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1 肠道健康



肠道和健康

1、营养生产中心：80%的消化和吸收过程是在
肠道内完成的，人体100%的营养师肠道吸收的。
2、最大的免疫系统：人体80%的免疫细胞位于

肠道。
3、排毒中心：人体90%的毒素是靠肠道排出的。
4、第二大脑：控制人类情感的五羟色胺、多巴
胺以及多种让人情绪愉快的激素，95%是在肠道
里面合成的。
题。

肠道是人体的主要吸收、排泄管道，也是人体
最大最重要的排毒管道。



国内肠道疾病的数据

• 在各大城市的直肠癌患者中，有60%的患者有便秘现象

• 我国有超过1/4的老年人群有严重便秘问题（排便次数/周少
于3-5次，粪便量少，硬，排出困难）。而且这种情况在逐年
上升，中青年发病率为1% - 5%， 男士和女士患便秘的比例
为1:4

• 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报告：现在全球每年有15亿人次
患肠内疾病，中国占3亿！



肠道失衡与肥胖

肠道又被称为“第二大脑”，肠道菌群位于
消化道中，90%的血清素是依靠肠道菌群的帮
助才能产生，再通过血液循环等影响中枢神经
系统。

研究发现，肠道菌群与肥胖息息相关。《自
然》杂志上层发表的一篇文章说，吃高脂食物
往往会引起肥胖，这其中也是因为有微生物参
与的缘故。

世界卫生组织资料显示,全球成人中约有19
亿人超重, 6.5亿人肥胖。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
院教授、国家卫计委“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
指导专家委员会运动专家组组长李可基教授表
示，目前中国已经有4600万成人“肥胖”，3
亿人“超重”。近年来, 世卫组织曾发出警告,
指出超重和肥胖是引起死亡的第五大风险。



减肥总不见效果；

血糖出现异常；

经常便秘or腹泻；

容易感冒、发烧；

有皮疹、湿疹等过敏症状；

容易紧张、烦躁、疲劳；

皮肤粗糙、易长痘 ……

肠道菌群会让大脑产生饱腹感，
促进胰岛素分泌；

可以减少或消除身体内的有毒物质；

可以帮助调节机体的营养物质，
参与多种维生素的代谢；

可以降低血脂，降低血压，调节血糖；

可以抑癌防癌；

可以延缓衰老。

肠道菌群失衡导致身体不适症状

肠道均衡的好处 肠道失衡的坏处



02 膳食纤维



膳食纤维，绿色“清道夫”

1950年代，Hipsley首先提出膳食纤维的概念。

1970年，营养学家在视频中首次发现“膳食纤维”。

在欧美，膳食纤维被称为人体必需的“第七营养素”，和
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一样对人体健康必不可少。

因为其清除人体毒素的强大作用，在营养学界，膳食纤维
被称为“绿色清道夫”，能保持 人体肠道通畅，排毒通便，
清脂养颜，维护肌肤健康。



膳食纤维的分类
根据是否溶解于水，可将膳食纤维分为两大类：可溶性膳食纤维 + 不可溶性膳食纤维

• 可被人体吸收
• 常存在于植物细胞液和细胞间质中
• 延长胃的排空时间,延缓葡萄糖的吸收,

降低血胆固醇的水平
• 减少排泄物肠道停留时间,增加体积,润

肠通便
• 调节肠道菌群平衡

• 不被人体吸收
• 常存在于植物的根、茎、干、叶、皮、

果中
• 保持消化道清洁，促进肠道内容物移

动排出，清除内壁黏连物、物理性清
除废物垃圾

可溶性膳食纤维 不可溶性膳食纤维



世界卫生组织和各国营养学
界对膳食纤维的摄入给出了
统一的建议，即每人每天摄
入量在25g—35g之间

欧洲共同体食品科学委
员会推荐标准：每人每
天30克。

中国营养学会中国居民膳
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规定
的每日膳食纤维摄入适宜
量为25-35克。

补充膳食纤维，最大的问题是：你每天能吃多少？？？

8公斤黄瓜？
6公斤西红柿？
2.5公斤苹果？
8.2公斤西瓜？

人体对膳食纤维的需求

《２０１６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指出，我国只有不足５％居民摄入膳食纤维能达到建议值25克/天。



水溶性纤维可以促进肠道蠕动，防止便秘，
多年累积残留和粘附在肠道部分的宿便在长期服用后会逐渐排出。

水溶性纤维的功能



03 产品成分
产品功效



促进胃肠蠕动 | 排毒养颜 | 改善肠内菌丛生长环境 | 去油消脂

促进排便机制 | 去除宿便 | 补充机体营养素 | 促进营养成分吸收

溶养乐水溶性膳食纤维是一款源自多国原料，成分天然的健康食品，助您在8-10小时通畅排便，在4周明显瘦身效果。

全蔬果植物成分是您清理肠胃瘦身纤体，排除毒素的好帮手



鼠李糖乳杆菌
是人体正常菌群之一，肠道黏
着率高，定植能力强，并具有
高效降胆固醇，促进细胞分裂，
可起到调节肠道菌群、预防和
治疗腹泻、排除毒素、预防龋
齿、提高机体免疫力及抗癌等
重要的生理保健功能。

短双歧杆菌
有助于增强免疫系统,帮助
缓解过敏性鼻炎的症状。定
期补充可以抑制身体的免疫
反应,从而抑制过敏反应。

嗜酸乳杆菌
嗜酸杆菌是一种益生菌,通常存
在于肠道中,对健康至关重要。
L. 嗜酸杆菌可以增强免疫系统,
从而有助于降低病毒感染的风
险。

钝顶螺旋藻、意大利5种益生菌、圆苞车前子壳、古法竹盐、智利菊粉、覆盆子粉、蓝莓粉以及多种膳食纤维等，是有益于健

康的天然绿色食品和有益于肠道健康的益生菌。

甄选益生菌，守护肠胃健康

乳双歧杆菌
双歧杆菌是在肠道中发现
的健康细菌,是有助于消化
纤维、预防感染和产生重

要的健康菌。

嗜热链球菌
嗜热杆菌通过抑制Th17反应
来产生抗炎作用。嗜热杆菌
刺激上皮细胞再生，促进免

疫先天防御机制。



钝顶螺旋藻最主要的作用为提高机体免疫
力、促进肠胃蠕动、补充机体的常规元素
和微量元素。值得一提的是螺旋藻藻蓝蛋
白，藻蓝蛋是一种天然的食用色素、浴于
水，不溶于油脂和醇类，是一种蓝色粉末。
具有抗癌、促进细胞再生的功能、可作为
高级的天然色素。

钝顶螺旋藻蛋白质含量最高
藻蓝蛋白含量最多，可溶性蛋白
含量多，SOD活性高
• 提升机体免疫力
• 促进胃肠蠕动
• 补充机体营养素
• 促进细胞再生



圆苞车前子壳

圆苞车前子壳收录于《欧洲
药典》，膳食纤维含量是天
然食物中最高的，达80%。
其大量的水分有助于促进肠
道正常排空。

卫计委公告2014年第10号在《关于批准塔格糖等6种新食品
原料的公告》中确定圆苞车前子壳作为食品原料而存在。

圆苞车前子种壳又被称为“纤维之
王”，同时圆苞车前子壳中的纤维是一
种纯天然植物纤维来源，可吸水膨胀
50倍左右，形成果冻状的黏稠物质，
因此又有“陆上胶质之王”的美称



圆苞车前子壳富含膳食纤维，高达80%以上，而其中可溶性膳食纤维与不可溶性膳
食纤维的比例高达7:3，其他营养成分包括蛋白质、胆碱、维生素B1等。



果糖是一种提炼自各种水果和谷物，
全天然、甜味浓郁的新糖类，因不
易导致高血糖，也不易产生脂肪堆
积而发胖，更不会产生龋齿，而被
更多的人们所认识。果糖主要产自
天然的水果和谷物之中，具有口感
好、甜度高、升糖指数低以及不宜
导致龋齿等优点。低聚果糖常见应
用于婴幼儿营养产品。

相关研究成果你身边的“健康糖”



低聚果糖的功能



竹盐里含有人体必需的81营养
元素及矿物资中的78种，所以
竹盐又是微量元素的宝库。

溶养乐所含竹盐，中和毒素，
排毒养颜，同时补充人体所
需的微量元素，提升免疫力。

古法竹盐：竹盐被誉为“自然
解毒之王”，古法竹盐，盐入
竹筒，黄土封口，以松木和松
香为燃料，烤制9次而得。

竹盐主要成分为NaCl，还含
有微量钙、钾、铜、铁、锌
等微量元素。

竹盐



对细菌病毒等生物毒素
具有消炎抗菌作用

中和四大毒素，排毒养颜
有助于重金属毒素的排出

通过结合中和血脂、
胆固醇、酸离子，有
助于平衡代谢物质过
量

对于便秘问题，竹盐
能彻底解决，且同时
还把沉积肠内多年的
宿便、固便等制造毒
素的垃圾一并清出肠
外

竹盐的功能



燕麦膳食纤维、苹果膳食纤维、玉米水溶性纤维

人体胆固醇有好坏之分：“好胆固醇”
（HDL）能够保护心脏，坏胆固醇（LDL）
太多增加心脏病危险。为了健康，需要提
高体内好胆固醇，控制坏胆固醇。

溶养乐所含水果和燕麦纤维，膳食纤维就
是坏胆固醇的有效克星，它可降低胆固醇，特
别是可降低坏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加之刺激肠道蠕动，不单防止便秘，还有助控
制体重、稳定血糖。天然成分可平衡PH值，
排毒更养颜。



溶养乐所含菊粉来自全球优质产地智利，菊粉是国际食品标准(IFS)认证的安全食品。

菊粉及其功能

缓解便秘 减轻体重

菊粉和低聚寡糖补充剂有助于调节
成人食欲, 超重或肥胖人群每天服
用21克菊粉时，他们的饥饿激素
水平下降，饱足激素水平增加，产
生饱腹感，导致体重减轻。

菊粉是一种天然的水溶性膳食纤维，
几乎不能被胃酸水解和消化，可减
少食物在胃肠的停留时间。菊粉可
以缓解便秘，增加排便次数。在一
项为期4周的研究中,每天服用15克
菊粉，老年人的便秘开始减少，消
化功能得以改善。



05 产品优势



溶养乐的外包装采用高端雅致的荷兰皇家橙，搭配
简约风格的设计工艺，整体风格时尚，美观。既体
现了产品的高端性也凸显了拥有者的高级品味。

溶养乐是一种可溶性膳食纤维益生菌固体饮料。此产
品能够快速清除人体毒素，全面提升免疫力，充实机
体健康活力。

溶养乐口味浓郁香甜，大人小孩都很喜欢，建议在餐
前饮用，体验更佳，或者直接充当晚餐，产生饱腹感，
喝完溶养乐无需再吃代餐。



辅助肠胃消化 辅助肠道益菌生长 降低食欲 防止便秘

肠道快蠕动，排便好轻松



溶养乐采用组合包装，方便携带

每天可用温水冲泡1袋，食用非常方便，倒入200ml
左右温水中即可，由于其质地细腻，更易溶于水

可食用的天然绿色原材料决定了溶养乐水溶
性膳食纤维为食品级安全健康产品，是现代
人健康生活的必备品。





专利技术

企业标准号：Q/JKWL0003S-2018
专利号： 201811183557.8
专利名称：一种改善肠胃环境润
肠通便、纤体养颜的水溶性纤维
饮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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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技术

企业标准号：Q/JKWL0003S-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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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料



06 目标人群&使用方法



适宜人群

便秘、排便不净

肥胖人群，体重超标、肥胖症

长期加班熬夜人士，经常应酬、抽烟喝酒

更年期女性，更年期女性

吃货一族，对甜品美食无法抗拒人群



产品规格
容量：15g*21条（总重315g）

使用方法

将本品加入温水中，摇匀溶解后即可饮用。
1包溶养乐，建议以200ml温水溶解为宜。
建议餐前饮用。

成人：每日1次，每次1包。
7-12岁儿童:每日1次，每次饮用1/3包
或1/2包。
保存方法
请置阴凉处，避免阳光直射

关于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