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满足当今客户对食物的预期
使碳水化合物具备更好的营养功能



满足当今客户对食物的预期

介绍

当今客户的营养期望是什么？

现代饮食习惯的特点往往是快节奏生活、经常性吃零食以及定期准备健康餐点的时间有所减少。人们倾

向于选择快餐。这通常意味着人们经常摄入高血糖食物，并且每日摄取的卡路里量比例失衡。不良的饮

食习惯，加上运动量不足，这不仅让个体代谢失衡，而且对人体造成显著影响：对国际社会的影响是，

非传染性疾病，如肥胖、II 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和其他疾病患病人数的大幅度上升。

与健康有关的低血糖营养对公共卫生专家和明智的消费者有强烈的吸引力。今天，消费者也开始积极寻

找产品，帮助他们将他们的血糖保持在更低，更均衡的水平。例如，在美国，已经发现几乎一半的消费

者对避免他们的血糖水平出现极端波动的产品表现出极大关心。 

越来越多的公众也逐渐意识到糖的摄入和卡路里摄入量的关系。大约有一半的欧洲和美国人正在寻找能

够降低卡路里摄入量的产品，约三分之二的人也积极尝试限制糖的摄入量。

针对不同需求的理想的碳水化合物解决方案

碳水化合物是最重要的营养物质，比蛋白质和脂肪更重要，他们为我们的身体提供运行所需的能量。按

照世界各地的营养建议，每日能量摄入量的 55% 以上应来自可利用的碳水化合物。这意味着碳水化合物

对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有很大的影响。然而，我们必须区分不同类型的碳水化合物 - 消化率、吸收速

度、对血糖水平和激素，如胰岛素，以及牙齿健康的潜在影响。

在当今的饮食中，绝大多数碳水化合物是可快速、极易消化的淀粉和糖。作为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独特

产品，BENEO 提供了两个重要的替代方案：推动新陈代谢更有益、更健康的功能性碳水化合物。 

传统糖的替代方案之一是帕拉金糖™，通用名称是异麦芽酮糖。帕拉金糖™ 是一种完全可用和可消化的

糖，身体以缓慢、更均衡的方式进行摄入。因此，它可引发低血糖反应，以及降低胰岛素水平，在提供

更持久的能量效果的同时可更好地利用脂肪以提供能量。 BENEO 的第二个功能性碳水化合物是异麦芽酮

糖醇（益寿糖），一种糖制成的多元醇。 



它可 100% 取代蔗糖，主要用于无糖，减少卡路里的糖果里。异麦芽酮糖醇（益寿

糖）是一种碳水化合物，仅在非常有限的程度为人体提供。它几乎完全通过小肠，

并到达大肠，然后作为人体肠道菌群的食物。由于此消化过程中，几乎不发生血糖

反应，所以几乎不传输碳水化合物能量。

帕拉金糖™ 和异麦芽酮糖醇（益寿糖）也有一些共同的重要功效：与传统的碳水化

合物不同，他们不会引起龋齿。同时，它们具有和天然糖一样的味道和口感、而且

使用方便，稳定性好。利用下一代具有健康功能的碳水化合物来升级您的营养产

品。

帕拉金糖™
吸收缓慢和完全

胃

极易消化的
碳水化合物

大肠

不易消化的碳水
化合物，如益寿糖

小肠

图 1：不同种类碳水化合物的吸收率



 

型号 PSD（毫米） 应用范围

帕拉金糖™ PST-N < 0.71 各种食品和饮料

帕拉金糖™ PST-PF < 0.1 各种粉末型食品和饮料

帕拉金糖™ PST-PA < 0.05 涂层制品和片剂

PSD：粒度分布；颗粒尺寸适用于 90% 的产品

帕拉金糖™：稳定、灵巧的碳水化合物

帕拉金糖™，通常也被称为异麦芽酮糖，源于甜菜。与蔗糖一

样，帕拉金糖™ 由一个葡萄糖和一个果糖单元组成。不同之处

在于，他们之间的键不同。帕拉金糖™ 由 α-1.6-糖苷键组成，

蔗糖由 α-1.2-糖苷键组成，因此帕拉金糖™ 是一种更稳定的分

子。这种强键结构解释了帕拉金糖™，与蔗糖相比，为什么提

供更稳定的能量来源。它的组成键不会象蔗糖那样被很容易

的打破。

发现功能性碳水化合物

来源，品种及应用

我们所有的功能碳水化合物是基于甜菜蔗糖而得到。他们是 100% 的素食， 

犹太食品，清真食品和非转基因食品。在化学结构，应用和营养功效方面， 

帕拉金糖™ 和异麦芽酮糖醇（益寿糖）都具有自己独特的优势。 

图 2： 蔗糖与帕拉金糖™ 的化学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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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焙烤食品

• 早餐谷物及谷物棒

• 糖果

• 乳制品

• 冷冻甜品

• 果汁饮料

• 麦芽饮料

• 类似水的产品

• 粉末状饮料

• 粉特殊和临床营养 

• 运动饮料和能量饮料

帕拉金糖™ 的应用领域

虽然帕拉金糖™ 已被证明很适用于各种饮料，它还可以用于众多其他应用领域：



除了以上这些型号，BENEO 还提供液体型号，如需要，可咨询我们的专业销售队伍。

• 焙烤食品

• 早餐谷物及谷物棒

• 口香糖

• 巧克力

• 涂层制品

• 压片

• 低温熬煮糖果

• 冷冻甜品

• 果酱制品 

益寿糖的应用领域

在硬糖使用中，益寿糖是全球领先的糖替代品。 然而，它也适用于其他许多领域:

益寿糖：无糖营养甜味剂

益寿糖是目前唯一完全来源于蔗糖的无糖型营养甜味剂，是

通过酶法步骤后再经过氢化作用得到的产品。由此产生的益

寿糖的主要成分是 6-0-α-D-吡喃葡萄糖基-D-山梨糖醇和 1-0-α-

D-吡喃葡萄糖基-D-甘露醇脱水物。这样的分子结构解释了益

寿糖在可提供与蔗糖几乎同等甜度的同时，热量却只有蔗糖

一半的原因！这使得益寿糖完全可以作为一种健康的糖类替

代品，用于热量较低和有益于牙齿健康的产品。

图 3：益寿糖的化学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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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PSD（毫米） 应用范围

标准型益寿糖（ST 系列）

益寿糖 ST-M 0.5 – 3.5 硬糖

益寿糖 ST-F 0.2 – 0.7 巧克力、固体饮料

益寿糖 ST-PF < 0.1 巧克力、低温熬煮产品、口香糖、焙烤食品

益寿糖 ST-PA < 0.05 颗粒

溶解性良好的益寿糖（GS 系列）

益寿糖 GS （未筛选） 涂层

益寿糖 GS-PF < 0.1 涂层制品、果酱制品

益寿糖 GS-PA < 0.05 焙烤食品、颗粒

低水分益寿糖（LM 系列）

益寿糖 LM-E 0.063 – 0.9 巧克力

益寿糖 LM-PF < 0.1 巧克力

可直接挤压的益寿糖（DC 系列）

益寿糖 DC 101 0.1 – 0.8 直接压片（吞咽）

PSD： 粒度分布；颗粒尺寸适用于 90% 的产品



发挥低血糖能力的全部潜力

帕拉金糖™ 营养功效

作为完全、但可慢慢消化的碳水化合物，帕拉金糖™ 以更慢、更平衡的方式提供碳水化合物的全部能

量。与刚进小肠就已经被完全吸收的高血糖碳水化合物不同，帕拉金糖™ 是唯一可以在整个小肠中被完

全更缓慢吸收的碳水化合物。这将导致较慢的以及整体较低的血糖升高以及促进更多的脂肪氧化。此

外，下一代碳水化合物被确认为对牙齿有益。

对于持续的能量：拉伸功耗曲线 

帕拉金糖™ 与蔗糖一样，为身体提供相同的碳水化合物能量，但有三个重要的差异。首先，能量释放更

慢，而不是一次全部释放。血糖峰值因此降低，血糖曲线被拉伸，从而导致第二个区别： 对于身体而

言，（参照图 4）能量供应延长，更加平衡。此外，帕拉金糖™ 支持较高水平的脂肪氧化。理想情况下，

这使得人体自身的碳水化合物储存能提高更高水平的耐力。因此，帕拉金糖™ 是运动员和所有其他依赖

精神或体力人员的理想碳水化合物。

健康新陈代谢：平衡血液中的葡萄糖含量

科学界越来越多地提及基于碳水化合物的低血糖饮食的健康好处，尤其是随着一些非传染性疾病的逐渐

增多。低血糖饮食可提供以下预防效果：

•  维护身体对胰岛素的敏感性（有助于预防 II 型糖尿病） 

• 改善糖尿病控制

• 降低心脏疾病的风险

• 降低血液中胆固醇水平

缓慢消化的帕拉金糖™ 使血糖变化与摄入蔗糖时相比趋缓，从而减少了胰岛素释放。不会出现“血糖骤

升”，血糖水平也不会与食用传统的碳水化合物一样过早降低到基线以下 （见图 4）。因此，以葡萄糖

形式提供能量使身体更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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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健康成人的帕拉金糖™ 血糖反应。



健康的体重控制：促进脂肪氧化

胰岛素促进葡萄糖从血液进入细胞，可快速使血糖水平正常。与此同时，胰岛素是一种所谓的“存储激

素”，因此，它负责脂肪存储和抑制脂肪燃烧。帕拉金糖™ 诱发低血糖反应时，身体仅释放少量的胰岛

素，这对整个代谢具有积极的作用。脂肪可被使用燃烧用于能量供应。 

在一项有关超重参与者与胰岛素抵抗的研究中，含有帕拉金糖™ 的两餐消耗不仅证明导致血糖上升较

低，每日胰岛素水平较低，脂肪燃烧增加高达 18%。

 

为了灿烂的笑容：请保持牙齿健康

俗称的碳水化合物，如蔗糖或淀粉，有使牙齿致龋的危险。由于帕拉金糖™ 几乎很少被口腔微生物发

酵，几乎不生产酸，pH 值不会下降到临界水平以下。

到现在为止，唯一有益牙齿的替代品是糖替代品（多元醇）。有了帕拉金糖™，现在第一次有了可以完全

消化的替代品：一种对牙齿有益的糖！帕拉金糖™ 可用于专为那些不能得到足够甜食的年轻一代设计的

对牙齿有益的巧克力和糖果中。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承认其对牙齿的有益功效，并将其纳入

联邦法规法典相应的卫生要求中，欧盟范围内也批准了其健康声明。BENEO 提供了一系列特种糖等级，

将对您牙齿有益的产品推广给消费者。



利用帕拉金糖™ 提高您的产品

帕拉金糖™ 技术优势

除了其营养优势，帕拉金糖™ 还有一系列技术优势：作为功能碳水化合物应用于食品和饮料中，无需改

变生产过程。其酸热稳定使其保质期较长，特别是它可供运动后更好的补液。它的低吸湿性可防止固体

饮料结块，其味道和口感酷似广受欢迎的蔗糖的甜味，从而提供了一种自然的，类似于糖的味道和甜

度。同时，帕拉金糖™ 不会被酸奶，酸奶饮料，克菲尔和啤酒中的多数酵母和菌种发酵，具有高稳定

性。

可维持较长的保质期：避免水解

帕拉金糖™ 由 α-1.6-葡萄糖-果糖键连接，因此比 α-1.2 键组成的蔗糖具有更好的稳定性：帕拉金糖™ 不会

像蔗糖（参照图 5）一样容易被酸水解。这一特点特别适合使用于 pH 值通常小于 3 的运动饮料中。如果

这些饮料中含有蔗糖，后者会水解成葡萄糖和果糖。这反过来又增加一些渗透活动颗粒导致等渗重量克

分子渗透压浓度的不平衡，从而导致运动后补液功能较低。帕拉金糖™ 不水解，因此具有较长的保质

期，还具有等渗运动饮料提供的充分补液效果。

可维持较长的保质期：在双层产品中控制水的活性

在双层产品中，如釉面甜甜圈，随着时间的推移，甜甜圈下方的面团会逐渐变硬。如两层之间的水分迁

移得到控制，可延长保质期。当使用帕拉金糖时，水分活度得到平衡。这样可保持面团本身的软度和新

鲜度，从而延长保质期，使物流成本最小化。

图 5：帕拉金糖™：在低 pH 饮料中的稳定抗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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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自由流动性粉末：得益于其低吸湿性

在温度为 25%，相对湿度高达 85% 时，帕拉金糖™ 几乎不吸收水分。这是一种吸湿非常低的自由流动性

粉末。 

这种特性使它成为所有固体饮料和复配产品的完美配料。因为它会减少水份的吸收，因此会明显降低粘

结和结块的风险，帕拉金糖™ 是婴儿食品或特殊营养产品的理想载体。即使与其它糖类，如蔗糖或果糖

混合，帕拉金糖™ 仍可以减少水分的吸收。

类似于糖的味道和口感：类似蔗糖的感官体验

帕拉金糖™ 来自蔗糖。因此，它提供了一个非常类似的感官体验，甜度是蔗糖的 50%。帕拉金糖™ 水溶液

的密度，体积和粘度与相同浓度的蔗糖溶液相同，从而提供一种与蔗糖非常类似的口感。此外，帕拉金

糖™ 也可以结合高强度甜味剂，以提供任何一种甜味品质 - 而不产生任何副作用或后味。

功能性碳水化合物还显示出了抗酵母和细菌发酵的高稳定性。这种功效使它非常适合用于麦芽饮料、特

色啤酒和发酵奶制品中。使用帕拉金糖™ 会有一种饱满的、真实的口感。 

营养功效 技术优势

• 均衡血糖水平

•  持续的能量供应功耗曲线

• 促进脂肪燃烧

• 防止牙釉质脱矿

• 低吸湿性的自由流动粉末

• 酸热稳定性高，保质期更长 

• 由于优异的防潮能力，延长了保质期

• 像糖一样的味道和口感

BENEO 概况：帕拉金糖™ 的功效



以健康方式减糖

益寿糖营养功效

功能性碳水化合物益寿糖是一种天然的糖替代品。只有蔗糖

一半的卡路里，在硬糖使用中是全球领先的糖替代物。由于

其生理特性，这种无糖的营养成分完全符合消费者对牙齿健

康、体重控制并保持身体的新陈代谢健康的趋向。



牙齿健康：防止蛀牙

当口腔中的细菌发酵碳水化合物后，产生的酸会攻击牙齿的珐琅质时，从而发生龋齿。由于口腔内大多数

微生物无法食用益寿糖，因此 pH 值总是高于临界水平的 5.7。这已在许多临床试验中得到证明（参见图  

6）。 

此外，还会降低斑块的形成，因为益寿糖不能作为斑块的结构成分。通过刺激唾液分泌，它甚至有再矿化

效应，促进初期龋齿修复。研究还表明，益寿糖增强了氟的积极作用。 

健康的体重控制：降低卡路里

即使摄入很少的卡路里，也可能对健康产生重大影响。这一切都取决于整体的卡路里平衡。有研究表

明，平均而言，女性和男性，只需每天分别摄入比所需的卡路里多 4 千卡和 13 千卡，每年增重 1 公斤。

智能、低卡路里的替代糖，如益寿糖可以应对这些表现。因为益寿糖主要在大肠发酵，人体只能使用其

中少于 50% 的能量。这就解释了益寿糖为什么只有两个千卡/克的低热值，这种特性已被加拿大、美国和

其他国家批准，并可在食品标签中标注。

注重健康的生活方式：对血糖水平影响甚微

作为一种不易消化的碳水化合物，人体的酶只能部分消化益寿糖。与吸收迅速，高血糖碳水化合物相

比，益寿糖对血糖水平作用非常低。有研究表明，与食用葡萄糖相比，血糖和胰岛素水平仅会以最低限

度上升。这一点对于控制糖尿病、超重或心血管疾病尤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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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消耗益寿糖和蔗糖后的 pH 值



利用益寿糖提高您的产品

益寿糖的技术功效

提高产品保质期内的稳定性，避免硬糖发粘，提高口香糖涂层的颜色和松脆度，或者改进口味 - 从薄荷

到水果味：由于其温度稳定性，使用益寿糖非常方便。它还为制造商提供了一系列的好处，大大改善了

他们的低卡路里和甜味产品。

保质期更长、包装方便：得益于低吸湿性

益寿糖的吸湿性比大部分多元醇低，甚至比蔗糖本身更低。因此，在室温和相对湿度高的情况下，它几

乎不吸收水分。这使得益寿糖成为本身是高度敏感吸湿材料的稳定配方成分的理想组成部分。例如，煮

糖中，益寿糖的吸湿性低，不仅最大限度地减少在成型、切割机和包装过程中的粘性。它还可以防止产

品事后粘连，防止未打开的糖果粘连在一起，从而保证了保质期的延长。 

绚丽的色彩和迷人的涂层：透明度功效

虽然糖的颜色是白色，益寿糖由于其独特的化学结构是半透明的。因此，它提高了涂层制品，如口香

糖、果冻豆或彩色涂层巧克力扁豆颜色的光彩。这甚至可以对生产过程产生积极的影响：利用口香糖涂

层和糖衣剂，例如，可以简单应用任何强烈的颜色，而不必改变涂覆过程。益寿糖也增强了产品功效，

其中透明度发挥了重要作用，如高熬煮糖果和棒棒糖。

便于处理：烹调和涂层时，提供了稳定性

益寿糖即使在高温下也会保持稳定，并具有很强的抗酸和酶水解能力。如果只使用益寿糖，在烹调过程

中不发生美拉德反应。它对糖用量减少的脆饼饼干的外观产生的积极影响就是一个例子。这些特点使益

寿糖特别易于加工 - 甚至比糖本身更容易。制造商并不需要任何附加的或不同的设备。他们甚至不需要

改变加热方式，使益寿糖成为无糖、有益牙齿的低卡路里产品的理想原料。此外，使用益寿糖进行涂

层，意味着糖浆过程是单一的，涂层时间会更短，工艺温度会更低。除此之外，益寿糖还提供良好的贮

存稳定性。 

山梨糖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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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低吸湿性益寿糖：增加高熬煮糖的贮存稳定性



工艺优化：在口香糖的中心部分实现更高的产品稳定性

用益寿糖取代甘露醇的结果显示，产品的初始韧性得到提高，口香糖的中心部分更加稳定。这样一来，

口香糖的形状得以维持，避免了在包衣过程中发生变形。此外，在口香糖的中心部分使用益寿糖还可缩

短调整时间，进而实现工艺优化。益寿糖也可促使口香糖的中心部分达到与甘露醇同样的长期紧致度，

同时维持其耐咀嚼性和质地。

改进的味道和口感：使无糖产品风味更佳

由于益寿糖的天然来源是糖，它显示了一个非常类似的感官体验 - 甜度为蔗糖的 45% 至 60%。其中经典

的糖味道很强，可以掩盖更细腻的水果口味，益寿糖的微妙甜味为那些较为平缓的辅料带来一种更好的

风味释放方式。 

在应用中，如无糖口香糖或水果味硬糖，这种风味释放功能与益寿糖的低溶解度的完美补充，从而提高

了甜味体验保留能力。益寿糖几乎不吸收水分，因此可以保持涂层应用清脆。在此之上，它也确保糖果

和棒棒糖表面光滑，避免出现那些可能危及口感的尖锐裂缝。

溶液只有 -39.4 千焦/千克的负卡路里，益寿糖比其他所有的糖替代品还具有更低的散热效果。这使得它成

为理想的低卡路里甜味剂，例如巧克力、低煮糖果和焙烤食品。结合高强度的甜味剂，益寿糖可以进一

步获得任何甜味体验，而不产生任何副作用或后味。

营养功效 技术优势

• 防止牙釉质脱矿

• 一半的卡路里

• 对血糖水平的影响不大

• 吸湿性低，因此保质期较长并减少粘连

•  加工稳定性高，易于加工

•  多彩的彩色涂层和高度透明硬糖壳

•  改进的味道和口感

•  增强和持续的风味释放

BENEO 概况：益寿糖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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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糖和糖醇负卡路里解决方案



无论哪种方式都有说服力

优势显而易见

BENEO 功能性碳水化合物不仅使食品更健康。而且还有很多使用上的益处 - 口感更好，保质期更长。 

帕拉金糖™ 概括

帕拉金糖™ 是市场上唯一一种完全可用、缓慢消化的对牙齿有益的糖。它可持续供应能量，对血糖水

平影响较低，并增加了脂肪的氧化能力。除此之外，帕拉金糖™ 通过其良好的稳定性、更长的保质

期、自由流动性粉末以及像糖一样的味道和口感证明了其能力。

益寿糖概括

另一方面，益寿糖是一种营养，有益牙齿的甜味剂，卡路里值只有传统糖的一半。除了对血糖的影

响较低，它在提供了天然类似于糖口感的同时，还可以作为减少卡路里的糖替代品。除了较长的保

质期和较高的工艺稳定性，益寿糖可以防止产品粘连，提供了一种更好的味道和口感。 

综上所述，益寿糖可以帮你生产出完全符合当今消费者期望和占据未来市场的食品和饮料。每个产

品都有自己独特的方式。让我们携手合作，共同致力于提供更佳的营养和健康。



无论哪种方式都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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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宣传册中的信息基于诚意提供且正确真实，但对于该信息的完整性概不承担任何责任/保证。提供此信息的前提是，接收该信息的人

士会在使用前自行确定其是否适合自己的使用目的。强烈建议在用于消费者之前，需查询并确保适用所有国家食品法规（例如针对产

品述求、与消费者沟通等的法规）。此信息不保证在任何地区供应或使用产品不会侵犯第三方的工业或知识产权，也不能被视为鼓励

违反食品的现有专利或法律规定使用我们的产品。

始终捍卫您的健康：从我们跨学科的专业知识中受益

我们的专家形成了有价值的见解。无论你的问题是否涉及生理学或工艺技术，是否营销相关或是否适用

法律和法规。借助遍布全球的营养学家、营销人员、监管专业人士、食品技术工程师和销售团队，总有 

BENEO 专家能够为您提供帮助。这是先进的配料和专业知识的结合，可访问全球专家网络，使 BENEO 成

为一个独特的商业合作伙伴。

 

对其他成分也有兴趣？立即了解我们完整的产品系列

BENEO 配料系列还包括功能性纤维、特种米配料和功能性蛋白。 

在线了解其他 BENEO 配料信息：www.beneo.cn。



如果您对我们广泛的功能性碳水化合物或任何其他 BENEO 成分组合有任何疑问，

请不要犹豫，联系我们。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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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请关注我们：    br
oc

hu
re

_f
un

ct
io

na
l_

ca
rb

oh
yd

ra
te

s_
CN

_2
01

70
2_

w
e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