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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朋友们！

您应该都见过一只蜜蜂轻轻地落到花瓣上。蜜蜂这只既勤劳又很聪明的动
物，当落到花瓣的时候同时计算着地点面积。

一只蜜蜂为了采集1公斤蜂蜜要降落一百多万次！我们都喜欢吃聪明勤劳的
小蜜蜂酿造的蜂蜜。这个树脂甜食给人带来很大的好处。蜂蜜、蜂胶、雄蜂
浆、蜂王浆、蜂粮、蜂蜡、花粉不愧是蜜蜂大家庭的智力劳动成果。

我们可以自豪把自己称为蜜蜂陛下的忠实同盟者和好朋友。我们辛勤劳动的
成果受到政府称赞：授TENTORIUM RULAND蜂蜜加工厂于2014年获得了彼尔姆
边疆区农业部奖励。

我们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为原则，每年争取获得更好的成果，生产带
来健康、美丽、平安优质产品！

我们尽力扩大健康哲学的界线。因而我们推出了We l n e s s系列产
品。TENTORIUM®产品像一只小蜜蜂一样飞遍了全世界。我们产品在俄罗斯、
德国、意大利、波兰、克罗地亚等国家很受欢迎。无论在世界上的什么地
方，TENTORIUM®佳品帮助每个人唤醒自己的内在太阳。

前进吧，我的朋友！向着幸福、精力、为了长寿前进吧！

        此致，                   TENTORIUM®公司创始人和总裁                            

                                          拉伊利·希斯马图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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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蜂蜜对脑力有刺激的
作用。

香香甜甜、入口即化的天
然蜂蜜让人保持健康，带
来享受的感觉。

您知道婚后的第一个月为
什么叫“蜜月”吗？是因
为在古代婚礼上的宾客给
新婚夫妻送一小桶蜂蜜，
他们相信，婚后第一个
月，为了健康可爱的宝宝
经常食用蜂蜜！

蜂蜜的确是一种神奇的食
物，大自然母亲的珍贵
恩赐，营养丰富的保健食
品。蜂蜜富含有氨基酸、
酶类、维生素、矿物质、
碳水化合物、醚类、树
脂、脂肪等成分。自古以
来，蜂蜜被誉为健康长寿
的灵药，与黄金、钻石、
玫瑰精油等值。

食用蜂蜜使人更有精力，
保持肌肉紧张度，自古作
为奥运会运动员等爱运动
的人们最喜欢的食物。另

质、脂类、酶类、植物激
素、微量元素和维生素。
从营养元素含量上，花粉
团是营养价值最丰富的蜂
产物，其蛋白质含量为
7-30%。

而且，花粉包含的植物甾
醇等脂质元素可增强心血
管系统的功能，提高体力
或脑力劳动的承受能力，
保护肝脏和提高排毒能
力，恢复细胞膜，改善生
血功能，具有抗氧化和免
疫刺激的作用，增强毛细
血管的弹性，改善心脏功
能。

花粉是蜜蜂雄蜂幼虫和保
育蜂的主要食物。而且，
作为高营养的食物，花
粉促进刚出生的蜂正常生
长和筑巢蜂蜡囊的正常工
作，对雄蜂的性成熟过程
有良好作用。从此可见，
花粉对蜜蜂群体和人们的
身体显然是不可代替的食
物！

蜂胶富有香脂、树脂、
香精油、蜂蜡、花粉 
和芳香物质。

花粉是由成千上万的花粉
粒组成的，并起着非常重
要的作用 – 促进新生命
萌发！不好看的雌蕊在花
粉细胞活性的影响下变成
红红的浆果、清甜苹果或
多汁甜瓜。花粉细胞的生
命力和潜力的确是难以想
象的。

花粉主要成分包括250多
个物质：氨基酸、蛋白

 y 重量为3公斤的蜜蜂群体中采集花蜜的蜜蜂比例只为40-50%，它们每飞
一次能采集400-500克花蜜。其他蜜蜂主要喂食幼虫，建设蜂窝，接收
和加工花蜜，等等。

 y 30克花粉补充主要氨基酸的每天需要量。

天然蜂蜜的永恒价值

 y 为了采集1公斤蜂蜜，蜜蜂要飞4500次，从6-10百万个花朵上采集花蜜。
一个较强的蜜蜂群体能一天采集5-10公斤蜂蜜（10-20公斤花蜜）。

 y 一只蜜蜂一生吃茶匙1/12，茶匙蜂蜜 –只为400mg。

家庭健康的天然保护

自古以来，蜂胶的疗效受
到人们的欢迎。这种珍贵
而独一无二的产品对蜜蜂
群体有重要的作用： 蜂房
作为蜜蜂群体的出生的地
方、幼儿园、生物化学实
验室，蜂胶用于保持在健
康蜂房里的清洁卫生。

“Propolis”（蜂胶）
这个词起源于希腊语
的“propoliso”，意
思是“抹上”、“糊
上”。而且按照别的想
法，“Propolis”这个
词由拉丁语的“pro”
（“前”）和希腊语
的“polis”（“城市”
）构成，这就是蜂胶的主
要作用 – 保护蜜蜂群体

免受外界环境的影响（低
温、通风）和有害细菌的
干扰。蜜蜂把蜂胶涂抹上
蜂房的壁、底、顶棚，补
塞裂缝，为蜂房保温而涂
抹在蜂房上面的蜂布上，
粘着牢进入蜂房的害虫。

蜂胶是蜜蜂从树上的叶、
幼芽或花粉粒上采集和加
工的树脂状物质。蜂胶的
作用是保护蜜蜂群体，在
蜂房里保持清洁卫生。另
外，蜂胶给人带来很大的
好处：保护身体免受有害
细菌和病毒，提高免疫
力，促进细胞的恢复和净
化。这就是使人体更加健
康的自然食物。蜂胶能让
人更加健康长寿！

 y 蜂胶的来源和成份一直在研
究中。科学家找到了284个
化合物，但只能够识别111
个化合物！

 y 蜂胶富有香脂、树脂、香
精油、蜂蜡、花粉和芳香
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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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自然选择是不能达成
的，因为就我们所见，蜂巢
不论是在劳动力上或蜂蜡的
使用上，都符合最经济的原
则，是绝对地完美。”

蜂蜡的保存性非常好，长时
间不变质。在地下保存的蜂
蜡块就是明显的证据。苹果
等各种植物以及蜜蜂等昆虫
具有蜡层，其主要作用是防
止水分损失。

蜂蜡巢 –  
大自然的杰作

蜂蜡是由蜜蜂蜡腺分泌出
来的物质，有小片的样
子，主要用于修筑蜂巢。
蜂巢不仅是好用的蜂产物
包装容器，而且是花蜜变
成蜂蜜，花粉变成蜂粮，
新蜜蜂、蜂王和雄蜂诞生
的地方！一个蜜蜂群体一
季度能修筑容纳下3万只
蜜蜂的蜂巢。

查尔斯·达尔文对蜂巢
说：“欲超越这样完美的

蜂面包的高 
营养价值

蜜蜂把花粉卸落在蜂巢
中，通过吐蜜湿润和发酵
后所形成的产物被叫蜂粮
或蜂面包。

蜂粮是一种富有蛋白质和
碳水化合物的蜜蜂饲料，
营养价值很高，成分很独
特。

蜂粮的成分和花粉的成分
差不多相同，蜂粮含有蛋
白质（所有重要的氨基
酸）、碳水化合物（葡萄
糖、果糖）均衡结合物、
植物激素、矿物元素、维
生素和微量元素。

几百万年来，蜜蜂不断改
善蜂粮生产的神秘过程。

与刚采集的花粉相比，蜂
粮发酵的程度高一些，跟
蜂蜜混合在一起。在发酵
过程中所生产的乳酸防止
蜂粮腐坏，产生酸味道。
另外，蜂粮具有无菌性，
因此蜜蜂幼虫很容易吸收
消化。与花粉相比，蜂粮
的营养价值高三倍。

蜂粮对人体有大好处：可
改善血液循环，恢复消
化系统和内分泌系统的正
常工作，增强免疫和适应
的能力。而且，蜂粮具有
生物合成的作用，促进细
胞、人体组织、肌肉修复
和净化。

 y 蜂窝孔是世界上最合理的容器形状，建材少（100个蜂窝孔只需要1,3
公斤蜂蜡），强度和容量非常好。

 y 蜜蜂用1克蜡能封上75个蜂窝孔。

雄蜂蛹是蛋白质最佳
来源

雄蜂蛹包括工蜂和雄蜂的
幼虫、前蛹和蛹。雄蜂前
蛹的营养价值特别高，富
有营养物质和调节物质，
促进细胞更新，重建人体
组织和器官。难怪，破坏
蜂巢的熊、蜂鹰、獾等动
物首先吃的是雄蜂蛹！

雄蜂蛹是完全纯蛋白质的
食物。蛋白质参与各种人

体生命活动过程：例如，
细胞生长和分裂，物质变
化，生命活动的调节，人
体组织的形成过程，物质
分子运输，人体保护。

雄蜂蛹所有的氨基酸含
量比理想蛋白质（指这
种蛋白质的氨基酸在组
成和比例上与动物所需
蛋白质的氨基酸的组成
和比例一致）的标准含
量多1,5倍 – 雄蜂蛹含
有37个氨基酸、30个不
饱和脂肪酸、A、D、E维
生素、B族维生素。Food 
and Agricultural 
Organization (FAO)/粮
食及农业组织推荐食用雄
蜂蛹来补充蛋白质2。

食用雄蜂蛹可改善代谢功
能，尤其是做运动的时
候，提高人体耐力。而
且，雄蜂蛹没有胆固醇，
但包含有益的植物甾醇，
它溶解胆固醇并不让它再
产生。

 y 根据考古学家的研究，1,5百万年以前住在现代非洲的古人特别喜
欢吃的食物就是雄蜂蛹！到目前为止，雄蜂蛹任然很受欢迎。

 y 非洲人从蜂窝里取出雄蜂蛹就象蜡饼一样直接食用，墨西哥人把其
在太阳下晒干，中国人放盐晒干，日本人用雄蜂蛹来装饰蛋糕。

 y 蜜蜂幼虫食用蜂粮，在3天
内形成心血管系统、生血系
统、神经系统和消化系统，
变为成体。在这段时间内它
的体重增加1500倍！

 y 蜂粮按植物种类不同颜色的
层叠放在蜂窝孔中。

 y 与花粉相比，蜂粮的抗菌能
力强3倍。

2 Krell K. Value-added products from beekeeping. 1996; FAO, Rome. 409 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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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蜂毒是世界上抗菌作用最强
的药物。

 y 蜂毒在冷冻状态也不失去
药效。

质、维生素和激素。

蜂王浆具有多功能的作
用：可促进发育，增加生
命力，加速人体代谢，调
节动脉血压和血液成分，
改善睡眠、记性和食欲，
缓解疲劳，提高劳动能
力，增加肌肉重量，提高
男人性交能力。

欧洲食品安全局正式确
认，蜂王浆以及其为基本
成分的食品可促进妈妈乳

蜡螟提取物的神秘 
疗效

大蜡螟或小蜡螟属于灰
色蜡蛾科，其幼虫主
要吃的食物不是植物，
而是蜂蜡和蜂蜜！奇妙
事实：这种害虫能消化
和加工蜂蜡！蜡螟是世
界上唯一种以蜜蜂产物
为食的能消化蜂蜡的昆
虫。

人们很久以前就知道蜡
螟幼虫的疗效。根据历
史资料，17世纪人们已
用蜡螟来治疗结核病、
老年人疾病和不孕不
育。但是这些年很少人
知道这个治疗方法，养
蜂人和巫医保守药房秘
密，传给后代。

蜜蜂蜇谁， 
就照顾谁！ 

蜂毒是一种工蜂和蜂王由
毒腺分泌出的毒液体。根
据统计资料，俄罗斯长寿
人80%都从事养蜂业。他
们在生活中被蜜蜂蜇过好
多次。

蜂毒的合理用量能改善代
谢过程，更新血液，降低
血液粘稠度，加强血液循
环，扩大血管，降低胆固
醇，缓解疼痛，提升工作
能力。

蜡螟幼虫的消化酶 - 酯
酶和蜡酶 - 由于能把蜂
蜡分解成基本组分，也能
分解病毒蜡样衣壳和在血
管壁上沉积的胆固醇。

蜡螟提取物对治疗心血管
系统和呼吸器官疾病有很
好效果。经常食用涂抹蜡
螟提取物促进人体组织和
器官功能恢复。

蜡螟，尽管作为一种害
虫，但给人带来巨大好
处：有使人体健康的奇妙
作用！

保持青春美丽、健康、
精力的王室食物

蜂王浆是蜜蜂生产的最佳
产物之一。自古代以来在
东方和西方把这种产物不
愧称为“王室浆”，由于
蜂王浆取出的过程和保存
方法挺复杂，只有大官、
公爵和国王能提供需要的
条件。

蜂王浆是保育蜂由上颌腺
和咽头腺产生的分泌物，
是供给处在母蜂房的要变
成蜂王的幼虫的食物。蜂
王浆的成分丰富独特，含
有氨基酸、脂肪酸、矿物

汁的分泌，改善皮肤状
态，改善更年期女性生命
质量。

日本科学家查明，蜂王浆
作为减少辐射伤害的最佳
食物之一。在日本，蜂王
浆是学生和老年人的餐桌
上必不可少的的食物。难
怪，日本人的平均寿命超
过80岁

 y 俄罗斯著名科学家埃黎耶·
埃黎赫·梅契尼可夫一百多
年以前提出了关于蜡螟幼虫
疗效的理论。

 y 蜡螟只在幼虫期食用蜂蜡等
蜜蜂产物，成体靠在幼虫期
储存的营养物质生活。

 y 由于蜂王浆含有germicidin物质，蜂王浆具有自消毒能力，使有害细
菌死亡。

 y 工蜂平均寿命为40-45天，而主要食用王浆的蜂王寿命为6-8年！蜂王
的寿命比工蜂长65倍。

3EFSA Journal 2011; 9(4): 2083 [34 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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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桦茸

白桦茸（“桦树菇”）药
用材料是桦褐孔菌腐蚀
的白桦树皮部分。自古以
来，人们采用白桦茸来治
疗各种疾病，把其当作有
效的民间医药。白桦茸的
抗氧化效果很强，具有抗
肿瘤、消炎、治愈伤口、
免疫刺激、抗溃疡、止痛
的作用。

百里香

百里香（麝香草）自古以
来受人欢迎。古俄罗斯人
把百里香视为肥力和生殖
力的象征，把百里香花环
戴在新娘头上。百里香对
人体产生抗菌、祛痰、消
炎、止痛、支气管扩张、
解痉、较弱安眠等有益作
用。民间医学采用百里香
来治疗呼吸系统、消化系
统、尿生殖系统的疾病，
对神经痛、感冒等疾病也
有很好的疗效。

姜根

姜，别名“白根”。由于
姜的疗效很强，味道很特
别，所以姜是在民俗医学
和烹调中很常用的植物。

俄罗斯人用姜做热蜜水、
克瓦斯、露酒、姜饼、复
活节面包、蛋糕、布丁、
水果饮料等菜。姜根可改
善代谢过程，促进减肥和
消化，提高食欲，调节血
管工作，预防溃疡，杀灭
肠道有害菌。另外，姜具
有免疫调节、消炎、消
毒、止痛的作用，对口腔
粘膜炎症也有良好的功
效。

小麦胚芽

小麦几千年来作为各种民
族的主要粮食。小麦胚芽
是大自然珍贵的恩赐。小
麦胚芽的成分很丰富，含
有维生素、氨基酸、微量
元素。小麦胚芽提取物产
生滋补保健作用，可改善
新陈代谢，加强血管壁，
增加肠蠕动，消除疲劳症
状，提高免疫能力。小麦
胚芽的确是对人体生理过
程、器官和组织有良好功
效的天然药物。

桉树

桉树被视为促进脑力活
动，缓解疲劳，消除嗜睡
的药物。在古代桉树被认
为治疗忧郁症和行动缓
慢的有效的药用植物。
桉树提取物具有抗菌、消
炎、防臭、愈伤、止痛的
作用。而且这种植物对咳
嗽、感冒、呼吸系统和消
化系统的疾病有很好的疗
效。桉树具有祛痰作用，
止咳化痰，防止重新产
生。

熊果

熊果又名熊莓，熊特别喜
欢吃这种植物的果子。熊
果富有黄酮类、肉料、有
机酸和精油。熊果具有消
炎、消毒、抗菌的作用，
对泌尿系统疾病有利尿效
果，对消化系统疾病有抗
腹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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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丝桃

在古代，俄罗斯人把金丝
桃称为“99个疾病的药”
，把其添加到各种药方
中。俗语说：“面包非面
粉不可，治好非金丝桃不
可”。金丝桃具有消炎、
消毒、收敛、恢复、保
健的作用，改善消化，
加强牙龈，解除血管痉
挛，等等。目前金丝桃仍
然常用于治疗。米海尔·
安德列耶维奇·诺萨利在
发表的“药用植物极其民
间应用”作品中指出：“
金丝桃是世界上最强的药
草。”

白桦树叶

白桦树自古代以来被视为
俄国的象征 – 挺拔的
白色树干，伸展很远的枝
杈，在风中摇动的树叶。
人们相信，白桦树气味有
利于治疗忧郁症，清洁精
神。俄罗斯民间澡堂常用
白桦条帚来治疗和预防各
种疾病。

民间医学主要采用白桦的
树叶、幼芽、焦油、白桦
汁。白桦树叶具有消炎、
抗菌、祛痰、利尿、排除
体内的盐、利胆、改善新
陈代谢、增强消化的作
用。

甘草根

甘草自古被认为高效的药
物。希波克拉底举前辈
的例子指出过甘草根的疗
效。中医学和西藏医学以
甘草为主要药草之一。从
治疗效果的强度上在中医
学中甘草根等值于人参
根，给人带来健康和青春
美丽。

现代医学很常使用甘草根
作为祛痰药或利尿药。
甘草根具有消炎、解痉、
消毒、抗敏的作用，可增
强血管弹性，调节消化液
分泌，快速促进伤口的愈
合。

茴香

茴香是一种很像莳萝的植
物，被誉为香料和药用植
物。古撒克逊人把茴香视
为九个神圣的植物之一。
茴香果可增强消化能力，
调节肠道蠕动，具有利
胆、解痉的效果。

龙蒿

龙蒿（蛇蒿）属于蒿属，
不过没有苦味，给人体
带来很多好处。在希腊语
中这种植物的名称有“健
康”的意思。龙蒿可促进
消化和消化液分泌，提高
食欲。在民间医学中用龙
蒿来达到利尿效果，改善
睡眠质量，加强血管壁。

水飞蓟

从古代以来，人把水飞蓟
当作有效的药用植物。
古希腊人两千年以前采用
水飞蓟果汤来治疗各种疾
病，古罗马人也使用过
这种植物的治疗功能。
水飞蓟具有治愈伤口、消
炎的作用，加强肝脏解毒
能力，促进胆汁生成和胆
汁分泌的过程，改善消化
和肠道蠕动，提高免疫能
力。而且，水飞蓟对生殖
系统、人体器官的正常工
作有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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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TORIUM® - 享受Welness风
格的生活！TENTORIUM产品含
有所有维持健康、美丽长寿的
营养物质。

TENTORIUM®独一无二的产品系
列主要成分包括天然蜂蜜、蜂
胶、花粉、蜂王浆、壳聚糖、
蜂蜡等蜜蜂产物。

TENTORIUM®创新研究中心自豪
介绍以下一系列新产品 – 用
先进方法让生活更轻松方便。

新品 “生命力+”蜂蜜花粉膏

成分：蜂蜜，植物油，花粉（花粉团），辣根提

取物，蜂胶浓缩提取物

“生命力+”膏由很受欢迎的“Apicream”

和“Tentorium”这两个产品所含的食用成分组

成。

“生命力+”蜂蜜花粉膏的确是补充人体能量的

自然食品。这种产品含有的蜜蜂产物对人体有养

生保健的综合效果，适合大人和孩子服用，特别

是在流感和感冒多发季帮助保护健康，补充生命

力，使您更加精神！

 

适用人群：
 y 感到体力和脑力的疲劳的成年人和儿童。

 y 季节交替时感觉身体虚弱、忧郁的成年人和儿
童。

 y 学龄前儿童和学龄儿童以及脑力压力太大的大学
生。

400 克

蜂王浆苦巧克力
膳食补充剂

成分：冻干的蜂王浆、可可液块、可可油

蜂王浆苦巧克力是一种膳食补充剂，Anti-Age系列

保健品。这就是带来愉快情绪、加强免疫力、使皮

肤更美丽的万灵药！

巧克力味道很精美，每块里的冻干蜂王浆含量等于

1个母蜂房（300mg新鲜蜂王浆）。蜂王浆可调节内

分泌腺的活动，促进女性卵巢功能和雌激素分泌，

缓解更年期综合征等中老年女人会感到不舒服的症

状。

蜂王浆具有抗菌的作用，加强人体适应能力，带来

青春美丽！

 

适用人群：
 y 免疫力弱的成年人。

 y 体力和脑力劳动压力很大的成年人。

 y 绝经期和绝经后期的妇女。

 y 希望维持性生活的男人和女人。

50 克

数量 

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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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N.R.G (Be Energy)

成分: 大豆蛋白质、果糖、可可膳食纤维、菊粉、

胶原蛋白水解物、小麦膳食纤维（麦麸）、蜂王

浆、抗坏血酸

B.N.R.G.特殊产品特别适合喜欢过积极生活的人和

保养血管、皮肤、头发和指甲的人。这种产品成分

富有蛋白质，胶原蛋白是关节、韧带的“建材”，

也对皮肤有补水作用，给经过年龄变化的人会带来

很多好处。

B.N.R.G.的脂肪含量很低（0,4%），但由于含有的

菊粉作用，喝完后就产生饱腹感。换句话说，本产

品是保持美丽、完美身材、健康长寿的小助手！本

饮料有温柔的巧克力味。

适用人群:
 y 运动负荷较大的人

 y 需要调节消化系统功能、加强血管和肌肉、保养皮
肤、头发、指甲的人

 y 进过年龄变化的老年男女。

Sorbus糖浆

成分: 山梨糖醇糖浆、红花楸提取物、蜂胶浓缩提

取物

花楸对预防维生素缺乏病和疲劳有显著的好处。花

楸提取物与黄酮类结合使用，对人体有良好的影

响，可促进身体排毒，降低血压，增强毛细血管的

弹性。

本产品用山梨糖醇来代替白糖，适合糖尿病人，可

改善消化功能。

适用人群:
 y 需要增强血管壁弹性的人

 y 体力和脑力压力较大的人

 y 需要改善消化功能的人

200 克

PropoLit

成分：蜂胶、蜂胶浓缩提取物、白糖、糖蜜、食用上

光剂

天然状态的蜂胶和蜂胶提取物的疗效很强，它们相结

合，成为PropoLit蜂胶丸。作为PropoLit主要成分的

蜂胶只在固体状态下才能储存矿物质。TENTORIUM®创

新工艺让科学家将浓缩型蜂胶的抗氧化和抗菌的功能

和天然状态的蜂胶营养功能在一个产品中结合起来。

PropoLit是一种特殊营养补充品，适合成年人和儿童

定期服用。

适用人群:
 y 患有肠道菌群失调症的成年人和儿童。

 y 患有免疫缺乏症的成年人和儿童。

产品№3 

成分: A-P-V（蜂胶、净化水）、蜂胶浓缩提取物

产品№3的基本成分是蜂胶水提取物，具有多功能

作用：抗菌、消毒、恢复人体组织、促进免疫力。

我们科学家采用高科技术能够把蜂胶的水提取物和

乙醇提取物的功效在产品№3中结合起来，但本产

品完全不含酒精成分！桂枝酸和黄酮类具有很强的

抗氧化和消炎的作用。

适用人群:
 y 需要加强免疫力的人

 y 想保护健康、预防疾病的男女

180 克

300 克

100 毫升

200 毫升

120 毫升

240 毫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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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丸是TENTORIUM®公司的独一无二的产
品，是有益成分均衡配合的食品。营养
丸由几层组成，其成分含有天然蜂蜜、蜂
胶、花粉（或蜂粮）、糖和专用草药。

TENTORIUM®大部分蜂产物营养丸的成分都
包含花粉团和药用提取物的组合，对身体
产生保健和恢复的作用。在大自然中蜜蜂
为了保持花粉团的功效，把花粉用蜂蜜和
酿酶加工并密封在蜂窝里面，这样形成有
益的蜂粮。TENTORIUM®公司利用了蜜蜂多
年来积累的保存蜂产物的经验 ：营养丸
具有微量球形的自然蜂蜡外壳，它和糖一
样有利于保存花粉团等活性成分的有益效
果。

蜡糖外壳可靠地保持花粉的功效，使服用
更方便和安全。蜂蜡是常用于食品工艺加
工过程中的食物，长期保存不影响食品主
要性能。

蜂产物营养丸 Khlebina

成分: 蜂粮、天然蜂蜜、蜂蜡

蜂粮的营养价值很高，不愧被成为“蜂面包”。蜂

粮富有氨基酸、维生素、酸乳发酵产物。蜂粮可促

进蛋白质合成，改善血液循环，调节消化系统和内

分泌系统的功能。蜂面包容易被人体吸收，提高新

陈代谢，作为安全的兴奋剂。

适用人群:
 y 体重不足的成年人和儿童。

 y 有肠道菌群失调的成年人和儿童。

 y 有维生素缺乏症的成年人和儿童。

 y 有免疫缺陷的成年人和儿童。

300 克

Tentorium Plus

成分: 添加维生素的花粉（花粉团）、蜂胶、蜂蜡

“Tentorium Plus”丸是高营养价值的食品。在蜡

壳下的花粉含有组合维生素、微量元素、酶类、核

酸、氨基酸等有益成分。花粉和蜂胶可加强免疫力

功能，调节新陈代谢和心脏功能，改善血液成分和

消化，减速人体老化。“Tentorium Plus”是每个

保健计划的基本要素。

适用人群:
 y 免疫力低下的成年人和儿童

 y 体力和脑力劳动压力较大的成年人和儿童

 y 患过病毒性肝炎等肝脏疾病的成年人和儿童

 y 需要补充维生素的成年人和儿童

180 克

300 克

热门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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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蜂浆

成分: 雄蜂蛹（匀浆）

雄蜂蛹是容易吸收的蛋白质来源，富有维生素、

钙、镁、铁、锰、锌、植物甾醇等有益元素。雄蜂

蛹服用可促进人体新陈代谢，提高耐力，有助于承

受体力和脑力的负荷。

适用人群:
 y 雄蜂蛹是容易吸收的蛋白质来源，富有维生素、钙、
镁、铁、锰、锌、植物甾醇等有益元素。雄蜂蛹服用
可促进人体新陈代谢，提高耐力，有助于承受体力和
脑力的负荷。

180 克

Formula Ra

成分: 花粉（花粉团）、蜡螟提取物、蜂胶、蜂蜡

蜡螟幼虫的提取物含有的酵素能破坏有害细菌的蜡

样衣壳，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可加强心血管系统功

能。长期食用蜡螟提取物可促进人体组织和器官的

恢复，改善生殖功能。

适用人群:
 y 肺部及支气管疾病高危人群。

 y 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

 y 不孕不育的高危人群。

180 克

300 克

Tentorium “BeeActive”
丸

成分: 松子、异麦芽、天然蜂蜜、蜂王浆、蜂蜡

松子是补充精力和有益元素的源泉。松子成分含有

维生素、微量元素、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和脂肪。

异麦芽是一种低血糖指数的地卡罗里的甜味剂，被

肠道壁吸收，吸收速度较慢，可提高消化功能，促

进肠道菌群生长。蜂王浆可恢复精力和体力，改善

人体新陈代谢。

适用人群:
 y 运动负荷较大的成年人和儿童。

 y 运动员及从事体育运动的人。

280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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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系列产品

TENTORIUM黄金系列产品是传统
的蜂产物与一种创新物质异麦
芽结合的产品。异麦芽是一种
低血糖指数的地卡罗里的甜味
剂，由肠道壁慢慢地吸收，促
进肠道菌群生长。

异麦芽和蜂产物、植物提取物
结合成独特营养品，有利于保
持身体健康、精力和美丽。

黄金系列
Formula Ra

成分: 花粉（花粉团）、异麦芽、蜡螟提取物、蜂

胶、蜂蜡

本产品包含的蜡螟幼虫提取物含有一组酵素，可破

坏有害菌的蜡样外壳；多不饱和脂肪酸和强心苷对

心血管系统功能产生加强作用。异麦芽促进肠道菌

群正常生长。

适用人群:
 y 准备生孩子的生育年龄男女。

 y 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

 y 有肠道菌群失调的成年人和儿童。

黄金系列
Apiformula 3

成分: 异麦芽、花粉（花粉团）、天然蜂蜜、蜂

胶、植物提取物（旋覆花根、金丝桃、鼠尾草叶、

茴香果、蒲公英根、甘草根的提取物）、蜂蜡

本产品由异麦芽、花粉、蜂胶和专配植物提取物制成，

对碳水化合物代谢和胰腺功能有改善作用。

适用人群:
 y 胰腺疾病高危人群。

 y 维持适宜体重的人。

300 克 300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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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蜂植物营养丸是蜂产物与药草
提取物结合的佳品，对疾病有针
对性功效。

营养丸所含的成分能产生协同效
应 – 相互增强功效。每个丸的
各种天然成分配合不同，疗效也
不同。蜂产物增强植物提取物的
功效，而植物提取物加强蜂产物
的治疗作用。

蜜蜂植物营养丸 Extra-Lor

成分: 花粉（花粉团）、自然甜蜜、蜂胶、蜂蜡、

植物提取物（像树皮、蔷薇、金盏菊花、金丝桃、

桉树、百里香的提取物）

药草配方、天然蜂蜜和蜂胶传统用于治疗嗓子疼、

牙龈出血等症状，对人体具有消炎、祛痰、抗菌的

作用。

在感冒多发季，服用本品有助于预防疾病。

 

适用人群:
 y 需要在感冒多发季增强免疫力的成年人和儿童。

 y 需要去除口臭的人。

O-De-Vit

成分: 天然蜂蜜、花粉（花粉团）、蜂胶、植物提

取物（白桦树叶、旋覆花根、蜀葵根、甘草根、金

丝桃、百里香的提取物）、蜂蜡

药草可恢复上呼吸道功能，具有抗菌、滋润、祛痰的作

用。蜂蜜和蜂胶是治疗感冒的传统食品，高营养价值的花

粉有利于快速补充精力。

适用人群:
 y 患上上呼吸道感染的成年人和儿童。

 y 需要在感冒和流感多发季提高免疫力的人。

180 克
300 克

180 克

300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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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nis-Ap

成分: 天然蜂蜜、小麦胚芽片、蜂蜡

小麦胚芽片是12个维生素、18个氨基酸、各种微量

元素（尤其是钙和钾）的来源。谷粒富有纤维素，

可吸附和排除胆固醇。而且，纤维素的另一个有益

作用是吸收大量水，让人产生饱腹感。

小麦胚芽片与天然蜂蜜的结合作为有益元素均衡搭

配的高营养品。

适用人群:
 y -动脉粥样硬化和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

 y -保持健康饮食的人。

 y -需要调节体重的男女。

Extra-Befungin

成分: 天然蜂蜜、蜂胶、植物提取物（白桦茸、金

丝桃的提取物）、小麦粒和黑麦粒的纤维素、蜂

蜡、发酵麦芽酚

白桦茸对人体有保健、抗菌、解痉、恢复的作用，

可改善新陈代谢，提高免疫力。科学家证明白桦茸

可排除放射性核素，调节内分泌系统功能。金丝桃

俗称为“通治百病的药”，具有消炎、抗菌、止

血、治愈伤口的作用。植物提取物与蜂产物结合，

可增强免疫力，产生抗氧化的效果，保护肝脏，作

为免疫调变剂。

适用人群:
 y 癌症高危人群。

 y -有肠道菌群失调的成年人和儿童。

 y -大城市居民、辐射量高和太阳辐射很强的地区居
民，从事危险职业的人。

180 克

300 克300 克

Api-Elite

成分: 天然蜂蜜、花粉（花粉团）、蜂胶、植物提

取物（白桦树叶、千叶蓍草、蔷薇果、越橘叶、蒲

公英根、姜的提取物）、蜂蜡

蜂蜜和花粉团的营养价值很丰富，含有氨基酸、微

量元素、维生素、容易消化吸收的碳水化合物，可

改善人体新陈代谢，提高体力和脑力劳动的能力。

与植物提取物结合对体重具有调节作用。用法用量

不同，可安全有效地减重或增重。

适用人群:
 y 保持饮食或需要调节体重的男女。

 y -体重不够的成年人和儿童。

Api-Spira

成分: 花粉（花粉团）、螺旋藻（蓝绿藻）、天然

蜂蜜、蜂胶、蜂蜡

Spirulina platensis螺旋藻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藻

类。在它存在的时间内，极好地适应了环境条件。

螺旋藻作为很强的抗氧化剂，成分丰富，含有钙、

镁、碘、锌、磷、镍、硼、铁、各种维生素、β-胡

萝卜素。

适用人群:
 y 大城市和环境污染程度较大的地区居民。

 y -钙代谢紊乱患者。

 y -需要补充维生素的成年人和儿童。

180 克

300 克

180 克

300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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浆果丸系列产品

黑果越橘是恢复免疫力的最佳植物之一。
而且，在民间医学中黑果越橘被用于改善
视力，这已通过大量的科学研究得以证
实。黑果越橘所含的β-胡萝卜素对视力具
有良好作用，缓解长时间看电视电脑引起
的眼睛疲劳。

花楸果的成分丰富，含有C、P、E、K维
生素、胡萝卜素、果糖、蔗糖、葡萄酸、
柠檬酸、琥珀酸等营养元素。花楸可加强
血管壁，改善心脏功能，提高免疫力和食
欲。

稠李果具有保健、抗菌、补充维生素、消
炎、改善胃肠功能的作用。稠李果含有鞣
料，对腹泻有疗效。

越剧对身体产生抗氧化和抗菌的作用，提
高抵抗力，用于预防和治疗肾脏病、泌尿
系疾病，降血压，具有安神的功效。

自古以来，人们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以大
自然的恩赐为食，其中有森林浆果。浆果
是维生素、矿物质、微量元素的来源。浆
果丸所含的蜂产物，有助于保持和增加浆
果疗效。

黑果越橘

成分 丸: 黑果越橘、蜂粮、天然蜂蜜、蜂蜡

从外界获取的信息90%来源于视力系统。

色觉取决于色素。本品包含人体所需的视力色素 - 

黑果越橘的花色素和蜂粮的β-胡萝卜素。另外，黑

果越橘与蜂产物结合可改善血液循环（脑循环）。

适用人群:
 y 有视力障碍的成年人和儿童。

 y 长时间使用电脑的陈年人和儿童。

热门

产品 180 克

300 克

越橘

成分 丸: 越橘果、越橘叶提取物、花粉（花粉团）

、天然蜂蜜、蜂蜡

本品所含的越橘果和越橘叶提取物具有多功能的作

用。越橘清除自由基，杀死细菌，用于预防和治疗

肾脏病。越橘可加强免疫力，降血压，具有轻微安

神功效，改善肠道蠕动，可产生退热和利尿的效

果。

适用人群:
 y 有肾功能失调的成年人和儿童。

 y 需要提高免疫力的人。

 y 大城市的居民和污染地区的居民。

180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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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rbus

成分 丸: 花楸果、天然蜂蜜、蜂蜡

花楸与蜂蜜结合，可减少胆固醇，调节血压，改善

心脏功能，具有轻微的利尿作用。本品所含的维生

素可增强血管壁弹性。

适用人群:
 y 高血压患者。

 y 毛细血管脆弱导致鼻子经常出血的成年人和儿童。

 y 需要增强血管壁弹性的人。

蜂蜜浆果什锦丸

成分 丸: 花粉（花粉团）、蜂粮、蜂蜡、蜂胶提

取物、蜂蜜、黑果越橘、螺旋藻、植物提取物 

本品提高免疫力，调节新陈代谢和心脏功能，改善

血质和消化系统功能，减速人体老化。

黑果越橘是视力色素的来源，与蜂产物结合可改善

血液循环。螺旋藻对身体具有抗氧化的作用，富有

矿物质和微量元素。

适用人群:
 y 需要提高免疫力的成年人和儿童。

 y 有胃肠功能紊乱的成年人和儿童。

 y 需要补充维生素的成年人和儿童。

250 克

Cherema

成分 丸: 稠李果、天然蜂蜜、蜂胶、蜂蜡

蜂蜜和蜂胶具有抗菌消炎的功效，稠李果所含的鞣

料具有恢复作用，结合使用可改善胃肠功能。

适用人群:
 y 蜂蜜和蜂胶具有抗菌消炎的功效，稠李果所含的鞣料
具有恢复作用，结合使用可改善胃肠功能。

混合浆果丸

成分 丸: 黑果腺肋花楸、蔓越橘、越橘、天然蜂

蜜、花粉（花粉团）、蜂胶、蜂蜡

蔓越橘、越橘、黑果腺肋花楸富有维生素、微量元

素、有机酸、植物抗生素等营养物质，对心血管系

统功能产生良好作用，可调节血脂和血糖。浆果是

抗氧化剂的丰富来源。森林浆果与蜂产物结合使

用，可完全满足维生素需求量。

 适用人群:
 y 需要补充维生素的成年人和儿童。

180 克180 克180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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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毫升

15 毫升

香酊
香酊是植物提取物，香酊所含的活性物质浓
度等于或大于在植物体中的浓度。
香酊的西方名称“balsam”来源于希腊语。
这是有香气的稠密的液体，有益的树脂，可
添加到饮料中，给人体带来很多好处。
TENTORIUM®公司香酊的基本成分含有利用先
进工艺提取的蜂产物和食用植物的浓缩提取
物。除了Assile产品以外，TENTORIUM®香酊
以营养价值最高的蜂产物蜂胶为主，公司使
用不同的方法来提取蜂胶提取物。
现代工艺让科学家抽出最大含量并保持有益
元素，传统药方将蜂产物和植物提取物结合
起来，并增强功效。
TENTORIUM®公司使用几种蜂胶提取物：水提
取物、水醇提取物、CO2提取物、油提取物。
它们的性能和功效区别都基于不同的提取方
法。
A-P-V香酊和Khinazi香酊以蜂胶水提取物为
基础。TENTORIUM®蜂胶水提取物含有的肉桂
酸含量最大，对人体具有抗菌、治愈伤口、
提高免疫力、保健的作用，保存期长（达到6
个月）。
产品№1所含的水醇提取物富有生物类黄酮，
对血管具有良好作用，作为很强的抗氧化
剂。
蜂胶油提取物是Apibalsam -1 和Apibalsam-2
这两种产品的基本成分。蜂胶油提取物含有
精油等活性物质，对人体具有治愈伤口、止
痛、止痒、再生的作用。

A-P-V
蜂胶水提取物

成分: 成分：蜂胶、净化水

A-P-V是TENTORIUM®多功能的基本产品，具有抗菌消

炎、再生的作用。本品为液体状，适合于儿童、驾

车司机，也可涂抹到粘膜上。阿塞拜疆阿利耶夫医

生培训学院推荐本品用于治疗口腔疾病。

适用人群:
 y 希望提高免疫力的人。

热门

产品

产品№1
蜂胶浓缩提取物 

蜂胶是天然抗生素，具有免疫、抗菌、消炎、止痛、

保健、反辐射、补充精力、再生、消毒的功效。经常

食用蜂胶有助于保护健康，缓解紧张和疲劳，提高体

力和脑力劳动的能力，提高情绪。

适用人群:
 y 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

 y 要预防疾病的男女。

 y 生活节奏很紧张的人和需要提升精力的人。

15 毫升

100 毫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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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ile
浓缩剂

成分: 石髓、刺五加

本品主要成分是石髓和刺五加。石髓含有三十个大

量元素和微量元素、氨基酸、维生素、精油、树脂

状物质，可改善人体新陈代谢，提高抵抗力，增强

组织再生。刺五加对人体免疫力具有良好作用。

适用人群:
 y 生长发育关键期的儿童。

 y 骨组织损伤、伤筋的男女。

 y 钙代谢紊乱患者。

 y 老年人。

 y 癌症高危人群。

100 毫升

Khinasi香钉
糖浆

成分: 蜂胶提取物、植物提取物（白桦树叶、永久

花、沼委陵菜根、金丝桃草、问荆草、蔷薇果、罗

勒、熊果叶的提取物）

本品富有药用植物，与蜂产物结合有助于排除人体

内的多余液体、盐、垃圾，改善关节灵活性，恢复

新陈代谢功能，有利于保持美丽长寿。

适用人群:
 y 注重健康饮食的成年人和儿童。

 y 水盐代谢紊乱患者。

200 毫升

Apibalsam 2 

成分: 蜂胶、动物油、天然蜂蜜

本品具有滋润、恢复、使皮肤柔软的作

用。Apibalsam 2所含的抗氧化剂预防皱纹，舒展皮

肤，增加皮肤弹性。可有效地用于治疗皮肤损伤。

适用人群:

 y 本品具有滋润、恢复、使皮肤柔软的作
用。Apibalsam 2所含的抗氧化剂预防皱纹，舒展皮
肤，增加皮肤弹性。可有效地用于治疗皮肤损伤。

50 毫升

Apibalsam 1

成分: 蜂胶、植物油

植物油与蜂胶结合使用，对人体产生治愈伤口、抗

菌消炎、消毒的功效。

适用人群:
 y 希望预防疾病的男女。

 y 有皮肤损伤的成年人和儿童。

100 毫升



100 毫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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霜
在古罗马时代，以植物提取物、蜂产物及其混合物
为基本成分的美容配方与黄金同价。目前保养皮肤
的天然美容品仍然很受欢迎。TENTORIUM®皮肤霜的
成分完全天然，富含各种有益物质，清洁、滋养、
保湿皮肤。

TENTORIUM®每个霜含有蜂胶提取物和蜂蜡，这是基
本组分。蜂胶蜡是很强的有害物质吸附剂，可让皮
肤保湿更长久，保护皮肤免受环境的不良影响。蜂
胶具有抗菌、消毒、抗真菌的作用。

而且，TENTORIUM®霜成分主要元素是花粉（花
粉团），是A、E、D脂溶性维生素和脂肪酸的
丰富来源。花粉对皮肤具有滋养和营养的作
用。TENTORIUM®美容品所含的蜂毒可有利于更新和
冲淡血液，促进血液循环。

微量蜂毒让生物活性物质进入皮肤深层，对人体产
生免疫调节的作用。另外，植物精油、松脂等天然
元素也给皮肤带来很多好处。

天然精油能透入深层，滋养和滋润皮肤，提高弹
性，改善新陈代谢。

TENTORIUM®霜的另一个特点是对皮肤产生的效果耐
久，长时间保持皮肤滋润。

Tentorium

成分: 蜂毒、蜂蜡、蜂胶提取物、辣根提取物

Tentorium霜是TENTORIUM®公司多用途的产品之一，

其最强的功效在专业级按摩表现出来。本品可改善

皮肤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具有舒缓和减少刺激的

作用，快速止疼，消除浮肿，去除淤青，运动过后

恢复肌肉血液循环。

适用人群:
 y 接受按摩治疗的男女。

 y 运动系统疾病患者。

 y 有鼻炎和鼻粘膜水肿的成年人和儿童。

Chilidoniya

成分: 松脂、蜂蜡、蜂胶提取物、天然蜂蜜

松脂被视为杀菌、美容和保健的药物。本
品以天然蜂产物和松脂为主，使皮肤柔
软、更有弹性，促进快速修复皮肤小伤
口。

适用人群:
 y 手足皮肤干燥的男女。

 y 经常起茧子的人。

 y 有皮肤发炎症状的成年人和儿童。

30 毫升
50 毫升 50 毫升

热门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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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Cream

成分: 花粉（花粉团）、天然蜂蜜、蜜蜂浸酒（含

微量蜂毒）、蜂蜡、蜂胶提取物

用Api-Cream按摩穴位有利于缓解血管痉挛引起的痛

疼，下班后恢复体力。定期使用本品有助于加速身

体对天气变化的适应过程，快速适应时差。

适用人群:
 y 患有心血管疾病和营养血管管肌张力障碍的成年人
很儿童。

 y 气象过敏症患者。

Api-Bust

成分: 花粉（花粉团）、天然蜂蜜、蜂胶提取物、

蜜蜂浸酒（含微量蜂毒）、蜂蜡、辣根提取物、松

脂

花粉（花粉团）、天然蜂蜜、蜂胶提取物、蜜蜂浸

酒（含微量蜂毒）、蜂蜡、辣根提取物、松脂

适用人群:
 y 定期保养领口处皮肤的女人。

 y 生产哺乳后的恢复期的女人。

 y 希望预防皮肤妊娠纹的女人。

15 毫升

Rhino-Factor

成分: 蜂蜡、蜂胶提取物、丁香

精油、桉树精油、薄荷精油

Rhino-Factor霜包含最强的
天然杀菌剂：蜂胶、桉树精
油、丁香精油和薄荷精油。
蜂胶自古被视为保护身体免
受细菌和病毒的侵入的最佳
药物。精油传统地用于缓解
呼吸道疾病症状，具有局部
刺激、保温和止痛的作用。

适用人群:
 y 希望在感冒多发季保护健康的成
年人和儿童。

 y 患上鼻炎的成年人和儿童。

Vitus-Factor

成分: 花粉（花粉团）、天然蜂

蜜、蜂蜡、蜂胶提取物、松脂

“Vitus-Factor”在拉丁语
的意思是“保证生命”。天
然成分蜂产物和松脂使本霜
具有这样的功效。蜂胶对身
体产生抗菌消炎、止痛、止
痒的作用。蜂胶精油按摩自
古以来被视为保持男性性功
能和女性生殖功能、大肠和
尿殖系统健康的有效方法。

适用人群:
 y 准备生孩子的男女。

 y 患有妇科病或肛肠病的男女。

 y 有静脉曲张的男女。

Extream霜

成分: 蜂蜡、淡水海绵、蜂

毒、七叶树、冷杉、金盏花的

提取物

本品所含的淡水海绵和蜂毒有

效地消除青肿和水肿，缓解疼

痛。蜂毒可促进血液循环和新

陈代谢。本霜可被推荐给运动

员和普通人，快速缓解运动过

后的肌肉紧张和酸痛。

适用人群:
 y 运动员等保持积极生活方式
的人。

 y 希望保护自己和亲人健康的
人。

15 克

50 毫升 50 毫升 50 毫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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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蜂蜜
蜂蜜混合物是运用蜂产物的
最古老形式。在古希腊罗马
时代，以蜂蜜与药草等天然成
分为主的药物用于治疗各种疾
病。蜂蜜与蜂产物是在蜂房里
常见的天然合成物。花粉、花
蜜、蜂蜜和蜂粮的混合物是蜜
蜂幼虫的主食。

蜂蜜具有的杀菌和抗氧化的功
能有利于长期保持其他蜂产物
所含的活性物质，不需提供特
殊储存条件。例如，新鲜的蜂
王浆在室温下可保存一天，而
与蜂蜜结合，可保存几个月。

TENTORIUM®公司所应用的工艺
有助于把蜂产物的活性物质按
需要的比例平均分配在蜂蜜
中。

蜂蜜

成分: 天然蜂蜜

林缘、浸水地、干谷、森林的蜜源植物花束给蜂蜜

带来独特香味，对身体具有杀菌和镇静的作用。蜂

蜜是碳水化合物和各种酿酶的丰富来源，容易吸

收，使身体更健康！

适用人群:
 y 需要提高抵抗力的成年人和儿童。

 y -体力和脑力负荷较大的成年人和儿童。

1000 克

“Parma”蜂蜜

成分: 天然蜂蜜

“Parma”名称来源于古帕尔马，这是俄罗
斯彼尔姆边疆区绿色区域的名称，本蜂蜜
由当地北方蜜蜂采集。

北方蜜蜂采集的蜂蜜不多，但其质量非常
好：它们能在极短的时间内（七个星期以
上）采集富含酿酶、植物杀菌素、容易吸
收的碳水化合物的优质蜂蜜。这种蜂蜜营
养价值很高，有助于提高人体免疫力。

适用人群:
 y -需要提高抵抗力的成年人和儿童。

 y -体力和脑力负荷较大的陈年人和儿童。

500 克



热门产
品

40 41

Polyanka

成分: 天然蜂蜜、花粉（花粉团）

功效极好的花粉团与蜂蜜结合使用，对消化功能有

良好的效果，有助于保护肝脏。 本品所含的活性

物质可调节男性性功能，提高性欲。

适用人群:
 y 保护自己和亲人健康的人。

 y 生育年龄的男女。

 y 需要预防肝脏疾病的成年人和儿童。

 y 需要补充维生素的成年人和儿童。

Apitonus

成分: 天然蜂蜜、蜂王浆

蜂王浆是天然刺激素。蜂王浆与蜂蜜结合，可在体

力或脑力疲劳的状态下提高身体抵抗力，改善细胞

呼吸，调节胆固醇，促进血液循环和乳汁的分泌，

对皮肤具有良好的作用。

适用人群:
 y 工作很紧张的人，希望保持健康和青春美丽的人。

 y 住在污染地区的成年人和儿童。

 y 需要补充维生素的成年人和儿童。

300 克300 克300 克300 克

Apitok

成分: 天然蜂蜜、蜂王浆、蜂胶提取物

蜂蜜、蜂王浆和蜂胶具有显著的抗氧化和刺激免疫

力的作用。这些蜂产物结合使用，有利于清洁身

体，可调节心血管系统功能，改善新陈代谢，增强

抵抗力。

适用人群:
 y 需要提高免疫力的人。

 y 需要调节消化功能和新陈代谢的人。

 y 需要增强心血管系统功能的男女。

 y 需要补充维生素的成年人和儿童。

Apiphytotonus

成分: 天然蜂蜜、蜂王浆、花粉（花粉团）

蜂王浆、蜂蜜和花粉结合使用，可促进改善血液质

量，加强血管，调节血压，缓解疲劳，调节食欲，

改善记性，提高体力。

适用人群:
 y 体力和脑力负荷较大的成年人和儿童。

 y 食欲睡眠不好的陈年人和儿童。

 y 怀孕的女性和哺乳期妈妈。

 y 需要补充维生素的成年人和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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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olyok

成分: 天然蜂蜜、蜂胶提取物

蜂胶和蜂蜜具有较强的抗菌和抗氧化的功效。蜂蜜

与蜂胶结合使用，改善肠道菌群，在感冒多发季防

止细菌袭击，提高免疫力，调节新陈代谢。

适用人群:
 y 需要提高免疫力的人。

 y 在感冒多发季提高抵抗力的成年人和儿童。

 y 需要补充维生素的成年人和儿童。

300 克

石髓蜂蜜

成分: 天然蜂蜜、石髓

石髓是一种在山岩裂缝中产生的黑色或棕色的有机

物和无机物的的树脂状混合物。山草所含精油等药

用物质在动物身体内通过部分发酵过程后形成石

髓。这种生物活性物质的混合物在山洞的微气候环

境中继续发酵。

与蜂蜜结合使用，可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对人体运

动系统具有良好的作用，促进免疫力和恢复过程。

适用人群:
 y 有新陈代谢紊乱的成年人和儿童。

 y 老年人。

卵磷脂蜂蜜

成分: 天然蜂蜜、卵磷脂

卵磷脂对人体的作用很重要，这是心脏、大脑、神

经细胞的“建材”。卵磷脂有助于溶解胆固醇，防

止在血管壁上形成沉积，提高血红蛋白，促进胆汁

分泌，改善胆汁质量，恢复肝脏结构，调节肝脏脂

肪代谢。 

适用人群:
 y 体力和心理压力较大的男女。

 y 希望改善心血管系统功能的男女。

300 克300 克

蜂粮蜂蜜

成分: 天然蜂蜜、蜂粮

蜂蜜和蜂粮是很好吃又有益的天然食物，相互增

强功效。蜂粮蜂蜜是高营养食品，对心血管、消

化、内分泌的系统产生良好作用，可提高工作能

力。

适用人群:
 y 需要预防肠道菌群失调等胃肠疾病的成年人和儿
童。

 y 体重不足的儿童。

 y 运动员。

 y 需要补充维生素的成年人和儿童。

300 克



400 克

Apitsampa
米仁浓缩剂

成分: 米仁浓缩剂 

西藏人和喜马拉雅人健康长寿的秘诀是经常食用糌粑（tsampa）。

糌粑主要成分是烤大麦粗粉、野生蜂蜜、绿茶、植物和动物脂肪。

大麦自古作为俄餐主食之一。TENTORIUM®公司专家在这些传统的基

础上创造了以大麦和花粉为原料的全新食品 – Apitsampa。禾本

科植物富含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B族维生素和矿物盐。花粉（花

粉团）可补充维生素，使人更有精力。Apitsampa产品可作为单独

的食品，也可搭配食用，加入到煎饼、沙拉、汤、羹、酱汁等美食

中。

适用人群:
 y -保持健康饮食的成年人和儿童。

 y -节食时需补充维生素和矿物质的成年人和儿童。

4544

世界民间配方
系列产品
世界民间配方系列产品以
世界各民族传统药方为
主。香料自来被视为提高
食欲和调节胃肠功能的
食品。不过，最近科学家
发现，香料成分具有各种
良好作用，对人体会带来
显著的好处：预防心血管
疾病，保护健康，具有抗
氧化的作用，延长青春美
丽。

香料与蜂产物结合使用，
功效相互增强，使人更有
精力，带来好情绪。

蜂胶咖啡

成分: 高等炒天然咖啡粉、蜂胶提取物

咖啡与蜂胶结合使用，对人体具有治疗作用。蜂胶

可让人体衰老过程变得缓慢，改善消化系统功能，

促进脑力活动。蜂胶咖啡为TENTORIUM®公司独家产

品！

经典咖啡

杯做法：

1-3茶匙蜂胶咖啡加入到热水中，加热至开始沸腾时

立刻去火，不要煮沸！

蜂胶克拉姆巴姆布里亚

成分：蜂胶、桂皮

本品是以蜂胶和桂皮为原料的饮料，传统地用于预

防感冒和疲劳。饮用蜂胶克拉姆巴姆布里亚对感冒

有好处，可提高体力和脑力劳动的能力，缓解疲

劳，增强免疫力。

100 克 100 克



壳聚糖产品 Api-hit
食用冷杉提取物 

成分: 低分子量壳聚糖、西伯利

亚冷杉嫩枝CO
2
提取物

壳聚糖和西伯利亚冷杉的独特结

合，对身体具有治疗效果。壳聚

糖可排除人体内的毒素，西伯利

亚冷杉嫩枝CO2提取物给人带来

西伯利亚健康和精力，具有杀

菌、抗紧张、保健的作用。

适用人群:
 y 有血脂和矿物质的代谢紊乱的
男女。

 y 大城市或污染地区的居民。

 y 精神压力较大，喝酒，从事危
险职业的男女。

 y 有内分泌系统紊乱的成年人和
儿童。

15 毫升

壳聚糖盐

成分: 食用盐、壳聚糖

壳聚糖盐可加入喜欢的饭
菜，也可用于腌渍和醋渍
蔬菜。壳聚糖排除人体内
的钠和氯的离子，吃咸食
物也不会影响健康。由于
壳聚糖的作用，也可把多
余脂肪、胆固醇和重金属
排出体外。

适用人群:
 y 经常承受精神压力，喝酒，化
学中毒的男女。

 y 需要提高免疫力的人。 

 y 大城市和污染地区的居民。

150 克

蜜蜂甲壳是蜜蜂在进化
过程中形成了抵抗环境
影响的工具。蜜蜂甲壳含
有各种成分，其中有几
丁质。从几丁质中所提
取的壳聚糖作用很强，
可吸附毒素、脂肪和低密
度胆固醇，改善胃肠功
能。TENTORIUM®产品成
分含有高纯度壳聚糖（蜜
蜂壳聚糖），可保护身体
免受环境的不良影响，由
于其成分含有黑色素的作
用，可防止紫外线辐射。

46 47

芳香系列

TENTORIUM®芳香系列产品是以天然蜂

蜡为主的产品。蜂窝容易吸附蜂蜜、

蜂胶、花粉、蜜蜂费洛蒙的香味。蜂

蜡熔化时散发出蜂房的有益香气，营

造舒服温馨的气氛。

Abies-耳烛

成分: 蜂蜡、西伯利亚冷杉提取

物、蜂胶

耳烛是以天然原料和传统配方制

成的久经考验的耳廓护理药品。

使用耳烛可很容易清洁耳朵，去

除耳垢。除了卫生和保温的作用

以外，还具有芳香效果，燃烧时

会散发蜂胶和冷杉的镇静香味。

西伯利亚冷杉植物杀菌素和蜂胶

活性物质对身体具有抗菌的作

用，可缓解疲劳和精神压力，使

用舒服安全。

蜂蜡蜡烛

成分: 蜂蜡

蜡烛燃烧时排放的物质对人具

有镇静安神缓解压力的功效。

也可把蜂蜡敷在身体上。

Candela 蜡烛

成分: 蜂蜡

“Candela”在拉丁语的意思

是“光的力量”。本蜡烛以纯

天然蜂蜡制成，香气很独特，

带来健康和舒适心情。推荐用

于预防感冒，缓解精神压力，

提高情绪。

45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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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计划 F25 Activation 
(30 天)

计划成分: “Tentorium Basis” 丸（280克）

、“Tentorium Energy”合成蜂蜜（280克）

、“Tentorium Adaptive”香酊（200毫升）

、“Tentorium Relax”霜（100毫升）

“Tentorium Basis” 丸（280克）、“Tentorium 

Energy”合成蜂蜜（280克）、“Tentorium 

Adaptive”香酊（200毫升）、“Tentorium 

Relax”霜（100毫升）

适用人群:
 y 容易疲劳的成年人和儿童。

 y 需要补充维生素的成年人和儿童。

 y 关心健康，希望达到和谐的人。

蜂胶传统被视为很强的杀
菌剂。TENTORIUM®公司多
年以来生产蜂胶为主要原
料的产品，例如A-P-V或产
品№1。我们在科学研究基
础上创造了全新的蜂胶加
工工艺。这种工艺有利于
提取从未被发现的生物活
性物质 - 生物类黄酮，这
种物质具有显著的抗氧化
作用。

几十年来全世界营养学家
都重视食物对身体的产生
保健作用，防疾病的效
果。生物类黄酮（黄铜和
黄酮醇）作为很重要的保
护健康的食物成分。

各种普通和奇妙的食物受
到科学研究，但研究结果
显示蜂胶是包含生物类黄
铜的冠军，比葡萄柚多54
倍，比红葡萄多122倍，比
橙子多216倍，比菠菜多
240倍，比芹菜多893倍。

150 克

蜂胶C
营养饮料浓缩粉

成分: 葡萄糖、蜂胶提取物、淀粉、果胶、维生素C（

抗坏血酸）

葡萄糖、蜂胶提取物、淀粉、果胶、维生素C（抗坏血酸）

适用人群:
 y 疾病康复的人。

 y 紫外线较强的地区居民。

 y 大城市居民。

 y 需要预防维生素缺乏的人

膳食补充剂
TENTORIUM®产品对人体各系统器官具有针对

性作用，它们结合使用，可达到最佳功效。

使用蜂产物的综合疗法以保健计划为基础。

营养丸、香酊、霜与蜂蜜合成物的专门组合

有利于在短时间内达到极大效果 – 提高工

作能力，改善消化系统功能，提高体力和脑

力，保持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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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神解压计划 
(15 天)

计划成分：“Tentorium Plus”丸（100克）

、“Tentorium”霜（90克）、“A-P-V”蜂胶水提

取物（100毫升）

工作压力、繁忙的家务事、经常堵车等现代生活因

素会导致精神紧张，给许许多多人带来以下症状：

失眠、头疼、慢性疲劳、虚弱、无力。15天的提神

解压计划有助于消除精神紧张。本产品所含的花粉

和蜂胶有利于恢复活力，缓解精神压力，治好慢性

疲劳综合症。本计划的组分结合使用，能达到最佳

功效。

适用人群:
 y 担任领导职务的男女。

 y 从事社交活动的人。

 y 容易疲劳的成年人和儿童

胃肠道-Ultra
(42 天)

计划成分：“Apiformula 1” 丸（100克）

、“Apiformula 2” 丸（100克）、“Apiformula 

3” 丸（100克）

“胃肠道 – Ultra”计划用于改善消化系统功

能。本计划产品所含的药草、花粉（花粉团）和蜂

蜡有助于调节肠道功能，排除体内毒素，蜂胶有效

地消除早期组织炎症。本计划对胃肠道功能具有保

健作用。

适用人群:
 y 有消化系统功能紊乱的成年人和儿童。

 y 久坐的生活方式的男女。

完整保健计划  
(57 天)

计划成分：“Apiformula 1” 丸（100克）

、“Apiformula 2” 丸（100克）、“Apiformula 

3” 丸（100克）、“Tentorium Plus”营养丸

（100克）、“Tentorium”霜（90克）、“A-P-V”

蜂胶水提取物（100毫升）

为了保持身体健康，首先需要调节消化系统功能和

缓解精神压力。完整保健计划能帮助您达到这个目

的。本计划所含的成分对人体产生综合使用，使功

效更强。完整保健计划为57天，分为两个阶段。

适用人群:
 y 胃肠疾病高危人群。

 y 容易疲劳的成年人和儿童。

 y 关心身体健康的人。

热门

产品

生命力 
(30 天)

计划成分：“活力” – Tentorium“BeeActive”
丸（280克）、“恢复” – “Formula Ra”丸
（300克）、“抗压能力” – “Apiphytotonus”
合成蜂蜜（300克）、“抵抗力” – “A-P-V”
蜂胶水提取物（100毫升）、“新陈代谢” – 
“Tentorium Plus”丸（300克）、“积极性” – 
“Assile”浓缩剂（100毫升）

生命力保健计划的产品对人体的不同状态和过
程产生针对性作用：补充活力 – Tentorium 
“BeeActive”丸，恢复健康 – “Formula Ra”
丸，提高抗压能力 – “Apiphytotonus”合成蜂
蜜，增强免疫力 – “A-P-V”蜂胶水提取物，改
善新陈代谢 – “Tentorium Plus”丸，保持积极
性 – “Assile”浓缩剂。
生命力计划适合于遵循 Wellness 原则的人 – 保

持以全面和谐发展为基础的健康生活方式的人。

适用人群:
 y 容易疲劳的陈年人和儿童。
 y 需要补充维生素的成年人和儿童。
 y 免疫力弱的成年人和儿童。
 y 关心健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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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蜂产品组合套餐

“纯洁的心”植物蜂产品组合套餐 

产品 用量 早 午 晚 用法

清洁的血管

“Tentorium Plus” 1茶匙   饭前20-30分钟

“产品№1” 5-15滴   
开始使用时一天三次，一次5滴，用量逐渐增

加到7、9等15滴

“Apiphytotonus”或“Apitonus”

或“Apitok”合成蜂蜜
½茶匙  

一个产品服用或几个产品交替服用，饭前

20-30分钟，舍下含服

“Formula Ra”丸 1茶匙    饭前20-30分钟

“Api-Hit”香酊 5-7滴   加入1/3杯水中，分开服用

“Tentorium”霜或“Apicream”霜    用于颈部按摩或穴位按摩

稳定血压

“Khlebina”丸（蜂面包） 3-4丸    饭后20-30分钟

“Khinazi”香酊
1/3–

1/2茶匙
 

加入适量水中，与“Khlebina”

或“Tentorium Plus”配合服用

“Sorbus”丸和糖浆 1茶匙   饭前20-30分钟

“Apiphytotonus”合成蜂蜜或“雄蜂

浆”丸
½茶匙  

一个产品服用或两个产品交替服用，舌下含

服

TENTORIUM®产品以天然蜂产物和植物提取物为原料，给身
体带来很大好处。

营养丸、香酊、霜、合成蜂蜜结合使用，可以相互增强作
用，有助于达到最佳功效。不管改善健康、获得内心的平
静还是保持美丽，蜂产物与植物提取物结合会帮助您达到
任何目的。

产品 用量 早 午 丸 用法

成年人

蜂蜜水 1茶匙  将蜂蜜或合成蜂蜜加入一杯水中搅拌

任选

“Assile”浓缩剂 1茶匙  加入喜欢的饮料中

“B.N.R.G”混合饮料 1-2茶匙  加入温牛奶（水）中，在调酒器里搅拌

蜂胶咖啡 

“Tentorium Plus”丸 1-2茶匙  

儿童

蜂蜜水 ½茶匙  将蜂蜜或合成蜂蜜加入一杯水中搅拌

“Hklebina”丸  1–2 克   饭前20-30分钟

“精力充沛的早晨”植物蜂产品组合套餐   

“净化”植物蜂产品组合套餐   
产品 用量 早 午 晚 用法

“卵磷脂蜂蜜”或“Topolyok”合成

蜂蜜
1茶匙   

一个产品服用或两个产品交替服用，饭前

20-30分钟

“A-P-V”  1茶匙    饭前15-20分钟

“胃肠道-Ultra”保健计划 ½茶匙    根据保健计划说明书

“胃肠道-Ultra”保健计划

“Assile”浓缩剂 ½茶匙  加入喜欢的饮料中

“B.N.R.G”混合饮料 1-2茶匙  加入温牛奶或水中，在调酒器里搅拌

“B.N.R.G”混合饮料 1茶匙    服用本产品时一天要喝2,5-3升水

“Cherema”丸 1茶匙   

“Propolit”丸 1茶匙  服用本产品时一天要喝2,5-3升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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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净呼吸”植物蜂产品组合套餐 
产品 用量 早 午 晚 用法

成年人

“O-De-Vit”t丸  1茶匙    饭前30分钟。感冒多发季一天不可超过6次

“Topolyok”或“Apitok”合成蜂蜜 ½-1茶匙.  
一个产品服用或两个产品交替服用，饭前

20-30分钟

“A-P-V”或“产品№3”  1茶匙    饭前20-30分钟

“A-P-V”或“产品№3” 1茶匙    饭前20-30分钟

“Rhino-Factor”霜或“Tentorium”

霜
  

涂于鼻腔内，抹在胸口、肩胛间区、脚底

上。

“蜂胶克拉姆巴姆布里亚”  临睡前服用，可以加蜂蜜

儿童

“O-De-Vit”丸或蜂蜜浆果什锦丸 1茶匙   
饭前20-30分钟。感冒多发季一天不可超过

6次

“A-P-V”或“Assile” ½-1茶匙    饭前15-20分钟

“Formula Ra”丸 ½-1茶匙    饭前20-30分钟

“Apiphytotonus”或“Topolyok”合

成蜂蜜
½-1茶匙  

一个产品服用或两个产品交替服用，饭前

20-30分钟

“蜂胶克拉姆巴姆布里亚”  临睡前服用，可以加蜂蜜

“女人性感”植物蜂产品组合套餐  
产品 用量 早 午 晚 用法

蜂王浆苦巧克力  1块   饭前20-30分钟

蜂王浆苦巧克力 ½茶匙   
一各产品服用或几个产品交替服用，饭前

20-30分钟

“A-P-V” 1块    饭前15-20分钟

“Formula Ra”丸 1块    饭前20-30分钟

“男人力量”植物蜂产品组合套餐
产品 用量 早 午 晚 用法

“Assile”浓缩剂或“B.R.N.G”混合

饮料
1茶匙  可以加入喜欢的饮料中。应注意动脉压

蜂王浆牛奶混合饮料
1-2汤

匙
 加入温牛奶或水中，在调酒器里搅拌

“Apiphytotonus”或“Apitok”

或“Polyanka”合成蜂蜜
½茶匙   

一个产品服用或几个产品交替服用，饭前

20-30分钟

“BeeActive”丸 1茶匙    饭前20-30分钟。推荐增加训练负荷强度

“雄蜂浆”丸 1茶匙   饭前20-30分钟

增强免疫力的植物蜂产品组合套餐
产品 用量 早 午 晚 用法

成年人

“Tentorium Plus”丸 1茶匙   饭前20-30分钟

“Assile”浓缩剂 1茶匙  可以加入喜欢的饮料中。应注意动脉压

“Apiphytotonus”或“Apitonus”

或“Apitok”合成蜂蜜
½茶匙  

一个产品服用或几个产品交替服用，饭前

20-30分钟

“A-P-V” 1茶匙    饭前15-20分钟

“Extra-Befungin”丸 1茶匙    饭前20-30分钟

“石髓蜂蜜”合成蜂蜜 1茶匙    临睡前可以加入喜欢的温饮料中

“石髓蜂蜜”合成蜂蜜

“石髓蜂蜜”合成蜂蜜 ½茶匙   饭前20-30分钟

“A-P-V” ½茶匙    饭前15-20分钟

“Khlebina”丸（蜂面包） 3-4丸    饭前或饭后20-30分钟

“Apiphytotonus”或“石髓蜂蜜”合成

蜂蜜
½茶匙   一个产品服用或两个产品交替服用

“Tentorium”霜  抹在胸口、肩胛间区、脚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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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骨关节的植物蜂产品组合套餐
产品 产品 产品 午 晚 用法

成年人

“Api-Spira”丸 1茶匙    饭前20-30分钟

“石髓蜂蜜” ½ - 1茶匙    加入温牛奶或水中

“Assile”浓缩剂或“B.N.R.G”混合饮

料
1茶匙    饭前15-20分钟

儿童

“Api-Spira”丸 ½ - 1茶匙   

“Assile”浓缩剂或“B.N.R.G.”混合

饮料
½ - 1茶匙    饭前15-20分钟

“石髓蜂蜜” ½ - 1茶匙    加入温牛奶中

减少环境对人体不良影响的植物蜂产品组合套餐
产品 产品 产品 午 晚 用法

成年人

“Api-Hit”香酊 5-7滴    加入1/3杯水中，分开服用

“Extra-Befungin”丸 1茶匙    饭前20-30分钟

“Extra-Befungin”丸 1茶匙    饭前20-30分钟

“Apitok”或“蜂粮蜂蜜”合成蜂蜜 ½ - 1茶匙   饭前20-30分钟

“A-P-V”或“产品№1” 1茶匙    饭前15-20分钟

“A-P-V”或“产品№1”

“Api-Spira”丸 ½ - 1茶匙    饭前20-30分钟

“A-P-V” ½ - 1茶匙    饭前15-20分钟

“蜂粮蜂蜜”或“Apitok” ½ - 1茶匙   饭前或饭后20-30分钟

“黑果越橘”丸或蜂蜜浆果什锦丸 ½ -1茶匙    饭前20-30分钟，一个半月交替服用

“Api-Hit”香酊 1-3滴  加入1/3杯水，分开服用

“聪明孩子”配套植物蜂产品 
产品 产品 产品 午 晚 用法

第一配套

“Tentorium Plus”丸
½-1茶

匙
  饭前20-30分钟

“蜂粮蜂蜜”或“卵磷脂蜂蜜”合成蜂蜜 ½茶匙  
一个产品服用或两个产品交替服用，饭前

20-30分钟

“A-P-V”
½-1茶

匙
   饭前15-20分钟

“黑果越橘”丸 ½茶匙    饭前20-30分钟

“Api-Spira”丸 ½茶匙    饭前20-30分钟

第二个配套

“Khlebina”丸 2-3丸    饭前或饭后20-30分钟

“Apiphytotonus”或“Polyanka”合成

蜂蜜
½茶匙  

一个产品服用或两个产品交替服用，饭前

20-30分钟

“A-P-V” 1茶匙    饭前15-20分钟

“蜜蜂浆果什锦丸
½ -1茶

匙
   饭前20-3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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