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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当今客户对食物的预期

介绍

营养一直被视为健康生活的重要来源。但是过去十年来，人们对于选择的多样化和

功能性的预期已明显提高。因此，食品与饲料行业的新产品开发步伐出现了前所未

有的快速增长。

当今对于人类营养的预期

消费者已逐渐意识到营养对于健康的积极影响。如今，他们不仅希望食物源自天

然，而且也积极挑选某些可维持其健康的食物。满足这一需求也有助于应对当今所

面对的健康挑战如超重及肥胖、心血管疾病、骨质疏松症或糖尿病等。 

除了这些方面的发展，新趋势也越来越注重人们的个人生活方式。消费者希望在减

少糖和脂肪的同时，能增加膳食纤维，或在不影响口感和质地的前提下替代乳制

品。与此同时，食品也必须能够满足忙碌的现代消费者的需求。换句话说，如今的

消费者在要求食品方便食用和易于准备的同时，还要求其能够满足不断增加的各种

额外需求。

当今客户对于动物营养的预期

如今的农民和饲养者普遍希望饲料产品能够提供较高的营养品质。这方面的例子之

一，是使用植物性来源的蛋白质，因为它不仅对于动物健康非常有益，而且更具可

持续性。

宠物主人最关心的便是其心爱宠物的健康。他们希望宠物食品能够满足他们的动物

朋友的个性化需求，使宠物保持健康。



BENEO 如何应对当今的挑战

我们专门致力于提供天然来源的食品和饲料原料，并通过产品创新来满足当今客户

的期望。BENEO 的产品广泛应用在各类食品中，从饮料到婴儿食品、从乳制品到糕

点、从糖果到谷物、从汤料到酱汁。此外，我们还为不同种类的动物饲料生产商提

供配料 - 从牛饲料到猫粮，应有尽有。

BENEO 是配料研究领域的全球领导者之一。我们所开发和生产的配料拥有经科学验

证的益处。我们不断在研发方面投入资金，因为我们坚信这是成功开发理想营养产

品的最佳途径。

所有不同的 BENEO 配料产品都具有相同的益处。首先，它们能够使最终产品更加健

康、可口，或赋予其更佳的质感。其次，它们可提供技术方面的好处，如延长保质

期或稳定产品结构等。

我们所提供的远不止配料。我们的客户可从我们在各行业的广泛专业知识中受益。

凭借敏锐的市场洞察力、深入的生理学知识以及在法规和应用技术方面的宝贵经

验，我们可为您提供开发成功产品所需的一切信息和理念。 

简言之，BENEO 是您的全球合作伙伴，可满足食品及饲料领域的最新趋势和发展。

让我们携手合作，共同致力于提供更佳的营养和健康。我们遍布全球的联系网络让

您无论身在何处，都始终能够获得专业的意见与指导。



菊苣根、甜菜、大米或小麦 ─ 我们先进的营养成分均来自天然原料。就食物而

言，大自然为我们提供了无限的可能。因此，我们不断寻求新的解决方案，以提供

更好的营养与健康。在我们的功能性膳食纤维及碳水化合物，特种米配料及功能性

蛋白等主要产品中出现了如菊粉、低聚果糖、异麦芽酮糖醇、帕拉金糖™、米淀

粉、米粉等多种成功配料产品。基于这些以及我们跨学科的深入见解，我们不断开

创食品理念，满足现在及未来的市场需求。 

致力于提供更佳的营养与健康

高品质配料

我们致力于确定的产品组合，这让我们能够为您提供广泛且适用的系列功能性配

料。因此，我们可确保卓越的品质，并让我们的产品在各个方面都极具竞争力。 

卓越的品质 

BENEO 深知其在营养领域所肩负的责任，因此我们竭尽所能，确保产品具有始终如

一的最高品质。借助精挑细选的天然原料、先进的生产设施以及全面的服务，我们

在整个价值链上都采用最高的品质标准。由此，我们能够满足任何苛刻市场（例如

婴儿食品）的要求。

部分食品应用范例

食品配料

竞争优势

您始终致力于在竞争中脱颖而出。这也正是我们为您提供来自营养、法规、市场及

应用技术领域宝贵的最新见解以及创新食品理念和功能性营养成分的原因，让您从

我们跨学科的专业知识中受益。

婴儿食品 烘焙食品 饮料

糖果 乳制品 汤料及酱汁

谷类

肉类与蔬菜



功能性膳食纤维

• 消化系统健康

• 富含纤维

•  提高钙的吸收

• 体重管理

•  脂肪及蔗糖的替代

•  降低血糖反应

菊苣根

功能性碳水化合物

• 低血糖效果

• 持久能量

• 有益牙齿健康

• 体重管理

• 蔗糖的替代

• 自然口感

甜菜

特种米配料

• 质感和味道

• 产品稳定性

• 清洁标签

• 类似脂肪口感

•  不含麸质及乳制品

大米

好处

天然原料

产品 功能性蛋白

•  始终如一的高品质

•  卓越的焙烤性能¹ 

•  肉类替代品

•  质感稳定性²

•  中性口味²

小麦

¹BeneoPro VWG; ²BeneoPro W-Tex



引领营养领域的主要趋势

食品专业知识

我们明确侧重于人类及动物的营养，而且在开发、生产及销售特种营养素方面拥有

丰富的经验，使我们能够提供比实际配料更多的服务，促进更佳的营养与健康。  

Südzucker 集团为后盾，我们拥有一个广泛的网络，由科学家与专家组成，就更高

品质的食物及饲料产品提供深入的见解和宝贵的理念，确保您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

全球化市场环境中取得成功。

来自您所在领域专家的支持

我们的专家团队可提供宝贵的见解。举例而言，BENEO 学院旨在生理学和法规方面

等与业界密切相关的问题上提供切实可行的指导。市场情报及消费者洞察团队，不

仅提供有关市场和消费者趋势方面的信息，而且也致力于制定营销理念。此外， 

BENEO 技术中心也能为我们的合作伙伴和客户提供丰富的应用知识。如此一来，我

们可帮助您引领全球性的主要趋势 - 例如健康老龄化、能量与体重管理、消化系统

健康等 - 并推出成功的产品。

遍布全球的营养专家、市场人员、法规专业人士、食品技术工程师以及一支得力的

销售团队，让我们能够跨越地理、市场和学科的疆界，实现有效的知识与理念交

流。正是这种先进的解决方案与全球专家网络的支持有机结合，让 BENEO 成为一个

独特的商业伙伴。



从我们的专业知识中受益

应用技术

BENEO 技术中心 

可为您提供有关我们配料产品在配方

及生产工艺中的使用信息。除了配方及

其开发，这还包括食品技术理念、现场咨询、加

工工艺以及技术问题的解决方案。

市场洞察力

我们富有洞察力的市场及趋势预

测、切实的消费者研究、有关健康

效益的营销理念以及适应当今及未来消

费者需求的创新产品理念，定能让您受益匪

浅。换言之：我们能够为您进军新市场提供

有效的支持。

帮助您研发 
成功的食物和饲料产品

生理学

BENEO 学院充分利用在营养研究

领域的最新发现、科学研讨会、 

同行评审的文章、科学期刊《Window to 

Science》，将营养科学转化成实用的信

息，旨在就有关生理学和营养方面的问题提供

切实可行的指导。

法规

BENEO 学院的专家们积极致力

于在全球许多国家取得相关配料

和产品诉求方面的许可。他们严格遵

守国内外的食品法规，以便就任何相关

的法规和标签问题为您提供支持和咨询，

让您从我们相关食品法规方面的意见中受

益。



实现先进的动物营养

饲料配料及其专业知识

通过益生元膳食纤维、功能性碳水化合物和植物性蛋白质等特种配料，BENEO 让动

物营养产品能够满足饲养者的不同需求。我们源自天然成分的产品，有助于促进各

种动物的健康，进而让它们也为提高消费者安全性（例如通过减少在牲畜饲料中使

用抗生素）做出贡献。



我们的动物配料可用于

媲美人类营养的品质标准 

由于 BENEO 的许多动物营养配料都是在拥有先进设备和各种

合格证的人类食品工厂中制造，因此，它们满足最高的安全

标准。如此一来，便可确保您的最终饲料产品具有卓越的品

质。

助您推出成功产品的专业知识

我们在动物营养领域的经验，将为您在开发成功的动物营养

产品方面提供相关的竞争优势。通过提供配方和营养技术方

面的支持、在动物生理学领域的专业知识以及有关法规的意

见，我们可帮助动物营养生产商缩短其产品的上市时间。

鱼类 马匹 宠物 猪 家禽 反刍动物

益生元膳食纤维

• 更好的营养吸收

•  改善肠道菌群及肠道健康

• 帮助提高天然防御系统

菊苣根

易消化的碳水化合物

•  适合高需求动物的理想能量

供应

• 良好的消化率

•  均衡的血糖水平

大米、甜菜

植物性蛋白质

• 高消化率

• 清洁标签

• 天然的结合特性

大米、小麦

好处

天然原料

产品



关注全球范围内的营养改善 

我们致力于提供更佳的营养，以便实现保障人类及动物健康的最终目标。我们明白

所肩负的责任，这包括利用我们的专业知识来确保我们的产品和服务能够帮助您开

发出具有更佳营养的人类及动物食品。

结合我们的专业知识，我们的全球性组织结构也让我们能够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支

持 - 无论您身在何处。

组织

全球性的组织结构

BENEO 隶属于欧洲最大的食品生产商 Südzucker 集团。我们的组织成立于 2007 年，

由 Orafti、Palatinit 和 Remy 公司组成，业务遍及全球，超过 75 个国家。我们 6 个办

事处和 5 个生产基地的 900 名员工，可确保您能够始终获得我们高品质的配料及服

务。 

我们与 Südzucker 集团之间的隶属关系，让我们能够在营养或技术研发等方面，为

客户提供更为广泛的支持。

2007 年成立

900 名员工 

积极活跃于超过 75 个国家

BENEO 概况

7 个办事处（比利时、巴西、德国、新

加坡、西班牙、美国、印度）

5 个生产基地（位于比利时、德国、意

大利和智利）

Südzucker 集团旗下成员



可持续发展的经营理念

根据人口发展情况，食品及饲料行业将必须提高其产量，并同时

大幅减少其生态足迹，以便保护地球资源。除此之外，可持续发

展也具有必须纳入考量的社会和经济影响。BENEO 通过在整个价

值链上不断提高可持续性，来积极应对这些挑战。

我们不仅能够确保我们的天然原料是以可持续的方式种植，而且

也不断致力于优化生产流程。凭借对具有前瞻性技术的投资、富

于远见的生产基地规划以及精心的维护，BENEO 成功提高了能源

效率。

此外，我们还不断投资于可持续性解决方案，例如从生物质中回

收能源。因此，我们能够满足现有的需求，并同时着眼于未来。



我们竭诚为您服务

比利时

BENEO Belgium

Aandorenstraat 1

3300 Tienen (比利时)

电话：+32 16 801 301

传真：+32 16 801 308 

巴西

BENEO Latinoamerica Ltda. 

R. Casa do Ator 1.117.Conj.134

04546-004 São Paulo (巴西)

电话：+55 11 3049 1800

传真：+55 11 3049 1804 

德国

BENEO GmbH

Maximilianstraße 10

68165 Mannheim (德国)

电话：+49 621 421-150 

传真：+49 621 421-160

印度

BENEO India Private Ltd.

A 403-404, Spazedge

Sector 47

Sohna Expressway

Gurgaon India (印度)

电话：+91 124 494 2058

新加坡

BENEO Asia-Pacific Pte. Ltd.

10 Science Park Road

#03-21 to #03-24, The Alpha, Science Park II

Singapore 117684

电话：+65 6778 8300

传真：+65 6778 2997 

西班牙

BENEO Ibérica S.L.

Rambla Cataluña 2 y 4, 2º Izq.

08007 Barcelona (西班牙)

电话：+34 93 2722060

传真：+34 93 2158517

美国

BENEO Inc. 

201 Littleton Road, 1st Floor 

Morris Plains, NJ 07950 (美国)

电话：+1 973 867 2140

传真：+1 973 867 2141

contact@beneo.com

www.beneo.com

www.bene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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