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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解关节疼痛| 减少肿胀| 预防痛风



通风

黄嘌呤氧化酶（痛风毒性因子）是人
体产生尿酸过程的的关键酶，此酶增
多或者活跃性增强，导致“尿酸分解
酶”缺乏，不能将尿酸分解成易溶于
水的尿囊素排出，尿酸盐结晶在组织
内积聚，形成痛风性关节炎。

具有多并发症、病程长、发作
剧烈等特点，且无法治愈。

痛风是一种体内尿酸代谢紊乱，
导致关节沉积,产生尿酸结晶的
一种关节病。

全国高尿酸血症患者人数 1.7亿
（痛风患者超过8000万），以每年
9.7%的年增长率迅速增加。

痛风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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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风现状

现今痛风已经成为我国仅次于糖尿病的
第二大代谢类疾病，

是不可忽视的健康警示

据临床研究调查显示，男性成年人的患病率为6.10%，
女性痛风的患病率却只有1%，说明痛风是一种以男
性患病为主的疾病。有关研究认为，平均发病年龄
男性为46.89周岁(14—83周岁，血尿酸>420umol·L-
1)，女性为 45.05周岁 (21～ 80周岁，血尿酸
>3600umol·L-1。

2004年，中国的一项调查发现，高尿酸血症和痛风
的患病率都随年龄的增加而增高，而女性高尿酸血
症和痛风的平均年龄分别比男性晚7.5周岁和8.5周岁。

痛风患病率



痛风现状一一 痛风年轻化

国家风湿病数据中心(CRDC)网络注册及随访研
究的阶段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2 月，基于全
国27 个省、市、自治区100 家医院的6814 例
痛风患者有效病例发现，我国痛风患者平均年龄
为48.28 岁，逐步趋年轻化。

CRDC

国家数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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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门诊数据显示，
2008~2013年，青年痛风患者的比例从
39%上升至52%，年轻人几乎成了痛风的主
力军。而且男女的患病比例为15∶1。

中国医科大学
附属医院数据



通风的定义

当尿酸盐浓度持续高于尿酸盐生理阈值（约7 mg/dL）时，尿酸钠
（MSU）晶体沉积在关节或软组织如软骨或肾实质中，引起痛风症
状。



喜欢高嘌呤饮食和饮酒的人超重、肥胖人士

绝经女性
男人，尤其是40岁
至50岁男人。

通风

痛风高风险人群

长期应酬男性患有高血压高尿酸人士



痛风的发病机制

痛风是长期嘌呤代谢紊乱和(或)尿酸排泄减少所引起的一组异质性、代谢性疾病。

痛风的临床特点为高尿酸血症、反复发作的急性关节炎、痛风石是沉积、痛风石性慢性关节炎和关节畸形,

累及肾脏引起慢性间质性肾炎和肾结石等。

嘌吟代谢异常/紊乱、
尿酸排泄减少

体内尿酸
浓度过高

尿酸钠盐晶体
沉淀在关节、软

骨、肾脏

发炎、关节肿胀、
疼痛

Curr Opin Rheumatol 2014; 26:181-91
Primer on the Rheumatic Diseases. 12th 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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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消逍

目前治疗痛风的药品，副作用大；而保健品或者食品成分比较单一，
不能起到很好的疗效。

目前日本医学研究显示：海洋鱼低聚肽具有很好的疗效。为了加强
效果，通过多项研究，实现多种成分联合组方。

天然的痛风产品诞生了！



有效成分

海洋鱼
低聚肽

酸樱桃
提取物

纯天然无污染

易吸收，分子

结构与人体接近

蕴含姜黄素

抗风湿活性剂

酸樱桃含有抗氧化剂和

黄酮类物质，有效降低

体内炎症和尿酸水平

橄榄果含大量的鞣酸、香树脂

醇以及少量的挥发油，有抗菌

解毒作用。芹菜籽富含ω-6脂

肪酸，利尿。

橄榄果
提取物

芹菜籽
提取物

姜黄
提取物

青梅果



抗衰老
胶原蛋白是人体延缓衰老必须补足
的营养物质。它广泛地存在于人体
的皮肤、骨骼、肌肉、软骨、关节、
头发组织中，起着支撑、修复、保
护的三重抗衰老作用。

抑制尿酸生成
海洋鱼低聚肽粉增加了嘌呤体代谢酵
素—HGPRT遗传因子的数量，使得
次黄嘌呤和鸟嘌呤不能转换为IMP和
GMP，防止尿酸的过多产生。

产品成分：海洋鱼低聚肽粉(小分子、高活性）

抗氧化作用
Ø 海洋鱼低聚肽粉具有捕捉羟自由

基、猝灭单线态氧和清除过氧化
自由基的作用，可以抑制由非金
属引起的脂肪氧化作用。

降尿酸机理
海洋鱼低聚肽能促进LDH的数量增
加，促进体内乳酸代谢，减少对肾
小管排泄尿酸的竞争性，从而促进
尿酸排泄。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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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GMP，防止尿酸的过多产生。达到了抑制尿酸
产生，增加乳酸脱氢酶遗传因子数量，降低血清
中乳酸值的作用。



产品成分:橄榄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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橄榄苦甙通过抑制黄嘌呤氧化酶，负责将DNA 和RNA 转化为尿酸酶

防止尿酸累积。

橄榄果

青橄榄中含有的东莨菪内酯，能有效抑制黄嘌呤氧化酶活性，

通过减少黄嘌呤向尿酸的转化，从而降低体内尿酸的水平，

达到防治痛风的目的。

蕴含丰富的抗炎抗氧化剂：滨蒿内酯，东莨菪内酯、没食

子酸、逆没食子酸、短叶苏木酚、金丝桃苷和一些三萜类

化合物、挥发油、黄酮类化合物。



平衡体内尿酸

青梅有助于嘌呤代谢，从而
可以平衡尿酸的产生和排出。

缓解痛风症状

含有表儿茶素和绿原酸，起
到利尿和排毒的作用。

抑制尿酸生成与促进尿酸排泄

在2016年发表在杂志心血管药理说明显
示，每天服用姜黄素1000mg，8周后显示
出降低胆固醇水平，在非酒精性脂肪性肝
病个体中的尿酸水平降低。

抗炎、缓解关节炎肿痛

姜黄素的止痛药活性能減輕疼痛和痛风发
作肿胀。临床试验表明，姜黄素能早24-
48小時衰減的痛風發作的症狀，並作為
非甾体抗炎药緩解疼痛有效。

产品成分 : 青梅果、姜黄粉

青梅果 姜黄粉



加速尿酸排泄

花青素促进肾小球细胞的代谢
作用，利尿排毒，降低尿酸含
量。

减少痛风风险

每天食用半杯樱桃（约为 10-12 颗）或樱桃
萃取物使痛风复发风险降低了 35% 。
樱桃食用量越多，例如每两天食用 3 份，则
复发风险越低，可降低 50%。

类黄酮（木犀草素和芹菜素，其具有非常
强的抗炎性质），抗氧化剂，ω-6脂肪酸，
香豆素，轻度血液稀释化合物和利尿油等
挥发性油。

芹菜素能显著降低血尿酸、尿素氮、血肌
酐和 MDA 的水平，提高 SOD、总抗氧化
能力的水平，因而能够控制高尿酸血症大
鼠血清尿酸水平，并且增强高尿酸血症大
鼠抗氧化和清除氧自由基能力，减少脂质
过氧化 , 达到抑制尿酸形成，防治痛风。

产品成分 : 酸樱桃、芹菜籽提取物

酸樱桃 芹菜籽提取物

缓解痛风含高抗氧化剂



组方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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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03

海洋鱼低聚肽粉为主要成分，旨在降
低尿酸的产生；芹菜籽提取物也具有
降尿酸的功效，二者合力，效力更强。

橄榄果粉具有极强的抗氧化能力，有
助于骨骼恢复，且排酸能力强。

姜黄粉旨在调和各成分的功效，具有
减轻炎症、加速伤口愈合、减轻疼痛
和缓和痛风的作用。

酸樱桃抗炎镇痛效力强。



作用机理

抑制嘌呤转化为尿酸
抑制黄嘌呤氧化酶活性：海洋
鱼低聚肽粉增加了嘌呤体代谢
酵素（H G P RT遗传因子）的
数量，使得黄嘌呤和鸟嘌呤不
能转换为 IMP和GMP，防止尿
酸过多产生。芹菜籽提取物通
过抑制X O（黄嘌呤氧化酶）
活性，增加HPRT酶活性，从
而抑制嘌呤转化为尿酸。

01

促进肾脏循环，加速尿酸排出
提高肾小囊球对尿酸的滤过作用，
降低肾小管对尿酸的再吸收，帮
助尿酸顺利排泄。

02

消除关节炎症，缓解疼痛
抑制环氧酶Cox-1和 Cox-2，
降低炎症细胞因子 I I，有效
镇痛，缓解痛风所引起的肿
胀、疼痛等症状。芹菜籽木
犀草素和芹菜素，具有非常
强的抗炎性质；酸樱桃中的
花青素成分，具有超强的抗
氧化性，可有效抑制炎性物
质。

03



产品优势

我们的产品不含以下成分：
酵母，小麦，牛奶或乳制品，乳糖，糖，防腐剂，大豆，人造色素和人造香料。服用后不会引起任何胃肠不适。

A B

E D

F C

抑制尿酸生成、缓解症状、排出尿
酸，三步合一。

有效缓解痛风症状，作用明显。

优选全球顶尖专利原料，天然生物

提取。

粉剂，服用方便，易吸收。

排尿不伤肝。

无添加剂，无防腐剂，天然、安全。



独家发明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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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关节的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

专利号：2019102401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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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作用



适用人群



成 分：海洋鱼低聚肽粉、酸樱桃粉，芹菜籽提取物，橄榄果粉，姜黄粉
服用方法：每日1袋。请于用餐前30分钟，配以2杯开水送服，以达至最佳效果。
储存方法：置于阴凉干燥处，勿让儿童自取。
注意事项：此乃食品。怀孕或12岁以下儿童，服用前宜咨询医生意见。

风消逍

服用方式



风消逍
给更健康的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