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推出了很多引领趋势的产品，采用最有效的成分， 
以划时代的科学和专利为研发基础，我们对此引以为傲。 
我们追求创新的态度，让我们持续推出能够立即提升家

人生活品质的独特产品。

以下是 NHT Global 产品所获得的奖项和认证简介。

NHT Global的使命是，通过提供优质
卓越的产品来改善全球人们的健康。

健康之泉 诺丽果汁

2015年度制造商－创新及生产质量奖
荣获台湾营养健康食品类/保健食品组品质认证
清真认证

2004质量皇冠奖
2010年度出口商－对萨摩亚的经济贡献奖

产品专利、奖项和证书

美国/加拿大

   1*这些声明没有经过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评估。 本产品不用于诊断，治疗，预防或预防任何疾病。



奥米加3必需脂肪酸
500+ 潜在污染物独立实验室测试

「海洋之友」（FOS）认证：
NHT Global 奥米加3必需脂肪酸所选用的鱼油获得了海
洋之友（FOS）的可持续发展认证。FOS 是一个致力于保护
全球海洋生物栖息地的组织。
荣获台湾营养健康食品类/保健食品组品质认证
清真认证

亮视护眼配方  
专利技术：主要成分 Lutemax®2020 已获得以下工艺和
成分专利 - 欧洲专利（EP2473065B1）、中国专利                      

（CN102481011）、澳大利亚专利（AU2010290970B2）、
加拿大专利（CA2771967C）、日本专利（JP5778676B2 ）
以及韩国专利（KR101479821B1）。

久负盛名的 Lutemax®2020（亮视护眼配方主要成分）
经临床验证能在短短 8 个星期显着增加黄斑色素光密度

（MPOD）。

清真认证

生命之钥活力24 与生命之钥跃动48  
以茉莉铜酸甲酯及茉莉花提取物改善膀胱功能（美国专利：
US9492403 & US8865660，中国专利：CN103140223A & 
CN103429234A）
生命之钥活力24与生命之钥跃动48是唯一针对人体重要
酶类－「钙ATP酶」而研发的营养品
清真认证（生命之钥活力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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芙洛瑞保湿嫩肌系列 

采用了以下欧洲 ECOCert® 有机认证成分：
ALPAFLOR® 高山火绒草、ALPAFLOR® 欧锦葵、
ALPAFLOR® 麝香草和 ALPAFLOR® 高山黄芩
ECOCert® 认证化妆品成分皆通过独立第三方认证机
构的严格评审，确保符合有机完整性的最高标准。

生物纤维面膜SC 
专利生物纤维面膜（韩国专利：KR10-0405776）

专利成分：

东方天然草本真果，其抗氧化作用已获专利（韩国专利：
KR10-0899502）。
天然保护剂，因其镇静、保湿和皮脂控制活性而获得专利              

（韩国专利：KR10-0910747）。

皮肤益处已获临床证明：一次使用后，生物纤维面膜SC
可提高皮肤水合作用、收缩毛孔并增加皮肤光泽，并在
短短 4 周后使皮肤的亮度和弹性得到改善。

无刺激性已获临床验证：刺激性贴剂测试表明，                
NHT Global 生物纤维面膜SC在应用于人体皮肤时并
无刺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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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版普洛特乳酸菌 
通过韩国食品药物安全部（MFDS，曾为韩国食品药
品管理局）认证

专利成分：
鼠李糖乳杆菌，其抑制幽门螺杆菌增长的活性（韩国专利：     
KR 10-0646938）以及调节免疫力的功能（韩国专利：
KR10-0742900）已获专利。

专利输送体系：
升级版普洛特乳酸菌专利性四层覆膜技术通过阻止外部环境
因素（例如水分），从而保护乳酸菌在通过消化道时不被破坏 

（韩国专利：KR10-1280232）。

塑形菌团 
采用屡获殊荣的专利性成分打造。

胚芽乳杆菌 TCI378 已凭借其在减脂和改善胃肠道功能方面
的功效而获得专利（韩国专利：KR10-2033031、日本专利：
JP6630388、中国台湾专利：TWI645854、中国大陆专利：
ZL201810210650.7、美国申请号：16/854,676）。此外其还
获得了以下奖项：
     2019美国矽谷国际发明展铜奖 

凝结芽胞杆菌 TCI711 因其降低重金属含量和保护肝
脏的作用而已获专利。（中国台湾专利：TWI669124 及
中国大陆申请号：CN2019106699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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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技术

double 2® NUTRI 技术使用了正在申请专利的乳
化工艺，可将产品的生物利用度提高两倍以上。
此外其还获得了以下奖项：

伦敦国际发明与贸易博览会金奖（2020 年）

加拿大国际创新大赛金奖（2020 年）

东京世界天才大会和教育博览会银奖（2018 年）

Synergene® 技术利用红茶和柑橘的协同作用，
促进胶原蛋白合成以支持血管健康和血液循环。
*此外其还获得了以下奖项：

伦敦国际发明与贸易博览会金奖（2020 年）

加拿大国际创新大赛金奖（2020 年）

屡获殊荣且经临床验证的成分

新鲜人参提取物具有改善心血管健康和抗疲劳作用，
并因此获得专利（中国台湾专利：TWM474516 & 
TWM450381、中国大陆专利：ZL201320008877.6 & 
ZL201320418140.1），且经临床证明还具有改善疲劳
状态、促进精神集中和提高抗氧化水平的作用1。*此外，
其还获得了以下奖项：

第六届中东国际发明展金奖（2013）

首尔国际发明展铜奖（2020）

CitriSlim® 柑橘幼果萃取物获得以下奖项：

日内瓦国际发明展览会银奖（2013 年）

荣格食品和饮料技术创新奖（2013 年）

魔力之泉+ 

1人参临床研究是基于参与者每天使用相当于 2-3 包魔力之泉+的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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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炫钻亮美白系列 
已通过韩国食品药物安全部（MFDS，曾为韩国食品药
品管理局）认证

专利成分：

Illumiscin® 具有强效抗氧化与淡化色斑的作用，并已获得
欧洲专利（EP2218441）。

Airelle® 

   6*这些声明没有经过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评估。 本产品不用于诊断，治疗，预防或预防任何疾病。

科学验证成分：

经科学证明，Berrimatrix® 是一种超级抗氧化化合物，
可抑制红外线 A 对皮肤造成的老化现象。

临床验证：

经过 28 天的自我评估调查，在 16 位每日使用两次 
Airelle® 抗衰老面部精华液的使用者中有 92% 的用户
表明皱纹和细纹得到改善。



馥玫FE生物酶牙膏
FE 生物酶由复旦大学研制

临床验证 FE 生物酶具有改善敏感牙龈以及亮白牙
齿的功效。

获奖技术：

中国火炬计划 - FE 酶应用（证书编号：2015GH020275）
与 FE 酶技术（证书编号：2004EB020340）

润物梨花果汁饮料

屡获殊荣且经临床验证的成分：

青梨幼果萃取在日内瓦举行的第 45 届国际发明展上
获得金牌，临床研究显示其可有效抵御 PM2.5 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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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彩活肌果汁饮料

经临床验证：

在为期 4 周的临床皮肤效果评估试验中，亮彩活肌
果汁饮料展示出了改善细纹、皮肤紧致度、毛孔大小、
皮肤弹性、皮肤光泽度及肤质的作用。

采用屡获殊荣且经过临床验证的专利性成分打造：

与雪莲相比，天山雪莲萃取可促进长寿，且具有更强大
的自由基清除活性。此外其还获得了以下奖项/荣誉：

2011 年第七届国际发明与新技术沙龙竞赛银牌

2011 年第五届华沙国际发明展暨发明竞赛银牌

2012 年第二十六届世界天才大会和教育博览会金奖

2013 年中国个人护理品及化妆品技术创新奖

2016 年首尔国际发明展金奖及特别奖

红藜萃取是一种经临床验证对皮肤屏障完整性、内源性抗
氧化活性、皮肤水合作用、皮肤紧致外观和胶原蛋白保存
具有积极作用的物质。此外其还获得了以下奖项/荣誉：

2014 年日内瓦国际发明展金奖
2014 年日内瓦国际发明展最佳发明 FIRI 奖
促进胶原蛋白生成及抗皮肤老化组合物制备方法专利          

（中国台湾专利：TWI516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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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活姜黄素  
经临床验证的专利成分：

高活姜黄素的主要成分是 UltraSOL™ 姜黄素。经临床研究
证实，其吸收率相比标转化姜黄素提高了 31 倍，且已在美国
获得了化合物专利（专利号：US9724311）。

清真认证

爱尔露亲肤凝胶 
外用 L-精氨酸及薄荷醇已获得专利（美国专利：
US6322493 及 US6702733 与所有海外对应专利，国际
专利申请号：PCT/US00/33987，欧洲专利：EP1242009，
中国香港专利：HK1051480，中国大陆专利：CN1326503，
以及巴西专利：BRPI0016619）

基于 1998 年诺贝尔医学奖获奖原理「一氧化氮路径」
而研发

清真认证

真爱唯尔力劲能凝露
外用 L-精氨酸及薄荷醇已获得专利（美国专利：
US6322493 及 US6702733 与所有海外对应专利， 
国际专利申请号：PCT/US00/33987，欧洲专利：
EP1242009，中国香港专利：HK1051480，中国大陆
专利：CN1326503，以及巴西专利：BRPI0016619）

基于 1998 年诺贝尔医学奖获奖原理「一氧化氮路径」
而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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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源-升级版® 
专利成分：

Bioperine® 可改善胃肠道吸收，并强化身体对于营养素和营养品的
利用率，目前已获专利。（美国专利：US5536506, US6054585, 
US5744161 & US5972382、欧洲专利：EP0810868、加拿大专利：
CA2247467、日本专利：JP3953513）

有机认证成分:

有机海藻（AlgaeCal™）
有机芦荟
有机玛卡
有机海洋褐藻胶

通过 500+ 潜在污染物独立检测

US-CN-Product Patents-Awards-APRIL-2022-V1

童颜魔法益菌安瓶精华 

利成分： 

生物多糖胶因其抗污染物保护作用而获得专利
（法国专利：FR2837388B1）。

棉籽提取物获得了皮肤光保护成分的相关专利
（西班牙专利：ES2579385B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