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ugen 护眼 

   

4.25 欧 4.95 欧 6.99 欧 

Doppelherz Augen Vital Kapseln mit 
Lutein  

双心多维叶黄素玉米黄素护眼营养

胶囊 

【规格】30 粒 

【功效】叶黄素与玉米黄素是构成

人眼视网膜黄斑区域的主要色素，

叶黄素浓缩存在于视网膜和晶体

中，可以通过中和自由基以及增加

色素密度来保护视力。可保护眼睛

免受强光和紫外线伤害，延缓眼睛

老化，预防眼部病变发生。 

【服用方法】每日 1 粒(10 岁以下儿

童不宜服用） 

Doppelherz Augen Extra Tag + Nacht 
30 Kps. 

双心多维叶黄素玉米黄素日夜护眼

胶囊 

【规格】30 粒 

【功效】抗氧化，强化眼部周围的微

血管弹性，有效抑制破坏眼部细胞的

酶类，维系正常眼压。帮助眼睛适应

明暗的变化，日夜维持正常视力，缓

解视力疲劳。 

【服用方法】每日 1 粒(10 岁以下儿

童不宜服用） 

Doppelherz Augentropfen 10ml 

双心滴眼液 

【规格】10ml 

【功效】缓解眼部疲劳，在眼睛表面

形成保护膜，持久保湿。 

【使用方法】每日可多次使用，直接

滴入眼内。 

【注意】佩戴隐形眼镜时也可使用本

品。开盖后 3个月内用完。 

 

 

Brausetabletten 泡腾片 

  
 

2.99 欧 2.99 欧 2.99 欧 

Doppelherz  Doppelherz Vitamin B12 15 Tbl. Doppelherz Magnesium+Calcium+D3 



A-Z Multivitamin+Mineralien 15 Tbl. 

双心维他命 A-Z 复合维生素+矿物质

泡腾片 

【规格】15片 

【功效】香橙和西番果混合口味，全

面补充人体所需营养（维生素 A、

B1、B2、B6、B12、C、D、E、K、叶

酸、生物素、泛酸、钙、镁、磷、

碘、钼、硒、锌等）。 

【服用方法】每日一片，溶解于

200ml水中饮用。 

【注意】本产品不适合 12 岁以下的

儿童。 

双心维他命 B12 泡腾片 

【规格】15片 

【功效】香橙和石榴混合口味，抗疲

劳，促进能量代谢。 

【服用方法】每日一片，溶解于

200ml水中饮用。 

【注意】本产品不适合儿童、青少

年、孕妇和哺乳期妈妈。 

15 Tbl. 

双心镁+钙+D3 泡腾片 

【规格】15片 

【功效】香橙和西番果混合口味，强

健骨骼和肌肉。 

【服用方法】每日一片，溶解于

200ml水中饮用。 

【注意】本产品对部分敏感人群致

泄。 

   

2.99 欧 2.99 欧 2.99 欧 

Doppelherz Vitamin C+Zink  15 Tbl. 

双心维他命 C+锌泡腾片 

【规格】15片 

【功效】血橙、石榴混合口味,提高

人体免疫力，保护细胞组织免受氧

化。 

【服用方法】每日一片，溶解于

200ml水中饮用。 

【注意】本产品不适合 12 岁以下的

儿童和肾脏功能不好的人群。 

Doppelherz Magnesium+Kalium 15 
Tbl. 

双心镁+钾泡腾片 

【规格】15片 

【功效】柠檬和石榴混合口味，强健

肌肉，促进新陈代谢和电解质平衡。 

【服用方法】每日一片，溶解于

200ml水中饮用。 

【注意】有肾脏和心脏疾病的人群服

用本品前需询问医生。 

Doppelherz Calcium+D3 15 Tbl. 

双心钙+D3 泡腾片 

【规格】15片 

【功效】柠檬口味，强健骨骼。 

【服用方法】每日一片，溶解于

200ml水中饮用。 

【注意】本产品不适合儿童和青少

年。 

 

 

2.99 欧 
 
 
 
 
 

Doppelherz Magnesim+B1+B6+B12+叶酸 15 Tbl. 

双心镁+B1+B6+B12+叶酸泡腾片 

【规格】15片 

【功效】柠檬石榴混合口味，强健肌肉，促进新陈代谢和细胞分裂。 

【服用方法】每日一片，溶解于 200ml水中饮用。 

【注意】本产品只适合成人。 

 



综合维生素 

 
 

 

5.99 欧 3.99 欧 4.95 欧 
Doppelherz A-Z Depot 40 Tbl. 

双心复合维生素 A-Z 矿物质补充片 

【规格】40 粒 

【功效】补充人体必须的微量元

素，强健身体，减轻疲劳，预防慢

性疾病，增强免疫力；美容养颜，

保护眼睛；维护骨骼健康；改善食

欲。 

【服用方法】每天一粒，随餐而服 

Doppelherz  
Frauen Mineralien 2-Phasen Depot 

女性多维多种矿物质营养片 

【规格】30 粒 

【功效】减少钙质流失，降低骨质

疏松症的机会，降低患癌的几率，

舒解更年期不适，改进血液里胆固

醇的平衡，减低血液中的胆固醇浓

度，使动脉更有弹性，防止心脏受

损，改善产后精神状态,改善皮肤质

量，可使女性皮肤光润、细腻、富

有弹性 

【服用方法】每日一粒，温水送服 

Doppelherz Männer-Gesundheit 30 
Kps. 

双心男性健康营养素 

【规格】30 粒 

【功效】消除疲劳，保持睾丸激素

和免疫功能的正常水平，有助于正

常的精子生成，有助于保持正常的

头发色素沉着。 

【服用方法】每天一粒，温水送服 

 

 

维生素 B 

 

 

 

  
4.99 欧 2.95 欧 3.49 欧 

Doppelherz  
B-Komplex+Folsäure 45Tbl. 

双心维生素 B 族+叶酸 

【规格】45片 

【功效】保护神经系统，促进能量

代谢。 

【服用方法】每天 1 片，餐后温水

送服。 

【注意】本品不适合儿童及青少

年。 

Doppelherz Vitamin B12 30Tbl. 

双心维生素 B12 

【规格】30片 

【功效】维持神经系统的正常功

能，促进能量代谢，保护免疫系

统，促进红血球的形成，抗疲劳。 

【服用方法】每日 1 片，温水送

服。 
 

Doppelherz Vitamin B12 20Port. 

双心维生素 B12 口服颗粒  

【规格】20包 

【功效】维持神经系统的正常功

能，促进能量代谢，保护免疫系

统，促进红血球的形成，抗疲劳。 

【服用方法】每天一包，将颗粒全

部倒入嘴中，待其溶解后咽下。 

【注意】本品不适合 12 岁以下的儿

童。本品素食主义者也可服用。 

 



维他命 C 

 
 

3.99 欧 6.19 欧 

Doppelherz Vitamin C600+Vitamin D 40Tbl. 

双心维生素 C(600mg)+维生素 D 

【规格】40片 

【功效】保护免疫系统，提高抵抗力。 

【服用方法】每天 1片，温水送服。 

【注意】本品不适合 12岁以下的儿童。 
 

Doppelherz C + Zink + E Depot 40 Tbl. 

双心维生素 C+锌+维生素 E 营养片   

【规格】40粒 

【功效】有助于细胞组成以及蛋白质的新陈代谢。在

身体和精神压力增加的时候，缓解精神紧张和压力，

避免不平衡的饮食所造成的营养不均衡。 

【服用方法】每天一粒，随餐而服 

 

备孕/孕妇/哺乳期妈妈 

 

 
 

5.99 欧 3.95 欧 

Doppelherz Kinderwunsch Kapseln 30Kap. 

双心备孕胶囊 

【规格】30粒 

【功效】每粒含 900mg Omega-3、200mg DHA、300mg 

EPA、900ug 叶酸、锌和维生素 D3，满足了备孕期妈妈

的营养需要，提高怀孕几率。 

【服用方法】每日 1粒，随餐温水送服。 

【注意】本品不适合儿童及青少年。 

Doppelherz Nährstoffe für Schwangere+Mütter 30Kap. 

双心孕妇妈妈胶囊 

【规格】30粒 

【功效】为待孕、孕妇及产后妈妈提供所需各种营养。 

【服用方法】每天两片，可一次也可分两次服用。 
 

 

  



叶酸 

 
 

3.95 欧 3.95 欧 

Doppelherz Folsäure 800 + B Vit. +C+E Depot  

双心叶酸黄金营养素+B 族+C+E  

【规格】40 粒 

【功效】适宜人群：备孕期女性、准妈妈、新妈妈。 

【服用方法】每日一粒，饭后温水送服 

Jod+Folsäure+Eisen 45Tabl. 

双心碘+叶酸+铁  

【规格】45片 

【功效】补铁，促进红血球的生成，保护免疫系统，

促进能量代谢。补碘，维持甲状腺的正常机能。 

【服用方法】每天 1 粒，温水送服。 

 

 

铁 

 
  

4.29 欧 3.29 欧 10.49 欧 

Doppelherz Eisen + C + Histidin + 
Folsäure 

双心铁+C+组氨酸+叶酸  

【规格】30 粒 

【功效】减轻以下症状： 

睡中惊醒，精神萎靡、厌食、挑

食、生长发育迟缓、经常头晕、失

眠、易感冒发烧、面色苍白、发无

光泽、失眠多梦、四肢乏力、畏寒

怕冷、痛经等等；   

【服用方法】每日一粒，温水送服 

Doppelherz Eisen-Femin 20Port. 

双心铁元素口服颗粒  

【规格】20包 

【功效】补铁，促进红血球的生

成，保护免疫系统，促进能量代

谢。 

【服用方法】每天一包，将颗粒全

部倒入嘴中，待其溶解后咽下。 

【注意】本品不适合 14 岁以下儿

童。本品素食主义者可以服用。 

Doppelherz Eisen Vital 500ml 

双心液体铁元 

【规格】500ml 

【功效】补铁，促进红血球的生

成，保护免疫系统，促进能量代

谢。 

【服用方法】每天一次，每次 20ml 

【注意】饮用前充分摇晃。本品素

食主义者也可饮用。 

 

  



冲剂 

  

 

 

2.99 欧 2.99 欧 2.99 欧 

Doppelherz Heißer Holunder+Vitamin 
C+Zink  
10 Beutel 

双心接骨木花+维生素 C+锌冲剂  

【规格】10包 

【功效】维持免疫系统正常功能，

抗氧化。 

【服用方法】每日一包，用 150ml

热水冲泡。也可冲泡后放入冰箱，

当冷饮饮用。 

【注意】本品不适合 12 岁以下的儿

童。 

Doppelherz Heißer 
Cranberry+Vitamin C+Zink  
10 Beutel 

双心蔓越莓+维生素 C+锌冲剂  

【规格】10包 

【功效】维持免疫系统正常功能，

抗氧化。 

【服用方法】每日一包，用 150ml

热水冲泡。也可冲泡后放入冰箱，

当冷饮饮用。 

【注意】本品不适合 12 岁以下的儿

童。 

Doppelherz Heiße Zitrone+Vitamin 
C+Zink  
10 Beutel 

双心柠檬+维生素 C+锌冲剂  

【规格】10包 

【功效】维持免疫系统正常功能，

抗氧化。 

【服用方法】每日一包，用 150ml

热水冲泡。也可冲泡后放入冰箱，

当冷饮饮用。 

【注意】本品不适合 12 岁以下的儿

童。 
 

 

 
 

 

 

 

2.99 欧 2.99 欧  

Doppelherz Heißer 
Granatapfel+Sanddorn+Acerola 10 
Beutel 

双心石榴+沙棘+印度樱桃冲剂  

【规格】10包 

【功效】维持免疫系统正常功能，

抗氧化。 

【服用方法】每日一包，用 150ml

热水冲泡。也可冲泡后放入冰箱，

当冷饮饮用。 

Doppelherz  
Heißer Salbei+Honig+Menthol  
10 Beutel 

双心鼠尾草+蜂蜜+薄荷脑冲剂  

【规格】10包 

【功效】维持免疫系统正常功能，

抗氧化，保护粘膜。 

【服用方法】每日一包，用 150ml

热水冲泡。也可冲泡后放入冰箱，

当冷饮饮用。 

 

 

  



女性更年期 

  
6.95 欧 7.45 欧 

Doppelherz Aktiv-Meno Soja Isofl. +Ca+D3  

双心大豆异黄酮+钙+维生素 D3 

【规格】30 粒 

【功效】一款针对更年期女性特别设计的纯天然产品,

经过专业的调查研究检验。该保健产品对缓解绝经期

前，中及后期症状非常有效。 

症状包括：发热，焦虑，情绪变化，盗汗，失眠以及其

它更年期症状。 

【服用方法】每天一粒，随餐而服 

Doppelherz Meno Rotklee 30Kap. 

双心 Doppelherz 红三叶草月见草更年期胶囊 

【规格】30粒 

【功效】改善更年期不适症状，使女性情绪稳定、睡眠

改善、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同时还有助于女性皮肤、

头发和指甲的健康。 

【服用方法】每天 1粒，温水送服。 

【注意】本品不适合儿童及青少年。 

 

口鼻 

 
  

3.69 欧 4.79 欧 4.99 欧 

Doppelherz  
Nasenspray mit Panthenol 20ml 

双心鼻腔喷雾(含泛酰醇) 

【规格】20ml 

【功效】适合在干燥、刺激的环境

中或者空调房间内使用，可湿润鼻

黏膜，防止鼻腔干燥。适合花粉过

敏或者粉尘过敏的人群清洗鼻腔。

有效缓解鼻腔内鼻黏膜结壳的情

况。保护和再生鼻黏膜。 

【使用方法】根据需要每日可多次

使用，每次喷 1-2 下，直接喷入鼻

孔。 

【注意】适合 2 岁以上人群。开盖

后 6周内用完。 

Doppelherz Schnupfenspray 20ml 

双心鼻腔喷雾  

【规格】20ml 

【功效】保持呼吸道畅通，湿润鼻

黏膜，防止鼻腔干燥，对抗花粉过

敏或者粉尘过敏。 

【使用方法】根据需要每日可多次

使用，每次喷 1-2 下，直接喷入鼻

孔。 

【注意】适合 6 岁以上人群。开盖

后 6周内用完。 
 

Doppelherz Hals-Rachen-Spray 30ml 

双心润喉护嗓喷雾 

【规格】30ml 

【功效】有效对抗咽喉疼痛、喉咙

沙哑、咽喉瘙痒，湿润咽喉黏膜，

保持呼吸道畅通。 

【使用方法】旋转打开折叠式喷

嘴，并按下按钮泵。请注意，第一

次开瓶使用时，前几次泵压没有喷

雾喷出是新瓶的正常现像，多按几

下即可。根据需要每日可多次使

用，每次喷 1-2 下。如果症状在 4-7

天后仍无缓解，应及时就医。 

【注意】适合 6 岁以上人群。出于

卫生的原因，建议在每次使用后用

干净的布擦拭清洁喷雾嘴。为避免

感染，应一人使用。 

 



硅 

 

 
 

3.49 欧 3.99 欧 3.99 欧 

Doppelherz 
Kieselerde+Zink+Biotin+Calcium 
30Tbl. 

双心硅+锌+生物素+钙 

【规格】30粒 

【功效】保持头发强韧，维护皮肤

（尤其是结缔组织）的健康，生成

胶原蛋白，保持指甲光泽坚韧。 

【服用方法】每日两粒，温水送

服。 

【注意】本品不适合儿童和青少

年。 

Doppelherz 
Bierhefe+Kieselerde+Biotin+Zink 
30Tbl. 

双心啤酒酵母+硅+生物素+锌 

【规格】30粒 

【功效】保持头发强韧，维持皮肤

健康，保持指甲光泽坚韧。 

【服用方法】每日两粒，温水送

服。 

Doppelherz Kieselerde+Biotin+Zink 
40Tbl. 

双心硅+生物素+锌 40 片 

【规格】40 片 

【功效】保持头发强韧，维护皮肤

（尤其是结缔组织）的健康，生成

胶原蛋白，保持指甲光泽坚韧，促

进新陈代谢。 

【服用方法】早晚各一粒，随餐温

水送服。 
 

 

骨胶原 

   
6.65 欧 5.45 欧 7.49 欧 

Doppelherz Gelenk 1000 40 Kps. 

双心骨胶原葡萄糖胺软骨素胶囊  

【规格】40 粒 

【功效】适用人群： 1.各种关节

炎 、 关 节 疼 痛 、 肿 大 、 僵 硬

者 2.30 岁以上的人群预防或已患

有退化性关节炎者 3.体重过重者

(肥胖族)、痛风患者 4.关节受伤

者(如骨折、韧带损伤) 5.关节运

动量大者，如教师、运动员、舞蹈

Doppelherz  
Glucosamin 700+Chondroitin 30Kap. 

双心软骨素+氨基葡萄糖 

【规格】30粒 

【功效】保护骨关节，帮助修复关

节软骨，促进软骨再生，改善关节

问题。 

【服用方法】每天 1 粒，温水送

服。 

 

Doppelherz  
Gelenk 1000 Vegan+Enzyme 40Kap. 

双心骨胶原 1000（适合素食主义

者） 

【规格】40粒 

【功效】保护骨关节，帮助修复关

节软骨，促进软骨再生，改善关节

问题。不含动物成分，适合素食主

义者。 

【服用方法】每天 2 粒，温水送



家 6.久坐不动的上班族及常使用

电脑的人士 7.高强度劳动人群 

【服用方法】每日两粒，饭后温水

送服 

 服。 

【注意】本品不适合儿童、青少

年、孕妇和哺乳期妈妈。 

 

 

鱼油 

 
 

5.45 欧 7.95 欧 

Doppelherz Seefischöl Omega-3 700mg 120Kap. 

双心深海鱼油 700mg 

【规格】120粒 

【功效】调节血脂，降低胆固醇和甘油三酯，防止血管

凝固，降低动脉硬化及高血压的发生几率，促进脑部发

育，保护心脏。 

【服用方法】每日两粒，温水送服。 

【注意】本品不适合 12岁以下的儿童。 

Doppelherz Omega-3 Seefischöl 1000 

双心深海鱼油 1000mg 

【规格】80粒 

【功效】调节血脂，降低胆固醇和甘油三酯，防止血管

凝固，降低动脉硬化及高血压的发生几率，促进脑部发

育，保护心脏。 

【服用方法】每日 1粒，温水送服。 

【注意】本品不适合 12岁以下的儿童。 

 

镁 

  
 

4.99 欧 3.95 欧 3.45 欧 

Doppelherz Magnesium+Calcium+D3 
40 Tbl. 

双心镁+钙+D3 营养片  

【规格】40 片 

【功效】预防骨质疏松，促进血液循

环，舒缓神经，维持心脏、肌肉、神

经的正常功能，有利于蛋白质的制造

以及脂肪代谢，活化酵素，避免血管

栓塞。 

【服用方法】每天一粒，随餐温水送

Doppelherz Magnesium+Calcium+D3 
20 Port. 

双心镁+钙+D3 营养包  

【规格】20 包 

【功效】预防骨质疏松，促进血液

循环，舒缓神经，维持心脏、肌

肉、神经的正常功能，有利于蛋白

质的制造以及脂肪代谢，活化酵

素，避免血管栓塞。 

【服用方法】每天 1包，无需冲

Doppelherz Magnesium+Kalium 400 
30Tbl. 

双心镁+钾片 400mg 营养片 

【规格】30 粒 

【功效】有助于能量代谢循环，电

解质平衡，以及神经和肌肉正常功

能。 

【服用方法】每天一粒，温水送服 
 



服。 泡，直接服用（过敏体质人群慎

用） 

 
  

3.99 欧 3.95 欧 4.99 欧 

Doppelherz 
Magnesium+B1+B6+B12+Folsäure 400 
30 Tbl. 

双 心 镁 +B1+B6+B12+ 叶 酸 营 养 片
400mg 

【规格】30 片 

【功效】激活多种酶的活性，保持骨

骼生长，预防恶性贫血，维护神经系

统健康。 

【服用方法】每天半粒或一粒，随餐

温水送服 

Doppelherz 
Magnesium+B6+B12+Folsäure 400 20 
Port. 

双心镁+B6+B12+叶酸营养包 400mg 

【规格】20 包 

【功效】激活多种酶的活性，保持

骨骼生长，预防恶性贫血，维护神

经系统健康。 

【服用方法】每天 1包，无需冲

泡，直接服用（过敏体质人群慎

用） 

Doppelherz Magnesium+B12+C+E 400 
30Tbl. 

双心镁+B12+维生素 C+维生素 E 营养

片 400mg 

【规格】30 粒 

【功效】有效预防及改善骨质疏

松，巩固骨骼和牙齿。帮助血液循

环及舒缓神经，维持心脏、肌肉、

神经正常功能。有利于蛋白质制

造、脂肪代谢以及遗传基因(DNA)的

组成，并可活化酶。可减少肝、

胆、肾结石形成，以及软组织的钙

化 机 会 。 

【服用方法】每天半粒或一粒，随

餐温水送服 

 

 

 
 

 
 

 

4.45 欧 4.29 欧 3.99 欧 

Doppelherz Magnesium 500 30Tbl. 

双心镁片 500mg 

【规格】30 粒 

【功效】有助于神经系统和肌肉的运

作，包括心脏肌肉；防止身体软组织

的钙化，保护动脉血管的内皮层；预

防肌肉僵化，增强体质，保护心脏；

在骨骼的形成和矿物质及碳水化合物

的代谢中也起着重要作用。 

【服用方法】每天半粒或一粒，随餐

温水送服 

Doppelherz Magnesium für die Nacht 
30Tbl. 

双心夜间补镁 

【规格】30片 

【功效】放松肌肉和神经，安眠。 

【服用方法】晚间服用 1 片，温水

送服。 

【注意】本品不适合儿童和青少

年。 
 

Doppelherz Magnesium+Kalium 400 
20 Port. 

双心镁+钾片 400mg 营养包 

【规格】20 包 

【功效】有助于能量代谢循环，电

解质平衡，以及神经和肌肉正常功

能。 

【服用方法】每天 2包，无需冲

泡，直接服用（过敏体质人群慎

用） 

 



头发/指甲 

 

 

3.99 欧 4.59 欧 

Doppelherz Feste Nägel Extra, 30 Kps. 

双心护甲促进指甲健康胶囊  

【规格】30 粒 

【功效】 精选 17 种有助于指甲生长及健康的维他命，

矿物质及微量元素。此外还添加了二氧化硅和天然石榴

提取物。多种营养共同维护，让您的指甲更加健康美

丽。 

【服用方法】每日 1粒，温水送服 

Doppelherz Haar Intensiv 30 Kps. 

双心深度生发养发护发胶囊 

【规格】30 粒 

【功效】适用人群：脱发，头发脆弱易断，无光泽的

人。可补充头发健康茂密所需的微量元素，预防白发。 

【服用方法】每日一粒，温水送服 
 

  
4.95 欧 3.99 欧 

Doppelherz Haut+Haare+Nägel 30Tbl. 

双心皮肤+头发+指甲 

【规格】30片 

【功效】强韧发质，保护头发光泽。保护皮肤，让皮

肤水润光泽。强韧指甲。 

【服用方法】每天 1片，温水送服。 

Doppelherz Haar Vital+Zink+Hirseextrakt 30Kap. 

双心头发胶囊（含锌和小米提取物） 

【规格】30粒 

【功效】强韧发质，保护头发光泽。 

【服用方法】每天 1粒，温水送服。 

【注意】本品不适合 12岁以下的儿童。 

 

 

 

 

 

 



其他 

   

6.95 欧 3.59 欧 4.95 欧 

Doppelherz Coenzym Q10 + B-
Vitamine 30 Kps. 

双心辅酶 Q10 抗氧化防衰老胶囊  

【规格】30 粒 

【功效】营养心脏，抗氧化、除皱

纹、护肤、清除自由基、延缓机体

衰老。 

【服用方法】每天一粒，温水送服 

Doppelherz Vitamin D 1000 I.E.45Tbl. 

双心维生素 D 

【规格】45片 

【功效】促进钙的形成，保护牙齿

和骨骼，维持肌肉正常功能，保护

免疫系统。 

【服用方法】每天 1 片，温水送

服。 

【注意】本品不适合 12 岁以下的儿

童。 

Doppelherz  
Vegetarier Vitamine+Mineralstoffe 
30Tbl. 

双心素食者营养片 

【规格】30片 

【功效】含有钙、铁、锌、碘及

维生素 B1、B2、B6、D。这些营养

物质不容易从素食中获得。本品

恰好能够满足素食者对矿物质和

维生素的需求。 

【服用方法】每天 1 片，温水送

服。 

 
  

4.95 欧 4.99 欧 4.95 欧 

Doppelherz Aminosäuren Vital 30 Kps. 

双心复合氨基酸胶囊  

【规格】30 粒 

【功效】增强脑力，改善体质，提高

免疫力。 

【服用方法】每天两粒，温水送服 

Doppelherz Zink+Histidin+Vitamin C 
30Tbl. 

双心锌+氨基酸+维生素 C 

【规格】30片 

【功效】保护皮肤，保护免疫系

统。 

【服用方法】每天 1 片，温水送

服。 

Doppelherz L-Arginin 30 Kps. 

双心左旋精氨酸 

【规格】30 粒 

【功效】帮助身体维持正常生理功

能，可刺激抗老化荷尔蒙生长激素

的分泌，增强免疫力功能，加快伤

口愈合，降低心血管病的风险，天

然的伟哥，增加肌肉组织并降低脂

肪含量，增加男性精子的制造量和

活动力 

【服用方法】每日 2-3 次，每次一

粒，温水送服 



 

 

 

3.95 欧 4.79 欧 5.29 欧 

Doppelherz Abwehr aktiv 20Port. 

双心提高抵抗力口服颗粒 

【规格】20包 

【功效】保护免疫系统，提高抵抗

力。 

【服用方法】每天一包，将颗粒全部

倒入嘴中，待其溶解后咽下。 

【注意】本品不适合儿童及青少年。

本品素食主义者可以服用。 

Doppelherz Cranberry + Kürbis 30 
Kps. 

双心蔓越莓南瓜籽精前列腺保健胶

囊 

【规格】30 粒 

【功效】多种有效成分呵护前列

腺，除了蔓越莓及南瓜籽提取物

外，还有其他多种维生素及硒。 

【服用方法】每天早晚各一粒，温

水送服 

Doppelherz Ginkgo + B-Vitamine + 
Cholin 

双心银杏萃取精华保护血管增强记

忆力 

【规格】40 粒 

【功效】适用人群：18 岁以上，急

慢性脑机能不全及后遗症，注意力

不集中 老年痴呆，糖尿病引起的视

网膜病变，免疫力低下 四肢冰冷酸

痛的人群 

【服用方法】每日一粒，温水送服 

 
 

 
6.99 欧 3.75 欧 3.59 欧 

Doppelherz Hyaluronsäure Extra 30 
Kps. 

双心口服玻尿酸胶囊 30 粒 

【规格】30 粒 

【功效】可使皮肤滋润光滑、柔软而

富有弹性；可延缓衰老，防止关节

炎、动脉硬化、脉搏紊乱。 

【服用方法】每日一粒，饭后温水送

服 

Doppelherz Lecithin + B-Vitamine 40 
Kps. 

双心大豆卵磷脂+维生素 B 族 

【规格】40 粒 

【功效】预防三高，增强记忆力，

预防老年痴呆，预防胆结石，预防

糖尿病。保肝护肝，恢复皮肤弹

性。 

【服用方法】每天 2 次，每次 1

粒，温水送服 

Doppelherz Stress-gute Nerven 
30Tbl. 

双心减压安神片 

【规格】30片 

【功效】为脑部补充营养，保持头

脑清醒，舒缓紧张情绪，减轻头痛

等状况，减轻压力。 

【服用方法】每天 1 片，温水送

服。 

【注意】本品不适合儿童及青少

年。 



 

 
 

 

 
 

 

3.99 欧 3.99 欧 4.49 欧 

Doppelherz Energie-Start 20Port. 

双心补充能量口服颗粒 

【规格】20包 

【功效】提高注意力，抗疲劳。 

【服用方法】每天一包，将颗粒全部

倒入嘴中，待其溶解后咽下。 

【注意】本品不适合儿童及产妇。 

Doppelherz  
Sport Vitamine+Mineralien 20 Port. 

双心运动健身维生素+微量元素营养

包 

【规格】20 包 

【功效】心肺功能得到增强，对心

脑血管，呼吸系统都有很好的调节

作用，有助于提高关节、肌肉的灵

活性，增强韧带和肌腱的力量，可

防止僵化和早衰，可有效防止肥胖

和高血脂，提高人体耐力。 

【服用方法】每日一包。橘子口

味，无需冲泡，直接服用 

Doppelherz  
Säure-Basen Balance 20Port. 

双心酸碱平衡口服颗粒 

【规格】20包 

【功效】维持人体内酸碱平衡，减

少过多食用酸性食物引起的身体不

适。 

【服用方法】每天早晚各一包，将

颗粒全部倒入嘴中，待其溶解后咽

下。 

【注意】本品不适合 12 岁以下的儿

童。 
 

  

 

 

4.95 欧 6.99 欧 9.99 欧 

Doppelherz Lavendel Extrakt + Ö l 30 
Tbl. 

双心薰衣草精华片 

【规格】30 粒 

【功效】本品含天然薰衣草提取

物，有效缓解失眠、神经衰弱等症

状。特别添加维他命 B12和维他命

B6，有效维护神经系统健康，促进

其正常运转，改善睡眠，提高生活

品质。 

【服用方法】每天一粒，温水送服

（儿童、青少年、孕妇、哺乳期妇

女禁用） 

Doppelherz Fett-Binder Chitosan 
Kps. 40 Kps. 

双心壳聚糖减脂胶囊  

【规格】40 粒 

【功效】 减少对食物中脂肪的吸

收，减少热量吸收，恢复正常胆固

醇值，控制体重。 

【服用方法】每日 1次，每次 1-2

粒，饭前服用 
 

Doppelherz Lactase 3500 120Tbl. 

双心乳糖酶 3500 

【规格】120 粒 

【功效】适合乳糖不耐受人群，

每粒含有 3500 FCC(食品化学法

典)乳糖酶，每两粒可以分解约 11

克乳糖，相当于 200 毫升牛奶或

者 200 克酸奶所含有的乳糖量。 

【服用方法】在食用含乳糖食物

时或者食用前，服用两粒，温水

送服，勿咀嚼。 
 



 
 

 
4.29 欧 4.95 欧 3.99 欧 

Doppelherz Artischocke + Olivenöl + 
Curcuma 30 Kps. 

双心朝鲜蓟橄榄油解酒护肝胶囊  

【规格】30 粒 

【功效】促进病毒性（A、B、C）型

肝炎的恢复，适用于肝功能不佳

（GOT、GPT 过高）、体力差者，肝

硬化患者，脂肪肝患者，酒精等化

学毒素引起的肝炎，平常饮酒及抽

烟较频繁者，容易疲劳，有黄胆现

象或是肝火大，口苦口臭者，机能

不佳引起的皮肤粗糙、肝斑现象 

【服用方法】每天一粒，随餐而服 

Doppelherz Selen 40Tbl. 

双心硒片 

【规格】40片 

【功效】抗氧化，保护免疫系统，

保护细胞，维持甲状腺正常机能。 

【服用方法】每天 1 片，温水送

服。 

【注意】本品不适合儿童及青少

年。 
 

Doppelherz Calcium 700 + D3 30 Tbl. 

双心 700 毫克活性钙+D3 营养片 30

粒 

【规格】30 粒 

【功效】发挥钙对骨骼、对肌肉功

能 

、对神经脉冲信号在人体神经和细

胞中的传递起着的重要作用。补充

钙质，挺拔体态，减轻经前状况，

改善睡眠。有效降低骨折的风险。 

【服用方法】每天傍晚一粒，温水

送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