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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内容
2015 中国国际益生菌暨
Omega-3s 产业峰会

2015 中国国际益生菌暨 Omega-3s 产业峰会
益生菌和 Omega-3s 一直是全球膳食补充剂领域的重
要组成部分，但这两个产业在中国发展面临着产品单一、增

维生素 C - 基因型的差异

速平平的困境。中国膳食补充剂过于严苛的法规环境，限制

维生素 B12 缺乏会增加素食者

了产品的创新，也影响了对这两个产业资金的投入和其市场

疾病风险
食品行业发展的四个趋势
重新审视耐力型运动产品

的拓展。
美中健康产品协会期望通过此次中国国际益生菌暨
Omega-3s 产业峰会来促进两大支柱产品在中国市场的发
展，对已经身处这两个行业的伙伴，希望大家互通有无，分
享有价值的商业信息，共同引领行业发展的风向。会议将于
2015 年 6 月 23 日，FIAsia/CPH/HPC 展览的前一天，在上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帐号
及时获取健康产业的最新资讯

海豫园万丽酒店举行。
我们的合作的伙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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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师协会营养医师分会
中卫国健技术有限公司
欧睿信息咨询公司
杭州华测瑞欧科技有限公司
全球 EPA 及 DHAω-3 组织

国际益生菌联合会

会议结束后，我们将在豫园万丽酒店 21 层
举办鸡尾酒会，届时您将有机会一览豫园附近
的历史情怀和上海美丽的夜景。期待能与您在
上海见面。我们的公众账号会持续更新会议信

数十家来自于国内外的原料生产及终产品制

息，您也可以点击 会议详情 了解

造厂商会出席此次会议，将是大家拓展社交网
络，寻找潜在商业伙伴的绝佳机会。此次会议的

会议联系人： 张华鹏 Ben Zhang
邮箱： zhang@uschinahpa.org

主要议题有：

电话: +8618513816458

益生菌及 Omega-3 的全球市场趋势
产品申报和注册的相关法规介绍
新《食品安全法》的解读以及对膳食补充剂
行业的影响
中国快速增长的跨境电商平台
最新的益生菌和 Omega-3s 的研究动态

维生素 C - 基因型的差异
在学术领域，很难出现让人眼前一亮的文
章。大多数研究更倾向于细节，比如说通路或
者过程。就像是建造公路，大家都会尽力去弥
补道路原先的不足，很少有人会选择一条新的
道路走起。今天介绍的文章，就选择了一个独
特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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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bylecki 和同事在对数万样本的数据进行

入相同的食物的人群在健康状况上也会产生很大

分析后，发现血浆维生素 C 的水平的上升在改

差别。今后健康评估的趋势会是一个集合了饮

变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上可以达到和降低摄入甘油

食、遗传和身体各项指标的综合评估。

三酯一样的健康效果（文献 1）。

另一个研究和 Kobylecki 的结论一致，他们
选取了一组样本，其中 6%的人群有着维生素 C
缺乏症，在补充维生素 C 后，这个人群心血管疾
病的发病率降低了 26%。（文献 2）
说这篇文章对我们的意义在于，在关注健康

从笔者的经验来看，媒体和大众并不会对这
篇文章太过感冒。毕竟，FDA 很多年以前就已
经认可了蔬菜和水果对于癌症和冠心病的健康功
效。几乎每个人都知道要多吃水果和蔬菜。这篇
文章的新意在于研究者将样本按照 Na-维他命 C
转运蛋白的不同进行了分类，他们发现 GG 基因
型的群体血浆维生素 C 含量比 AA 基因型的群
体高出 25%，而且这个数值是在剔除了自行上
报的误差后得出的。这项研究的意义在于，传统
的依靠记录饮食和膳食补充剂来评估健康状况的
方法，越来越不准确了。因为基因型的不同，摄

时，我们应该开始关注个体的特异性。当然，现
在来说，为了补充维生素 C 就去做个基因测试有
点太小题大作。但是当你吃了很多水果之后，血
浆维生素 C 依然处于比较低的水平时，你可能需
要考虑基因型的差异了。
消息来源： http://www.dsm.com

维生素 B12 缺乏会增加素食者疾病风险
过去三十年，大众一直在接受减少胆固醇、
饱和以及反式脂肪酸的摄入的教育，具体表现就
是减少红肉，奶制品和蛋类的摄入。现在大众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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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接受了素食者中更为健康的结论，但是这个结
论也许并非完全正确。
因为植物类的食物不含维生素 B12，除非有
额外膳食补充，素食者可能会有维生素 B12 的

维生素 B12 缺乏会导致易疲劳、虚弱、便
秘、食欲不佳、体重下降、贫血和对神经系统的
伤害。还会有记忆减退、抑郁和一些精神状态的
改变。

缺乏。素食者确实在心血管疾病上的标志物水平

编者按：关于维生素 B12 只在动物蛋白中的观点已

上要低于非素食者，但是，研究发现，维生素

经有些过时，一些植物，如海菜、螺旋藻及发酵的豆

B12 的缺乏的负面影响可能会更大。（文献 1）

类食物，含有高剂量的维生素 B12 类似物，不过这

对于素食者，想要达到最佳的健康状况，需要服
用额外的维生素 B12。

些食物能否直接成为活性维生素 B12 被人体吸收，
还有待确认。还有研究发现，人体肠道微生物群也可
以长生一部分维生素 B12。不论怎样，统计学的研究
发现了素食者有比较高的维生素 B12 缺乏，所以，
建议素食者能够适当补充，达到最佳的身体状态。
消息来源：http://www.dsm.com/

食品行业发展的四个趋势
对新西兰素食者的研究发现（文献二）,四分
之一的素食者有维生素 B12 缺乏的现象，35%
的人群处在缺乏的边界值。在非素食者群体几乎
没有发现维生素 B12 的缺乏。

2014 年《Packaged Facts》报告的数据显示，
有 44%的成年人知道自己的需要控制摄入的食物、
过敏食物和常规饮食中他们会避免摄入的食物。其中
三分之一的人在进行少糖的 饮食，四分之一会选择
避免高蛋白的饮食，还有 6.5%则在避免摄入乳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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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数据的意义在于，人们不再盲目把减肥作

食和新科技饮食。然后按照我们现在的食品发

为激励自己的目标，细化的数据表明，人 们正

展的趋势对他们进行了交叉，四个趋势是简洁

在不可避免的进入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这种生

标签、植物源食物、古法食物和自由饮食。在

活方式和社交圈、社交网络紧密相连。三分之

中心的产品是所有群体都会选择的（有机食

一的成年人选择了无麸质的饮食，百万富翁里

品、无麸质食品、非转基因等），越是边缘的

有十分之一是素食主义 者，还有三百万人选择

产品，受众就越少，但是相对 来说，这些商品

了古法的饮食方式。

的价格会更高。调查数据还显示，这种“饮食

这种根据食物不同而产生的人群的划分虽

部落”会有很明显的地域差别。

然不是一个崭新的话题，这几乎是人类的一个

对于“饮食部落”的研究才刚刚起步，现

本能，从古代我们就有对于食物的崇拜。当下

有的数据还无法回答很多因素对这个模型的影

的这种趋势我们可以称之为“饮食部落”，这

响。但是这方面的研究对于生产商来说至关重

种特定饮食人群的集合的现象，需要得到食品

要，毕竟，商机总是会倾向于那些清楚自己的

生厂商和经销商的重视。

消费群体和他们消费需求的品牌。
消息来源：http://newhope360.com

重新审视耐力型运动产品
近些年，美国大众在重拾对运动的热情。
根据美国户外运动协会的统计，2010 年到
2013 年美国参加铁人三项 - 2.4 英里游泳，
上面的这张图摘自《2015 NBJ Special
Diets Report》。 报告划分了五个主要的“饮
食部落”：无麸质饮食、古法饮食、素食、生

112 英里自行车骑行，26.2 英里跑步 比赛的人
数增加了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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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增长的铁人三项的参加人数，

也开始倾向于这些新型的耐力型产品，因为它们

Running USA 的数据显示，2013 年有一百九

有着更好的口感，更低的肠道不适反应，更重要

十万人完成了半程马拉松，五十四万人完成了全

的是，他们可以更好的补充运动过程中失去的水

程。面对这些增长的耐力型消费者，生产商一般

分。全食物、低加工的产品正在影响着这一行

会推出一些加工过的高糖的饮品和食物，针对运

业，传统和新兴的品牌都在试着向这个方向调整

动前后可能会有些细小的差别。

他们的配方。举例来说，有公司研发了地瓜、海
盐和芝士组合的食物，还有供运动后使用的成袋
的素食组合包产品。
虽然现在这些新兴的耐力性产品的主要受众
还仅限于专业运动员。但是，当运动成为一种习
惯，那些热爱运动，以运动为乐的消费者才是产

市场消费状况的反馈是，越来越的消费者开
始关注未经加工或者加工过程简单的全营养、耐

品最终的归宿。
消息来源：http://newhope360.com

力型产品。特别是这些产品对于肠道的影响，而
且消费者的需求不再是简单的补充能量，还希望
这些产品可以增强他们的运动表现。专业运动员

美中健康产品协会是由全球健康产业专家 Jeff Crowther 先生在美国创办的非营利性组织。协
会成立的目标是促进中国天然健康产品行业的持续发展，帮助会员企业在中美两国的市场中开
展业务。《健康周报》是一份免费发送的电子读物，主要向读者传播膳食补充剂产品和天然原
料的信息，以及发布全球健康产品行业的服务动态。
了解更多协会服务和周报信息

请登陆我们的网站：http://uschinahp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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