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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更年期的秘密

THE  SECRET  OF  MENOPAUSE



Ø更年期是指妇女从性腺功能衰退开始至完全丧失
为止的一个转变时期；

Ø而绝经期则仅仅是指月经绝止不行。绝经之前已
存在卵巢逐步衰退的阶段。

女性更年期

Ø正常女性的绝经期一般在52岁左右，但是30岁
过后就步入了卵巢功能衰退期，卵巢早衰是引
起体内一系列变化的根本原因.

Ø卵巢功能改善后，从本质上解决了减缓女性衰
老的相关问题

2、更年期与卵巢早衰

1、更年期与绝经



• 痉挛
• 不安
• 焦虑
• 急躁
• 恶心

绝经

• 焦虑
• 潮红
• 盗汗
• 阴道干燥
• 生理不规则
• 性欲减少

围绝经期
• 潮红
• 盗汗
• 生理不规则
• 阴道干燥
• 性欲减少

绝经
• 骨质疏松
• 冠状动脉

疾病
• 尿路感染

危险增加

绝经

Age                     40                       45                      50                       55                      60

绝经期阶段性出现的一般症状



女性雌激素水平与年龄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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雌激素下降
女人雌激素分泌不足，会严
重影响肤质，甚至出现弹性
差、皱纹深、色斑多、无光
泽、常起皮、易过敏等。



延缓更年期 从卵巢开始



卵巢功能

一、生殖功能
为产生卵子并排卵，体现其生殖功能；

二、合成分泌激素
合成并分泌性激素，如雌激素、孕激素、雄
激素等20多种激素和生长因子，控制着人体
骨骼、免疫、生殖、神经等九大系统的400多
个部位，维持这些器官的青春和活力



卵巢早衰

卵巢早衰(Premature ovarian failure，POF)

简单来说就是经期妇女由月经不调到闭经，由
卵巢功能下降到丧失。有的称之为早发性更年
期。中医称之为经闭。

一个发生在女人身上，又常常被忽略的问题！！！



卵巢早衰症状

失眠多梦、早醒或赖床；面部
起斑或痤疮、眼圈发黑、皮肤
粗糙瘙痒、头发脱落增多

5

食欲不振4

阵发性潮热汗出、心烦易怒

周身疲惫、向心性发
胖、 身体出现异味

1

3

阴道干燥、行房事无性
快感、性欲减退或丧失

2



卵巢如何发挥作用

Ø下丘脑一垂体一卵巢轴简称H-P-O轴，是女性身体中
很 重要的一个神经内分泌系统,垂体分泌激素的多少,
是受下丘脑支配的

认识H-P-O轴

Ø 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可通过下丘脑与脑垂体之间
的门静脉系统进入脑垂体

Ø 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呈脉冲式分泌，而且只有脉
冲式分泌才能产生垂体相应的促性腺激素分泌

Ø 脉冲的频率幅度在周期中有规律性变化。若脉冲
式分泌模式异常，包括频率、幅度及量的变化，
将导致卵泡发育障碍而闭经

激素可进入脑垂体



卵巢如何发挥作用

脑垂体—卵巢

Ø 促卵泡素在月经周期的前半期（尤其排
卵之前），它的分泌量 高。

Ø 其作用为：1、使卵泡发育，但不能使卵
泡产生激素；2、与促黄体素协同作用，
促使卵泡分泌雌激素；3、促卵泡素与促
黄体素浓度达到一定的比例时，成熟的
卵泡即行排卵

Ø 促黄体素在整个月经周期中经常地存在，
在排卵前期分泌 高。与促卵泡素协同
作用，促使卵泡分泌雌激素及排卵。促
黄体素还能使黄体形成，并使黄体分泌
孕酮



2
妃蜜成分

COMPOSITON OF FEME



耳叶牛皮消

性味归经《山东中药》：“味苦甘涩，性微温，无毒。”入肝，肾二经

功效：滋补肝肾，强壮身体，
养血补血，乌须黑发，收敛精
气，生肌敛疮，润肠通便

总甙可以通过加强肝细胞代谢
功能来改善机体缺氧状况，增
强机体活力，总甙还可以抑制
乙醇诱导或乙酰苯造成的脂质
过氧化反应，从而对受损肝脏
起到良好的保护作用

善于补益人体的精血，精血
足则正气盛，可以增强抗病
能力，延缓衰老的到来

免疫调节作用

保护作用



栀 子

栀子出自《本草图经》：栀子，今南方及西蜀州郡皆有之

小鼠腹腔注射栀子醇提取物
（栀子果实粉碎后以乙醇渗漉，
渗漉液在50℃减压浓缩去醇，
制成300%浓缩液）5.69g/kg，
能减少小鼠自发活动（踏板
法 ） ， 与 对 照 组 相 比 较
P<0.01，且与环己比妥钠
（静脉注射，50mg/kg）有
协同作用，能延长睡眠时间近
12倍

对中枢神经系统的作用

抑菌作用

栀子煎剂对白喉杆菌、金黄色葡
萄球菌、伤寒杆菌有抑制作用，
对多种皮肤真菌也有不同程度的
抑制作用

栀子的降血压作用部位在中枢，栀
子降血压效应主要是加强了延脑副
交感中枢紧张度所致。亦有报道栀
子对外周阻力影响不大，离体鼠心
灌流实验表明，栀子提取物能降低
心肌收缩力

对心血管系统的作用



欧当归
《新华本草纲要》：治疗闭经、月经涩少和痛经均有一定疗效。
同时对头晕、头疼、四肢麻木、失眠、大便干燥等症状也有显著疗效

【性味归经】：甘、辛，温。
入肝、心、脾三经

【功 效】：活血止痛、润肠通便、补血活血

【主 治】：用于月经不调、经闭、
腹痛、血虚证所致头晕、头疼、
四肢麻木、失眠等，血虚肠燥便
秘

【药理作用】：根的水浸膏及挥发油具抑
制子宫节律性收缩，对抗乙酰胆硷对子宫
和肠道平滑肌的痉挛作用。无水乙醇提取
物有雌激素样作用



重瓣红玫瑰粉

玫瑰花性温、味甘、微苦，归肝脾二经，是治疗妇科病、
精神疾病的良药， 用玫瑰花蕾入药已有数百年的历史

Ø 重瓣红玫瑰是我国唯一可食用的玫瑰

Ø 含有人体需要的18种氨基酸和微量元素

Ø 缓和情绪、消除疲劳，平衡内分泌，补血益气，
有养颜美容的功效有助于促进新陈代谢。特别
对妇女乳痈，经痛、月经不调、内分泌紊乱有
神奇的功效

《本草拾遗》载：“活血行血，理气，治风痹、乳痛，肿肝毒初起、肝胃气痛”



重瓣红玫瑰粉
蔓越莓含有抗氧化物「前花青素」，藉由特殊的抗氧化能力、以及自由肌清
除者的条件，可避免细胞受破坏并维持细胞的健康与活力。

蔓越莓含有特殊化合物——浓
缩单宁酸，除了普通被认为具有
防止泌尿道感染功能外，蔓越莓
还可以有效抑制幽门螺旋杆菌附
着于肠胃内。

蔓越莓含有高含量的生物黄酮，它们是一种非常强力的抗自由基物质，由
Vinson博士的研究比较了美国常见的20多种天然蔬果，结果发现了蔓越莓所
含的生物黄酮量高，由於生物黄酮的对抗自由基效果，它可能对於预防心血管
老化病变，癌症的发生与进展，老年痴呆，皮肤老化等具有很好的效果。

蔓越莓中含有一种“原花青素”
的物质，可抑制细菌(包括大肠
杆菌)黏附在尿道上皮细胞，降
低感染机率，减轻患者不适。
欧洲人称花青素为“皮肤维生
素”，因为它能恢复胶原蛋白
活力，使皮肤平滑而有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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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机理

MECHANISM  OF ACTION



临床试验

基于采用的初始原材料是传统可食用材料，故妃蜜的安全基数是
有保障的。 终产品的安全性试验的结果也是令人满意的，急性
毒理试验表明，实验大鼠的 大耐受量为成人服用量（按60kg体
重计）1590倍。

妃蜜具有调节性腺轴的作用，且其作用为多水平、多靶器官的调节。
如对下丘脑、垂体、卵巢、肾上腺都有调节作用。 能增加垂体对下
丘脑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的反应性，提高垂体促性腺激素水平，并
使卵巢内黄体生成素/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受体增加，提高卵巢对
垂体促性腺激素的反应性。

临床上在对氯菧酚胺试验阳
性3例（下丘脑—垂体功能
性性功能低下者）

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 兴奋试
验阳性2例（下丘脑和垂体性
闭经者）

垂体兴奋试验阳性5例（垂体促性腺功
能不良者）的病患者给予妃密（每天
早晚各服一次）治疗，在连续服用两
个月后复查以上试验，结果在指标上
均有不同程度好转



临床试验

妃蜜：库珀曼指数指数与10个个别更年期症状重要性改善

身体 精神 阴道干燥

潮红
手脚酸痛
眩晕, 疲劳

关节痛

神经过敏
不眠

抑郁症
幻觉

性交疼痛

[安全性评价]

12周期间服用妃蜜的试验者体重，体质量指数，血液中E2以及FSH等的数值确
认起到显著的变化(p>0.05）)。

[库珀曼指数变化]]

改
善
率
%

妃蜜



临床试验

潮红 失眠 抑郁症 疲劳 关节痛 阴道干燥

改
善
率
%

[个别更年期症状的变化 (1)]

妃蜜 对照群



临床试验
[个别更年期症状的变化 (2)]

手脚酸痛 神经过敏 眩晕症 头痛 心悸 幻觉

改
善
率
%

妃蜜 对照群



外源性补充雌激素

为什么不能通过外源性补充改善内分泌？

外源性雌激素的主要特点是见效快，能在短时
间内明显改善﹑缓解女性的各种不适症状：使
肌肤润滑﹑精力充沛。但使用外源性激素将抑
制卵巢的分泌功能，导致卵巢功能加速减退衰
竭：子宫癌﹑卵巢癌﹑乳腺癌﹑肿瘤病高发已
引起全球重视。

临床应用证明：补充外源激素和类雌激素物质
（如大豆异黄酮﹑胎盘素等），能在短时间内
令女性的肌肤光泽细嫩﹑红润，女性更年期表
面症状迅速改善，但它会抑制卵巢分泌雌激素
的功能，且加速女性衰老，更有肿瘤危险。



补充外源性雌激素

2001年3月，美国医学会对211581名女
性进行长达14年的研究后指出，雌激素补
充疗法导致女性患卵巢癌的机率明显增加

2002年5月，来自28个国际专家小组对
2.7万名女性研究后，明确质疑雌激素补
充疗法

外源补充的危害一



补充外源性雌激素

外源补充的危害二

2002年9月，雌激素补充疗法所带来严重
的生命危险，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
紧急宣布，停止雌激素补充疗法：部分外
源激素被列为禁药，有的须在医生的严格
指导下控制使用。

只有通过内在的自然分泌 才能正常地平衡体内的需求



协调脑下丘体和卵巢之间的相互作用

植物性雌激素替代剂

与在体内雌激素受体结合，发挥雌激作用

诱导卵巢产生雌激素，
维持雌激素在素样体内平衡

活血行气

清热燥湿

泻火解毒



自体荷尔蒙疗法

卵巢
（性腺激素－雌激素、 孕激素等）

脑垂体
（促性腺激素 - FSH、LH)

下丘脑
（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GnRH）

大脑高级中枢
妃蜜激活脑下垂体和卵巢产生雌激素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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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人群及食用方式

TARGET CONSUMERS & DIRECTION OF USE



临产品特点

01
纯植物天然提取
绝不含任何激素

生物利用度高
无任何化学添加剂

和有害成分

02

自体荷尔蒙调节法：
整体调节女性激素
平衡，减缓卵巢的
衰退过程，修复受
损的卵巢细胞。



产品功效

• 促进卵巢二次发育，防止卵巢早衰，
抑制黑色素形成，使皮肤光滑红润，
焕发女性第二春

• 调解雌激素，改善经量减少发黑

的情况

• 保养卵巢，有效预防更年期症状，改善

潮热心悸、腰酸背痛等情况

防止卵巢早衰

调解内分泌 增加经量

推迟绝经，改善更年期症状

美容淡斑 改善肌肤

增强骨密度 防止骨质疏松

提高性生活质量

• 抑制胶原蛋白流失，淡斑抗皱，滋

养卵巢，延缓细胞衰老

• 防止女性年龄增大引起的骨质疏松

• 平衡雌激素分泌，促使卵巢重返青春态，

增加女性阴道润滑度，恢复阴道肌肉弹性，

提高夫妻性生活质量



妃蜜能够缓解以下更年期症状

更年期雌激素降低引起之症状：

精神方面之症状：

长期缺乏雌激素的停经症状：
冠状动脉疾病、心绞痛、子宫阴道脱垂、阴唇痒、皮肤干燥痕
痒、尿频、尿急、小便失禁、乳房变小、声音变低、阴道萎缩
、性交疼痛、头发干燥、掉发、背痛骨折、骨骼疏松症。

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不稳定、晕眩或头晕、行动减低
、性欲减低、疲倦、紧张、头痛、躁动、失眠。

月经不规律、潮红、发热、盗汗、失眠
。



产品效果

近期效果：明显改善女性对性的敏感度，提高性生活质量

中期效果：皮肤恢复弹性，光泽。

远期效果：延缓更年期到来的时间。



产品优势

性能区分 异黄酮 升麻 激素代替治疗

更年期症状效果 O
(改善10个症状)

O
(改善2个症状)

O
(改善3个症状) O

改善阴道干燥效果 O △ △ O

改善骨代谢效果 O O X O

改善骨密度效果 O
(股骨颈部 ) O X

O
(脊柱)

减少中性脂肪效果 O X X X

副作用 X 癌症
(服用量受限) 肝损伤 癌症，心脏病，

脑中风等

体重及体重指数变化 X 无变化 无变化 O
(增加)

雌二醇 卵泡刺激素变化 X 无变化 无变化 O

妃蜜对比更年期症状相关原料的优势



独家专利

产品专利

专利名称：一种调理女性内分泌、延缓衰老
的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
专利号：2019101192758.2



独家专利

美国专利

专利名称1：一种缓解更年期的植物
提取物
专利号1：US 9,433,595

专利名称2:一种更年期症状有缓防
治效果的备制方法
专利号2: US 7,763,284



符合国家标准
标准号：Q/JKWL0056S-2018
备案号：220906S-2018

产品资质



适用人群



妃蜜

n 主要人群：女性更年期、内分泌调理

n 有效成分：妃蜜提取于栀子、欧当归以及耳叶牛

皮消天然产品，绝不含任何激素。

n 有效成分是植物雌激素替代剂，是自体荷尔蒙疗

法，能够整体调节女性激素平衡，减缓卵巢的衰

退过程，修复受损的卵巢细胞。

n 能促进脑垂体分泌多巴胺，充分激发脑垂体自身

功能分泌多巴胺并进行双向调节自然平衡雌激素

水平。



妃蜜

妃蜜®固体饮料

配料表：栀子提取物、耳叶牛皮消、欧当归、
蔓越莓、重瓣红玫瑰粉

使用方法：每天一袋，温水送服。

净含量：12g（2g/ 袋x6袋）

贮存条件：阴凉干燥处



感谢观看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