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然疗法让狗更健康

保健补品

犬类专用 



HOKAMIXHOKAMIX

Eurasian Meike after successful HOKAMIX-therapy.

代谢失调引起的皮肤问题

身体需要多种营养素的良好支持，以保持
一个完美的代谢机制和健康发育。

代谢重构

身体营养 代谢废物

提高免疫系统能力

巩固肌腱，骨骼和关键 

保护皮肤和毛发

提升精神状态

提升活力和身体素质

优化肠胃功能

正常运作的

代谢系统

什么是新陈代谢？
    “代谢”一词是指健康的身体需要的营
养物质（食物成分）的加工、吸收和运输的
过程。它还控制着必须离开宠物身体的代谢
废物的顺利排泄。

    宠物获取营养物质的方式只有进食。因
此，日常食品的质量是非常重要的。动物的
有机体的维持和建立必须依赖于食物中的营
养成分，如肉类、脂肪、粮食、蔬菜、维生
素、矿物质等。在正常消化的范围内，通过
处理、分解和重建这些材料，直到所含的营
养物质成为能被吸收的状态。然后，他们通
过肠粘膜转移到血液中，并输送到 “目标位
置”，如各个器官。

    身体由许多器官和组织组成，而这些器
官和组织又由细胞组成。每一个功能良好的
身体细胞都必须准时准点获得所需要的营养
素。如果一个器官或组织内的某些细胞状态
不理想，那么整个器官都不能正常工作。
一段时间后就会出现各种症状（如症状、消
化不良、皮肤和皮肤问题等）。  

成功背后的故事……

    HOKAMIX在欧洲已经有超过25年的历史，而这本
身就是一个辉煌的成就！公司的“成功故事”起源于
一个独特的草本配方。 
    格劳先生及其夫人，格劳公司的创始人，他们的传
奇经历始于给美克——他们自己的欧亚大陆犬喂食
HOKAMIX产品。 

    当时美克患有髋关节发
育不良，并伴有严重的副作用，几乎不能做任何更多
的移动，十分痛苦。
    在使用传统医学治疗方法几经碰壁之后，通过目
前的董事总经理杰蒂•格劳的父母和简•克洛斯克的私
人关系，美克终于从格劳公司的产品中获得了新生。
    格劳家族通过HOKAMIX产品让狗狗重获新生的故事
在荷兰以及德国家喻户晓，这也给他们带来了充足的
理由去创立一个全新的品牌造福狗狗猫咪们。 
    今天，格劳公司的纯天然综合食疗配方系列作为
日常便能轻松获取的，能够简单方便地提高狗狗和猫
咪健康水平的纯天然产品，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
    与此同时，新的不同剂量的天然草本配方HOKAMIX

产品已经开发出来。今天，我们通过药片、小吃或是零
食，几乎能够给每一只狗的健康提供一个美味的解决方
案。
    草本配方的巨大成功，不仅提高了格劳公司解决日
益增长的宠物营养问题的能力，也让格劳团队的专业素
质得到了广大客户的一致信赖。格劳团队的不懈努力
终也使我们在不断解决越来越多的宠物健康问题的同
时，开发出了越来越丰富的产品线。改善毛发的油脂、
毛发的增色、色素沉淀、一系列的香波都可以是美味以及营养平衡的食物计划的一部
分。
    此外，我们提供低过敏的产品来解决老年犬的食物不耐受的问题以及缓解老年犬的
疼痛，如今，特定领域的疾病预防和健康保养的重要性日益增加。
    我们对产品质量以及功效的要求始终保持高水平。为了回应客户对我们一直以来的   
信赖，我们从一开始就以保证可靠性为第一要务。也正是这样的信任，才是您，我们尊
贵的客户，与格劳公司之间 重要的羁绊，因为我们彼此都一直将我们四条腿的伙伴们
放在心中。

握爪致意！
格劳团队

格劳夫妇的欧亚大陆犬-美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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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KAMIXHOKAMIX

迷迭香（迷迭香叶），斗蓬草（alchimella），紫花苜蓿

为什么一个完美的新陈代谢机能很重要？
    没有了健全的代谢机能，宠物们的身体便得
不到营养供给。如果狗狗猫咪们出现代谢紊乱，或
者是“上岁数了”，它们的身体不再能完全地从食
物中筛选出重要的营养物质。这将可能很快导致营
养缺乏。
    出现诸如缺乏蛋白质、脂肪酸、维生素、矿
物质和微量元素等重要物质的症状有两种不同的原
因。

1。营养素摄入不足导致，从原则上需要补充高质
量营养平衡的食物，从而帮助身体。例如，很多中
草药中含有精油和药物成分，以支持身体，并确保

不同的维生素保护身体健康

从食物中优化营养吸收。
    从毛发的结构和皮肤的过敏情况可以清楚地
发现与代谢相关的疾病。

在这里你能找到所有包含在hokamix产品中重要的草
本植物的描述，以及对代谢和动物的不同器官的影
响。

•紫花苜蓿（Medicago sativa）促进脂肪代谢及生
长障碍的积极作用以及贫血。
•茴香（茴香stellatum）对消化有积极的作用，镇
静，用于神经疾病，帮助缓解胃肠胀气，对缓解肝
脏和胆囊压力有积极作用。
•荨麻（荨麻）刺激胰腺、肾功能和亮毛。
•斗蓬草（alchimella）具有净化血液作用，抗炎。
•黄花（Solidago virgaurea）刺激肾脏活动。
•圣约翰草（贯叶连翘）刺激肝脏的活性，安神，增
强肌肉。
•菖蒲（菖蒲）缓解关节和肌肉疼痛，刺激肾功能。
•大牛蒡（牛蒡）具有净化血液的作用，刺激胆囊和
肝，稍有利尿，对皮肤油脂排泄增加积极作用，缓
解痤疮、湿疹和皮肤问题。
•常见肺草（肺草L.）含有大量硅酸成分。硅酸是非
常重要的矿物质。
•迷迭香（叶rosmarini）含有高水平的精油有平衡
作用于神经系统，对性器官和消化也有积极作用。
•大麻黄（Equisetum）含有硅酸具有对中枢神经系
统的，积极的影响骨骼、皮肤、结缔组织和淋巴
腺。
•西洋蓍草（Achillea millefollium）调节消化，
对肠胃问题有积极作用。
•三色堇（三色堇）对皮肤具有积极的作用，净化淋
巴腺和胃肠道、血液，非常成功在应用于湿疹的治
疗。

蔬菜：
•辣椒粉（Capsicum frutescens L.）刺激血液循环
和心脏功能。

药补清单

2。如果代谢终产物和废物沉积在体内，这通常发
生在皮下组织即在细胞间隙。

    这些代谢废物防碍了有价值的营养物质被输
送到上层皮肤层的细胞或毛囊。结果导致局部皮肤
引起瘙痒。有时，也可能是湿疹，由于缺乏营养供
应，毛囊、毛发不再光泽美丽。

HOKAMIX  

粉剂/片剂

点心/小吃· 小骨头/小零食

HOKAMIX
柔亮

HOKAMIX
关节+

自然的力量！
HOKAMIX是这个产品基础系列。

两款HOKAMIX产品已经完成开发并做了有效性的

改进，通过添加一些能够解决特殊问题的成分。

Hokamix 柔亮 系列（意大利语：Forte）加入小

球藻解决严重和持久的皮毛问题（第8页）。

Hokamix 关节+ 系列 加入糖胺聚糖和额外的软

骨特异性成分解决各类关节问题（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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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IN AND COAT PROBLEMSHOKAMIX PRODUCT RANGE

HOKAMIX 粉剂
√优化代谢和改善营养问题
√支持所有的器官系统
√强肌健骨系统
√亮毛
√包装内含剂量匙确保用量准确
√粉末形式提供更高性价比
√容易与微湿的干制品或凝乳，酸奶或奶酪混合。

使用 HOKAMIX 
√为幼犬和成年犬进行疾病预防（大型犬亦可）
√支持宠物的运动机能（敏捷性、奔跑、游戏）
√帮助康复期犬或老年犬的身体恢复

成分：
草药混合物（紫花苜蓿、茴香、荨麻、斗蓬、黄花、圣
约翰草、菖蒲、牛蒡子、常见肺草、迷迭香、大麻黄、
蓍草、三色堇）

植物成分分析：
粗蛋白10.1%，粗脂肪含量7.1，粗纤维13.8  %，%，粗
灰分45.2 %，水分5.8 %，钙14.2%，磷0.28  %

使用说明：
每KG体重的规定用量是1g（从幼犬独立进食开始需要
1g用量）。
体重15至40KG之间的犬每天用量15克
体重超过40KG的犬每天用量20至25克

注意：
hokamix不能接触温度过高的热水而且不能被加热到
35℃以上。

Gluten-free

错误的营养吸收引起皮肤问题
    健康的狗能够过滤掉难以消化吸收的蛋白质
（如植物茎叶和劣质含肉产品中的蛋白质）以及化
学成分（如防腐剂、增色剂、诱导剂等），通过肾
脏、肠道处理之后，随着粪便离开身体。如果代谢
系统不再能够做到这一点，身体会试图将这些代谢
物从皮肤表面排出。不幸的是，这往往不能奏效，
这些沉积在皮下组织的代谢废物 终会导致皮肤瘙
痒、鳞屑、脱毛甚至发炎！

合理的解决方案
•改良膳食方案，喂食营养平衡的食物，以适应宠物
实际的蛋白质需求
•选择高品质，易消化的蛋白质来源（优质肉含量高）
•用含蛋白质80%以上的零食进行特别食补（如牛鞭，
猪耳朵或咬骨）。

错误的营养吸收引起皮肤问题

皮肤和毛发出现诸多问题都有如下一些原因：

•寄生虫害（跳蚤、蜱虫、螨类）
•皮肤炎症导致
•过敏反应
•缺乏营养
•荷尔蒙失调
•常见小病

    我们对狗狗健康表现的期望 先是那一
身闪亮的毛发。它就像一面镜子，告诉我们
如果宠物吃得好、清洁到位，身体整体状态
是健康的。由于皮肤是宠物身体中面积 大
的器官，它理应得到特别的关注、支持和照
顾。
    寄生虫、皮肤炎症或一般疾病应该由兽
医治疗，但你可以很容易通过改变食物，饲
喂有价值的食品补品，来解决由营养问题带
来的皮肤和毛发的问题。

毛发 毛细血管

  大汗腺
皮脂腺

立毛肌
神经纤维

角质层 
(表皮层)

真皮
(真皮层)

皮下组织

    
    除了蛋白质之外，重要的脂肪酸对一身美丽、
光滑和厚实的皮毛起着重要的作用。我们要区分必
需的（必要的）和非必需的（可以由身体本身产
生）不饱和脂肪酸（更有营养价值）和饱和脂肪
酸。那些必需的不饱和脂肪酸是细胞结构的一个组
成部分。这一营养成分的缺乏会导致组织损伤与皮
肤问题的后果，如鳞屑皮肤，湿疹皮肤、毛发脆弱
或掉毛。

合理的解决方案
•在食物中加入不饱和、必需的脂肪酸
•注意比值：Omega6:Omega3=10:1到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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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IN AND COAT PROBLEMSSKIN AND COAT PROBLEMS

脂肪酸

必需脂肪酸                                   
（重要，不能由身体自行制造）

饱和脂肪酸 
（营养价值低）

非饱和脂肪酸 
（营养价值高）

     Ω-3            Ω-6          Ω-7          Ω-9

非必需

    为了对抗肌肤问题，在HOKAMIX草本配方（第
4页）中加入了一种非常特殊的植物成分：小球
藻。
    小球藻含有宠物必需的氨基酸以及许
多重要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它对宠物有
着许多积极正面的功效。
    因此，HOKAMIX柔亮产品成为很
多皮肤问题的完美解决方案，特别是
湿疹和瘙痒。
    小球藻有两个重要特性：
    它可以有效地吸收重金属毒物，起到重要的
解毒作用。
    它还含有一种天然生长因子（小球藻生长因
子（C.G.G.®）），能促进细胞分裂和受损的皮肤
组织愈合。

Hokamix柔亮产品特点：
√刺激细胞分裂，加速愈合
√促进自然愈合
√改善整个机体
√大约6到8周恢复期
√使用剂量匙精确用量

成分：草药混合物（紫花苜蓿、茴香、荨麻、斗蓬、黄
花、圣约翰草、菖蒲、牛蒡子、常见肺草、迷迭香、大
麻黄、蓍草、三色堇），蔬菜，海藻（小球藻）

成分分析：粗蛋白12.9 %，脂肪含量12.2 %，粗纤维
8.6%，粗灰分46.1  %，水分3.8 %，钙12.5 %，钠1.6 
%，磷0.3 %

使用说明：
每KG体重的标准用量是1g（从幼犬独立进食开始）。
体重1至15KG之间的犬每天用量1~15克
体重15至40KG之间的犬每天用量15克
体重超过40KG的犬每天用量25克
注意：hokamix不能接触温度过高的热水，并且不能加
热到35℃以上。

我们强烈推荐的持续性皮肤问题解决方案：HOKAMIX柔亮产品

 

Chlorella

完美对抗
√皮肤瘙痒
√鳞屑皮肤
√毛发过度损伤
√皮肤湿疹
√皮肤过敏
√脱毛秃斑

脂肪酸的重要性
多种多样的必需非饱和脂肪酸对
整个身体有着巨大的重要性。

Gluten-free

HOKAMIX油亮皮毛
产品特性：
√适合长毛犬种
√冷榨技术，使用来自非洲和美洲的坚果
√更明显的疗效，如开放斑块的修复，“褥疮”治
疗，刺激皮肤再生，大量毛发脱落的缓解
√4–5天即可见效
√特别适合非常干燥、脱皮皮肤
√理想的Ω-3和Ω-6脂肪酸比例搭配
√相比其他知名产品，Omega-3脂肪酸含量加倍
√额外ω-7脂肪酸（促进皮肤再生）
√附加Ω-9脂肪酸（支持心脏功能和维持胆固醇水
平）

成分：油脂（纯植物、非洲和美洲的坚果冷榨制
成），还包括非常高的棕榈酸、硬脂酸、十八烯
酸，亚油酸和花生四烯酸

成分分析：脂肪含量97 %

添加剂：
营养性添加剂每KG含有维生素A 234 .000 IE，维
生素D3 IE 23.400 IE，维生素E 1.065mg

使用说明：
小型犬每日2ml （按压1次）
中型犬每日6ml （按压3次）
大型犬每日8ml （按压4次）

将Hokamix皮毛油亮系列混合到狗狗食品中食用（
每次按压约含2ml）

必需脂肪酸：HOKAMIX 
油亮皮毛，格劳Ω超强护肤
    整个身体组织以及每一个器官都是由特定的
细胞组成的。皮肤是 大的器官，由无数个单细胞
组成，就像一根毛发一样。

    必需不饱和脂肪酸是每一皮层细胞的组成部
分。如果缺乏这些脂肪酸，皮肤组织会不完整，从
而产生如鳞屑皮肤湿疹等症状，皮肤脆弱或毛发变
稀疏，毛发脱落。

    我们可以区分必需的（必要的）和非必需的
（可以由身体本身制造）以及不饱和脂肪酸（更具
营养价值）和饱和脂肪酸。

    一些必需的脂肪酸必须通过进食来供给身体
器官。简单地添加纯食用油如葵花籽油，橄榄油，
三文鱼油或月见草油并不能有效地满足宠物需求。
而且，这些油中只含有各种不同的脂肪酸中的一
种，也没有满足Ω-6和Ω-3的5:1到10:1的比例要
求。但是，通过在产品里同时让不同的油相结合，
脂肪酸的比例就能受到得到控制和优化。如果你每
天都把这种营养组合添加到宠物的食物中，可以促
进皮肤组织愈合、消除鳞屑，有效抵抗持续性脱
发，并将很快达到预期的恢复目标。

必需脂肪酸的优点
√见效快
√对症下药，由内而外改善皮肤

Ω-3

Ω-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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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IN AND COAT PROBLEMSSKIN AND COAT PROBLEMS

莫甘娜与...
    
    莫甘娜和恩佐照片清楚地反映了皮肤愈合的
重大变化，令人印象深刻。
    莫甘娜遭受了十个月病痛折磨，毛发不断从
片状皮肤掉落下来。她用各种抗生素和可的松治
疗，同时食用高质量和营养均衡的食物。十个月
后，她开始使用HOKAMIX柔亮产品和HOKAMIX油亮产
品，之后进行了额外的顺势疗法治疗-，使用药物
刺激肾脏和肝脏。现在，仅用HOKAMIX柔亮产品，
莫甘娜就能保持着持续的健康。

 

莫甘娜 恩佐

...恩佐的治疗故事
    恩佐是一只德国牧羊犬，也曾遭受了严重的
毛发问题。在使用了HOKAMIX柔亮产品，HOKAMIX油
亮产品和Sanofor大约3个月的时间。用这些食物添
加治疗，使恩佐的皮肤毛发几乎完全再生。

详见第8/9页

使用前

使用后

使用前

使用后

格劳Ω超强护肤
    由冷榨黄亚麻和琉璃苣油制造

    Ω超强护肤系列含有从亚麻籽和琉璃苣中冷
榨提取的油中含有宠物必需的不饱和Ω-3和Ω-6脂
肪酸，滋养出亮丽的毛发和深度优化毛发 佳结构

产品特性：
√Ω-3和Ω-6脂肪酸含量高
√提高皮肤活力
√滋养光滑、坚韧和长效持久的毛发
√亚麻油中含有比其他植物更多的Ω-3脂肪酸
√琉璃苣油（星状花）有助于改善皮肤环境
√提升皮肤弹性和滋养细胞再生
√快速见效（4-5天即可初见成效）
√闪亮光泽
√加速毛发再生更替
√专业品质

    此外，皮肤变光滑，鳞屑去无踪，过度脱毛现象
也将大大减少。

成份：亚麻油（金色亚麻），琉璃苣油（星状花）。这
些油含有含量非常高的α-亚麻酸（Ω-3）和伽玛亚麻
酸（Ω-6）

成分分析：脂肪含量96%

使用说明：
小型犬（10KG以下）每天1至2ml
中型犬（10~30KG）每天3次5ml
大型犬（超过30KG）每日5~10ml

内含量杯。

MIT PRAKTISCHEM

M E SS B E C H 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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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GMENTATIONPIGMENTATION

    毛发的颜色、色素重的鼻镜、上嘴唇和眼皮
是一个品种的重要特征。通过添加不同的食品补充
剂可以促进皮肤和毛发的色素沉淀。

    有两个重要的先决条件：
·基因中包含某些部位有色素沉淀的特性
·确认这些营养补充剂是合适和有效的

    增色生活！

1茶匙=约4g

自然的色彩加重（光、影、三原色、等等）

海藻粉
√支持所有天然色素沉淀黑白
√也强调三色染色
√碘含量380mg/KG
√确保厚而光滑的毛发

    海藻粉来自藻类“褐藻”，这是一种无任何
添加剂的优质天然产品。它区别在于它含有丰富而
有价值的氨基酸（蛋白质组成部分）、维生素和矿
物质。这些天然成分确保了个体的外观、品种特定
的毛发颜色呈现 好的方式和毛发变得柔滑厚实。
    通过补充这种重要的蛋白质组成部分使狗狗
补充了绝佳的营养，狗狗得到了它的品种赋予它的
典型的亮丽外表，加深了斑纹。海藻含有高水平的
天然碘，对甲状腺功能也具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作
用。

成分:
干鲜海藻（褐藻）

分析成分：
粗蛋白6.8 %，粗油脂3.2 %，
粗纤维8.2，粗灰分24.8  %，水分8.9% 

使用说明：
小型幼犬        每天半茶匙
大狗            每天1茶匙

可以通过使用以下产品提高毛发的色彩表现：

胡萝卜素
促进红褐色色素沉淀

√促进红褐色色素沉淀
√通过积淀胡萝卜色素增强色彩表现
√非常高的生物吸收利用度

    这一纯天然食品是由100 %有机胡萝卜中提
取的高比例维生素A（β胡萝卜素）。这种β-胡
萝卜素是负责皮肤和毛的红色素，因此这是红色
毛发品种的完美解决方案。

适合品种：

拳狮手 德国牧羊犬 波尔多獒犬 
爱尔兰雪达犬  可卡犬 匈牙利维兹拉 
腊肠犬 栗色贵宾犬 诺威奇梗 
威尔士梗 凯恩梗 爱尔兰梗 
罗得西亚脊背犬 

只需将颗粒浸泡在微温水中，并将其添加到日常食
品中。大约2周后，你将能够看到颜色变得更加惹
眼。

成分:胡萝卜（100 %，干燥，颗粒）

分析成分：粗蛋白8.8%，粗脂肪1.8  %，

使用说明：

幼犬 每天1茶匙

成年犬 每天1茶匙

1茶匙=约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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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INTSJOINTS

老
龄

化
问

题

√对于大型或特别大型犬种提供直至成
长末期的支持

√生命的良好开端

√为较大或非常活跃的狗提供应力预防
措施，每年1至2次，6~8周乃至老年犬
均适用

√对关节、代谢、器官和活力的综合作
用

几乎全面解决所有的关节疾病的预防
和治疗问题

关节产品

顶级产品HOKAMIX关节+
维持整个机体和关节

6-8周见效

生命在于运动！
    如果你的狗狗患有关节问题，确保持续进行有规律性、有节制的运动非常重要。只有这
样才能在它的肌肉系统中建立一个能缓解关节压力的“护具”。此外，关节液，即“关节骨
液”，能润滑整个关节表面做关节的机械运动，缓解疼痛。休养完全不适合作为关节问题的
长期缓解方案。。

影响关节的药物
一、氨基多糖（GAG）
    GAG，提取自新西兰的翡翠贻贝，是非常有效的药物。

    GAG同时具有营养效用，能帮助软骨重建和再生，对肌骨骼系统也具有广泛药效：
1、抑制作用：导致关节炎的酶被抑制，阻止病情恶化。
2、替代：GAG是健康的软骨成分。它们可以存储在关节内，以取代软骨。
3、刺激：刺激软骨自身的细胞（软骨细胞）进行组织再生。

二、粘多糖（MPS）
    MPS是软骨的天然成分。他们的锁水表现优秀，并能以这种方式创建一个弹性和强大的
软骨组织。

三、硫酸软骨素
    硫酸软骨素是天然的软骨成分，结缔组织和关节液（润滑液）以其作为结构物质。它支
持受损的关节和周围组织的再生。

什么时间关节需要支持？你的狗的行为有什么变化吗？
√他的肌肉僵硬吗？
√如果你和他一起去散步，他落在后面…？
√他上下楼梯之前犹豫…？
√他有一点瘸…？
√他失去了生命的激情和活力…？

对这些迹象你永远不要掉以轻心！
这些都是可能是你的宠物出现关节问题的警示！

成长期

小型和中型品种在其生长的早期（4 - 
5个月大，成长速度非常快）

大型品种（成年体重高达40公斤）在满
一岁前的时期

超大型的品种（成年体重＞40公斤）18
个月前

成年期

根据他们的活动强度
（如敏捷、奔跑狩
猎，训练），每年食
用1–2次，每次6-8
周以上

老年期

如果没有特殊预防要
求，每年1，2 次，
如果有问题则全年食
用

理
想

时
间

 详见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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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INTS STOMACH AND INTESTINE

保护肠胃，活力充沛！
    
    所有的狗总会遇上：终其一生不时遭遇由多
种不同的疾病都会导致腹泻和呕吐 。在大多数情
况下，这些迹象指向肠胃对它们吃的东西产生了排
斥或有轻微的感染。这可以很容易地通过改变他的
食物或食物补充来调节。如果腹泻或呕吐持续超过
两天，你应该咨询你的兽医，因为这可能是更严重
的疾病或感染的症状。

轮匝肌

绒毛

隐窝

纵肌

浆膜

肠粘膜示意图

Sanofor
    Sanofor含有改善狗狗肠胃活动的关键物质
√支持肠胃活动
√确保重要的肠黏膜和肠道菌群
√中和过多胃酸
√支持血液形成（铁含量高达400毫克/公斤）
√可以消除和减少吃粪便现象
    这些天然有机质成分源自原始植物，它能帮助胃肠道回
归自然状态，更能中和胃酸，缓解胃酸过多的症状。
    Sanofor还能帮助肠道将难以消化的食物成分排泄掉，
同时滋养肠道菌群，特别是在由营养问题引起的疾病（例如抗生素或驱虫治疗）的治疗中成效显著。
在完美的工作状态下的肠胃才是充满活力和生机的基础。

成份：来自旷野的纯天然木质纤维素（0.5 %）

成分分析：粗蛋白0.8 %，粗脂肪0%，粗纤维1  %，粗灰
分0.6 %，水分91 %

    这种液体天然产品不含有任何添加剂，纯天然并且
成分非常丰富，性价比也非常不错。

使用说明：
小型狗每日1茶匙

中型犬每日2茶匙
大型犬每日1汤匙
猫和啮齿目小宠每日½茶匙

提示：请不要将产品存放在冰箱内，防止冻结。

HOKAMIX关节+
拳头产品——帮助任何年龄和体型的狗
这种草本配方是HOKAMIX的进一步升级（第6页），在原有的基础上添加了改善关节的药物制剂，使原有
药效倍增。因其在解决肌骨骼系统的疼痛或磨损问题的表现卓越，成为很多宠物的理想选择。
在治疗宠物已经出现的问题之外，做好疾病预防预防工作是 重中之重。不同的品种，以及对狗的越来
越多不同的练习，使我们需要一个良好的定时和有针对性的营养摄入。

HOKAMIX关节+ 粉剂

粉剂
√适用于任何年龄的狗
√草本配方中添加氨基多糖、粘多糖和硫酸软骨素
成分
√大型品种动物生长的 佳伴侣
√缓解和预防行动问题

HOKAMIX关节+ 包含4%氨基多糖。视质量的差异，100克翡翠贻贝内能够含有2g至6g的GAG。

给你的狗喂食100克hokamix关节+，意味着他得到4克的GAG和额外的30种草本植物的滋养。这样一
来，实际的GAG含量比纯粹的100%翡翠贻贝提取物大多了。

预防作用:
•促进软骨发育成长，尤其是对大型品种的成长
•稳定骨骼系统
•在不断增长的骨头和关节周围建立一个肌肉的支
撑结构
•支持健康的关节发育

缓解疼痛：
•支持关节液的产生
•提升关节活动性
•稳定肌骨骼系统
•增加了关节的特定元素和营养成分
•强化关节囊

成分：草药混合物（紫花苜蓿、茴香、荨麻、斗
蓬、黄花、圣约翰草、菖蒲、牛蒡子、常见肺草、
迷迭香、大麻黄、蓍草、三色堇），蔬菜，贝类和
螃蟹（如贻贝粉提取物），氨基葡萄糖，硫酸软骨
素。

分析成分：粗蛋白12%，脂肪含量10.7%，粗纤维
8.5%，粗灰分49.9%，水分4.3%

使用说明：
一只狗每天需要的基本量（从小狗断奶后独立进食
开始）为每KG体重食用1g，含量随体重搭配：
体重15至40公斤 每日15克
体重超过40公斤 每日20克~25克

Gluten-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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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MACH AND INTESTINE

格劳肠佳片
√通过优化肠道菌群促进肠道健康
√治疗便秘
√支持培养有益菌群

    益生菌片能够帮助狗狗在严重的痢疾、抗生
素或驱虫治疗后重建肠道菌群。
    肠道健康–动物健康的一切基础，拥有完整
的益生菌群的健康肠道给狗狗带来健康、活力和
体力。
    格劳肠佳片含有益生菌、肠球菌、酵母菌和
益生元纤维。益生元纤维产生短链脂肪酸，起到
促进肠胃活动和改善消化吸收的作用。有益的肠
道干菌等组成完整的益生菌群

狗用补品 
食物成分：
果寡糖26%，酵母提取物（甘露寡糖sacchariden
弹簧）26%，β-葡聚糖13%，矿物质养分。
成分分析：
粗蛋白9.7%、粗脂肪、6.4 %，粗纤维7.6 %，粗
灰分22%。
添加剂：
基于动物饲养技术的良性添加剂
肠球菌（NCIMB 10415）e1707：2.1 x
10 / 11 cfu／kg（每片含2亿肠球菌苗）

使用说明：
幼犬及小型犬 10公斤以下 每日1片
中型犬 20公斤以下 每日2粒
大型犬 45公斤以下 每日3粒
超大型犬 45公斤以上 每日4粒
存放在干燥阴凉的地方。

18 Any questions? Please don't hesitate to give us a call! Hotline: +49 (0) 2874 90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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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u GmbH, special-pet-nutrition
Industriestr. 27 · D-46419 Isselburg · Germany · Tel. +49 2874 9036-0 · www.grau-tiernahrung.de

无论何时都能解决您的狗所面临的麻烦：
√皮肤瘙痒和皮屑
√持续毛发脱落
√身体僵硬和移动疼痛
√秃斑
√缺乏活力

天 然 草 本 配 方

www.hokamix.com

含 天 然 维 生 素 ， 矿 物 质 和 微 量 元 素

请留下您宝贵的意见或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