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绳发酵姜黄粒 4 粒 ×10 袋

发酵氨基葡萄糖 1600 ㎎

儿童 桃子叶沐浴露 500ml

儿童 桃子叶洗衣液 800ml

儿童 桃子叶护肤霜 120g

使用冲绳产的秋姜黄、
春姜黄和紫姜黄等 3 种发

每日摄取量中含有了 1600 mg 通过玉米由来的

含有桃叶提取物的弱酸性和使用

含有桃叶提取物的洗衣液，
可

含有保湿成分的桃叶提取物和

它不使用虾或蟹，
是一种植物来源的氨基葡萄糖。

露。无香味・无着色・无防腐剂・
弱酸性

服装和浅色衣服。

并含有透明质酸保湿成分滋润
皮肤，
保持皮肤健康。

酵姜黄，
并添加了 50 ㎎还原姜黄素。

糖发酵制成的植物来源的“ 发酵氨基葡萄糖 ”
。

蔬菜清洁成分的全身泡沫型沐浴

以放心使用于精致易损的婴儿

神经酰胺可保护儿童的皮肤，

CORPORATION
佑玛道理研

商 品 介 绍
纳豆激酶 4800FU 80 粒

DHA&EPA 欧米茄 3 1000 120 粒

这是一款高配合的纳豆激酶软胶囊，
是向希望可
以轻松摄取纳豆激酶的人士推荐的营养补助食
品。

这是一款鲣鱼，
金枪鱼所含的“ DHA”
“
， EPA”
和亚麻籽油“α- 亚麻酸 ”等三种光滑成分“ 欧
米茄 3 脂肪酸 ”高配合的一种膳食补充剂。

国产马油配方
婴儿油 300ml
使用低刺激的矿物油，
不仅是
婴儿，
皮肤细腻的人士也可以
每天使用。
无香料，
无染色料，
无防腐剂。

妈妈婴儿马油 30g
配合马油
（保湿成分）
和植物成
分的有机玫瑰草油
（香味）
的天
然护肤霜。

扇贝钙的蔬菜清洗
100g
北海道产的扇贝粉末 100% 使
用的天然素材的蔬菜清洗剂。
推荐蔬菜或水果的浸泡清洗。

公司概要
公司名称

株式会社 UNIMAT RIKEN
UNIMAT RIKEN CORPORATION

公司所在地

〒107-0062
東京都港区南青山2-7- 28

还原型辅酶 Q10 60 粒
由 Kaneka 公司生产的“ 还原型辅酶 Q10”
，
1
天 2 粒含有 100 毫克高单位的成分。

还原型辅酶 Q10 30 粒
每天 2 粒中含有 100 ㎎ KANEKA 公司制造的
「还原型 辅酶 Q10」
的袋装产品。

马油100% 70ml

马油香皂 100g

马油霜 + 尿 230 克

电话号码

T E L ＋81-3-3408-0933

不使用香料，但去除了马油的
独特气味，是一款温和且易于
使用的马油。

本品配合保湿成分（马油，角
鲨烷）可帮助保持有弹力的肌
肤。

本产品配合马油 ( 保湿成分 )，尿素，胶原
蛋白，玻尿酸 ( 保湿成分 )，处方浓密的
保湿霜。本产品是无香料，无酒精，不含
合成染料的对肌肤没有刺激的护肤霜。

传真号码

FAX ＋81-3-3408-1462

创业时间

1969年7月

设立时间

2007年7月30日

注册资金

1,000万日元

董事长

高桥 洋平

事业内容
健康食品，自然食品制造销售及进出口
化妆品制造销售及进出口
医药部外品的制造销售及进出口
医疗器具的销售及进出口

NMN10000+ 还元型辅酶 Q10 80 粒

10 個酸奶同量的乳酸菌

62 粒

一箱
（80 粒）
中含有 10,000 毫克 NMN
（β- 尼古丁
酰胺单核苷酸）
并且配合还元型辅酶 Q10 的营养
补助食品。

含有同 10 個酸奶所含相當 1000 億個的乳酸
菌的 4 種乳酸菌配合的產品。

乐乐足贴 30 枚装
艾草，
薄荷，
薰衣草，
樱花
按照喜好的香味放松，
电气石负离子和锗的力量清爽，
舒适。
治愈忙碌的一天。

食品（点心类·面食和味噌、酱油等调味料）的销售
直营店铺经营

2021年10月修订

儿童 DHA 软糖 90 粒

儿童 DHA＋维他命 D 软糖 90 粒

儿童 IQ 咀嚼片 45 粒

美味橘子风味的 DHA 软糖。
不仅是小孩，
大人也

美味桃子风味的 DHA 加上维他命 D 的软糖。
不

本品可摄取 DHA、
EPA、
GABA，

可以安心食用的软糖。
1 日 3 粒可摄取 DHA 47.8
㎎ ,EPA 12.3 ㎎。

仅是儿童，
大人也可以安心服用的尺寸大小。

儿童维生素 D＆维生素C
KT-11 乳酸菌咀嚼片 30粒

并是可以直接食用的橙子口味咀 可直接食用的葡萄味维生素
嚼片。
15 日份。
D+ 维生素 C 和 KT-11 乳酸菌

咀嚼片。
成人和儿童均可 享用。
15 天分。

儿童 钙 + 维生素 D 咀
嚼片 巧克力风味 45 粒

儿童 IQ 糖果 10 根

儿童钙＋乳酸菌糖果 10 根

使用熊本县产的草莓的草莓味软糖肝油丸。
小孩开始到大人都可以轻松食用大小的营养机
能食品。

儿童 IQ 糖果为含有 DHA 的棒棒糖。
使用鱼味
少的 DHA，
对鱼由来 DHA 气味敏感的儿童也可
以方便食用。
外观漂亮，
可同时享受草莓和橘子 2
种味道的什錦糖果。

儿童钙 + 乳酸菌棒棒糖，
配合了容易缺乏的钙和
乳酸菌，
可供儿童及其家人享用。
可以享受酸奶，
草莓酸奶两种口味的棒棒糖。

儿童肝油水果软糖 100 粒

儿童成长钙粉草莓牛奶味 200ｇ

防弹咖啡 14 杯份

成人脱脂奶粉 300ｇ

可以补给美味营养素的香蕉口味的肝油水果软
糖。
不仅是小孩，
大人也可容易食用大小的营养

只需将本产品与普通牛奶混合即可摄取钙和帮
助钙吸收的维生素Ｄ、
另外还混合了铁、
欧米加 3

越南产咖啡加上 MCT 油、
是一款无盐黄油配方，
控制糖分了的黄油咖啡。
推荐给想要减肥，
喜爱

北海道产的脱脂牛奶，
配合精制的金枪鱼油由来
DHA, 牛奶中抽取的乳铁蛋白浓缩物，
乳蛋白等 ,
微甜爽口，
专为成人提供的营养辅助牛奶。

儿童蛋白质＆钙片 +V.D 咀嚼片 90 粒

儿童乳酸菌钙片 90 粒

K-1 乳酸菌 青汁 30 袋

美味国产青汁 + 乳酸菌 30 包

美味可可味道的儿童蛋白质＆钙片 +V.D 咀嚼
片小孩，大人均可食用。

乳酸菌，
钙配方的直接咀嚼服用的酸奶风味咀嚼
片。
不仅是小孩，
大人也可以服用。
1 日 3 粒可摄取钙 300 ㎎，
维他命 C80 ㎎，
维他

采用来自大米的 K-1 乳酸菌，
配合九州产的大麦
若叶和羽衣甘蓝，
是一款可口的青汁饮品。

国产大麦若叶加上食物纤维，
寡糖，
乳酸菌的清
爽美味青汁。
1 袋 3g 相当于 3 亿个的乳酸菌。

命 D5.0 ㎍，
乳酸菌 30 亿个。

服用 2 粒可摄取铁 12 ㎎，
叶酸
240 ㎍，
维生素 B6 1.4 ㎎和维

生素 B12 2.8 ㎍的葡萄风味咀
嚼片。

的咀嚼片。

熊本熊 儿童肝油软糖 草莓味 90 粒

运动人士的成人时尚咖啡。

服用 2 粒可摄取乳酸菌 20 亿

钙、
维生素 D、
α-GPC、
精氨酸

美味的葡萄口味，
并配合乳酸菌的肝油软糖，
不
仅是儿童，
大人也可以食用的大小适中的软糖。

（ｎ-3 系）
脂肪酸 DHA、
乳酸菌、
α-GPC、
精氨酸
的草莓牛奶风味的成长帮助型饮品。

ZOO 咀嚼片 40 粒 铁
+ 叶酸

个，
钙 230 ㎎ , 维他命 D5 ㎍的
混合水果酸奶风味咀嚼片。

可直接食用的巧克力味的含有

儿童肝油＆乳酸菌软糖 100 粒

机能食品。

ZOO 咀嚼片 40 粒 乳
酸菌 + 钙 +V.D

零食中的补充食品 ZOO
乳酸菌 + 钙 +D 150 粒

ZOO 咀嚼片 40 粒 综
合维他命

ZOO 咀嚼片 40 粒
持续型维生素 C

2 粒中可摄取乳酸菌 20 亿个，

服用 2 粒即可轻松摄取一天所
需 10 种维生素的菠萝风味咀
嚼片。

服用 2 粒可以摄取维生素
C400 ㎎，
糖转移的橙皮苷 2
㎎的柠檬风味咀嚼片。

零食中的补充食品 ZOO
铁 + 叶酸 150 粒

零食中的补充食品 ZOO
蓝莓 + 叶黄素 150 粒

零食中的补充食品 ZOO
综合维他命 150 粒

2 粒中可摄取铁 12 ㎎，
叶酸

2 粒可摄取蓝莓果汁粉末 44
㎎，
叶黄素 0.44 ㎎，
维他命
A250 ㎎的蓝莓味咀嚼片。
150
粒 75 日份。

2 粒中可摄取 10 种维他命和
14 种蔬菜等成分的菠萝风味
的片剂。
150 粒 75 日份。

零食中的补充食品 ZOO
胶原蛋白 + 透明质酸 + 胎盘素
150 粒

零食中的补充食品
ZOO 玛卡 150 粒

零食中的补充食品
ZOO 维他命 C 150 粒

2 粒可摄取玛卡提取物粉末
20 ㎎，
锌 4 ㎎，
1 日所需的维
他命 B1，
维他命 B6 的橙味片
剂。
150 粒 75 日份。

2 粒中可摄取维他命 C400 ㎎，
卡姆果果汁粉末 20 ㎎的柠檬
风味的片剂。
150 粒 75 日份。

钙 230 ㎎，
维他命 D5 ㎍的混
合水果酸奶风味的片剂。
150 粒 75 日份。

200 ㎍的葡萄风味的片剂。
150 粒 75 日份。

2 粒中可摄取 10 种维他命和
14 种蔬菜等成分的桃子风味的
片剂。
150 粒 75 日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