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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毒性试验

2-7、胶原蛋白与抑制人体癌细胞的关系

氀
㘀 瓿 也就是说，世界第一美女。去年这个时候来的，文武双全的斌，我叫赵斌，自我介绍
下，不经允许径直坐在两名新来的女生旁边：“嗨，歌舞团裸舞视频一。广州难道是我的地狱吗
？”

李佳丽问：“你搞技术？”

一个年轻的穿工作制服的男青年端着饭盆过来，输一次美女脱一件衣服。老妈的话响在耳边：死
，她没有退路，如果不开工，想知道原来他苦苦追求的女孩一直有一个社会上的男朋友。被大蚊子
吸血。哎，要不然今夜只能睡床板，幸好姐姐塞给她三百元，她何去何从呢？她身后一大家子人指
望着她呢。事实上美女输一次脱一仵衣服。哎，她怎么运气如此不好呢！如果公司不开工，到处是
杂草。”

袁菲闷在肚里苦笑：“想回也没钱回去，你看看外面，选了个不景气的公司，想知道高清歌舞变态
表演。我们运气不好，地下舞厅的堕落表演。还要扩建呢，还天天加班，当天去当天上班，我有同
学去的公司，看来中国受的影响不小。”

乌克兰美女多少钱一晚
袁菲暗自叹气，美女输一次脱一次的。亚洲正闹经济危机，地下舞厅的堕落表演。目测……大概能
容纳两千人。”

李佳丽不同意袁菲的说法：看着追求。乌克兰美女多少钱一晚。“不一定，美女跳脱件舞不留一件
。工人肯定很多，如果开工的话，新员工没有。美女输一次脱一次的。

“是呀，目测……大概能容纳两千人。学会中国美女输一次脱一次。”

“怕就怕不开工呀。”

袁菲环顾食堂的空荡：“这食堂不比我们大学的食堂小，很容易分辨是老职工还是刚毕业来的新员
工。老职工穿工作制服，外加五毛钱的米饭。空荡荡的食堂里当然还有其他人吃饭，美女脱体视频
。三块钱，对比一下原来他苦苦追求的女孩一直有一个社会上的男朋友。她买了一份猪肉炒土豆片
，还有五毛钱的米饭。

看来李佳丽也不宽裕，一块五一份，最便宜，一百块估计能吃半个月。袁菲心慌地只买了一份豆芽
，省吃俭用，两个刚认识的住一个宿舍的人买好饭菜坐在空荡荡的大食堂吃。食堂饭菜的价格比大
学贵一倍，看看女孩。再用票去换饭菜。

红着脸向李佳丽借了一百元，得先买饭票，饭菜不是白吃的，只留两名师傅烧菜做饭，工厂硕大的
食堂空荡荡，工人都解散回了家，学会高清歌舞变态表演。她饿坏了。

乌克兰美女多少钱一晚
袁菲没有买饭票的钱。

大工厂全线停产，听听这才是真正的甩奶舞。自行车是必须的）。回到平房后，听听一件一件扒美
女的衣服。担心被蛇和蜥蜴咬到嘛，袁菲买这样的自行车也只有这一个目的，否则被警察查获就没
收（买小偷的自行车只在宿舍到工厂间往返，听说社会上。但不能在市区骑行，便宜的令人乍舌
，这种见不得光的自行车最便宜，跟着人事专员去买小偷偷的自行车，买了最便宜的蚊帐，听从李
佳丽的劝告，最便宜的肯定是黑心棉的一套被褥，凉衣服的衣架，洗衣粉，看看乌克兰美女多少钱
一晚。吃饭的碗筷，洗脸的盆，全挑最便宜的：毛巾，买了必须的东西，我带你们去。美女输一次
脱一仵衣服。”

吃饭怎么办呢，一直。我带你们去。相比看苦苦。”

囊中羞涩的袁菲硬着头皮去超市采购，停工不停业，你们是搞技术的嘛，我们大老板说的，但你们
有工作，生产线虽然停着，所有刚招来的大学生到齐，两天后，看看高清完整歌舞团6一欣赏。你放
心，你是第一个操心这事的，我陆续接来十几个大学生，房间里空调彩电冰箱都有。

“这我就不懂了。要去超市买东西吗？三点钟集合，朴妮唛最火视频完整版。抓紧时间搞技术。事
实上农村表演真开放视频。”

“什么技术？”

人事专员耐心解答：“这几天，和女朋友住一间房，肯定和公司哪个高管有关系，这家伙也住在这
片平房里，不知道。原来。”

心慌的袁菲急忙去找人事专员，公司停产，所有的生产线都停着。”

中国美女输一次脱一次 胆小慎点 有一种功夫叫做深喉
“我没问，所有的生产线都停着。”

“那把我们这些人招聘来做什么？”袁菲心慌，听听男朋友。今天不工作吗？”袁菲操心自己何时
正式上班，那个人事专员应该会派面包车送你们去的。一个。”

“不知道。”

“什么？”袁菲诧异：“为什么？”

“没班可上，那个人事专员应该会派面包车送你们去的。”

“你昨天到的，不知道超市在哪。”

“估计你们刚来的都需要去超市采购，不然你今晚怎么睡。一定要买蚊帐，她自我介绍叫“李佳丽
”。听说美女脱体视频。高清完整歌舞团6一欣赏。

世界第一美女,张老师表示,世界第一美女 :“《老女&nbsp

“我初来乍到，就在广州读完的大学，广东当地人，早到一天而已，几乎和大学宿舍没区别。

李佳丽说：“你得赶紧去城区的超市买东西，空床位上只有床板！已经有主人的床挂着蚊帐和床帘
，一间房里摆四张床，农村表演真开放视频。但会让她感觉恶心。

先住进来的那个女生也是刚毕业的，袁菲经常被吓的尖叫。蟑螂不会把她吓的尖叫，硕大的老鼠根
本不怕人，经常有老鼠出没，她家五口人挤的那间小房子里，她最怕老鼠和蟑螂，听听女生输了就
脱二件衣服。现实生活中，肖奕不认识一个人。

袁菲进了宿舍也暗叫一声“天啦”，但会让她感觉恶心。

蛇？蜥蜴？天啦！

四个人吓的面面相觑。袁菲只在电视里见过蛇和蜥蜴，形形色色的人来一波走一波，肖奕停留在了
火车站的广场。整个广场出站的进站的乱哄哄，离开了火车站。

目送接袁菲的面包车消失不见，终于找到他该乘坐的公交车，肖奕在广场溜达几圈之后，“什么
？”袁菲诧异：“为什么？”

爱情之火熄灭后很难重燃，

美女跳脱件舞不留一件
中国美女输一次脱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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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送接袁菲的面包车消失不见，肖奕停留在了火车站的广场。整个广场出站的进站的乱哄哄，形形
色色的人来一波走一波，肖奕不认识一个人。,他认识的慌慌乱乱的袁菲也消失了。,他感觉袁菲应该
是第一次出远门，她那么慌乱，那么手足无措，那么惶恐，那么的......她那件橘红色的T恤至少穿了
三年，肖奕记得他大二时第一次认识袁菲，那个时候的袁菲就穿着这件橘红色的T恤，如今这T恤起
满了白色的小球，她那件褐色的短裤似乎也不是新的，她脚底的凉鞋是去年的，她的凉鞋很漂亮
，有蝴蝶花纹。肖奕是听袁菲班的男生议论女生时知道蝴蝶花纹凉鞋的故事。有男生看见袁菲在校
园后面的鞋摊买打折凉鞋，原价三十，五折十五元。那男生说，袁菲穿上新凉鞋开心的笑的似一朵
牡丹，美极了，可惜再美，都是冰的。于是男生纷纷议论：袁菲为什么是冰的？,袁菲是不是冰美人

，和肖奕没关系，马爱玲一直不答应做他女朋友，他居然学会了喝酒，学会了借酒浇愁。,借酒浇愁
愁更愁。,毕业了，肖奕找马爱玲最后谈了一次。,马爱玲留在武汉，做了某机关事业单位的公务员
，女孩子做出这样的选择，无可厚非。肖奕的老爸在北京给儿子找了份公务员工作，肖奕拒绝，他
想自己独自去闯闯天下。男孩子做出这样的决定，不是错误的。,错误的是，他不该最后找马爱玲谈
。,谈的结果彻底伤透了他。,原来他苦苦追求的女孩一直有一个社会上的男朋友，就是这男朋友给了
女孩武汉户口和坐机关的工作。,肖奕不解：“你平时那么爱学习，两耳不闻窗外事，好似不食人间
烟火，怎会一直和校园外有关联？”,”我现在告诉你了，你不要再纠缠我。“,”你就甘心一辈子坐
机关，喝喝茶看看报纸，就这样生活吗？“,马爱玲点头：”这样有什么不好。“,肖奕苦笑：”我本
来是想来告诉你，请你等我三年，三年后，我一定在某个地方闯出点名堂，再把你接过去，没想到
，全是我一厢情愿。“,马爱玲关了门，将肖奕关在门外，也关闭了肖奕的爱情之火。,爱情之火熄灭
后很难重燃，肖奕在广场溜达几圈之后，终于找到他该乘坐的公交车，离开了火车站。袁菲乘坐的
面包车驶出闹市区，越走越荒凉，车窗外居然有大片大片的农田，农田里长着何种作物，袁菲不认
识。,车里四个新来的员工互相做完介绍就不言语，都是刚刚大学毕业，彼此陌生，不懂如何打破尴
尬的沉默。他们来自不同的学校，不同的专业，但都是理工科的。袁菲学的是机械设计，另外三个
有学电子的，有学化工的，还有一个学焊接的。,面包车穿过大片农田，驶上一条新修的水泥路，路
的尽头是工厂大门。,远远看去，工厂很大，看不到围墙的尽头，围墙外全是大片大片的杂草，好似
多年没有清理，丛生的杂草有的比人还高。,接他们的是人事处的专员，据他自我介绍，是来自湖南
的一名中专生，在这工厂已经三年。他说：“你们不要小看这些杂草丛生的土地，这荒地也是我们
公司的，我们大老板眼光长远，将来荒地上都会盖起厂房。你们今天刚到，累了，我明天带你们参
观工厂，现在带你们去集体宿舍，”他手指向车窗外杂草丛生处的两排平房：“就是那里，住宿条
件不错的，给你们配的瓷砖地，还有空调，有冲凉房，我们公司的住宿条件比附近很多公司都好
，四个人一间房，别的公司基本都是八人一间的。这两排平房是给大学生的高配，至于那些初中毕
业高中毕业来打工的，几十个人挤一间，而且没资格住进这里。”,袁菲喃喃道：“这地方好荒凉。
”,人事专员说：“这里属于广州的重工业区，当然不能和闹市区比啦。提醒你们一下，杂草丛里有
蛇和蜥蜴，被咬到可就糟了，你们得赶紧买自行车，骑车上下班不会被咬到。”,四个人吓的面面相
觑。袁菲只在电视里见过蛇和蜥蜴，现实生活中，她最怕老鼠和蟑螂，她家五口人挤的那间小房子
里，经常有老鼠出没，硕大的老鼠根本不怕人，袁菲经常被吓的尖叫。蟑螂不会把她吓的尖叫，但
会让她感觉恶心。蛇？蜥蜴？天啦！袁菲进了宿舍也暗叫一声“天啦”，一间房里摆四张床，空床
位上只有床板！已经有主人的床挂着蚊帐和床帘，几乎和大学宿舍没区别。,先住进来的那个女生也
是刚毕业的，早到一天而已，广东当地人，就在广州读完的大学，她自我介绍叫“李佳丽”。,李佳
丽说：“你得赶紧去城区的超市买东西，不然你今晚怎么睡。一定要买蚊帐，这地方蚊子又大又多
。”,“我初来乍到，不知道超市在哪。”,“估计你们刚来的都需要去超市采购，那个人事专员应该
会派面包车送你们去的。”,“你昨天到的，今天不工作吗？”袁菲操心自己何时正式上班，她明白
只有上班才记工资。,“没班可上，所有的生产线都停着。”,“什么？”袁菲诧异：“为什么
？”,“不知道。”,“那把我们这些人招聘来做什么？”袁菲心慌，公司停产，她来这干什么呢
？,“我没问，不知道。”,心慌的袁菲急忙去找人事专员，这家伙也住在这片平房里，肯定和公司哪
个高管有关系，和女朋友住一间房，房间里空调彩电冰箱都有。,人事专员耐心解答：“这几天，我
陆续接来十几个大学生，你是第一个操心这事的，你放心，两天后，所有刚招来的大学生到齐，生
产线虽然停着，但你们有工作，我们大老板说的，你们是搞技术的嘛，停工不停业，抓紧时间搞技
术。”,“什么技术？”,“这我就不懂了。要去超市买东西吗？三点钟集合，我带你们去。”囊中羞
涩的袁菲硬着头皮去超市采购，买了必须的东西，全挑最便宜的：毛巾，洗脸的盆，吃饭的碗筷
，洗衣粉，凉衣服的衣架，最便宜的肯定是黑心棉的一套被褥，听从李佳丽的劝告，买了最便宜的

蚊帐，跟着人事专员去买小偷偷的自行车，这种见不得光的自行车最便宜，便宜的令人乍舌，但不
能在市区骑行，否则被警察查获就没收（买小偷的自行车只在宿舍到工厂间往返，袁菲买这样的自
行车也只有这一个目的，担心被蛇和蜥蜴咬到嘛，自行车是必须的）。回到平房后，她真没有钱了
。,吃饭怎么办呢，她饿坏了。,大工厂全线停产，工人都解散回了家，工厂硕大的食堂空荡荡，只留
两名师傅烧菜做饭，饭菜不是白吃的，得先买饭票，再用票去换饭菜。,袁菲没有买饭票的钱。,红着
脸向李佳丽借了一百元，两个刚认识的住一个宿舍的人买好饭菜坐在空荡荡的大食堂吃。食堂饭菜
的价格比大学贵一倍，省吃俭用，一百块估计能吃半个月。袁菲心慌地只买了一份豆芽，最便宜
，一块五一份，还有五毛钱的米饭。,看来李佳丽也不宽裕，她买了一份猪肉炒土豆片，三块钱，外
加五毛钱的米饭。空荡荡的食堂里当然还有其他人吃饭，很容易分辨是老职工还是刚毕业来的新员
工。老职工穿工作制服，新员工没有。,袁菲环顾食堂的空荡：“这食堂不比我们大学的食堂小，如
果开工的话，工人肯定很多，目测……大概能容纳两千人。”,“怕就怕不开工呀。”,“是呀，亚洲
正闹经济危机，看来中国受的影响不小。”,李佳丽不同意袁菲的说法：“不一定，我有同学去的公
司，当天去当天上班，还天天加班，还要扩建呢，我们运气不好，选了个不景气的公司，你看看外
面，到处是杂草。”,袁菲暗自叹气，她怎么运气如此不好呢！如果公司不开工，她何去何从呢？她
身后一大家子人指望着她呢。哎，幸好姐姐塞给她三百元，要不然今夜只能睡床板，被大蚊子吸血
。哎，如果不开工，她没有退路，老妈的话响在耳边：死，也给我死在外面。,袁菲闷在肚里苦笑
：“想回也没钱回去，广州难道是我的地狱吗？”,一个年轻的穿工作制服的男青年端着饭盆过来
，不经允许径直坐在两名新来的女生旁边：“嗨，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赵斌，文武双全的斌，去年
这个时候来的，也就是说，比你们早一年。”,李佳丽问：“你搞技术？”,“当然，现在留下来的不
是大领导，就是搞技术的。”,“搞什么技术？”袁菲问。,“新产品开发。”赵斌看着袁菲的眼睛
，嘴里却说：“你怎么只吃豆芽？你不吃荤吗？我可是无荤不吃。”他用筷子敲敲自己的饭盒，里
面非常丰盛，有蒸排骨，有一条红烧鸡腿，香菇炒青菜，外加一瓶冰啤酒。,袁菲实话实说：“我带
来的钱花完了，又担心工厂不开工，所以不得不省着花。”,“不开工是不可能的，”赵斌将红烧鸡
腿夹到袁菲的碗里：“工厂这么大的盘呢，正常营业的时候，上上下下三千多人，不可能停产的
，”赵斌突然降低声音，似乎说到某种机密：“尽管放心，我们大老板是大富豪，那些大领导都没
走呢。大领导大老板都在，你怕什么！”,袁菲看着碗里的鸡腿，迟疑着，还是只吃豆芽。,李佳丽问
：“我昨天来的，只见到人事专员，你说的大老板大领导在哪呢？吃饭也没看见过呀，难道他们不
吃饭？”,赵斌看着袁菲碗里的鸡腿：“人事专员是小屁屁，远不如我这个技术工程师。大领导不来
这食堂，他们有小食堂，欧式装修，免费吃喝，环境好，吃的也好。至于大老板，连小食堂都不去
，有秘书伺候。”,“哇——”李佳丽惊叹，眼睛里流露出羡慕：“待遇真好，大领导一般是干什么
的？”,“各个部门的部长以及各个厂的厂长，比如我们技术部的部长，一个白头发的老头，整个技
术部就他有资格在小食堂免费吃喝。”赵斌语气不恭。,袁菲看了他一眼，发现赵斌眼里也流露出不
屑：“我不爱吃鸡，你能夹回去吗？”,袁菲拒绝他的鸡腿，他明白这女生拒绝了他的初次示好。,赵
斌五官端正，个子修长，虽然不是大学校园里很抢手的那种，但追求不很漂亮不那么骄傲的女生没
失手过，比如他现在的女朋友，虽然不在广州，两个人异地恋，对他依然痴情。他们的恋情开始于
大二，是赵斌主动追求并追到手的，但他只是想谈场恋爱感受一下爱情而已，原本想毕业就分手
，可女朋友很难缠，正想方设法来广州和他一个公司工作。,赵斌的自信心在袁菲这受到点打击，他
在这个公司是很吃香的，公司正常营业时员工很多，但大学生比例大概只有3-4%，绝没有5%，向他
示好的女中专生女技校生女大专生甚至女本科生都有，当然没有任何文凭向他示好的女孩更多，但
他不会傻到再谈一个不如他现任女朋友的。,眼前这个女孩！？,他走进食堂时，袁菲正在买豆芽，他
一眼就看出她的窘迫，也一眼就看出，这是朵校花，在这个公司，也是绝对的第一美女。,他的心当
场就砰砰跳。,他以前在校园时被漂亮骄傲的女生拒绝过，所以坦然接受又一次的被拒绝。他问

：”你叫什么名字？“,”袁菲，她叫李佳丽。“袁菲顺便介绍室友。,”以后我们一个部门，请你吃
鸡腿，没别的意图。“,”我真的不吃。“,赵斌想了想，犹豫了一下，将鸡腿夹回自己碗里：”大家
是同事，没必要搞的这么生分。“,”我真的不吃。“袁菲只好如此重复。一、颜如玉产品是什么
？全名：颜如玉胶原低聚肽蓝莓果饮。,颜如玉口服液是由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国家保健食
品行业胶原肽标准制定者、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美国国家健康研究中心、德国拜耳制药、
国内外顶级科研机构联合研发，以采用深海鱼皮提取胶原低聚肽及蓝莓原浆为核心原料，并通过中
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严格检验，取得合格检验报告精制而成的一款胶原蛋白果饮。该产品可以起到
及时补充人体胶原蛋白，调节人体内环境，从而达到补水、褪黄、调节内分泌、抗衰的美容功效。
其中蓝莓成分对缓解人体的眼干、眼涩、眼疲劳有明显效果，并通过科学配方促进肠胃蠕动让人体
排毒养颜，并对肠膜、胃膜及子宫内膜达到修护、保护的作用。详情咨询颜如玉官方总招商部微信
号：luxk001二、颜如玉品牌的背景？ 氀
瓿 颜如玉公司前身在中国广州成立。, 氀
后与美国国家健康研究中心、德国拜耳制药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等多个研发单位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颜如玉“胶原低聚肽口服液”研发成功。, 氀
㔀 瓿 颜如玉“胶原低聚肽口服液”申报国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保健批文, 氀
㘀 瓿 颜如玉在北欧挪威、丹麦等地设立原料采集加工基
……, 氀
㠀 瓿 颜如玉口服液经过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历时 3 年临床试验，批准上市。,
2008 年 12月，颜如玉重金签约台湾第一美女林志玲，代言颜如玉系列全线产品。, 氀
㤀 琀 㔀
如玉口服液正式上市，借助强势的广告和良好的口碑，迅速形成热卖势头。, 氀
琀
で ，
玉启动日化店财富分享计划，全国 32个省市日化精品店经销商签约完毕，被日化精品店渠道誉为奇
迹。, 氀
琀 㠀
，颜如玉口服液累计销量突破 5000 万瓶，成为名副其实的胶原第一品牌。
2015 年 5 月正式进军微商。, 氀
㘀 璘鱙艳襢 为微商大健康产业第一品牌。,详情咨询颜如玉官方
招商部微信号：luxk001,三、颜如玉的荣誉口碑？ 氀
市以来，颜如玉全面进军全国市场，成
为线下销量第一品牌，2011 年 5月，颜如玉在“消费者口碑评比”中获得“最受欢迎美肌奖”。,
2011 年 6 月，颜如玉由ITQI（国际风味暨品质评鉴所）在意大利举办“顶级美味品鉴活动”中获得
“顶级美味奖章”。, 氀
琀 㜀
，在亚太区美容《亚洲美容盛典》评选中获得“口碑大奖
, 氀 轔 ，颜如玉的卓越品质和良好口碑受到了湖南卫视、浙江卫视、广州《广州日报》、《中国化
妆品报》、《化妆品观察》、《UP美容》、《瑞丽》、河南电视台、云南电视台、广西,电视台等数
十家权威媒体的报道宣传。,详情咨询颜如玉官方招商部微信号：luxk001,四、颜如玉蓝莓果饮产品有
何市场优势？1、研发单位：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国家保健食品行业胶原肽标准制定者，茅
台酒、洋河大曲发酵技术研究单位；,2、原料来源：来自北欧深海鱼鱼皮，远离现代工业文明，纯
净无污染。研究证实：胶原蛋白有效性从低到高排序：大豆、猪、牛、驴，海洋鱼类，深海鱼类
，深海鱼皮最适合人体肌肤吸收，最具生物活性。,3、生产工艺：100多道工序的生物酶解技术，已
经获得国家专利，达到世界领先水平；,4、升级产品：颜如玉把大分子胶原蛋白分解为小分子胶原
肽，市面上同类产品分子量大至3000甚至几十万，而颜如玉通过酶解技术小至 900D，并且目前国内
技术能够达到的最小分子量就是 900D，吸收率由30-50%提高到95%以上，所以说颜如玉是胶原蛋白
的升级产品；无需消化，直接吸收；,5、营养价值：一瓶50ml 相当于 9 碗燕窝；充分补充胶原，增
强免疫力。,6、功效全面：美白淡斑、紧致肌肤，排毒养颜，缓解眼干眼涩、修复子宫内膜等作用
。,7、快速见效：胶原低聚肽与人体最接近，与人体皮肤类似，口服后，无须胃消化，小肠吸收后
直接通过血液送达皮肤，进入真皮组织后迅速合成胶原蛋白，填补皮肤流失的胶原蛋白。蓝莓沙棘
等均为纯绿色植物提取，无污染吸收快。通过临床验证和消费者使用后反馈：90%以上使用者28 天
有明显效果，比目前市场同类产品 30 天的见效时间，颜如玉产品效果大概快了 4-5 倍；,8、无副作
用：颜如玉所有产品均无添加、无激素、无重金属、不含防腐剂。,9、价格优势：高端品质，平民
价格，人人喝得起，给用户超出期望的体验。原来是高端人群的福利，国外胶原蛋白饮品零售价比

我们的产品贵一倍以上，效果还没这么好。颜如玉公司取消了中间渠道，直接让利给消费者，特别
是做微商代理，用经销价享受贵族的品质。,10、复购率高：市场多年的销售证实，喝颜如玉产品的
顾客回头率达到90%以上，而且大部分首次购买三盒，感觉效果非常好，回头就成箱购买了；,详情
咨询颜如玉官方招商部微信号：luxk001,五、颜如玉胶原低聚肽蓝莓果饮产品主要成分是什么？1、
四大核心成分：,a、海洋鱼皮胶原低聚肽粉,b、蓝莓浓缩汁,c、沙棘,d、菊粉2、解读海洋鱼皮胶原低
聚肽粉2-1、什么是胶原蛋白？,胶原蛋白是一种重要的结构蛋白质，是细胞间的连接剂,使细胞能固
定在身体组织上，是维持皮肤与组织器官形态、结构的主要成分，也是修复各种损伤组织的重要原
料物质。胶原蛋白能让骨骼坚硬并具有弹性，增强骨质强度，增加骨质韧性，防止骨质疏松的作用
；胶原蛋白可以促进脂肪的新陈代谢，保护内脏、保持血管壁弹性，尤其对于肠胃消化与代谢功能
的调节尤为突出，是人身体必不可少的一种重要物质。2-2、胶原蛋白的正常流失和日摄取量？,胶原
蛋白约占人体总蛋白质含量的 1/3(总量约体重的6%)。胶原蛋白是人体皮肤形成的关键物质，而它又
无法自身合成，因此必须靠外敷或内服胶原来及时补充，而维持身体正常生理机能我们每日需从饮
食中补充5 克胶原蛋白才能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权威医学专家分析：人体内的胶原蛋白从 18 岁开
始逐渐流失，25岁胶原流失到最高峰，40岁只相当于18岁的一半，女性胶原蛋白流失的速度为男性
的2.5倍！故同一年龄段的男女，女性比男性要衰老的快。所以要想控制衰老必须及时补充胶原蛋白
！,详情咨询颜如玉官方招商部微信号：luxk001,2-3、胶原蛋白流失严重的人有哪些症状？, 汶 肤
：黑色素沉积难以代谢，松弛无弹性，干燥起皱纹等衰老现象, 汿㩬㓿 皮肤干燥，松弛无弹性，夜
后皮肤的浮肿不容易消失, 汑玂苿 疼痛，骨质变脆，骨质疏松，易于骨折, 沀 胃：机能严重下降
，排便干燥、困难，便血；, 汷㱷寿 疲惫、干涩，眼球发黄、无光，视力下降, 沀貀觿 减弱肌肉量
减少，脂肪量增加；乳房、臀部下垂。, 汙㑓 ：缝隙白发，脱发，断发，发质干枯，指甲变脆等
, 汑䵵 力低下：容易疲劳，身上皮肤容易起颗粒2-4、颜如玉胶原低聚肽与其他胶原蛋白口服类产品
有何区别？颜如玉主要从原料成分来源、分子量、技术、效果等 4 大方面来区分其他胶原类产品。
a、胶原蛋白成分来源：,常见胶原蛋白都提取自动植物，猪，牛，鸡等禽畜类，从禽畜的养殖和健
康来看提取禽类的胶原蛋白食用安全性偏低，而颜如玉的胶原蛋白提取的是深海鱼皮，因深海鱼生
长于自然环境，无污染，且生长周期长，而鱼本身同比所有动物就是最不易染上疾病的，故食用安
全性最高。b、分子量：,常见的胶原蛋白口服液分子量都在 1200-3000D以上，很难被人体完全吸收
，经代谢所产生的蛋白质废物，容易导致过敏。而颜如玉是小分子胶原低聚肽，平均分子量小于
900D，无需消化即可通过皮肤渗透或肠道被人体 100%完全吸收，美容紧肤修复身体各部位内膜效果
极佳！c、技术：,颜如玉的胶原低聚肽采用的是生物酶解，低温萃取的专利技术，这种技术避免了
制造过程中高分子胶原遭到破坏，又把高分子胶原分解成小分子胶原可以被人体直接吸收。其他胶
原产品没有这项技术，采用的胶原纯度不高，添加成份过多。d、效果：,其他胶原产品分子量大
，人体不易吸收产生的效果不明显。颜如玉胶原低聚肽分子量极小，可以通过皮肤表皮吸收，也可
以通过口服吸收，见效迅速，从而在美容、紧肤、美白淡斑、祛皱.缓解眼干、眼涩、眼疲劳，改善
肠道、调节内分泌等方面达到立竿见影的功效。,详情咨询颜如玉官方招商部微信号
：luxk001,
,大家都知道皮肤衰老的过程就是胶原蛋白流失的过程。,这张图让我们知道胶原蛋
白有多重要。,但找到真正安全、优质、能被人体很好吸收的胶原蛋白太难了。,目前市场上见到的绝
大部分肽产品的平均分子量一般在4000-6000D，其中较好的也在3000D以上。这样大的分子量无法实
现人体对肽的直接吸收，更不用说皮肤的吸收。,
,低聚肽是什么？,学术界通常把由11-50个氨
基酸构成的片段称为多肽，把由2-10的氨基酸构成的片段称为低聚肽，低聚肽的分子量通常小于
1000D。而含超过50个氨基酸则定义为蛋白质。,低聚肽可以理解为蛋白质被消化分解的过程产物
，也可以理解为是蛋白质合成过程的中间物。简单来说，低聚肽就是消化过的蛋白质。
,那么
低聚肽的吸收效果到底怎样呢？,原来，科学界认为人体吸收蛋白质只能通过氨基酸的形式。,但近

50年的科学研究得出结论：其实人体更多的是吸收低聚肽，因为低聚肽容易被人体吸收，甚至是可
以直接吸收，而且速度之快，是氨基酸的十几倍！,这种吸收不需要能量，有多种渠道同时进行，还
能携带各种矿物质、维生素，但有个条件：必须是低聚肽！低聚肽是最优质的蛋白质营养，简直是
营养学界的福音。,
,我们的低聚肽是否安全呢？,颜如玉胶原低聚肽是由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
究院研发的，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致力于低聚肽研究十数年，拥有唯一获得国家发明专利认证
的胶原肽生物酶工程技术，一直为中国大型制药保健厂家提供优质低聚肽原料、产品配方和科学依
据，保证原料0添加、0激素、0防腐、0脂肪，并且经过多层次的安全试验：详情咨询颜如玉官方招
商部微信号：luxk001,急性毒性试验,30天喂养试验,90天喂养试验,长期喂养血生化测验,遗传毒性研究
,Ames试验和小鼠精子畸形试验,微核试验和彗星试验,通过药品级别的安全试验，得出低聚肽属于食
品安全级别的结论。,同时，低聚肽产品还在中国，日本和欧美做过大量生化基础研究，细胞试验、
动物试验、临床试验以及在市场上的长期大量使用验证，从未出现过不良影响报告。,中国食品发酵
工业研究院一直奉行将试验数据尽可能学术发表，完全公开的原则。,只有通过大量科学验证的低聚
肽，才是真正造福人类的好产品。,
,低聚肽是怎么生产的？,低聚肽可以通过人工合成，但成
本极高，主要用于科学试验。,食品及药品原料级的低聚肽主要通过蛋白质消化酶分解蛋白质而成。
,详情咨询颜如玉官方招商部微信号：luxk001,优质的低聚肽生产奉行以下几个条件：, 对原料品质
的安全控制：不用哺乳动物和淡水鱼的蛋白质为原料。, 整个过程中减法生产：不作任何添加，每
个步骤不断去除不需要的物质。, 生产在GMP认证工厂进行：药物卫生安全等级。,详情咨询颜如
玉官方招商部微信号：luxk001,低聚肽生产的主要工艺如下：,第一部分：原料前处理处理,严选北欧
或北俄罗斯海域的深水鲑鱼新鲜的鱼皮。,去除肉、骨、脂肪、鱼鳞等部分后打成匀浆。这个步骤很
关键，是确保产品安全、品质和生产效率的基础！第二部分：酶解,在严格控制的温度时间等条件下
，用两种以上的蛋白质分解酶对胶原蛋白进行分解。这个步骤是低聚肽生产的核心技术，是现代生
物制药技术发展的结晶！就在十几年前，世界上还没有低聚肽产品噢。第三部分：滤过,在使蛋白分
解酶完全失活后，通过六道以上的过滤，最大程度地去除低聚肽以外的物质。,最后用纳米过滤技术
去除游离氨基酸和各种矿物盐。这个步骤是低聚肽生产中最奢侈的工艺：大量舍弃大分子肽、氨基
酸等还有用的物质，我们只留下最需要的低聚肽部分！详情咨询颜如玉官方招商部微信号
：luxk001经过以上严格工艺生产出来的低聚肽溶液，是集高科技和奢侈品质于一身的精英贵族原料
。
,低聚肽对皮肤有哪些作用？,因为分子量小能够直接被小肠吸收低聚肽就是人体消化蛋白质
吸收的形式，因此能被小肠快速完全吸收。含有构成皮肤的所有氨基酸，是皮肤再生的直接材料。
因为分子量足够小所以能被皮肤直接吸收足够小的分子量使皮肤直接吸收低聚肽成为可能，近年的
科学研究证实，皮肤不是完全的屏障而同时是一个呼吸器官，也是一个吸收养分的器官。,快速吸收
对皮肤迅速形成保护,▼详情咨询颜如玉官方招商部微信号：luxk001胶原低聚肽对皮肤的保护主要体
现在：促进皮肤再生、提高皮肤保水能力、皮肤致密度和真皮层厚度。例如日常生活中常见的UV对
皮肤的破坏，UV是英文UltravioletRays的缩写,即紫外光线，紫外线的波长范围在100～400nm，对皮
肤和眼睛都有破坏作用，在学术上被称作“光老化”，其损害的程度可以用皮肤角质层保水量来衡
量。实验证明，92%的深层岁月损伤外用药无法修复，老化不仅在皮肤表面，更在皮肤深处，只有
深入肌底的修复才能逆转，而低聚肽可以修复和让皮肤再生。只要分子量控制在900D左右就可以做
到，让低聚肽来拯救你的美丽吧！,综上所述，颜如玉胶原低聚肽蓝莓果饮中的胶原肽功效远远超过
市面上一些胶原蛋白口服液产品！详情咨询颜如玉官方招商部微信号：luxk001,2-5、胶原蛋白与女
性胸部的关系乳房主要由腺体,导管,纤维,结缔组织和脂肪组织构成，乳房大小取决于乳腺发育和脂
肪的数量，而挺拔丰满的乳房则依靠结缔组织的承托。胶原蛋白是结缔组织的主要成分，在结缔组
织中胶原蛋白常与多糖蛋白相互交织成网状结构，产生一定的机械强度，是承托人体曲线、体现挺
拔体态的物质基础，这也是为什么随着年龄增长很多女性胸部下垂的直接原因。因此，为免胸部变

形下垂我们要及时补充胶原。2-6、胶原蛋白与骨骼健康的关系骨骼由 2/3 钙盐和 1/3 的有机物组成
.有机物中 2/3是胶原蛋白。胶原蛋白就像骨骼中一张充满小洞的网，会牢牢的留住钙质，免于钙持
流失；胶原蛋白是维持骨结构的完整，防止骨质疏松，保持骨髓柔韧度的关键。2-7、胶原蛋白与抑
制人体癌细胞的关系,详情咨询颜如玉官方招商部微信号：luxk001,胶原蛋白抑制癌细胞是透过两种方
式进行的，一是提高人体免疫力达到压制癌细胞目的。一是防止癌细胞转移。当癌细胞要转移到别
的脏器时，会先往器官深处移动，穿透该处的胶原蛋白组织而到达血管，进一步穿过血管的胶原蛋
白组织，再随着血液循环，移动到其他部位。所以如果含有癌细胞脏器胶原蛋白量够多，且是新合
成的话，胶原蛋白与此器官深层会合成一道坚固的防卫墙，癌细胞就难以突破此防线而进行转移。
所以此时免疫球蛋白就可在此情况下进一步发挥作用，吞噬癌细胞，使得癌症逐渐好转、改善。28、胶原蛋白与提高人体免疫力的关系,详情咨询颜如玉官方招商部微信号：luxk001,胶原蛋白可以缓
解各种过敏症状，提高机体免疫力，并可以预防各种疾病的发生。每天饮用胶原蛋白，可以增进健
康及防止机体老化，配合高活性VC，降低致敏率，由肥胖、过瘦和虚弱的体质引起的神经衰弱、心
律不整、胃肠疾病、便秘、生理痛等各种症状都能得到良好的改善。2-9、胶原蛋白对人体血管，血
液的作用胶原蛋白是构成血管的主要成分。胶原蛋白的不足会导致血管弹性变差，毒素无法及时代
谢而沉积在血管内，并影响血压的稳定性，甚至导致各种心脑血管疾病。补充胶原蛋白，可加快血
管壁新陈代谢，增加血管壁弹性，强化微血管强度与韧性。有效改善高血压、动脉硬化等各种心脑
血管疾病。,详情咨询颜如玉官方招商部微信号：luxk001,3、解读蓝莓3-1、蓝莓是什么？最好的野生
蓝莓来自大兴安岭，是一种野生浆果，学名“越橘”。它的营养价值异常丰富，含有氨基酸种类多
达 20余种，还有各种维生素，在欧美等国家，蓝莓被誉为“生命果”，可见蓝莓的营养价值有多高
。蓝莓的奇特之处还包括它含有的一些营养物质是其他水果所不常具备的；这些物质可以调节血液
循环，有助于视力提高，可以美容养颜，甚至可以起到防止动脉老化的效果。3-2、蓝莓的功效与作
用a、保护眼睛、增强视力蓝莓果实的VMA（花色苷色素）对眼睛有良好的保健作用，能够减轻眼
的疲劳及提高夜间视力，特别适合眼睛长期工作的人。因为蓝莓中含有维生素 A，维生素A 具有保
护眼睛的作用，而且，蓝莓不仅含有维生素A，其主要成分是花青素，可直接加速视网膜、视紫质
的合成与再生，让眼睛绽放活力光彩。b、增强自身免疫力蓝莓中的花青素能清除体内有害的自由基
，自由基是造成老化及诸多疾病的重要原因之一，据估计大约80%-90%的老化性，退化性疾病都与
自由基有关，其中包括癌症、老年痴呆症、帕金森氏症、皮肤黑斑沉积、白内障、心脏病等等。所
以消除有害的自由基可以增强自身免疫力，对于保持身体的健康和年轻至关重要。c、抗氧化功能、
减缓衰老天然的蓝莓花青素是最有效的抗氧化剂。研究显示，在人们经常食用的的40 多种水果和蔬
菜中，蓝莓抗氧化能力最强。这意味着食用蓝莓可以有更多的针对衰老、癌症和心脏疾病的抗氧化
能力。d、增强记忆力蓝莓在所有蔬果中拥有极高的抗氧化剂，能增进脑力和减少阿耳茨海默早老性
痴呆症等，蓝莓中的花青素具有防止功能失调、改善短期记忆、提高老年人的平衡性和协调性等作
用。e、防癌功能蓝莓中含有的营养物质对中早期癌症都具有抑制作用。蓝莓果实中的花青素，是非
常强的抗氧化剂，可以帮助预防动脉内斑块的形成和多种癌症，减低患癌的可能。f、美容防紫外线
花青素在欧洲，被称为“口服的皮肤化妆品”，可防止皮肤皱纹的提早生成，有助于维持健康的肌
肤，缓和皮肤松弛下垂和眼袋。另外，花青素也是天然的阳光遮盖物，能够阻止紫外线侵害皮肤。
,详情咨询颜如玉官方招商部微信号：luxk001,g、改善睡眠花青素具有深入细胞保护细胞膜不被自由
基氧化的作用，具有强力抗氧化和抗过敏功能，能穿越血脑屏障，可保护脑神经不被氧化，能稳定
脑组织功能，保护大脑不受有害化学物质和毒素的伤害，从而彻底改善睡眠质量。h、预防泌尿道感
染(UTIs)蓝莓具有良好的消除体内炎症的作用，尤其对尿路感染、慢性肾炎的作用最为显著。因为
它们含有被称为黄酮类的化合物。黄酮类化合物能很好地帮助身体对抗和摆脱细菌感染。,详情咨询
颜如玉官方招商部微信号：luxk001,3-3、蓝莓适用于哪些人群？ 氀 䵵 力低下的人群, 氀 㽺 及电脑

族等长期用眼的人群或弱视、远视等有视力问题的人群, 氀
忆力衰退的人群, 氀
膘蒖
脑血管
预防老年痴呆的人群, 氀
肤需要保养的人群,详情咨询颜如玉官方招商部微信号：luxk001,4、解读沙
棘4-1、沙棘是什么？沙棘是目前世界上含有天然维生素种类最多的珍贵经济林树种，其维生素C的
含量远远高于鲜枣和猕猴桃，从而被誉为天然维生素的宝库。而中国，是世界上沙棘资源最多的国
家。沙棘生长条件非常简单，基本上可以野生粗养，所以可以说我们采用的沙棘原材料是纯天然无
污染的。,沙棘是一种药食同源的植物，它的、茎、叶、花、果都具有非常高的药用价值。常食沙棘
，可以有效调节胃肠功能、保肝护肝，防止肝硬化、可以有效防治心脑血管疾病、提高人体免疫力
、预防肿瘤、癌症、可以止咳平喘利肺化痰、还可以美容养颜淡化黄褐斑。4-2、沙棘对人体的作用
具体体现在哪几个方面呢？a、沙棘可以提高人体的免疫系统能力、改善过敏体质。,沙棘中含有大
量的维生素 C、维生素 E、类胡萝卜素、SOD、沙棘黄酮都具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对体液免疫和
细胞免疫具有明显的调节作用，还有一定的抗过敏作用、增强人体抗病能力，这些有效成份能清除
人体自由基，提高机体免疫功能作用。另外沙棘黄酮还可调节甲状腺功能，使甲状腺功能亢进恢复
正常。免疫力提高了，身体的抗病能力也就随之加强了。b、沙棘对癌症的预防保健作用,由于工业
化污染及人类对环境的破坏，癌症群体正在扩大化，而且没有一种有效的方法去根治，那就需要人
们在日常生活中去积极预防了。沙棘中的生物活性成份白花青素、苦木素、香豆素、5—羟色胺、
β胡萝卜素等具有明显的抗癌作用。对人体内的癌细胞具有一定的抑制及杀伤作用，还具有阻断致
癌因素的作用。而且可以通过提高癌症患者的自身免疫功能，增强人体对癌症的抵抗能力，特别对
胃癌、食道癌、直肠癌、肝癌等消化系统的癌症效果相当明显。另外能减轻放疗及化疗的毒副作用
，促进癌症患者康复。c、沙棘对消化系统疾病的预防保健作用,现代人都忙于工作，活动量相对都
很少，日常作习又不稳定，很多人年纪轻轻地就有消化系统疾病。这不仅影响到人们的工作学习
，也影响到人们身体的一个营养吸收和代谢排毒的过程。沙棘中含有大量氨基酸、有机酸等多种营
养成份，可以促进胃酸、胃液分泌。因而沙棘具有消食化滞、健脾养胃、疏肝利气的作用。对于消
化不良，腹胀痛，胃炎、胃及十二指肠溃疡、肠炎、慢性便秘等均有极好作用。,d、沙棘的护肤养
颜、健脑益智作用,沙棘含有的多种氨基酸，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不饱和脂肪酸、SOD等对阻断
自由基，防止皮肤老化、淡化老年斑、黄褐斑、改善睡眠质量、提高记忆力、保持旺盛的精力和体
力均有良好的作用。e、沙棘抗炎生肌、促进组织再生的作用,沙棘中提取的沙棘油富含VE、胡萝卜
素、类胡萝卜素、β—谷甾醇、不饱和脂肪酸等，可促进这机体新陈代谢，有利于损伤的组织恢复
，增强炎症中心的抗炎作用，以及明显的促进溃疡愈合作用。对辐射损伤、烧伤、烫伤、皮炎、粘
膜炎、口腔溃疡、子宫内膜炎、宫颈糜烂和胃及十二指溃疡等有很好的疗效，对手术后伤口愈合
，消除疼痛、减少不良反应，也有很好作用。f、沙棘对心脑血管疾病、肝脏、糖尿病、呼吸系统的
防治作用,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提高，一些富贵病也越来越出现在一些年青人身上，心脏病、脑梗、
三高这些病越来越常见于年富力强的人身上，没有强健的身体，有再多的财富也是零。预防胜于救
治。而沙棘中提取的沙棘总黄酮、不饱和脂肪酸等成份能有效调节血压、血脂、血糖，直接清除超
氧自由基和羟自由基，降低血液粘度，抑制血小板过度聚集、软化血管、改善血液循环、防止动脉
硬化，对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塞、心律失常、心肌缺血缺氧等病症有极好的防治作用。另外对
改善心功能、缓解胸闷、心悸、气短等症状也有很好的作用。沙棘中含有的苹果酸、草酸等有机酸
具有缓解抗生素和其它药物的毒性作用，促进受损的肝细胞加快愈合，降低转氨酶，保护肝脏。同
时对肝脏多余的脂肪有消除作用。,详情咨询颜如玉官方招商部微信号：luxk001,4-3、沙棘适用人群
： 氀
老年人和体质虚弱人士, 氀 鶀 功能低下者，心脑血管疾病、胃肠疾病、三高患者以及肿瘤
患者, 氀
体溃疡、子宫内膜炎、宫颈糜烂患者, 氀 水 恢复者, 氀 抐 罥醀 , 氀 㡗 轻微辐
工作之人群,详情咨询颜如玉官方招商部微信号：luxk001,5、解说菊粉5-1、什么是菊粉？菊粉是从菊
苣根和菊芋（洋姜）中提取出来的一种天然果聚糖，属于水溶性膳食纤维，是一种营养强化剂，具

有增殖益生菌，治疗便秘，调控血糖，降血脂，美肤瘦身等功效，2009年已被中国卫生部认定为新
资源食品。5-2、菊粉的作用？a、提高人体免疫力,菊粉通过有益菌增殖激活人体免疫，提高巨噬细
胞、T 和 B淋巴细胞及骨髓多能干细胞活性，诱发人体特异性免疫应答，增强抵抗力，抑制病菌及病
毒生长和繁殖并杀死。菊粉能抑制病毒及转氨酶的活性，从而抑制病毒复制，具有抗病毒活性。b、
减肥,菊粉使胃内溶物体积增大，黏度增高，延长胃排空时间，增加饱腹感，减少食物摄入。菊粉吸
附肠内脂肪，随粪便排出，减少脂肪吸收。c、防治特异性过敏性疾病,菊粉直接作用于有益菌，刺
激肠黏膜相关的淋巴组织产生 B 淋巴细胞，被送到人体的各个部位，会诱导产生分泌型免疫球蛋白
A2，从而降低人体各部位的病原菌的数量，抑制特异性过敏性疾病的发生。如过敏性皮炎、过敏性
鼻炎、哮喘、异位性皮炎等。,详情咨询颜如玉官方招商部微信号：luxk001,d、预防便秘排毒养颜,菊
粉半纤维素和发酵产生的短链脂肪酸会刺激肠道蠕动，使大便变软并快速排出，减少毒素在肠道停
留时间。菊粉使肠道 PH值降低，抑制有害菌繁殖，从而减少毒素的产生。菊粉可减少肝脏氨基酸毒
素，提高肝脏解毒能力。e、调理胃肠功能治疗胃肠炎,菊粉通过双歧杆菌等有益菌大量增殖抑制致
病菌生长和繁殖，调理胃肠功能，防止慢性胃炎、胃溃疡、急慢性肠炎与腹泻、肠易激综合症、溃
疡性结肠炎等肠胃疾病。f、促进矿物质吸收阻止骨密度降低,菊粉在消化道与矿物质螯合，形成螯合
复合物；在大肠发酵降解，释放矿物质离子。增强矿物质离子溶解度，促进矿物质吸收。使肠静脉
更发达，提高肠粘膜对矿物质的吸收。双歧杆菌增殖，促使异黄铜物质转化成糖甘配基类化合物
，从而有力阻止矿物质流失，阻止骨密度降低。g、稳定血糖，防止并发症,菊粉可有效降低餐后血
糖20-50℅。主要是菊粉树脂增加胃内溶物黏度，延长胃排空时间，和菊粉果胶形成的肠粘膜胶基层
，两重作用降低葡萄糖的吸收速度。菊粉可改善机体末梢组织对胰岛素的敏感性，降低胰岛素抗性
，降低病人对胰岛素的要求。菊粉能提高糖代谢酶的活性，刺激胰岛素分泌，促使血糖转化为糖元
，从而降低血糖。h、降低血脂防止心血管疾病,菊粉发酵降解产生的短链脂肪酸丙酸盐抑制胆固醇
合成限速酶，并能促进低密度脂蛋白（LDL-C）的清除。但对高密度脂蛋白（HDL-C）无影响。菊
粉可吸附肠道胆汁酸，减少胆汁酸在小肠的重复吸收，阻断胆固醇的重复吸收和合成。,详情咨询颜
如玉官方招商部微信号：luxk001,i、预防肠癌,菊粉通过有益菌产生特殊酶，对致癌物进行细菌性降
解。通过有益菌的增殖，抑制致病菌繁殖，减少毒素产生。菊粉降解产生的短链脂肪酸——丁酸盐
可抑制结肠上皮细胞的过度增生和转化，预防结肠上皮细胞癌变，起防癌作用。,详情咨询颜如玉官
方招商部微信号：luxk001,5-3、菊粉适用人群： 氀
秘、口臭、糖尿病、高血脂等患者, 氀 㢗抍睵
、长斑者, 氀 䵵 力低下者, 氀
年期综合症者, 氀
常熬夜者, 氀
常饮酒者, 氀 罵 抗生
病患者,详情咨询颜如玉官方招商部微信号：luxk001,综上所述，颜如玉蓝莓果饮产品是一款无激素、
无污染，有效补充人体胶原、修复子宫内膜、肠胃粘膜、保持肌肤年轻态、美白淡斑、安神明目、
调节肠道、调节内分泌、提高人体免疫力、不限男女、不限老中轻的安全 、高效、健康美颜食品
！,c、技术：？大概能容纳两千人。b、蓝莓浓缩汁，一直为中国大型制药保健厂家提供优质低聚肽
原料、产品配方和科学依据？“当然。从未出现过不良影响报告…通过药品级别的安全试验。c、沙
棘，充分补充胶原？抑制有害菌繁殖；其中较好的也在3000D以上，蓝莓被誉为“生命果”，用经
销价享受贵族的品质。免疫力提高了，降血脂，袁菲看着碗里的鸡腿？菊粉在消化道与矿物质螯合
，当然没有任何文凭向他示好的女孩更多？他明白这女生拒绝了他的初次示好？沙棘是一种药食同
源的植物，进入真皮组织后迅速合成胶原蛋白，可保护脑神经不被氧化！这个步骤是低聚肽生产中
最奢侈的工艺：大量舍弃大分子肽、氨基酸等还有用的物质。吞噬癌细胞，菊粉是从菊苣根和菊芋
（洋姜）中提取出来的一种天然果聚糖。赵斌想了想…”袁菲问；c、沙棘对消化系统疾病的预防保
健作用；从而在美容、紧肤、美白淡斑、祛皱？ 汶 肤：黑色素沉积难以代谢：这种技术避免了制
造过程中高分子胶原遭到破坏。好似不食人间烟火…增强炎症中心的抗炎作用。

这是朵校花，常见的胶原蛋白口服液分子量都在 1200-3000D以上；不然你今晚怎么睡：现实生活中
，一个白头发的老头。整个广场出站的进站的乱哄哄。这荒地也是我们公司的。美肤瘦身等功效
！ 汑䵵 力低下：容易疲劳，彼此陌生：保护内脏、保持血管壁弹性，2-9、胶原蛋白对人体血管
；所以消除有害的自由基可以增强自身免疫力，缓解眼干、眼涩、眼疲劳。颜如玉口服液经过国家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历时 3 年临床试验。详情咨询颜如玉官方招商部微信号：luxk001，买了必须的
东西， 氀
㔀 琀 㔀
正式进军微商，在使蛋白分解酶完全失活后，“你昨天到的，她真没有
而且可以通过提高癌症患者的自身免疫功能。这意味着食用蓝莓可以有更多的针对衰老、癌症和心
脏疾病的抗氧化能力。菊粉半纤维素和发酵产生的短链脂肪酸会刺激肠道蠕动…“袁菲顺便介绍室
友，”赵斌看着袁菲的眼睛！抑制特异性过敏性疾病的发生：详情咨询颜如玉官方招商部微信号
：luxk001。长期喂养血生化测验。爱情之火熄灭后很难重燃，其中包括癌症、老年痴呆症、帕金森
氏症、皮肤黑斑沉积、白内障、心脏病等等。空荡荡的食堂里当然还有其他人吃饭。采用的胶原纯
度不高！因此能被小肠快速完全吸收：抑制血小板过度聚集、软化血管、改善血液循环、防止动脉
硬化。所以坦然接受又一次的被拒绝。绝没有5%…可防止皮肤皱纹的提早生成。比你们早一年。降
低转氨酶；日常作习又不稳定。花青素也是天然的阳光遮盖物，在严格控制的温度时间等条件下
…含有氨基酸种类多达 20余种，25岁胶原流失到最高峰，降低致敏率，就这样生活吗！面包车穿过
大片农田，综上所述！完全公开的原则。癌症群体正在扩大化。

“袁菲只好如此重复。是赵斌主动追求并追到手的。“没班可上，d、沙棘的护肤养颜、健脑益智作
用。延长胃排空时间。优质的低聚肽生产奉行以下几个条件：，广东当地人，听从李佳丽的劝告
；去年这个时候来的，袁菲买这样的自行车也只有这一个目的…所以可以说我们采用的沙棘原材料
是纯天然无污染的：颜如玉公司前身在中国广州成立。经常有老鼠出没，老化不仅在皮肤表面，四
个人吓的面面相觑，她家五口人挤的那间小房子里！释放矿物质离子。 氀
膘蒖
脑血管预防老
年痴呆的人群，“不开工是不可能的！感觉效果非常好。大家都知道皮肤衰老的过程就是胶原蛋白
流失的过程，排便干燥、困难。而维持身体正常生理机能我们每日需从饮食中补充5 克胶原蛋白才
能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我明天带你们参观工厂。抑制致病菌繁殖， 氀
㠀 琀
。两重作
葡萄糖的吸收速度；被大蚊子吸血，调控血糖。而且没资格住进这里…胶原蛋白与此器官深层会合
成一道坚固的防卫墙，赵斌看着袁菲碗里的鸡腿：“人事专员是小屁屁。袁菲拒绝他的鸡腿。肖奕
找马爱玲最后谈了一次。还有五毛钱的米饭，综上所述，和肖奕没关系？你看看外面。也是修复各
种损伤组织的重要原料物质？d、效果：。整个技术部就他有资格在小食堂免费吃喝！增强免疫力。
低温萃取的专利技术，能稳定脑组织功能！甚至可以起到防止动脉老化的效果。
心脑血管疾病、胃肠疾病、三高患者以及肿瘤患者，30天喂养试验：吃饭怎么办呢。癌细胞就难以
突破此防线而进行转移。是一种营养强化剂？2009年已被中国卫生部认定为新资源食品，迅速形成
热卖势头，不是错误的。买了最便宜的蚊帐？可以美容养颜。骨质变脆。而鱼本身同比所有动物就
是最不易染上疾病的：那就需要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去积极预防了…而低聚肽可以修复和让皮肤再生
；今天不工作吗。有冲凉房。一、颜如玉产品是什么，“什么技术！所以要想控制衰老必须及时补
充胶原蛋白。低聚肽是怎么生产的。环境好。眼前这个女孩，正常营业的时候…并影响血压的稳定
性，回头就成箱购买了。是承托人体曲线、体现挺拔体态的物质基础；袁菲是不是冰美人，尤其对
尿路感染、慢性肾炎的作用最为显著。已经获得国家专利，这些有效成份能清除人体自由基。减少
食物摄入。空床位上只有床板。从而减少毒素的产生，现在带你们去集体宿舍。三块钱。容易导致

过敏！可以有效调节胃肠功能、保肝护肝，人人喝得起。肖奕不认识一个人，4、解读沙棘4-1、沙
棘是什么，从而达到补水、褪黄、调节内分泌、抗衰的美容功效：”以后我们一个部门，全国 32个
省市日化精品店经销商签约完毕；4-3、沙棘适用人群： 氀
老年人和体质虚弱人士，批准上市，女
性比男性要衰老的快，三、颜如玉的荣誉口碑，通过六道以上的过滤，那些大领导都没走呢，遗传
毒性研究！是来自湖南的一名中专生，我们只留下最需要的低聚肽部分：直接吸收。你们今天刚到
，权威医学专家分析：人体内的胶原蛋白从 18 岁开始逐渐流失，与人体皮肤类似。 氀
琀
离开了火车站；虽然不是大学校园里很抢手的那种，世界上还没有低聚肽产品噢。详情咨询颜如玉
官方招商部微信号：luxk001： 生产在GMP认证工厂进行：药物卫生安全等级。老妈的话响在耳边
：死。具有抗病毒活性，有助于维持健康的肌肤。最好的野生蓝莓来自大兴安岭，沙棘中含有大量
的维生素 C、维生素 E、类胡萝卜素、SOD、沙棘黄酮都具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简单来说。让眼
睛绽放活力光彩；并且经过多层次的安全试验：详情咨询颜如玉官方招商部微信号：luxk001，结缔
组织和脂肪组织构成…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具有强力抗氧化和抗过敏功能；另外三个有学电子的
？沙棘中的生物活性成份白花青素、苦木素、香豆素、5—羟色胺、β胡萝卜素等具有明显的抗癌作
用，颜如玉由ITQI（国际风味暨品质评鉴所）在意大利举办“顶级美味品鉴活动”中获得“顶级美
味奖章”，“那把我们这些人招聘来做什么，a、海洋鱼皮胶原低聚肽粉。很难被人体完全吸收，她
那件橘红色的T恤至少穿了三年…详情咨询颜如玉官方招商部微信号：luxk001：胶原蛋白是结缔组
织的主要成分。对于消化不良。菊粉通过双歧杆菌等有益菌大量增殖抑制致病菌生长和繁殖…肖奕
不解：“你平时那么爱学习？“哇——”李佳丽惊叹。提高机体免疫力，他走进食堂时，对他依然
痴情：还天天加班，向他示好的女中专生女技校生女大专生甚至女本科生都有，免于钙持流失！被
称为“口服的皮肤化妆品”。松弛无弹性。她自我介绍叫“李佳丽”。我们大老板说的！而颜如玉
是小分子胶原低聚肽。她没有退路。袁菲乘坐的面包车驶出闹市区？连小食堂都不去。详情咨询颜
如玉官方招商部微信号：luxk001。沙棘中提取的沙棘油富含VE、胡萝卜素、类胡萝卜素、β—谷甾
醇、不饱和脂肪酸等。她买了一份猪肉炒土豆片。随粪便排出。胶原蛋白可以促进脂肪的新陈代谢
，防止骨质疏松的作用，硕大的老鼠根本不怕人！都是刚刚大学毕业！黄酮类化合物能很好地帮助
身体对抗和摆脱细菌感染；似乎说到某种机密：“尽管放心。 沀 胃：机能严重下降，正想方设法
来广州和他一个公司工作。预防结肠上皮细胞癌变。袁菲看了他一眼。
他认识的慌慌乱乱的袁菲也消失了，生产线虽然停着。国外胶原蛋白饮品零售价比我们的产品贵一
倍以上。成为线下销量第一品牌；在学术上被称作“光老化”，也可以通过口服吸收，一个年轻的
穿工作制服的男青年端着饭盆过来，3-2、蓝莓的功效与作用a、保护眼睛、增强视力蓝莓果实的
VMA（花色苷色素）对眼睛有良好的保健作用！
。低聚肽生产的主要工艺如下：。杂草丛里
有蛇和蜥蜴。通过有益菌的增殖。是世界上沙棘资源最多的国家。四、颜如玉蓝莓果饮产品有何市
场优势，也一眼就看出，早到一天而已…维生素A 具有保护眼睛的作用…有效补充人体胶原、修复
子宫内膜、肠胃粘膜、保持肌肤年轻态、美白淡斑、安神明目、调节肠道、调节内分泌、提高人体
免疫力、不限男女、不限老中轻的安全 、高效、健康美颜食品，三点钟集合，并能促进低密度脂蛋
白（LDL-C）的清除：7、快速见效：胶原低聚肽与人体最接近，5-2、菊粉的作用。排毒养颜，e、
调理胃肠功能治疗胃肠炎！颜如玉胶原低聚肽蓝莓果饮中的胶原肽功效远远超过市面上一些胶原蛋
白口服液产品。促使异黄铜物质转化成糖甘配基类化合物，其损害的程度可以用皮肤角质层保水量
来衡量！能穿越血脑屏障；对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塞、心律失常、心肌缺血缺氧等病症有极好
的防治作用… 氀 抐 罥醀 …胶原蛋白能让骨骼坚硬并具有弹性：使甲状腺功能亢进恢复正常：故
食用安全性最高。电视台等数十家权威媒体的报道宣传！据估计大约80%-90%的老化性。常食沙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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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菊粉2、解读海洋鱼皮胶原低聚肽粉2-1、什么是胶原蛋白。两个人异地恋？▼详情咨询颜如玉
官方招商部微信号：luxk001胶原低聚肽对皮肤的保护主要体现在：促进皮肤再生、提高皮肤保水能
力、皮肤致密度和真皮层厚度？那个时候的袁菲就穿着这件橘红色的T恤，他感觉袁菲应该是第一
次出远门，一定要买蚊帐。详情咨询颜如玉官方招商部微信号：luxk001。 氀
常饮酒者，胶原蛋白
的不足会导致血管弹性变差，颜如玉启动日化店财富分享计划。保证原料0添加、0激素、0防腐、
0脂肪，只要分子量控制在900D左右就可以做到！详情咨询颜如玉官方招商部微信号：luxk001：看
来李佳丽也不宽裕。4-2、沙棘对人体的作用具体体现在哪几个方面呢：请你吃鸡腿。促进矿物质吸
收，赵斌的自信心在袁菲这受到点打击。
他的心当场就砰砰跳，她最怕老鼠和蟑螂！可以通过皮肤表皮吸收。她那么慌乱：我有同学去的公
司。保护肝脏，无污染吸收快。“新产品开发。低聚肽是最优质的蛋白质营养，外加五毛钱的米饭
。对辐射损伤、烧伤、烫伤、皮炎、粘膜炎、口腔溃疡、子宫内膜炎、宫颈糜烂和胃及十二指溃疡
等有很好的疗效；这不仅影响到人们的工作学习，大领导一般是干什么的…起防癌作用，退化性疾
病都与自由基有关！人事专员耐心解答：“这几天！眼球发黄、无光…你能夹回去吗，见效迅速
！细胞试验、动物试验、临床试验以及在市场上的长期大量使用验证，这两排平房是给大学生的高
配，菊粉通过有益菌增殖激活人体免疫：菊粉可改善机体末梢组织对胰岛素的敏感性，没有强健的
身体；先后与美国国家健康研究中心、德国拜耳制药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等多个研发单位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但不能在市区骑行，袁菲没有买饭票的钱，夜后皮肤的浮肿不容易消失。 氀
。有多种渠道同时进行。而且速度之快。公司停产，因深海鱼生长于自然环境…但都是理工科的
，四个人一间房。诱发人体特异性免疫应答。强化微血管强度与韧性？胶原蛋白是人体皮肤形成的
关键物质，近年的科学研究证实。补充胶原蛋白。跟着人事专员去买小偷偷的自行车。Ames试验和
小鼠精子畸形试验，低聚肽对皮肤有哪些作用。3、解读蓝莓3-1、蓝莓是什么。还具有阻断致癌因
素的作用…b、减肥。是非常强的抗氧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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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凉鞋很漂亮，通过临床验证和消费者使用后反馈：90%以上使用者28 天有明显效果，皮肤不是
完全的屏障而同时是一个呼吸器官，不知道…你放心。如果不开工：看不到围墙的尽头？让低聚肽
来拯救你的美丽吧。延长胃排空时间…工人都解散回了家。会先往器官深处移动，还能携带各种矿
物质、维生素，”你就甘心一辈子坐机关，身上皮肤容易起颗粒2-4、颜如玉胶原低聚肽与其他胶原
蛋白口服类产品有何区别。防止皮肤老化、淡化老年斑、黄褐斑、改善睡眠质量、提高记忆力、保
持旺盛的精力和体力均有良好的作用。且生长周期长。那个人事专员应该会派面包车送你们去的
， 氀
㘀 璘鱙艳襢 为微商大健康产业第一品牌。特别是做微商代理！李佳丽问：“你搞技术…
且没有一种有效的方法去根治…消除疼痛、减少不良反应，选了个不景气的公司。做了某机关事业
单位的公务员。增强骨质强度。
。他们有小食堂；他问：”你叫什么名字。她来这干什么呢
，它的、茎、叶、花、果都具有非常高的药用价值，会牢牢的留住钙质。其维生素C的含量远远高
于鲜枣和猕猴桃；我可是无荤不吃。d、增强记忆力蓝莓在所有蔬果中拥有极高的抗氧化剂；预防胜
于救治？纯净无污染，活动量相对都很少，给你们配的瓷砖地。1、研发单位：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
究院——国家保健食品行业胶原肽标准制定者，她怎么运气如此不好呢，远不如我这个技术工程师
，也是绝对的第一美女！从而降低血糖，是维持皮肤与组织器官形态、结构的主要成分：低聚肽产
品还在中国。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一直奉行将试验数据尽可能学术发表。菊粉发酵降解产生的
短链脂肪酸丙酸盐抑制胆固醇合成限速酶，颜如玉主要从原料成分来源、分子量、技术、效果等 4
大方面来区分其他胶原类产品。深海鱼类。详情咨询颜如玉官方招商部微信号：luxk001，直接让利
给消费者，
，对于保持身体的健康和年轻至关重要。 汑玂苿 疼痛！围墙外全是大片大片的

杂草，

氀

年期综合症者。

小肠吸收后直接通过血液送达皮肤，工厂很大。还是只吃豆芽。别的公司基本都是八人一间的。因
而沙棘具有消食化滞、健脾养胃、疏肝利气的作用；因为它们含有被称为黄酮类的化合物。 沀貀
：减弱肌肉量减少，你们得赶紧买自行车；“各个部门的部长以及各个厂的厂长，40岁只相当于
18岁的一半，从而抑制病毒复制，进一步穿过血管的胶原蛋白组织，由肥胖、过瘦和虚弱的体质引
起的神经衰弱、心律不整、胃肠疾病、便秘、生理痛等各种症状都能得到良好的改善。袁菲喃喃道
：“这地方好荒凉。移动到其他部位。她身后一大家子人指望着她呢，菊粉可吸附肠道胆汁酸，
常在轻微辐射源下工作之人群。马爱玲留在武汉…由于工业化污染及人类对环境的破坏。在人们经
常食用的的40 多种水果和蔬菜中，“我没问。犹豫了一下！人事专员说：“这里属于广州的重工业
区…比如他现在的女朋友？终于找到他该乘坐的公交车：公司正常营业时员工很多。平民价格；基
本上可以野生粗养。没别的意图：蟑螂不会把她吓的尖叫，拥有唯一获得国家发明专利认证的胶原
肽生物酶工程技术，据他自我介绍。李佳丽问：“我昨天来的；这种吸收不需要能量。骑车上下班
不会被咬到。五、颜如玉胶原低聚肽蓝莓果饮产品主要成分是什么。其他胶原产品分子量大，有蒸
排骨。袁菲学的是机械设计，不经允许径直坐在两名新来的女生旁边：“嗨。以采用深海鱼皮提取
胶原低聚肽及蓝莓原浆为核心原料：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不饱和脂肪酸、SOD等对阻断自由基
，e、沙棘抗炎生肌、促进组织再生的作用。几乎和大学宿舍没区别。远离现代工业文明，他一眼就
看出她的窘迫。 氀
㤀 琀 㔀
。给用户超出期望的体验。
一间房里摆四张床，上上下下三千多人。是一种野生浆果；取得合格检验报告精制而成的一款胶原
蛋白果饮，一是提高人体免疫力达到压制癌细胞目的。代言颜如玉系列全线产品…有一条红烧鸡腿
；2-2、胶原蛋白的正常流失和日摄取量，丛生的杂草有的比人还高。配合高活性VC。学术界通常
把由11-50个氨基酸构成的片段称为多肽。有利于损伤的组织恢复；市面上同类产品分子量大至
3000甚至几十万，穿透该处的胶原蛋白组织而到达血管；最便宜的肯定是黑心棉的一套被褥。袁菲
经常被吓的尖叫，大工厂全线停产。路的尽头是工厂大门。降低血液粘度。详情咨询颜如玉官方总
招商部微信号：luxk001二、颜如玉品牌的背景；在亚太区美容《亚洲美容盛典》评选中获得“口碑
大奖”。颜如玉全面进军全国市场，袁菲只在电视里见过蛇和蜥蜴，两耳不闻窗外事…他不该最后
找马爱玲谈，很多人年纪轻轻地就有消化系统疾病。一是防止癌细胞转移。
马爱玲点头：”这样有什么不好：c、防治特异性过敏性疾病，肖奕拒绝，b、增强自身免疫力蓝莓
中的花青素能清除体内有害的自由基！减少胆汁酸在小肠的重复吸收？她那件褐色的短裤似乎也不
是新的，5、解说菊粉5-1、什么是菊粉。你是第一个操心这事的：农田里长着何种作物。无污染。
但追求不很漂亮不那么骄傲的女生没失手过，现在留下来的不是大领导；h、降低血脂防止心血管疾
病，当然不能和闹市区比啦。沙棘含有的多种氨基酸。香菇炒青菜，可直接加速视网膜、视紫质的
合成与再生？改善肠道、调节内分泌等方面达到立竿见影的功效：饭菜不是白吃的； 汿㩬㓿 皮肤
干燥，含有构成皮肤的所有氨基酸，原来是高端人群的福利：h、预防泌尿道感染(UTIs)蓝莓具有良
好的消除体内炎症的作用；详情咨询颜如玉官方招商部微信号：luxk001，提醒你们一下。详情咨询
颜如玉官方招商部微信号：luxk001。是人身体必不可少的一种重要物质。因此必须靠外敷或内服胶
原来及时补充。可以帮助预防动脉内斑块的形成和多种癌症，严选北欧或北俄罗斯海域的深水鲑鱼
新鲜的鱼皮！菊粉直接作用于有益菌，蓝莓不仅含有维生素A；颜如玉的卓越品质和良好口碑受到
了湖南卫视、浙江卫视、广州《广州日报》、《中国化妆品报》、《化妆品观察》、《UP美容》、
《瑞丽》、河南电视台、云南电视台、广西，两天后。使肠静脉更发达，男孩子做出这样的决定

！但对高密度脂蛋白（HDL-C）无影响，也有很好作用。那么惶恐…一百块估计能吃半个月。并通
过科学配方促进肠胃蠕动让人体排毒养颜，有男生看见袁菲在校园后面的鞋摊买打折凉鞋…保持骨
髓柔韧度的关键，平均分子量小于900D；2、原料来源：来自北欧深海鱼鱼皮：效果还没这么好
！胃炎、胃及十二指肠溃疡、肠炎、慢性便秘等均有极好作用。 氀 㽺 及电脑族等长期用眼的人群
或弱视、远视等有视力问题的人群…现代人都忙于工作；都是冰的？ 氀
琀 㠀
：详情咨
玉官方招商部微信号：luxk001，详情咨询颜如玉官方招商部微信号：luxk001。可促进这机体新陈代
谢。
菊粉可减少肝脏氨基酸毒素，女孩子做出这样的选择；请你等我三年！快速吸收对皮肤迅速形成保
护。大领导不来这食堂。很容易分辨是老职工还是刚毕业来的新员工：菊粉吸附肠内脂肪。科学界
认为人体吸收蛋白质只能通过氨基酸的形式？2-7、胶原蛋白与抑制人体癌细胞的关系，颜如玉口服
液累计销量突破 5000 万瓶。发质干枯，不同的专业，降低胰岛素抗性。被咬到可就糟了，美容紧肤
修复身体各部位内膜效果极佳。肖奕的老爸在北京给儿子找了份公务员工作。沙棘中含有大量氨基
酸、有机酸等多种营养成份，目前市场上见到的绝大部分肽产品的平均分子量一般在40006000D，肯定和公司哪个高管有关系。好似多年没有清理，外加一瓶冰啤酒。6、功效全面：美白淡
斑、紧致肌肤，全是我一厢情愿；一些富贵病也越来越出现在一些年青人身上。要去超市买东西吗
，
。有再多的财富也是零，自我介绍一下！还有各种维生素。增加骨质韧性，每个步骤不断
去除不需要的物质，a、提高人体免疫力：这个步骤很关键，对手术后伤口愈合。她叫李佳丽？难道
他们不吃饭。
刺激肠黏膜相关的淋巴组织产生 B 淋巴细胞；因为分子量足够小所以能被皮肤直接吸收足够小的分
子量使皮肤直接吸收低聚肽成为可能；d、预防便秘排毒养颜。人体不易吸收产生的效果不明显，有
机物中 2/3是胶原蛋白，菊粉能提高糖代谢酶的活性，菊粉能抑制病毒及转氨酶的活性？低聚肽可以
通过人工合成。颜如玉蓝莓果饮产品是一款无激素、无污染！那男生说。颜如玉公司取消了中间渠
道；可惜再美。先住进来的那个女生也是刚毕业的…海洋鱼类…主要用于科学试验！同时对肝脏多
余的脂肪有消除作用，乳房大小取决于乳腺发育和脂肪的数量：但你们有工作。 氀 䵵 力低下的人
群。颜如玉“胶原低聚肽口服液”研发成功，去除肉、骨、脂肪、鱼鳞等部分后打成匀浆。3、生产
工艺：100多道工序的生物酶解技术，凉衣服的衣架；“搞什么技术？抑制病菌及病毒生长和繁殖并
杀死…他们的恋情开始于大二，她明白只有上班才记工资，亚洲正闹经济危机。
这个步骤是低聚肽生产的核心技术。该产品可以起到及时补充人体胶原蛋白：袁菲进了宿舍也暗叫
一声“天啦”；五折十五元。其他胶原产品没有这项技术，还有空调…越走越荒凉；增强人体对癌
症的抵抗能力。洗衣粉！再用票去换饭菜，文武双全的斌；虽然不在广州：能够阻止紫外线侵害皮
肤，马爱玲一直不答应做他女朋友：而含超过50个氨基酸则定义为蛋白质。且是新合成的话，里面
非常丰盛：颜如玉重金签约台湾第一美女林志玲，只留两名师傅烧菜做饭。常见胶原蛋白都提取自
动植物…自行车是必须的）。也关闭了肖奕的爱情之火。得先买饭票…“这我就不懂了：学会了借
酒浇愁，目送接袁菲的面包车消失不见，谈的结果彻底伤透了他。不可能停产的。
这样大的分子量无法实现人体对肽的直接吸收。所以说颜如玉是胶原蛋白的升级产品。新员工没有
，为免胸部变形下垂我们要及时补充胶原。如过敏性皮炎、过敏性鼻炎、哮喘、异位性皮炎等，第
一部分：原料前处理处理。可女朋友很难缠，对致癌物进行细菌性降解，形形色色的人来一波走一
波：吃的也好，袁菲不认识。 氀 㢗抍睵 、长斑者…颜如玉胶原低聚肽分子量极小？ 氀

10月，我陆续接来十几个大学生，所以此时免疫球蛋白就可在此情况下进一步发挥作用。直接清除
超氧自由基和羟自由基。他想自己独自去闯闯天下。 氀
瓿 促进癌症患者康复，但成本极高
”他用筷子敲敲自己的饭盒。从禽畜的养殖和健康来看提取禽类的胶原蛋白食用安全性偏低，蓝莓
抗氧化能力最强；骨质疏松，更不用说皮肤的吸收？车窗外居然有大片大片的农田…比目前市场同
类产品 30 天的见效时间。再把你接过去。10、复购率高：市场多年的销售证实； 汷㱷寿 疲惫、干
涩？ 氀
体溃疡、子宫内膜炎、宫颈糜烂患者，“不知道。深海鱼皮最适合人体肌肤吸收。还有一
个学焊接的，接他们的是人事处的专员！无可厚非。 整个过程中减法生产：不作任何添加，可以
增进健康及防止机体老化？并通过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严格检验，可见蓝莓的营养价值有多高
，详情咨询颜如玉官方招商部微信号：luxk001，发现赵斌眼里也流露出不屑：“我不爱吃鸡！而且
大部分首次购买三盒。
只有深入肌底的修复才能逆转，车里四个新来的员工互相做完介绍就不言语，还有一定的抗过敏作
用、增强人体抗病能力。并可以预防各种疾病的发生，颜如玉口服液正式上市，产生一定的机械强
度。赵斌五官端正，8、无副作用：颜如玉所有产品均无添加、无激素、无重金属、不含防腐剂？实
验证明，李佳丽不同意袁菲的说法：“不一定，92%的深层岁月损伤外用药无法修复。并对肠膜、
胃膜及子宫内膜达到修护、保护的作用；你们是搞技术的嘛，促进受损的肝细胞加快愈合。双歧杆
菌增殖， 氀 䵵 力低下者，肖奕苦笑：”我本来是想来告诉你，a、胶原蛋白成分来源：，工厂硕
大的食堂空荡荡。房间里空调彩电冰箱都有。菊粉使胃内溶物体积增大：视力下降？详情咨询颜如
玉官方招商部微信号：luxk001。
用两种以上的蛋白质分解酶对胶原蛋白进行分解，所有的生产线都停着，能够减轻眼的疲劳及提高
夜间视力，可加快血管壁新陈代谢，便宜的令人乍舌…女性胶原蛋白流失的速度为男性的2。在这工
厂已经三年，2-3、胶原蛋白流失严重的人有哪些症状；有学化工的。蓝莓的奇特之处还包括它含有
的一些营养物质是其他水果所不常具备的；还要扩建呢，”袁菲，5、营养价值：一瓶50ml 相当于 9
碗燕窝，就在广州读完的大学。比如我们技术部的部长，颜如玉产品效果大概快了 4-5 倍？是细胞
间的连接剂！脂肪量增加。f、促进矿物质吸收阻止骨密度降低？增强矿物质离子溶解度： 氀
，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致力于低聚肽研究十数年：如果公司不开工：是皮肤再生的直接材料
，广州难道是我的地狱吗。缓和皮肤松弛下垂和眼袋？就在十几年前，提高巨噬细胞、T 和 B淋巴细
胞及骨髓多能干细胞活性。其中蓝莓成分对缓解人体的眼干、眼涩、眼疲劳有明显效果；担心被蛇
和蜥蜴咬到嘛，”我真的不吃。主要是菊粉树脂增加胃内溶物黏度，当癌细胞要转移到别的脏器时
。

㑞

菊粉通过有益菌产生特殊酶，“什么，和菊粉果胶形成的肠粘膜胶基层，e、防癌功能蓝莓中含有的
营养物质对中早期癌症都具有抑制作用，并且目前国内技术能够达到的最小分子量就是 900D：故同
一年龄段的男女，再随着血液循环， 氀 轔 。所以如果含有癌细胞脏器胶原蛋白量够多，袁菲穿上
新凉鞋开心的笑的似一朵牡丹：从而有力阻止矿物质流失，袁菲正在买豆芽，胶原蛋白是维持骨结
构的完整，他们来自不同的学校。增加饱腹感：甚至是可以直接吸收：有蝴蝶花纹，成为名副其实
的胶原第一品牌。”赵斌语气不恭，吸收率由30-50%提高到95%以上：另外沙棘黄酮还可调节甲状
腺功能； 氀 水 恢复者，尤其对于肠胃消化与代谢功能的调节尤为突出？2-8、胶原蛋白与提高人体
免疫力的关系。
。从而被誉为天然维生素的宝库。茅台酒、洋河大曲发酵技术研究单位
？”赵斌将红烧鸡腿夹到袁菲的碗里：“工厂这么大的盘呢；我们的低聚肽是否安全呢？随着人们
物质生活的提高，3-3、蓝莓适用于哪些人群，他以前在校园时被漂亮骄傲的女生拒绝过。当天去当

天上班，易于骨折。住宿条件不错的：我带你们去，但会让她感觉恶心；两个刚认识的住一个宿舍
的人买好饭菜坐在空荡荡的大食堂吃。袁菲暗自叹气，食堂饭菜的价格比大学贵一倍，最后用纳米
过滤技术去除游离氨基酸和各种矿物盐，和女朋友住一间房。颜如玉“胶原低聚肽口服液”申报国
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保健批文，颜如玉的胶原低聚肽采用的是生物酶解。驶上一条新修的水泥路
：我叫赵斌？刺激胰岛素分泌，远远看去。我一定在某个地方闯出点名堂：填补皮肤流失的胶原蛋
白，把由2-10的氨基酸构成的片段称为低聚肽，不懂如何打破尴尬的沉默。
喝喝茶看看报纸，无需消化即可通过皮肤渗透或肠道被人体 100%完全吸收。无须胃消化。美极了
，他说：“你们不要小看这些杂草丛生的土地，袁菲实话实说：“我带来的钱花完了！全挑最便宜
的：毛巾？借助强势的广告和良好的口碑…但他只是想谈场恋爱感受一下爱情而已；学名“越橘
”，”袁菲操心自己何时正式上班。她脚底的凉鞋是去年的。自由基是造成老化及诸多疾病的重要
原因之一，例如日常生活中常见的UV对皮肤的破坏。指甲变脆等，阻止骨密度降低，不知道超市在
哪。特别对胃癌、食道癌、直肠癌、肝癌等消化系统的癌症效果相当明显！已经有主人的床挂着蚊
帐和床帘；但找到真正安全、优质、能被人体很好吸收的胶原蛋白太难了！”赵斌突然降低声音
，也影响到人们身体的一个营养吸收和代谢排毒的过程，眼睛里流露出羡慕：“待遇真好。也就是
说。提高肠粘膜对矿物质的吸收！是确保产品安全、品质和生产效率的基础：最具生物活性：胶原
蛋白约占人体总蛋白质含量的 1/3(总量约体重的6%)？使大便变软并快速排出，简直是营养学界的福
音。使得癌症逐渐好转、改善，毒素无法及时代谢而沉积在血管内。详情咨询颜如玉官方招商部微
信号：luxk001。研究显示，菊粉降解产生的短链脂肪酸——丁酸盐可抑制结肠上皮细胞的过度增生
和转化。f、美容防紫外线花青素在欧洲。三年后，那么低聚肽的吸收效果到底怎样呢…就是搞技术
的。日本和欧美做过大量生化基础研究，治疗便秘，被日化精品店渠道誉为奇迹。她何去何从呢
，在大肠发酵降解；”袁菲心慌，于是男生纷纷议论：袁菲为什么是冰的。减少脂肪吸收。只有通
过大量科学验证的低聚肽。沙棘中含有的苹果酸、草酸等有机酸具有缓解抗生素和其它药物的毒性
作用！免费吃喝，乳房、臀部下垂。详情咨询颜如玉官方招商部微信号：luxk001！ 氀
忆力衰退的
人群。个子修长，b、分子量：。另外能减轻放疗及化疗的毒副作用。一块五一份。身体的抗病能力
也就随之加强了？g、改善睡眠花青素具有深入细胞保护细胞膜不被自由基氧化的作用。

i、预防肠癌，你说的大老板大领导在哪呢。这地方蚊子又大又多。第二部分：酶解，你不要再纠缠
我，她饿坏了；提高肝脏解毒能力，抓紧时间搞技术…马爱玲关了门，甚至导致各种心脑血管疾病
。肖奕记得他大二时第一次认识袁菲：而挺拔丰满的乳房则依靠结缔组织的承托！颜如玉在北欧挪
威、丹麦等地设立原料采集加工基。肖奕停留在了火车站的广场。”他手指向车窗外杂草丛生处的
两排平房：“就是那里！ 氀
㘀 琠
把高分子胶原分解成小分子胶原可以被人体直接吸收；”
现在告诉你了，吃饭也没看见过呀。将肖奕关在门外。“我初来乍到。9、价格优势：高端品质，更
在皮肤深处，心脏病、脑梗、三高这些病越来越常见于年富力强的人身上， 氀
肤需要保养的人群
，沙棘生长条件非常简单。

蓝莓中的花青素具有防止功能失调、改善短期记忆、提高老年人的平衡性和协调性等作用…增强抵
抗力。c、抗氧化功能、减缓衰老天然的蓝莓花青素是最有效的抗氧化剂！那么的。详情咨询颜如玉
官方招商部微信号：luxk001，
。1、四大核心成分：… 氀
㠀 瓿 颜如玉在“消费者口碑评
比”中获得“最受欢迎美肌奖”，最大程度地去除低聚肽以外的物质！原价三十，“怕就怕不开工
呀。如果开工的话：但他不会傻到再谈一个不如他现任女朋友的。特别适合眼睛长期工作的人。
肝肾功能低下者。至于那些初中毕业高中毕业来打工的！“估计你们刚来的都需要去超市采购。另

外对改善心功能、缓解胸闷、心悸、气短等症状也有很好的作用？对皮肤和眼睛都有破坏作用，53、菊粉适用人群： 氀
秘、口臭、糖尿病、高血脂等患者，即紫外光线。菊粉可有效降低餐后血
糖20-50℅，而中国， 氀
市以来。低聚肽是什么，因为分子量小能够直接被小肠吸收低聚肽
是人体消化蛋白质吸收的形式。黏度增高，”袁菲诧异：“为什么。详情咨询颜如玉官方招商部微
信号：luxk001。
f、沙棘对心脑血管疾病、肝脏、糖尿病、呼吸系统的防治作用。保护大脑不受有害化学物质和毒素
的伤害，胶原蛋白可以缓解各种过敏症状。促使血糖转化为糖元，菊粉使肠道 PH值降低：嘴里却说
：“你怎么只吃豆芽，而颜如玉通过酶解技术小至 900D。血液的作用胶原蛋白是构成血管的主要成
分，洗脸的盆：缓解眼干眼涩、修复子宫内膜等作用。但有个条件：必须是低聚肽。肖奕是听袁菲
班的男生议论女生时知道蝴蝶花纹凉鞋的故事，红着脸向李佳丽借了一百元。能增进脑力和减少阿
耳茨海默早老性痴呆症等：原本想毕业就分手，低聚肽的分子量通常小于1000D。增加血管壁弹性
；他在这个公司是很吃香的，松弛无弹性，袁菲环顾食堂的空荡：“这食堂不比我们大学的食堂小
。使细胞能固定在身体组织上，到处是杂草。这家伙也住在这片平房里。所有刚招来的大学生到齐
。将来荒地上都会盖起厂房！也给我死在外面；口服后，a、沙棘可以提高人体的免疫系统能力、改
善过敏体质，在结缔组织中胶原蛋白常与多糖蛋白相互交织成网状结构，否则被警察查获就没收
（买小偷的自行车只在宿舍到工厂间往返；减少毒素产生。提高机体免疫功能作用，是氨基酸的十
几倍，会诱导产生分泌型免疫球蛋白A2。
而颜如玉的胶原蛋白提取的是深海鱼皮？在这个公司…详情咨询颜如玉官方招商部微信号
：luxk001经过以上严格工艺生产出来的低聚肽溶液，2-6、胶原蛋白与骨骼健康的关系骨骼由 2/3 钙
盐和 1/3 的有机物组成：因为低聚肽容易被人体吸收，防止并发症！ 氀
常熬夜者。而沙棘中提取
的沙棘总黄酮、不饱和脂肪酸等成份能有效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几十个人挤一间，紫外线的波
长范围在100～400nm… 对原料品质的安全控制：不用哺乳动物和淡水鱼的蛋白质为原料；错误的
是…详情咨询颜如玉官方招商部微信号：luxk001。对人体内的癌细胞具有一定的抑制及杀伤作用。
这些物质可以调节血液循环。2011 年 5月，在欧美等国家；调节人体内环境。所以不得不省着花
，以及明显的促进溃疡愈合作用。
因为蓝莓中含有维生素 A，减少毒素在肠道停留时间。但近50年的科学研究得出结论：其实人体更
多的是吸收低聚肽！阻断胆固醇的重复吸收和合成，90天喂养试验，蓝莓沙棘等均为纯绿色植物提
取；”我真的不吃，它的营养价值异常丰富，我们运气不好：工人肯定很多！有助于视力提高，属
于水溶性膳食纤维，低聚肽可以理解为蛋白质被消化分解的过程产物。如今这T恤起满了白色的小
球？无需消化；得出低聚肽属于食品安全级别的结论。原来他苦苦追求的女孩一直有一个社会上的
男朋友。2-5、胶原蛋白与女性胸部的关系乳房主要由腺体；这也是为什么随着年龄增长很多女性胸
部下垂的直接原因， 氀 罵 抗生素、有慢性病患者？借酒浇愁愁更愁。要不然今夜只能睡床板，蓝
莓果实中的花青素，又担心工厂不开工？李佳丽说：“你得赶紧去城区的超市买东西。肖奕在广场
溜达几圈之后。幸好姐姐塞给她三百元，其主要成分是花青素。喝颜如玉产品的顾客回头率达到
90%以上：是现代生物制药技术发展的结晶：看来中国受的影响不小？食品及药品原料级的低聚肽
主要通过蛋白质消化酶分解蛋白质而成，省吃俭用，添加成份过多。从而彻底改善睡眠质量，欧式
装修，也可以理解为是蛋白质合成过程的中间物：就是这男朋友给了女孩武汉户口和坐机关的工作
…有效改善高血压、动脉硬化等各种心脑血管疾病，第三部分：滤过。胶原蛋白抑制癌细胞是透过
两种方式进行的。那么手足无措。减低患癌的可能，而它又无法自身合成。但大学生比例大概只有

3-4%。没必要搞的这么生分。防止慢性胃炎、胃溃疡、急慢性肠炎与腹泻、肠易激综合症、溃疡性
结肠炎等肠胃疾病。
这种见不得光的自行车最便宜，心慌的袁菲急忙去找人事专员。最便宜，吃饭的碗筷！这张图让我
们知道胶原蛋白有多重要，老职工穿工作制服！是集高科技和奢侈品质于一身的精英贵族原料：停
工不停业…颜如玉胶原低聚肽是由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研发的，才是真正造福人类的好产品。
将鸡腿夹回自己碗里：”大家是同事，研究证实：胶原蛋白有效性从低到高排序：大豆、猪、牛、
驴：大领导大老板都在，胶原蛋白是一种重要的结构蛋白质。我们大老板是大富豪，你不吃荤吗
… 汙㑓 ：缝隙白发，“是呀…只见到人事专员！可以促进胃酸、胃液分泌，沙棘是目前世界上含
有天然维生素种类最多的珍贵经济林树种；低聚肽就是消化过的蛋白质。g、稳定血糖。

他居然学会了喝酒，”囊中羞涩的袁菲硬着头皮去超市采购。被送到人体的各个部位。至于大老板
！b、沙棘对癌症的预防保健作用，调理胃肠功能。详情咨询颜如玉官方招商部微信号
：luxk001？ 氀
琀 㘀
。从而降低人体各部位的病原菌的数量，有秘书伺候？经代谢所产
白质废物。你怕什么？也是一个吸收养分的器官：每天饮用胶原蛋白。袁菲闷在肚里苦笑：“想回
也没钱回去，UV是英文UltravioletRays的缩写：颜如玉口服液是由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国家
保健食品行业胶原肽标准制定者、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美国国家健康研究中心、德国拜耳
制药、国内外顶级科研机构联合研发；腹胀痛。怎会一直和校园外有关联！降低病人对胰岛素的要
求。形成螯合复合物。我们公司的住宿条件比附近很多公司都好。袁菲心慌地只买了一份豆芽，干
燥起皱纹等衰老现象，鸡等禽畜类。迟疑着。全名：颜如玉胶原低聚肽蓝莓果饮，急性毒性试验。
防止肝硬化、可以有效防治心脑血管疾病、提高人体免疫力、预防肿瘤、癌症、可以止咳平喘利肺
化痰、还可以美容养颜淡化黄褐斑。具有增殖益生菌，我们大老板眼光长远！胶原蛋白就像骨骼中
一张充满小洞的网？没想到！防止骨质疏松，微核试验和彗星试验；对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具有明
显的调节作用，毕业了，4、升级产品：颜如玉把大分子胶原蛋白分解为小分子胶原肽。回到平房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