用于敏感肤质。

修复因为环境改变，比如晒伤、冻伤以及飞行旅行，所造成的肌
肤损伤。本舒缓产品可显著提升肌肤保湿能力，采用高级脂质体
技术，含β-葡聚糖带来超强保护和平滑肌肤功能。

自然安全消除岁月的痕迹。几分钟之内，本抗衰老产品可以逆转
时空，迅速减少在额头以及眉间的皱纹，鱼尾纹和嘴部周围的
表情纹。每天使用，皮肤更加紧实光滑，并且不会“冻结”或改
变正常的面部表情。适用于所有皮肤类型，无毒配方含有Dual
Protein™双蛋白技术。

#32555 | 73 毫升 (所有肤质)
会员价: $22.25 | 积分值: 15.25

#32538 | 59 毫升 (所有肤质)
会员价: $60.60 | 积分值: 46.75

#32548 | 20 毫升 (所有肤质)
会员价: $76.85 | 积分值: 57.33

渗透矿物面膜*

护唇霜SPF15

唤醒疲惫的肌肤
净化滋润粘土吸附脸上杂质，明亮肤色，看起来光滑、状态好并
倍感清爽。改善肤质，，富含锰、铜、锌使皮肤充满活力。适合所
有肤质，包括敏感肤质。
#32547 | 70 克 (所有肤质)
会员价: $22.25 | 积分值: 15.25

唇部护理
嘉康利的与众不同
映芙雪的基础是我们特有的拥有3项专利的Vital
Repair+® 复合成分是一种由7种功能性抗氧化营养
成分组成的合成混合物：维生素E、维生素C、维生
素A、泛酰醇（维他命原B5）,葡萄籽萃取物，超氧
物歧化酶（SOD）以及β-葡聚糖，这使得产生的综
合效果要大大超过每种营养成分单独发挥功效加起
来的效果总和。经临床证明，Vital Repair+能减
缓外在的衰老，并有助于对抗自由基损伤，让皮肤
看上去更年轻，更平滑，更有弹性。

保护娇嫩嘴唇免受日晒、风吹和寒冷引起的脱皮或皲裂等伤
害。本护唇霜SPF15可平抚嘴唇皱纹，含可强化皮肤的琉璃苣
油、舒缓作用的赖氨酸、天然净化的金盏花油。维生素C和E可软
化紧致唇部，并且可抵抗紫外线引起的胶原蛋白分解。可单独使
用或在唇膏下使用。
#53563 | 4 克 (所有肤质)
会员价: $9.35 | 积分值: 4.71

映芙雪永远不会含:

• 对羟基苯甲酸酯类
• 十二烷基硫酸钠或十二烷基聚氧乙
醚硫酸钠

• 丙二醇
• 野生动物制品或其副产品
• 矿物油或凡士林

• FD＆C或D＆C染料
• 邻苯二甲酸盐

“我丈夫说他能看出区别，
但是我闺蜜也注意到，我就
知道确实起作用了。”

映芙雪是基于营养成分，经临床检验，皮肤科医生测试，低过敏性，PH值平衡。拥有七项专利，从未进行动物试验。

力
活
年轻

玛瑞露，嘉康利经销商

*含有拥有3项专利的Vital Repair+® 复合成分，见本页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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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有拥有三项专利的Vital Repair+® 复合成分。见第76页。

预订产品请联系嘉康利独立经销商，欢迎访问SHAKLEE.CA或致电1.800.263.6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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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美丽 | 每日护理

保湿沐浴啫喱*

SPA乳木果脂保湿乳

关节及肌肉止痛膏

清爽和保湿

疼惜您的肌肤

快速缓解局部疼痛

享受这款无皂不干燥的沐浴啫哩，含海洋植物精华可保湿肌
肤。不刺痒的专利的清洁功能可供每天使用，也适用于敏感皮
肤。配方里含有铜、锰、锌和来自海中的微量元素，也含有维生
素E，天然保湿，软化肌肤。

这款奢华滋养的身体护理让您把SPA带回家。它可以深入皮肤，
留下顺滑润泽和美丽。这款顶级保湿乳，特含有乳木果油精华，
提取自乳木果树的果实，加上维生素E提供额外润泽，留下淡淡
的清香。

#32549 | 236 毫升 (所有肤质)
会员价: $17.40 | 积分值: 8.78

#32536 | 170 g (所有肤质)
会员价: $30.70 | 积分值: 20.50

该乳膏拥有的专利脂质体技术可以暂时舒缓偶发的关节和肌肉
疼痛，无副作用。本品吸收迅速，深度渗透无防腐剂配方在几分
钟内即可见效，持续功能可对缓解轻微疼痛保，包括关节炎，背
痛，运动损伤等。运动前和运动后，可用关节及肌肉止痛膏进行
按摩，不会油腻，轻微薄荷味可快速消散。

护手霜和身体乳*

#54051 | 85 克
会员价: $30.15 | 积分值: 21.33

草药多功能药膏®

六个小时的滋润
全效的保湿霜促进肌肤明显紧致。含有中和性植酸对抗自来水
水中的铁所引发的皮肤损伤反应。立刻提供滋润，持续保湿长
达六个小时。同时，功能性的益生元可滋润肌肤并提供天然保
护系统。强化的维生素B5，以帮助加强指甲和角质层。
#32541 | 236 毫升 (所有肤质)
会员价: $22.75 | 积分值: 11.49

粗糙皮肤需要温柔软化
干燥，皲裂，皮肤粗糙全靠这种舒缓药膏，可以软化甚至在膝
盖，手肘，脚上的最顽固最老化的皮肤。富含天然提取物，包括
迷迭香，洋甘菊，玉米油和丹参，但不含防腐剂， 其清爽薄荷
不油腻配方，按摩至融入皮肤，让你感觉光滑和凉爽。
#39078 | 120 毫升
会员价: $10.25 | 积分值: 6.86

人
照
光彩
*含有拥有三项专利的Vital Repair+® 复合成分。见第76页。

78

预订产品请联系嘉康利独立经销商，欢迎访问SHAKLEE.CA或致电1.800.263.6674

预订产品请联系嘉康利独立经销商，欢迎访问SHAKLEE.CA或致电1.800.263.6674

79

健康美丽 | SHAKLEEBABY™嘉康利幼儿护理

健康美丽 | PROSANTÉ®波赛特秀发护理

SHAKLEEBABY ™嘉康利幼儿护理

PROSANTÉ®波赛特秀发护理

轻柔浴液*

头皮滋润素

清爽护发素

提供良好的环境

蓬松护理

头皮滋润素包含浓缩的保养头皮复合成分，其中包括10种以上
维生素、矿物质和草药，为健康浓密亮泽的头发提供了最佳环
境。它也包括抗氧化维生素A和维生素E，加上辅酵Q10，抵抗自由
基攻击。临床证实配方缓解头皮瘙痒，可每天使用，干湿两用。
免冲洗配方不会导致头发粘黏油腻。

润滑滋润发质，恢复头发原本蓬松形态，不增加任何重量。清
爽护发素可消除静电便于造型打理。

#31642 | 59 毫升
会员价: $40.50 | 积分值: 26.71

滋养护发素

让洗澡变得安全有趣。
这款超极温和洗液配方含99%天然成分以及67%的有机成分，帮
宝宝洗澡全身滑溜溜。有机芦荟基底产生大量泡沫，有机薰衣
草舒缓镇定。有机菊花让人平静放松。 不刺激无泪配方，酸
碱值平衡，经过敏感测试，最娇嫩肌肤也可以充满爱意轻松使
用。
#30110 | 252 毫升
会员价: $24.50 | 积分值: 12.51

舒缓乳液

活力洗发精

天然温和适用于敏感皮肤

温和清洗配方

让宝宝肌肤丝滑水润，这款舒缓乳液富含99%天然和87%的有机
成分，包括芦荟、葵花籽油、荷荷巴籽油和乳油木果油更好滋
润，薰衣草，甘菊，迷迭香和香草可安抚放松肌肤。

这种温和的拥有专利的配方，不仅能滋润头发，也能平衡油脂，
不会营养过剩或发质干枯，同时保证光滑蓬松。

#30111 | 252 毫升
会员价: $24.50 | 积分值: 12.51

按摩油
有机镇静混合物
100%纯天然最温和的有机油的特别混合物适合宝宝按摩。73%有
机成分含葵花籽油和其他油类，可起到保湿功效，另外薰衣草和
洋甘菊可发挥镇静功效
#30113 | 118 毫升
会员价: $20.70 | 积分值: 10.56

嘉康利的与众不同
所有嘉康利婴儿产品，平均99.6％纯天然，包含纯正和经
过严格的测试标准以及认证的有机成分。事实上，在每个
标签上，您可以查看每个产品的有机成分含量。请记住，
一些公司很随意使用“有机”一词，标签未注明实际的有
机成分，这可能导致消费者认为产品所含的有机成分要多
于实际含量。买家应注意，钱究竟花在何处。

#31643 | 296 毫升
会员价: $18.40 | 积分值: 12.14

保湿滋润
滋养护发素所含的植物基蛋白质和保湿成分可修复头发表面损
伤，修复发丝分叉，强化发质。适用于头发浓密人群。
#31644 | 237 毫升
会员价: $18.40 | 积分值: 12.14

#31690 | 296 毫升
会员价: $18.40 | 积分值: 12.14

持久定型喷雾

净化洗发精

消除毛躁，增加紫外线保护。持久定型喷雾可保持头发造型。

深层清洁与呵护

#31697 | 237 毫升
会员价: $16.35 | 积分值: 10.28

去除残留的造型产品、灰尘以及环境污染。净化洗发精可天然控
油，减少头皮屑，并保持水油平衡，不掉色

UV保护，中度定型

#31691 | 237 毫升
会员价: $18.40 | 积分值: 12.14

嘉康利的与众不同
*2015年春季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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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皮滋润素为专利配方，如配合ProSante波塞
特护发系列使用，临床证实梳头时可有效减少
掉发现象，天然强化发质，使头发更加浓密

预订产品请联系嘉康利独立经销商，欢迎访问SHAKLEE.CA或致电1.800.263.6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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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 床 研 究
在嘉康利，几十年来，科学研究已经成为一种合作战略。我们在临床
试验和科学研究上的付出努力使嘉康利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并
且在同行评审的学术期刊上发表了超过100份科学论文，证明了嘉康
利产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在本章节，您可以探索您最喜欢的嘉康利
产品上所进行的临床科学研究的成果。

产品佐证

“打造健康，而不是治
疗疾病。”

很多公司声称产品有效。但是在嘉康利，我们可证明产品有效。
布鲁斯达格医生
高纤维片有助于维持正常血清胆固醇水平。

Vivix®抗氧化口服液的重要营养成
分显示在摄入高脂肪快餐后可减缓
生物应激反应。

MindWorks™健脑片显示可短暂改善认
知能力

维特力可帮助健康的更年期妇女增加骨
密度。（营养均衡的饮食的一部分，保
证足够的钙和维生素D，可以降低骨质
疏松的风险。）

里程碑研究显示长期嘉康利保健品
用户比单一复合维生素用户和不服
用任何保健品用户都保持更好的健
康状态。

“我相信预防好于治疗；
为什么要等到健康出了
问题再行动呢？”
吉米麦曼斯 MD
嘉康利Physique 体能奶昔在运动
后可加速恢复

嘉康利180™冲剂饮品可定期锻炼者比不服用
人群多增加25%肌肉和减少50%身体脂肪。

嘉康利180™减肥项目保证有效减
肥，不减肌肉。*

®

Vita-Lea®维特力可提供临床证实有效的维生素D
的水平。在最近的科学研究中，维生素D的血液含
量和来自嘉康利食用人群的保健品维生素D的摄入
成正比。

嘉康利Performance®能量饮品可延
长自行车运动员的持久力。

维特力可为服用营养师设计膳食的大学
年纪健康女性提供血液营养水平。

NutriFeron®自然干扰素增强免疫反应

*基于初步临床研究和脂肪卡尺的测量来预测肌肉块和脂肪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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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 产品佐证

临床研究 | 产品佐证

产品佐证

主题：体能奶昔运动量最大化营养品

个人护理

重点营养产品

临床研究：嘉康利Physique®体能奶昔：重度运动
员的肌肉恢复最大化

主题：Enfuselle® 映芙雪系列（全世界皮肤
护理计划）

主题：Vita-C 500 Sustained Release

嘉康利Physique®体能奶昔测试在9个专业骑自
行车选手身上进行。在三个测试周期中每一个周
期，运动员连续骑车两个小时，并交替进行类似工
作量，呈现比赛状态。每次骑车后，立即和两个小
时之后，运动员饮用三种液体：Physique®体能奶
昔，内含其独特的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配方（40.5
克蛋白质，112.5克碳水化合物） ；蛋白饮料，
类似深受健身爱好者喜欢的“肌肉”饮料（40.5
克蛋白质）；碳水化合物饮料，类似市场上的“
carboload”产品（含112.5克碳水化合物）。这些
为16盎司的液体。

Enfuselle® 映芙雪皮肤护理系列一直伴随着
临床试验，概述如下。更多细节可联系经销商
或赞助商，索取一份信息报告或者访问官方网
站。

Vita-C 500缓释片500毫克维他命C和Vita-C
100咀嚼片100毫克维他命C
临床研究:Vita-C 100已证实的生物利用度
本研究旨在，在25个小时里，检测血液中维
生素C浓度，一次性摄入维生素C；10小时之
内每小时摄入100毫克维生素C；或者以缓释
方式间隔5小时每次摄入500毫克维生素C，分
两次服用。

研究结果证实，Physique®体能奶昔的碳水化合物
与蛋白质组合，比单独服用碳水化合物或蛋白质
补充剂，引起了较大的血液胰岛素反应。由嘉康利
Physique®体能奶昔的碳水化合物与蛋白质组合引
起的较高的胰岛素水平，比单独补充碳水化合物或
蛋白质补充剂，运动后的4小时内导致肌肉能量储
存（糖原）速度的较大幅度的上升。1

结果表明，缓释制剂所生产血液中维生素C的
水平媲美每小时摄入100毫克维生素C。大剂
量的速释制剂在25小时内明显降低血液中维
生素C的含量，因为尿中维生素C会以更快的
速度排泄

映芙雪Vital Repair+® 复合成分：在紫外线
（UV）照射下人体皮肤细胞培养的显著的抗
氧化力。

主题：嘉康利Performance®最耐力能量饮料
临床研究：嘉康利Performance®能量饮料：
有效保湿高节能

体重控制
主题：嘉康利180减肥计划

临床研究：嘉康利Performance®最耐力能量饮料

临床研究：12周的安全性和疗效的试验研究

嘉康利Performance®能量饮料有助于保持运动员
血糖水平，维持肌肉能量和保证正常水分。在3个
多小时的剧烈的自行车运动的实验后，运动员饮用
了嘉康利Performance®能量饮料或水，速度都有
所提高。嘉康利Performance®能量饮料饮者以冲
刺速度可坚持33分钟，饮水组只能坚持2分钟。

Reference:
1. Chuck C, Print S, Pattison T, Whittam J, Scala
J. Urine and plasma ascorbic acid levels in humans
after administration of immediate- and sustainedrelease ascorbic acid tablets. Data on file,
Shaklee Corporation.

此次试验研究是用于确定体重，身体指标以
及预计的人体成分的变化。此次试验为期12
周，实验对象是27位略超重但是身体健康的
男性和女性
实验对象被告知每日服用嘉康利180奶昔饮
料，3份嘉康利180膳食补充片，一个嘉康利
180营养棒和一份健康正餐或/零食。

此外，数据表明减掉的重量大部分来自身体脂
肪，并保留了无脂体重。腰围和臀围测量分别
减少了4.1英寸和2.6英寸，腰臀比率显著降
低，这是一种心血管疾病的预测指标。另外，
明显变化还表现在血脂水平，包括总胆固醇和
甘油三酯分别下降34％和10％。
此外，在过去的12周里，实验对象记录中没有
任何明显的不良反应，并且，肾肝功能或血液
化学检测也没有任何明显的变化。

References:
1. Wong LG, Jensen CD, Whittam JH. The effects of
sodium carbohydrate (Na:Carb) ratios in rehydration
beverages (RB) on plasma glucose (PG), osmolality
(PO), volume (PV), and subject tolerance (ST). FASEB
J 1990;4:A381 (abstr).
2. Yaspelkis III BB, Patterson JG, Anderla PA, Ding
Z, Ivy JL. Carbohydrate supplementation spares
muscle glycogen during variable intensity exercise.
J Appl Physiol 1993;75:1477-85.

这些调查结果表明支持最近的科学证据，这表
明在减肥饮食，多余亮氨酸的服用瘦肉组织。
此试验也提供了一种新的为期12周的创新的减
肥计划的初步证据，导致，这种方法可有效减
肥和改善身体尺寸。

86

这个独特的专利（#6,036,946号）的配方组
合，由维生素A、C和E以及泛醇、葡萄籽提取
物、超氧化物歧化酶和和β葡聚糖组合而成，
已证明可阻止由于受到太阳紫外线照射后造
成的细胞死亡。复合成分的活性被认为是可
综合强加，即是复合成分的效果要远好于各
部分的单独效果的总和或这些组合材料的效果
的总和。
Vital Repair+®复合成分的效力表现在人类细
胞培养过程中，在此过程中由培养中的细胞接
受紫外线的照射而产生的自由基。与培养中的
细胞接受同样紫外线的照射量，但是并没有接
受Vital Repair+® 复合成分的处理，或是用
部分成分进行处理，用Vital Repair+® 复合
成分处理过的培养细胞表现出显著小量的细
胞死亡。
A所有细胞培养测量都在接受紫外线的照射的
48小时后进行。每个实验材料进行三次测量，
采用技术为普遍运用用于细胞培养技术中。

Reference:
1. Zawadzki KM, Yaspelkis III B, Ivy JL. Carbohydrateprotein complex increases the rate of muscle
glycogen storage after exercise. J Appl Physiol
1992;72:1854-9.

18位实验对象中有14人按照规定完成12周的试
验研究。来自14位实验对象的数据显示，平均
减重15.4磅，并从皮脂卡尺测量法数据来看他
们也保持了无脂体重。

预订产品请联系嘉康利独立经销商，欢迎访问SHAKLEE.CA或致电1.800.263.6674

主题：映芙雪Vital Repair+® 复合成分
在体外研究中已知的抗氧化剂的独特组合的有
效性，人类细胞培养中的Vital Repair+®

体育营养

自行车运动员骑固定自行车在两到三个
小时中可达到70％最大摄氧量。嘉康利
Performance®能量饮料，其他碳水化合物的
电解质和水以每小时1升的速度提供给运动
员们。在整个期间，嘉康利Performance®能
量饮料保持血糖水平明显高于水。嘉康利
Performance®能量饮料在保持血浆量方面效
果等于水，有助于平衡水分需求以及降低渗
透压解决口渴。所有碳水化合物电解质类型
中，它有最好兼容性。

Enfuselle® 的部分临床研究采用对比实验法
（半张脸）实验。生物研究仪器是用来客观
的测量使用Enfuselle® 映芙雪产品的半张脸
上的皱纹的深度，与没有使用任何皮肤护理产
品或化妆品的半张脸来进行对比。实验结果
很惊人，部分原因是由于迅速变化的气候条
件：没有使用任何皮肤护理产品或化妆品的
半张脸，能够看出明显的老化的痕迹，而使用
Enfuselle®映芙雪产品的半张脸则稳步改善了
老化现象。此外，使用生物研究仪器实验对象
在测试之后完成了问卷调查，对产品结果进行
了主观评级。

使用Vital Repair+® 复合成分，皮肤细胞死
亡率降低的同时也伴随着培养皿中活细胞的细
胞分裂的数量的增加。
结论：这种复合抗氧化剂的反应清楚地表明
Vital Repair+®在紫外线对皮肤照射所带来的
自由基的层叠损害起到了有效的阻挡作用
主题：应用于人体皮肤时Enfuselle®映芙雪配方中
的Vital Repair+® 复合成分的抗氧化力
Enfuselle®映芙雪配方中的Vital Repair+®复
合成分提供抗氧化力:
一项关于Enfuselle®映芙雪皮肤护理三种配方
的实验结果清楚地表明：将产品擦到人体皮
肤上，每种皮肤护理配方都表现出了卓越的抗
氧化力。
使用Vital Repair+® 复合成分的皮肤的抗氧
化力显著高于没有使用的。
上述实验结果清楚表明Enfuselle®映芙雪的皮
肤护理配方中富含的Vital Repair+® 成分表
现出了很强的抗氧化能力。在人体皮肤细胞培
养试验中也得到证实。

Vital Repair+®复合成分抗氧化的效力包括
Enfuselle®映芙雪皮肤护理产品已在人体细胞
培养实验中已得到证实。
然而,这并不明确保证同样的效力在使用在人类
皮肤时也会显现出来。因此，进行了一项在人
体皮肤上测量功效的实验。
测试清楚记载，当β-胡萝卜素暴露在长波长紫
外线(UVA, 320 to 400 nm)照射下，相当于阳光
照射，下一样，经过自由基反应阶段，出现颜色
变化从橙色变为淡黄色。嘉康利科学家将这一
理论用来证明Enfuselle®映芙雪配方中的Vital
Repair+®的有效性。
β-胡萝卜素使用在实验人体的小臂和保证完全
干燥。Enfuselle®映芙雪配方使用在涂用β-胡
萝卜素的身体部位上。所有试验的身体部位都将
接受紫外线的照射。试验部位的颜色改变使用
Minolta™色度计在整个紫外线照射过程中进行
监控。。
试验区域和对比区域在六种不同强度的紫外线照
射下，其颜色有所变化。根据试验中色度计收集的
数据显示，会得出以下结论：

Enfuselle® 映芙雪拥有美国承认的七项专利发
明，还有一项专利正在申请中。

•

美国专利#6,015,548：”高效的护肤配方及
具有防晒功能的抗氧化剂。”

•

美国专利#6,036,946：”保护皮肤免受紫外
线的破坏作用的方法。”

•

美国专利#6,174,519,和#6,235, 272：”保
护皮肤免受紫外线的破坏作用的成分。”

•

美国专利#6,146,664：”稳定的外用抗坏血
酸成分。”

•

美国专利#6,403,110：”油性皮肤外用护
理。”

•

美国专利#6,723,688：”洗面奶和洁肤
皂。”

详细的临床数据可以访问嘉康利官方网站
Shaklee.com.
参考信息：嘉康利公司数据储存。

当与未涂抹过Enfuselle®映芙雪产品的对比区域
进行对比，Vital Repair+® 复合成分在对抗uva
诱导的自由基反应中会产生以下效果：

•
•

UVA水平较低情况，抗氧化力可达两倍
UVA水平较高情况，抗氧化力可达三倍

与未使用Vital Repair+®的细胞培养在紫外线的
照射下相比较，会得到以下数据：
• 细胞的死亡率降低40%
此外，使用过Vital Repair+®的细胞死亡率的降
低量远大于使用Vital Repair+®中任何一种结
论：该试验清楚表明Vital Repair+®复合成分能
够保护皮肤免受由于紫外线照射带来的β-胡萝卜
素的肤色差异，众所周知会发生自由基进程中。因
此，Vital Repair+®复合成分在对抗人类皮肤表
面的自由基损伤的抗氧化力得到了证实。
主题：Enfuselle® 映芙雪眼霜
Enfuselle® 映芙雪眼霜在临床对比的条件下进
行试验。试验对象为23位年纪在30岁至70岁之
间的男性和女性，持续使用Enfuselle® 映芙雪
眼霜84天。
产品在指导下使用在一只眼睛的眼周，另一只
眼睛作为对比组。为避免偏见，必须随机选择
试用产品的一只眼睛。试验对象未使用产品的
一只眼睛的眼周允许使用普通的洗面奶清洁。
任何其他的护肤产品和化妆品并未同时使用。
实验对象中有将近一半的人使用隐形眼
镜。Enfuselle® 映芙雪眼霜的安全性经皮肤
科医生和眼科医生的认证。他们发现在试验条
件下，该产品安全使用，也适用于隐形眼镜佩
戴者。

•
•
•
•
•

14天后皮肤紧实度提升120%
56天后脸部可见的细纹减少209%
14天后脸部皱纹出现减少223%
56天后脸部含水保湿度提升32%
84天后晚间肤色有所改善

结论：Enfuselle® 映芙雪眼霜显著提升肌肤紧
实度和弹性，极大地提高了眼周皮肤的纹理，并
且有效减缓所有肤质的可见衰老迹象

预订产品请联系嘉康利独立经销商，欢迎访问SHAKLEE.CA或致电1.800.263.6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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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产品目录
年龄段

嘉康利健康营养品提供全面的健康需求，从抗氧化保护到体重控制。确定哪些产品适合您可参考以下嘉
康利健康产品目录。本目录快速易操作，拥有超过20个健康产品类别，一组根据特定需要而制定的健康方
案。找到所需的，通向健康幸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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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健康

*产品中含有每日所需800毫克的甾醇及甾烷醇，与两餐同时服下，作为低饱和脂肪和胆固醇饮食的一部分，可以减少心脏病的风险。降胆固醇复合片提供了
1000毫克的植物甾醇及甾烷醇，并且需遵医嘱每日摄入2000毫克。
†嘉康利180™蓝莓杏仁代餐棒，粗粒花生酱零食棒和巧克力椰子零食棒是不含麸质；纤维势力，嘉康利180白巧克力肉桂代餐棒，花生酱巧克力代餐棒，樱桃杏
仁零食棒和太妃巧克力片零食棒含有无麸质的燕麦，但根据加拿大食物和药物规定，不能标为不含麸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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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年环保科技领先

嘉康利里程碑
1915–2000
1915年

1956年

福雷斯特C.嘉康利博士
研发生命化矿物质

嘉康利博士创立了基于
与自然和谐生活®理念的
公司，致力于开发新产
品以改善人类和地球的
健康。

1976年

1981年

1982年
1983年

1957年

Vita-Lea®复合维他命及
矿物质诞生。

1960年

嘉康利生产Basic-H®浓
缩有机洗洁精，最早无
毒的可生物降解的清洁
剂之一。

1986年

嘉康利加拿大公司成
立。

嘉康利生产第一个植物
基底的带有缓释吸收的
维生素C

1988年

1988年

嘉康利成为财富杂志500
强公司之一。
嘉康利为无氧气设备下
攀登珠穆朗玛峰的首位
美国登山探险家提供营
养赞助。
嘉康利为首位无停留环
球飞行探险提供营养赞
助。

1990年

1991年

1991年

1986年

1961年

1972年

嘉康利博士创造了
Instant Protein®即时
蛋白，最早的大豆分离
蛋白的配方之一。

1987年

嘉康利为第一位有记载
的由探险家、作家以及
教育家威尔·斯泰格带
领的狗拉雪橇北极探险
提供财政和营养赞助

1993年

雅克·库斯托和库斯托
协会选择嘉康利为他们
的科考船“卡吕普索”
和“阿尔库俄涅”提供
使用环保清洁产品。

嘉康利生产Basic-L® ，
最早的可生物降解的洗
涤剂之一，无磷酸盐，
硼酸盐或硝酸盐。

2002–现今
饮用嘉康利
Performance®，最新最
耐力运动饮料，代达罗
斯计划创造了人类动力
飞行的世界纪录。

嘉康利加拿大公司成为
苏联-加拿大极地桥远征
的营养赞助商，该远征
为首次雪橇表面穿越北
冰洋。

1995年

1998年

嘉康利加拿大公司为第
一支无后备支持无空投
支持的雪橇达到北极的
韦伯-马拉可夫远征提供
赞助。

嘉康利研发Enfuselle®
映芙雪，最早的营养型
护肤产品之一，由七项
专利和100万美元的临床
研究的成果。

2002年

嘉康利荣获社会责任国
际标准体系颁发的“未
来环境奖”以及美国环
境保护署颁发的“气候
保护奖”

2004年

罗杰·巴尼特任命为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2005年

嘉康利公司成为世界
地球日20周年的官方
赞助商的七家公司之
一，Basic-H® 洁特灵被
选为最早的正式世界地
球日的产品之一。
嘉康利研发Basic-D® ，
最早的专利的无磷洗碗
粉之一
嘉康利家用清洁剂和个
人护理产品用于在亚利
桑那州生物圈2号项目。

2000年

嘉康利为美国航空航天
局的宇航员赞助定制的
补液饮料。

嘉康利成立全球总部，
最早的绿色节能建筑设
计之一，并使用可持续
材料包括经认证的可持
续木材，回收地毯以及
再生塑料。

2006年

2007年

2000年

嘉康利成为全球第一家
获得气候友好®认证的公
司，完全抵消碳排放，
实现对环境的零负影
响。

2007年

2007年

2007年

嘉康利与哥伦比亚大学
地球研究所合作，成为
世界第一家通过在非洲
提供可持续能源并为村
庄提供电力以抵消其碳
排放量的公司。

2007年

嘉康利研发Vitalizer™
，带有独特吸收系统，
旨在显著增强重要营养
的吸收。

嘉康利研发NutriFeron
自然干扰素，免疫系统
营养的重大突破。

®

2004年诺贝尔和平奖
获得者汪嘉丽·麦赛
博士（Dr. Wangari
Maathai）成为嘉康利“
一百万棵树，一百万个梦
想项目”的环球大使。

2007年

嘉康利荣获美国全球绿
色组织的“组织设计
奖”，因其在影响优化
环境变化方面的出色的
领导作用。

2007年

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公共卫生学院合作开展
的最大规模的关于研究
长期服用保健品的用户
的研究表明服用多种嘉
康利保健品的人群的健
康状况普遍好于服用单
一复合维生素或没有服
用任何保健品的人群。

嘉康利引进Get Clean®
洁特灵的安全天然的家用
产品线

嘉康利被选为美国环境
保护署（EPA）的气候
领袖和第一个可抵消
100％碳排放量并使用
100 ％的环保能源的消
费产品公司。

嘉康利曾受美国前总统
比尔·克林顿赞扬，并
因通过在非洲制作可再
生能源以抵消碳排放项
目，由“克林顿全球领
先者项目”认可领导地
位。

2008年

嘉康利被授予美国商业
奖颁发的“斯蒂夫最佳
企业环境责任计划”。

2008年

嘉康利的Get Clean®
Basic H2®和洗碗浓缩液
由PTPA媒体公司认可，
该加拿大组织授予许可
印章给那些新测试、新
证实的产品，这些产品
价值高，性能强，质量
好，并且有产品吸引
力。

2008年

2008年

嘉康利研发Vivix® ，
保护和修复细胞的革命
性突破。Vivix是天然
的，拥有专利的，经过
临床测试的嘉康利独一
无二的产品。

嘉康利被美国环境保护
署环保能源合作关系命
名为前20名的零售合作
伙伴。

2009年

罗杰·巴尼特荣获“呼
吸加州”颁发的“清洁
空气奖”以表彰嘉康利
公司在减少全球变暖和
改善空气质量方面做出
的贡献。

2009年

嘉康利荣获由Acterra
：健康地球行动颁发
的“商业环保奖”。

2009年

嘉康利达到美国环境保
护署的环境领袖的目
标，2006-2009年的零
温室气体排放量。

2009年

嘉康利纪念第一百万棵
树的种植，该项目为与
环球大使2004年诺贝尔
和平奖获得者汪嘉丽·
麦赛博士合作的“一百
万棵树，一百万个梦
想”项目。

2009年

嘉康利荣获美国环境保
护署颁发的“环保能源
领导奖”。

2010年

嘉康利很荣幸被“气候
计数”命名为行业创新
者，以表彰嘉康利在主
动解决气候问题方面的
领袖地位。

2013年

嘉康利引进嘉康利180™
，减肥项目的新思路，
减去脂肪，保留肌肉，
并且保持下去。

2014年

嘉康利引进MindWorks™
健脑片，大脑科学的最
新成就。

所有注册商标皆属于其各自所有者。

92

预订产品请联系嘉康利独立经销商，欢迎访问SHAKLEE.CA或致电1.800.263.6674

预订产品请联系嘉康利独立经销商，欢迎访问SHAKLEE.CA或致电1.800.263.6674

93

嘉康利机遇

加入我们灵活体贴回报丰厚的
集体
当你第一时间感受到嘉康利的影响力的时
候，很简单很自然就想分享。当你去分享的时
候，你会在各种想象不到的方面得到回报，无
论是个人情感上还是金钱上。
拥抱机遇
嘉康利的事业可以随你心愿，融入你的生活。有了热情善良的集
体的帮助，在自由支配的时间，你可以帮助年龄段的人们打到他
们的最佳状态。

发现我们的与众不同
嘉康利产品脱颖而出，值得分享。但是我们以人和地球为先的
理念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保证了公司的稳定和长久。很简单，没有
公司和嘉康利一样。

购买金牌套装或更高产品，即可加入嘉康利经销商，立刻拥有所需一
切可以开展嘉康利个人业务。体验嘉康利影响力，今天就联系嘉康利
经销商。

打造影
响力
“嘉康利不是工作，我爱
它，难以置信，我在靠它来
赚钱。”
劳瑞，嘉康利经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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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康利效应

灵活，体贴，回报丰厚
想象你向往的未来
嘉康利工作灵活，融入生活。创新的产品，体贴支持的集体，分享所爱的，
无论是个人情感上还是金钱上，即可得到丰厚回报。

如何订购

了解更多产品和商业机遇，请联系嘉康利经销商

联系

点击

致电

传真

嘉康利个人经销商

MyShaklee.com

1.800.263.6674

1.800.281.4160

会员可在MyShaklee.com网上在线订购。登入查看订单记录，跟踪订单邮寄。
还不是会员？致电嘉康利个人经销商或致电 1.800.263.6674. 在订购时，要
提供分销商的姓名。
Proud Sponsor

扫描了解更多
嘉康利细节

United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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