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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ai Bouquet” 科研生产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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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tai  Bouquet” 科研⽣产有限责任公司于1997年11⽉
在巴尔瑙尔市成⽴。16年以来该公司⼀直致⼒于研究利⽤
阿尔泰地区的⾃然⽣态原料，加⼯、⽣产保健⾷品和天然
化妆品，及其销售⼯作。⽬前公司拥有180多种保健品与
化妆品。公司创⽴⼈，总经理：穆霍尔托夫﹒谢尔格伊﹒�
阿列克谢耶维奇医学博⼠，阿尔泰国⽴医学⼤学副教
授。“Altai��Bouquet”�公司每年参与地区专业展览会，
全俄罗斯展览会，国际展览会和商品⽐赛，公司多次赢
得⽐赛并获奖，公司产品也获得了许多优胜奖与奖状。



包装：破璃瓶，净含量: 100ml

«生命的能量»纯植物保健浆系列 

添加阿尔泰鹿茸血原质的保健浆

 «生命的能量» 保健浆 能使女性更健康更年轻—使
女性身体恢复活力，稳定月经周期，时刻保持好心
情。适合在身体和心理压力较大时使用。

 保健浆«思想的力量» 帮助男性更健康更年轻—含
有许多生长因子，具有增强适应源和抗衰老的作
用，增强恢复和再生过程。提高大脑活力。

 保健浆 «爱的力量» 男性新能力—提高男性性
能力，阿尔泰马鹿鹿角提取物具有强大的抗衰老
的作用，提高人体免疫水平，改善情绪状态

 保健浆«梦» 能够给您带来安静与放松，服用
后使入睡变得更轻松和容易，梦-使您精神饱满充
满活力。



包装：热收缩膜标签玻璃罐，净含量：270克

甜点（果酱）系列

 Goldenmix—天然绿色产品， 100%采用天然资
料，不含增香剂与色素。

 甜点Goldenmix口味丰富，有如下口味：

沙棘

沙棘和苹果

沙棘和杏子

沙棘和小麦胚芽



O!Berry   

O!BERRY - 是基于阿尔泰优质沙棘制
成的果酱系列，有多种口味：梨，草莓，荚蒾属，

黑加仑，肋花楸味。

·  O!BERRY沙棘拌梨糖. 梨和沙棘的完美组合
是早餐面包理想伴侣。

·  O!BERRY五种浆果拌糖. 5种西伯利亚浆果混
合制成：沙棘，黑加仑，荚蒾属，黑果腺肋花楸及
草莓。这种果酱真是O!BERRY果酱系列最独特的
口味。

· O!BERRY沙棘拌荚蒾属糖. 荚蒾属和明亮的
沙棘 没有人能无动于衷。

· O!BERRY 沙棘拌草莓糖  所有人都喜欢的产
品，这也许是甜点最好的伴侣。

· O!BERRY沙棘拌黑果腺肋花楸糖. 黑果腺肋
花楸和沙棘 –真正的酸味维生素饮品

包装：玻璃罐，净含量: 200克



Pantovital Plus 

  Pantovital plus 是有其独特特性的天然产
品，结合了三个非常有价值的天然成分：阿尔泰马
鹿鹿茸，阿尔泰高山优质蜂蜜与岩黄芪提取物。

它含有独特的生物活性剂并且是达到最佳平衡状态
的组合。

 Pantovital 拥有多重疗效：促进和调节人体
最重要的机体功能，保持健康，并有助于尽快康
复。

包装：塑料罐，净含量: 300克 （包装盒内含6瓶）



«戈尔诺阿尔泰斯克» 鹿茸血原质

  «阿尔泰山»  鹿茸血原质-产品出自阿尔泰马
鹿，是铁和碘的来补充来源。促进身体和精神疲劳
的恢复，减缓衰老，增强男性性能力和女性性欲，
促进血液循环，提高贫血人群的血红蛋白含量，
加速伤口愈合，增强肾脏排泄功能。广泛应用于
再生医学，重病和手术后康复过程。

包装：玻璃瓶，净含量: 100ml.和250ml. ,纸盒



鹿茸水疗套装

  专 业 的 水 疗 套 装 «Altay home resort & 
spa»,您可以在家中进行时下流行的水疗。

鹿茸浴有助于恢复精力与活力：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
充满活力。

鹿茸水疗套装�№1�(2�次浴疗量)�2瓶35ml.粉�+�«拉普
坦»�疗盐+冷杉油

鹿茸水疗套装�№2�(7�次浴疗量)��7�个瓶，每瓶�35ml.�
+冷杉油

Pack No. 1 for 2 treatments includes 2 bottles: 
a bottle with the antler bath concentrate and a bottle 
with the fir-needle oil. 
You get Rapan natural healing salt for free!
Pack No. 2 is designed for a complete treatment session (7) 
and includes 7 bottles of the antler bath concentrate. 
You get fir-needle oil for free!



喜来芝«山岩精油»

  喜来芝(Mumijo) 能够增强人机体在恶略环境
下的抵抗力，是良好的补品，具有解毒的功效。抗炎
剂，刺激免疫和造血系统，改善新陈代谢。特别推
荐用于胃肠道和皮肤疾病、外伤、骨折和烧伤，以
及术后康复过程中，显著提升不同组织的再生能
力。 

包装：药板，每片0.2克，共30片，纸板盒



«戈尔诺阿尔泰斯克» 沙棘油

  沙棘油含有丰富的类胡萝卜素和脂溶性维生
素，具有镇痛作用、增强愈合能力和抗炎症的特
性，对皮肤灼伤有效的治疗，加速伤口的上皮形
成。

 沙 棘 油 有 含 自 然 类 胡 萝 卜 素 (不 少 于
25mg%),生育酚（维生素E）, 亚油酸和亚麻酸 (维
生素F)，叶绿醌（维生素K1） 等等。

包装：玻璃瓶，净含量: 30ml和50ml， 没有盒装



优良沙棘果油

  沙棘果油由阿尔泰沙棘果肉制成的，此种油的
外观指标及有益成分远远胜过普通沙棘油。沙棘果油
有含类胡萝卜素150mg%，并且有新鲜沙棘的香
气。用法1-2 滴（配有小滴瓶）。沙棘果油可以用
像普通精油一样，用于用于创伤和烧伤愈合，以及
添加在化妆品中：面部、身体和头发的保养品（每
50ml.进入2-3油滴）中，就可使您原来的保养品
中富含维生素A，E，F。

包装：玻璃滴管瓶，净含量: 30ml. 单个纸包装



«阿尔泰山礼品» 红松籽油

  红松籽油--独一无二的天然产品，以其有益成
分和独特的味道所著称。

« 阿尔泰山礼品»红松籽油是通过冷榨技术制作
而成，所以它保留了原本存在于松子中的所有的生
物活性物质，因此，红松籽油中含有大量的人体
不能合成的不饱和脂肪酸，它对维护心血管系统
健康具有重要意义，增强免疫力，保证生殖和中
枢神经系统的正常运作。

包装：玻璃瓶，净含量:  30ml.，50ml.，100 ml.
和200 ml. ,纸板盒，
一瓶深色玻璃纪念品包装，净含量:   500 ml



含有松脂的油

  红松籽油含有5%松脂

此独特的产品，由最有效的天然成分 - 红松籽油和松
脂（西伯利亚松树树脂）组成。副作用小，几乎没有
禁忌。经常使用增强免疫力，使新陈代谢正常化，
刺激中枢神经系统，显著提高了血管状态，增加抗
呼吸道疾病能力。

  沙棘油含有松脂（含有5%松脂）

沙棘油与松脂是维生素、营养素和微量营养素的
重要来源，有助于整体改善和提高人类健康。该
产品含有丰富的类胡萝卜素，有助于增强免疫
力。

包装：玻璃瓶，净含量: 50 ml.，100 ml.，纸板盒



牛蒡油

 牛蒡子油—天然的植物活化剂，被广泛的应用在美
容和皮肤病治疗中，«Altai  Bouquet» 生产的牛蒡油是
100%纯天然产品，由牛蒡根制造的，采自于阿尔泰
生态地区。

� 我公司共有4种牛蒡子油：

包装：塑料瓶与盖，净含量: 100ml.  牛蒡子精油
 富含维生素A和维生素E牛蒡子油
 含荨麻牛蒡子油
 含洋甘菊牛蒡子油



冷杉油

  天然的冷杉油，用冷杉针和新鲜的树枝制成. 
具有广泛的应用范围：

� 具有抗菌，抗病毒，镇痛，滋补等作用

� 促进人体的防御能力的提升

� 有效的缓解关节疼痛

� 专为户外使用

包装：玻璃瓶，净含量:为30ml., 
和放有冷杉小树枝塑料瓶，净含量为50ml., 纸板盒



“Altai  Bouquet” 科研⽣产有限责任公司
巴尔瑙尔市，Korolenko 路 40号
电话：+7 (3852) 229-400, 229-401 
传真： +7 (3852) 271-353

info@altaybuket.ru
 www.altaybuket.ru

莫斯科代理：2 Kotlyakovsky pereulok, 18号
（Kashirskaya 地铁站 ）
电话：+7(495)�510-42-96
moscow@altaybuket.r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