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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脏是身体内以代谢功能为主的器
官，在身体里面起抗氧化、储存肝糖、
分泌性蛋白质合成等作用。肝脏也制造
胆汁。肝脏是尿素合成的主要器官，又
是新陈代谢的重要器官。

为什么要保护肝脏

一个健康的肝 跟毒素说拜拜



肝脏主要功能

1、分泌胆汁、储藏糖原，调节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
合物的新陈代谢等，还有解毒、造血和凝血作用。

2、肝脏还是人体内最大的解毒器官，体内
产生的毒物、废物，吃进去的毒物、有损肝
脏的药物等等也必须依靠肝脏解毒。

3、肝脏分解由肠道吸收或身体其他部分制造的
有毒物质，然后以无害物质的形式分泌到胆汁或
血液继而排出体外。



多发的肝脏疾病

脂肪肝
75%的胖人存在脂肪肝

肝损伤
中国肝损伤人数达1.3亿

肝癌

我国每年死于肝癌人数为11万，占
全世界肝癌死亡人数的45%

酒精性肝炎

每年约有10%－20%的酒精
性肝炎患者进展成肝硬化

病毒性肝炎
病毒性肝炎传染性较强、传播途
径复杂、流行面广泛、发病率高

肝硬化
慢性乙肝患者约为3000万人，
其中10%～20%可发展为肝硬化，
因此我国的肝硬化患者人数众多

肝脏疾病



肝脏的衰老

男人超过25
岁，肝脏循
环血流量平
均每年下降
0.3%-0.5%

女人超过60
岁，肝内血
流量约比20

岁时减少
40%-50%

肝血流量减
少

20岁

60岁

29岁

Ø人衰老不只表现在外部体态容貌上，身体各内脏器官都会发生变化，其中肝脏改变亦很明显。

Ø首先肝血流量要减少。 研究表明，人在60岁后，肝细胞数量随年龄增长而锐减。肝脏趋向硬变，重量明显下降，90岁老
年人肝脏的平均重量只有30岁左右青年人肝重的51.8%。

Ø血液是护肝养肝的基础，血流量的减少使肝内血液循环功能下降，肝脏吸收营养、代谢和清除毒素的能力也相应减退。



肝脏受损的危害

易患脂肪肝 肤色暗沉 消化功能障碍 腰酸背痛，体力欠佳

肝脏受损，毒素无法正常排出



肝脏受损的危害

眼发黄

酒量差

脸
发
黑

流
鼻
血

人体的肝功能出现异常，体内的凝
血因子也会出现异常状况，肝脏出
现问题，会发现流鼻血和牙龈出血
的情况变多，而且身体出现了伤口
会很难愈合。

因为肝脏中储存有大量的铁元素，
当肝脏出现问题的时候，这些铁
元素会不受控制地进入血管中，
使血液和血细胞中铁元素增加，
使人体出现脸色发黑的症状。

肝脏出现问题会发现，以前很能喝
酒的人，突然酒量变得很差。因为肝
脏是人体的解毒器官，若肝脏出现问
题，喝进去的酒精就不能够分解代谢，
会出现容易喝醉的现象。

当肝脏出现异常的时候，有一部分
患者会出现黄疸，这是因为人体中的
胆红素代谢出现了异常，使患者出现
了黄疸的现象，这种情况下，患者会
眼睛发黄，尿液发黄。



理想的治疗方法

根源性调理

药食
同源

养肝

养肝不伤肝

从肝论治

甘参乐产品的设计强化了对营养素的补充，采取将蛋白
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脂肪代谢因子、矿物质等成分
的有机组合的思路；其蛋白质来源是经过现代生物技术
酶解制备的小分子肽，肽比蛋白质和氨基酸更容易被人
体吸收；同时富含20种氨基酸，特别适合肝病和代谢综
合征(高血脂、高血压、糖尿病)人群服用；甘参乐还具
有抗氧化的优势，其中富含了花青素，更容易被人体吸
收和有效利用。

产品优势

肝脏是人体巨大的化工厂，肩负者人体各项功能1200多
种。由于肝脏的这种复杂性和多样性，传统的药物治疗
在治疗肝病的同时也对肝脏造成了不可逆转的伤害。修
复肝脏必须秉承养肝不伤肝的宗旨，必须采用药食同源
的营养功能性食品。

治疗肝病理想的方法是从肝论治，进行根源性调理，补
充肝脏所需的营养素，修复肝脏，使肝脏再生出完好的
肝细胞，恢复正常的肝功能。



产品成分

海参胶原蛋白肽 蔓越莓 葛根

蒲公英异麦芽酮糖醇



①《本草从新》：补肾益精、壮阳疗痿。

②《药性考》：降火滋肾、通肠润燥、除劳
怯症。

③《食物宜忌》：补肾经、益精髓、消痰涎、
摄小便、壮阳疗痿、杀疮虫。

④《纲目拾遗》：生百脉血、治休息痢。

⑤《本草求原》：润五脏、滋精利水。

海参功用

产品成分—海参胶原蛋白肽



胶原蛋白肽成分

一种三肽
Glu-Cys-Gly

又名谷胱甘肽

两种四肽
Val-Thr-Pro-Tyr，

479Da
Val-Leu-Leu-Tyr，

507 Da

一种六肽
Val-Gly-Thr-

Val-Glu-Met，
635 Da

• 这些活性寡肽能参与体内氧化还原反应及氨基酸向细胞内的转运，具有清除自由基、维持肝
细胞正常功能以及促进胆酸代谢的作用

• 谷胱甘肽还可以分解酒精代谢的中间产物乙醛，加之其余肽在解毒和抗氧化方面的协同作用,
从而减轻其对肝脏的损害



产品成分--葛根

黄酮类化合物

葛根含有黄酮类化合物，其中包括葛根素、大豆甙、大豆
甙元等，这些活性物质具有良好的抗氧化、降血糖、降血
脂、降血压的作用。

解酒
葛根中的大豆甙，可以分解乙醇（酒的主要成分），减少乙醇
对大脑的伤害，减轻酒精对肠胃的刺激，促进新陈代谢，促使
血液排掉酒精毒素。另外，葛根能够促进人体汗液的排放，在
饮酒之前服用，可以使酒精随汗液一起排出，解酒解毒保肝。

扩张血管
葛根总黄酮和葛根素能改善心肌的氧代谢，对心肌代谢产生有益作用，同时
能扩张血管，改善微循环，降低血管阻力，使血流量增加，故可用防治心肌
缺血，心肌梗死，心律失常，高血压，动脉硬化等病症。



产品成分--蒲公英

性味归经

性味：苦甘，寒
归经：入肝、胃经

蒲公英植物体中含有蒲公英醇、蒲公英素、胆碱、有机酸、菊糖
等多种健康营养成分。

功能主治

Ø有利尿、缓泻、退黄疸、利胆等功效。

Ø治热毒、内痈、目赤肿痛、湿热、黄疸、小便淋沥涩痛、疔疮肿毒，乳
痈，瘰疬，牙痛，目赤，咽痛，肺痈，肠痈，湿热黄疸，热淋涩痛。

Ø治急性扁桃体炎，急性支气管炎，胃炎，肝炎，胆囊炎，尿路感染等。

Ø蒲公英提取物总黄酮具有类超氧化物歧化酶 (SuperoxideDismutase，
SOD)的作用 ，这 些 物 质 能 有 效 清 除 超 氧 阴 离 子 自 由 基 、羟
自 由 基 ，抑 制 不 饱 和 脂 肪 酸 的 氧化 。

蒲公英



蔓越莓是一种天然抗菌保健水果。

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酸、花青素与生物类黄酮。

促进肝脏细胞再生，促进肝功能尤为有效。

花青素能够降低血清中谷草转氨酶和谷丙转氨酶活性。物黄酮，
而且它的含量高居于一般常见的20种蔬果之冠

花青素通过激活AKT和 ERK1 /2/ NRF2信号通路，清除机体
内过多的活性氧，并调节抗氧化酶中的血红素氧化酶活性，最
终达到护肝效果。

产品成分—蔓越莓



作用机理

乙醇在人体内主要
的代谢途径

解酒作用机理 抗氧化作用机理

解毒抗炎降酶
作用机理



乙醇在人体内主要的代谢途经

酒精在肝脏内要经由酶的作用

在葡萄糖的参与下将其转化为乙醛，

再转化为乙酸，

最后变成二氧化碳和水。

这种酶的多少因人而异，

如果太少，

酒精代谢就变慢，

就容易出现醉酒。



作用机理：解酒、提高酒精代谢

分解过程一酒精
（乙醇）

乙醛 乙酸
（CO2+H2O)

ADH乙醇脱氢酶 乙醇脱氢酶

Ø 甘参乐通过激励乙醇脱氢酶（ADH)加速了乙醇分解为乙醛，与此同时，也激励了乙醛脱氢酶
(ALDH)，加快了乙醛分解为乙酸，乙酸进入三羧酸循环分解为水和二氧化碳。

Ø 护肝排毒产品同时提高肝细胞中GSH（还原型谷胱甘肽）及SOD(超氧化物歧化酶)的含量，从
而减少了氧化损伤。以上的机制大大减少了酒精对饮酒者的身体伤害。

无毒性：被人体迅
速转化为能量，最
后分解为水和二氧
化碳。

有毒性：造成酒后第
二天头昏和恶醉的主
要原因；给肝脏带来
损害的主要物质。



作用机理：解酒、提高酒精代谢

加速酒精分解 防止酒精伤肝 预防酒精肝

转换成二氧化碳
和水，排出体外

快速启动乙醇脱氢酶、乙醛脱氢酶活性，
加速酒精分解，有效清除酒精对肝脏的损伤，
阻止酒精伤肝，预防酒精性肝疾病。



作用机理：解酒、提高酒精代谢

提高肝细胞中还原型谷胱甘肽。

还原型谷胱甘肽能和过氧化物及自由基相结合，以对抗氧
化剂对巯基的破坏，保护细胞膜中含巯基的蛋白质。
谷胱甘肽在肝脏和晶状体中含量较多。
它能激活和保护各种酶。

谷胱甘肽（GSH）

超氧化物歧化酶(SOD)

作为有害物质的超氧阴离子在 SOD的作用下和氢离子反应，
生成另一种物质——过氧化氢。

过氧化氢又在过氧化氢酶的作用下和氢离反应，最终生成了
一种对人体无害的物质——水。



作用机理：促进氧化应激

甘参乐通过显著提高肝细胞中还原型谷胱
甘肽（GSH-Px）及超氧化物歧化酶(SOD)
的含量及其表达，降低肝脏组织丙二醛
（MDA）含量，从而提高肝脏总抗氧化能
力（T-AOC）,起到稳定肝细胞膜及保持其
完整性的作用，改善肝细胞的功能，产生
降酶效果，且不易发生酶反跳。

可促进肝细胞超微结构复原，促进
正常肝细胞的分裂增殖，提高肝细
胞合成RNA及蛋白质的能力。

因此，甘参乐具有保护正常肝脏细
胞、促进受损害的肝细胞膜修复，
从而促进了肝脏的代谢功能。



本阶段指标分析

在氧化应激方面甘参乐可提高肝组
织 的 抗 氧 化 能 力 ， 并 降 低 内 毒 素
(LPS) 浓 度 及 抑 制 细 胞 色 素
P4502E1(CYP2E1)表达，减少自由
基产生，从而减轻氧化应激导致的
肝损伤。

甘参乐可有效抑制谷草转氨
酶和谷丙转氨酶活性，减轻
肝细胞肿胀，减少脂滴，表
现出显著的护肝效果。

在炎症信号传导方面，甘参乐可降低
Toll样受体4(TLR4)及髓样分化蛋白
88(Myd88)表达量，抑制炎症信号放
大，同时还可提高核因子κB抑制剂α
(IκBα)水平，进而与活化的核因子κB
(NF-κB)结合形成NF-κB/IκBα复合物，
从而有效抑制酒精性肝炎。

95% 80% 95%

降毒护肝 抗炎
降酶护肝



产品优势

组方原理

综合作用机理

产品优势

发明专利



组方原理

葛根

海参蒲公英

蔓越莓



作用机理：解酒、提高酒精代谢

Ø 抗氧化 -通过显著提高肝细胞中还原型谷胱甘肽（GSH-PX）及超氧化
物歧化酶(SOD)的含量及其表达，降低肝脏组织丙二醛（MDA）含量，
从而提高肝脏总抗氧化能力（T-AOC）。

Ø 提高酒精代谢 - 通过激活肝脏乙醇脱氢酶（ADH）、乙醛脱氢酶
（ALDH）的活性，从而达到显著的解酒效果。

Ø 抗炎 - 降低Toll样受体4(TLR4)及髓样分化蛋白88(Myd88)表达量，抑制炎症信号放大，同时还可提高核因子
κB抑制剂α (IκBα)水平，进而与活化的核因子κB (NF-κB)结合形成NF-κB/IκBα复合物，从而有效抑制酒精性
肝炎。

Ø 促进肝排毒系统 - 促进肝脏的毒素代谢，增强其解毒及激素的灭活作用，
降低毒物对组织细胞的损伤。

Ø 保护肝细胞活性 - 有效抑制谷草转氨酶和谷丙转氨酶活性，减轻肝细胞肿胀，
减少脂滴，表现出显著的护肝效果。



Ø 保护肝细胞活性 - 有效抑制谷草转氨酶和谷丙转氨酶活性，
减轻肝细胞肿胀，减少脂滴，表现出显著的护肝效果。

Ø 抗氧化 -通过显著提高肝细
胞中还原型谷胱甘肽
（GSH-PX）及超氧化物歧
化酶(SOD)的含量及其表达，
降低肝脏组织丙二醛
（MDA）含量，从而提高
肝脏总抗氧化能力（T-
AOC）。

Ø 抗炎 - 降低Toll样受体4(TLR4)
及髓样分化蛋白88(Myd88)
表达量，抑制炎症信号放大，
同时还可提高核因子κB抑制
剂α (IκBα)水平，进而与活化
的核因子κB (NF-κB)结合形
成NF-κB/IκBα复合物，从而
有效抑制酒精性肝炎。

Ø 提高酒精代谢 - 通过激
活肝脏乙醇脱氢酶
（ADH）、乙醛脱氢酶
（ALDH）的活性，从而
达到显著的解酒效果。

Ø 促进肝排毒系统 - 促进肝脏的毒素
代谢，增强其解毒及激素的灭活作
用，降低毒物对组织细胞的损伤。

组方作用机理



产品优势

精选优质原料，科技精粹

精选深海海参，
采用纯天然优质原料。

天然功能性食品

不含任何西药和激素成分，
产品复水性好、食用方便、
易消化吸收且无抗原性，食
用更安全。

与酵母混合进行发酵培养

将活性多肽转化为更接近其原
始生物活性的有机活性多肽形
式。进一步增强了吸收机制，
提高了生物效价。



产品优势

甘参乐产品的设计强化了对
营养素的补充，采取将蛋白
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脂
肪代谢因子、矿物质等成分
的有机组合的思路。

其蛋白质来源是经过现代生物技
术酶解制备的小分子肽，肽比蛋
白质和氨基酸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同时富含20种氨基酸，特别
适合肝病和代谢综合征(高血
脂、高血压、糖尿病)人群服
用。

甘参乐还具有抗氧化的优势，
其中富含了谷胱甘肽，更容易
被人体吸收和有效利用。



适用人群 & 服用指南

适用人群 服用指南



适用人群

酒精肝、脂肪肝高
风险人群

长斑长痘
难以去除

抽烟喝酒
应酬人群

高脂饮食人群 熬夜值夜班人群长期服药人群



服用指南

一、护肝排毒产品具有显著的解酒护肝作用。

表现为：酒量明显增加，酒气消褪很快，即使大量
饮酒而醉酒，第二天酒气全消，完全没有宿醉的感
觉。

（1）用于解酒护肝的服用方法：喝酒前1～2小时
服用2袋，若期间饮酒超过自己平时酒量时，可酌
情加服一袋。

（2）用于调理脂肪肝时，每天晚上睡前服用两袋，
连续服用三个月（一疗程）。 约80%中、重度脂
肪肝完全治愈，血脂正常。

（3）用于酒精性肝炎、酒精性肝硬化调理时，每
天晚上睡前服用四袋，连续服用三个月（一疗程），
效果显著。



二、用于对付环境污染、食物中农药残留、食物中
过量的添加剂、防辐射及加速体内物质代谢产生的
有毒物质排泄

服用方法：每隔三～四天服用两袋，晚睡前服，可
常年服用。

三、护肝排毒产品可以改善睡眠、改善皮肤质量

服用方法：每天晚上睡前服用一袋，连续服用三个月（一疗
程）。在服用28天（皮肤细胞生长周期）后，90﹪的人皮肤变
得细腻美白、红润、有光泽，皮肤皱纹变浅、色斑变淡。再连
续服用三个月后效果更明显。



产品规格



Ø 专利名称：一种提高肝脏排毒、解
酒护肝的提取物及其制备方法

Ø 专利受理公告号：
201811052276.9

海参提取发明专利



Ø 专利名称：一种解酒、排毒、保护
肝脏的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

Ø 专利受理公告号：
201910324528.7

甘参乐产品发明专利



Ø 专利名称：一种提高肝脏排毒、解酒护肝的提取物
及其制备方法

Ø 专利受理公告号：PCT/CN2018/116635

海参提取物152国家
国际发明专利



质检报告
重金属含量：无
微生物含量：无

符合国内和国际标准



激素检测报告
不含激素

符合国内和国际标准



企业标准

名称：

产品企业标准号：
QJKWL0054S-2018

备案号：
220904S-2018

成分：蔓越莓、异麦芽酮
糖醇、海参胶原蛋白肽、
葛根、蒲公英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