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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当今客户对食物的预期

介绍

当今的消费者希望获得哪些营养？

消费者忙碌的生活方式往往导致其没有时间为自己准备健康的餐食。因此，对于快餐小吃和方便食品的

需求不断增长。与此同时，人们也越来越重视自己的营养。他们不仅希望食物能够快速方便地准备，也

希望食物能够同时具备健康的特点和绝佳的口味。随着食物低脂化的趋势继续持续，每个人都在寻找那

些能在味道和口感方面可同全脂食品相媲美的替代品。 

消费者非常关注食物构成和详细的成分表。消费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推崇具有清洁标签且由纯天然配料

制成的产品。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儿童食品还是成人食品，原料的质量和原产地正变得越来越重要。

除此之外，随着消费者对蛋白质和健康间联系的认同感增强，越来越多的消费者积极寻求含有这些配料

的产品。

最终，购买无麸质或无乳糖产品的用户群也在稳步增长。虽然他们中有一部分实际上是因被确诊患有食

物过敏症才作此选择，但越来越多刻意选择无麸质或无乳糖餐食的消费者却仅仅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样更

健康。

提供一系列解决方案

BENEO 特种米配料满足当今消费者在多个方面的预期。它们在现今的方便食品和零食中用作天然来源的

功能性配料。这意味着它们可以提高爽口和松脆度，或是可产生乳脂和脂肪的口感。此外，我们的配料

可以提高保质期或防止烘烤食品中的水分迁移，并可用于例如，使糖衣的色彩更加突出。所有这些特

点，都以清洁标签为核心。 

由于采用健康的食材来替代乳制品或其他谷物成分，我们的特种米配料在无乳糖或无麸质产品中表现不

俗。我们的全系列大米配料还包括针对婴儿营养的高品质解决方案。 

随着米的整体健康形象日益凸显，使得 BENEO 特种米配料完全适应当今的食品趋势。 



来源和品种

探索我们的特种米配料

大米营养均衡，脂肪含量低且富含碳水化合物。我们吃下的大米，大约 98% 至 100% 会被人体消化。由

于低脂且碳水化合物含量为 ± 78 %，大米非常容易消化。除碳水化合物外，大米还包含相当多的以一种

非常有意思的氨基酸模式存在的非麸质蛋白（大约 7%）。米蛋白质的氨基酸模式和易于消化的特性，是

米粉广泛应用于婴儿谷物食品的主要原因。同牛奶和豆奶相比，米蛋白质的整体氨基酸模式更接近母乳

的 A.A. 模式。

大米衍生产品（如米粉、淀粉和蛋白质）也具有与大米相同的营养价值。因此，大米配料非常适合婴

儿，成人也可从大米均衡的营养组合中受益。

米粉

我们提供由不同品种、颗粒大小和品质

的米制作而成的米粉。Remy�o 系列包括

婴儿食品品质、有机、全麦和即食型选

择。

产品系列： 

Remy�o 
技术优势

•  改善无麸质焙烤食品的体积和面包屑结构 

•  提升爽口度

•  延长烘烤食品的保质期

•  延长冲泡谷物的保质期

•  提供类似奶油及脂肪的口感



来源和品种

米淀粉

该配料系列包括由不同米品种（糯米、普通米、有机米）制成的原淀粉和变性淀粉，烹调和速食产品均

可适用。 

米淀粉的特点是颗粒极小（2-8 微米的范围内），比其他谷物、块茎和根（例如玉米和马铃薯）要小得

多。米淀粉颗粒的大小堪比脂肪球。因此，它非常适合用于模拟浓郁的脂肪口感。它也能提供奶油状的

质感，甚至可以作为一种天然的脂肪替代品。此外，较小的米淀粉颗粒能够使糖衣的表面平滑。米淀粉

的中性味道和洁白的外观，使其成为适用于清洁标签外层的理想配料。

产品系列：

Remy：  

普通原淀粉

Remyline:   

糯米原淀粉

Remygel: 

变性淀粉

技术优势

• 使食物拥有柔软细腻的凝胶质感

• 提升松脆度

• 提供类似脂肪的口感

• 改善工艺、冻融稳定性及酸稳定性

• 延长烘烤食品的保质期

• 减少饼干的破损情况

• 替代乳制品中的明胶

• 替代奶酪中的酪蛋白

• 使涂层顺滑洁白

米淀粉相对于其他淀粉的特性：

米淀粉 小麦淀粉 玉米淀粉 木薯淀粉 马铃薯淀粉

大小（微米） 2–8 3–40 15–25 20–35 15–80

形状 六角形 椭圆形 六角形 六角形 椭圆形

颜色 洁白 灰白 黄白 灰白 白色

口味 中性 谷物的口味 蛋白质的口味 轻微的异味 马铃薯口味

凝胶结构 柔软细腻 柔软细腻 硬 黏 黏



图 1：Remypro 的人体必需氨基酸特性

大米特种产品

米蛋白：

BENEO 的米胚乳蛋白具有纯天然、不含麸质、非转基因、低致敏性以及出色的氨基酸特性和蛋白质消化

性等特点。因此，Remypro 的生物学价值高于大多数其他植物蛋白来源，是适用于主流产品以及无麸质

产品的良好蛋白质源。BENEO 米蛋白非常适用于：营养棒、烘烤食品、谷类食品、营养混合物和奶油面

糊。

Remypro 的人体必需氨基酸特性与 2007 年 FAO/WHO 提出的成人参考蛋白质模式极为吻合。它的蛋白质

消化率高达± 96%（若使用 AOAC 法为 991.29），因此易于富集赖氨酸，蛋白质消化率校正的氨基酸评分

为 1.0。此外，由于其极高的含硫氨基酸含量，Remypro 与其他植物蛋白（如豌豆蛋白）的混合物是一种

和动物蛋白拥有同等生物学价值的完整蛋白质。

米糖浆：

我们的特种米系列还包括可替代甜味剂的健康配料：Remylose。 作为我们的特种米解决方案之

一，Remylose 是一种适用于无麸质产品的配料。

米混合物：

Nutriz 系列提供粉末状的米混合物，非常适合作为健康且低致敏性的乳制品替代品。为乳糖不耐症或纯

素食消费者开发创新产品的理想选择。Nutriz 系列的主要配料是米粉、米淀粉和米糖浆。Nutriz 米粉是极

易消化和使用的碳水化合物来源，而且完全基于葡萄糖。它们都具有低致敏性，适用于无麸质产品。 

产品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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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米是婴儿、幼儿和婴幼儿的理想营养食物，因为它易于消化。凭借与稻农和加工厂的紧密合作关系，

我们能够为婴儿谷类食品、餐食和配方奶提供全系列的优质米淀粉和米粉。除了确保高品质和易于消化

的特性，我们的米配料也有助于创造宜人且细腻的质感。

当涉及到婴幼儿食物时，确保高品质至关重要。Remy�o BF 旗下品牌，如我们生产的一系列米粉，因满

足关于杂质的所有行业标准和监管要求，是婴幼儿谷类食品的理想选择。有关污染物的法规要求。它们

易于被婴儿消化，并可提供令人愉快的奶油质感和口感。

我们的米淀粉系列是用于水果和蔬菜类罐装食品的理想选择，它们满足并超越当今严格的市场和监管标

准，为婴儿餐食应用提供绝佳的功能性米配料。天然来源的质感符合低致敏性、清洁标签、有机以及非

转基因产品的资质标准。测试显示，使用 BENEO 婴儿食品米淀粉的以蔬菜和水果为基料的婴儿餐食在黏

度、脱水收缩控制和保质期方面的产品稳定性都有所提高。此外，该配料颗粒较小，可营造奶油状质

感，而对最终产品的味道和颜色却没有任何影响。此外，大米易于消化因而非常适合婴儿食品应用。

对于以水果和蔬菜为基料的婴儿餐食，BENEO 同时提供原生糯米淀粉和原生普通米淀粉，以确保良好的

产品稳定性、宜人的口感及口味的控制。最后，BENEO 还为有机婴儿餐食提供一种普通的有机米淀粉。 

我们为婴儿食品应用提供的配料：

应用及优点

超越婴儿食品标准

产品名称 说明 技术特性

Remy�o R6… BF (T) 婴儿食品品质的熟米粉 质感、乳脂感、产品稳定性

Remyline AX DR 原生糯米淀粉 质感、乳脂感、产品稳定性

Remy DR 原生普通米淀粉 质感、乳脂感、产品稳定性

Remy O DR6 原生普通有机米淀粉 质感、乳脂感、产品稳定性

Remyline AX HC P 预煮婴幼儿配方米粉 抗返流



具有质感的功能性配料往往用于甜食产品。尽管可以通过几种配料来同时改善颜色并提高质感，我们的 

BENEO 米淀粉产品所显示的独有特性有助于改善各种甜食产品的颜色、味道和质感体验。

我们的天然米淀粉可以替代甘草中的小麦淀粉或小麦粉，从而提升无麸质、清洁标签解决方案的柔软弹

性质感。可以用几种不同的普通米淀粉（Remy DR, Remy B7）来定制柔软弹性的质感。

作为适用于糖衣（例如口香糖、硬糖或巧克力豆）的完美清洁标签增白剂，普通米淀粉有助于提高洁白

度。这使其成为钛白粉的健康替代品。由于我们的米淀粉颗粒非常细小，因此可在平滑甜食中心的粗糙

表面的涂抹过程中使用。在表面可以使用原生预煮米淀粉 Remyline AX FG P，这种配料因其粘性可作为阿

拉伯胶的替代品。

米淀粉颗粒极小，对油亲和力强，是减少以脂肪为主的馅料和涂抹食品中脂肪含量的理想解决方案。颗

粒小有助于营造顺滑的脂肪口感，油结合力赋予脂肪基质结构和稳定性，而不需要添加较高熔点的脂肪

（饱和脂肪酸含量高）。

适合甜食应用的米配料：

营造顺滑感和清洁标签甜食

产品名称 说明 技术特性

Remyline AX FG P 预煮米淀粉 粘接性能

Remyline DR 普通米淀粉 营造质感，类似脂肪口感

Remy B7 普通米淀粉 顺滑剂、增白剂，营造质感



提升烘烤食品和谷物

应用及优点

BENEO 特种米配料的独有特点和丰富的产品系列，使您能够在众多的应用中获得特定的技术优势。这些

配料适用于无麸质产品，并可增强烘烤食品中以小麦为主的配方的质感。它们还可提高谷物的松脆程度

和冲泡保存期。 

烘烤食品：质感极佳的无麸质产品

无麸质烘烤食品中，米粉和米淀粉是主要的配料，这两种配料使得以其配制的产品接近以小麦为基料的

同类产品。面包、比萨、饼干和蛋糕现已具有极佳的口感和质地。我们的配料产品还包含全谷物米粉，

可满足市场对全麦面包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

在以小麦为基料的食品中，米淀粉可实现所需的质感或改善最终产品的特性，例如饼干所增加的松脆度

得益于我们的预糊化糯米淀粉。这种米淀粉也可用来减少饼干的破损和糕点的裂痕。在诸如蛋糕类柔软

的烘烤食品中，颗粒细小的米粉或糯米淀粉能延长保质期，因为它可促进烘烤过程中的水分保持。

在以水为基础的糕饼馅料中，我们的变性糯米淀粉可以控制水分迁移。此外试验表明，BENEO 普通米淀

粉可以减少以脂肪为主的馅料中的脂肪或糖的含量，改善烘烤食品的营养成分。

适合烘烤食品应用的米配料：

产品名称 说明 技术特性

Remy�o R7 90 T (CP) 微粉化普通米粉 主要成分无麸质，体积改善

Remy�o C 200 全麦普通米粉 控制无麸质披萨饼的面团流变学、全谷物

Remyline AX FG P 预煮糯米淀粉 饼干和博饼的破损控制及松脆化

Remygel 663 变性糯米淀粉 控制馅料的湿度，延长软焙烤食品的保质期。

Remy DR 普通米淀粉 减少奶油馅料中的脂肪/糖份

Remypro N80+(G) 米蛋白 蛋白质富化



谷物：松脆并延长冲泡谷物的保存期

BENEO 米粉在早餐谷物麦片中拥有一个明确且独特的优势：在挤压程序中，它们出在冷却过程中会表现

出较高的增稠速度，可使产品更加松脆。 

 

在挤压过的早餐谷物食品中，数种 BENEO 米粉有助于控制发泡制品的孔隙度。此外，我们的全谷物和有

机米粉可增强松脆度并延长冲泡谷物的保存期。 

此外，我们提供 Remypro 作为一种理想的植物蛋白来源，适合制作无麸质的膨化谷物粉。米蛋白不仅能

够让您增加蛋白质的含量，降低对食品膨化率的影响，而且能够极大地改善食品的脆性和保质期。  

适合谷类应用的米配料：

产品名称 说明 技术特性

Remy�o R7 200 普通米粉 质感、发泡控制、松脆度

Remy�o C 200 全谷物米粉 质感、发泡控制、松脆度

Remy�o CO 有机全谷物米粉 质感、发泡控制、松脆度

Remypro N80+(G) 米蛋白 蛋白质富化、发泡控制、松脆度



改善乳制品和乳制品替代品中的饱满度

应用及优点

BENEO 米淀粉为不同的乳制品提供一系列的质感和技术优势。我们已针对积极寻找乳制品替代品的消费

者日益增长的需求，开发出以独特的以 Nutriz 米为基料的混合物。

乳制品：稳定性和完美的顺滑质感

由于其独特的凝胶化特性，米淀粉可以在酸奶产品中替代明胶。BENEO 供应的特定米淀粉，可提供一种

溶于口腔的顺滑结构。作为一种原生解决方案，糯米淀粉和普通淀粉相结合可带来最佳效果。糯米淀粉

提供顺滑的质感，而普通的米淀粉会产生更多刚性结构。 

在凝固型酸奶中，BENEO 原生普通米淀粉可作为天然的质感构建配料使用。在搅拌的低脂酸奶中，原生

糯米淀粉提供了具备卓越长期稳定性的乳脂状结构。 

在奶制水果制品中，我们的清洁标签米淀粉和变性米淀粉均可在保持绝佳水果风味的同时营造稳定而独

特的顺滑结构。无论是原生普通淀粉还是变性糯米淀粉，都能够提高乳制甜点（如大米布丁）在顺滑度

和乳脂感方面的结构。它们还能提供清爽的口味并提高光泽度。

为了在人造干酪中替换酪蛋白的同时保持其硬度、切丝和熔融能力，可将 BENEO 普通米淀粉单独或是同

糯米淀粉结合使用。我们的糯米淀粉也可用于增强低脂乳制品饮料的质感，并提供顺滑的质感以及充足

的饱满度和乳脂感。

适合乳制品应用的米配料：

产品名称 说明 技术特性

Remyline AX DR 糯米淀粉 质感、乳脂感、明胶替代物、改善涂抹能力

Remyline XS 糯米淀粉 质感、乳脂感、酪蛋白替代物、提高融化能力、工艺/酸稳定性

Remy 普通米淀粉 质感、乳脂感

Remy DR7-111 普通米淀粉 质感、乳脂感、提高融化/切丝能力、酪蛋白替代物

Remygel 663 变性糯米淀粉 质感、乳脂感、工艺/酸稳定性

Remygel 7-331 变性普通米淀粉 质感、乳脂感、明胶替代物、工艺稳定性、提高融化/切丝能力



乳制品替代产品：绝佳的饱满度和口味

越来越多的人从选择传统的乳制品变为选择乳制品的替代产品。为了应对这一不断增长的细分市

场，BENEO 已专门为此开发出独特的 Nutriz 米混合物。

Nutriz M(O)L 是开发具备良好饱满度和口感的创新型米类饮料（例如大米牛奶饮料、冰沙或非乳制品发酵

饮料）的理想解决方案。

另一方面，Nutriz 粉可用于开发质感媲美原始乳制品的非乳制品甜点。该系列为甜点、巧克力、奶油蛋

羹和即食产品—甚至是有机产品提供了明确的解决方案。

适用于乳制品替代产品的米配料:

产品名称 说明 技术特性

Nutriz CDO 用于乳制品替代产品的糯米粉 饱满度及口感

Nutriz M(O)L 用于乳制品替代产品的有机米粉 饱满度及口感

Nutriz MIC 用于乳制品替代产品的即食米粉 饱满度及口感



对方便美味的餐食进行精细调整 

应用及优点

BENEO 米淀粉、米粉和 Remypro 适用于各种美味的方便食品。从汤和酱汁到肉类和蔬菜，我们的配料能

为最终产品提供更多的乳脂感和多汁性。它们可以调整食物品质并提供清洁标签。 

汤和酱汁：完美的奶油状、可靠稳定

该 BENEO 系列包含用于汤和酱汁的高品质淀粉，可在高温下及中心和酸性环境下，提供优异的稳定性。

与此同时，这些淀粉还有助于形成非常浓郁的奶油状质感和口感。BENEO 提供全系列的优质米淀粉 

（原生及变性、糯米粉及有机米粉），以恰如其分的配料改善食物的饱满度和稳定性。 

对于即食酱汁，预糊化糯米淀粉有助于改善其在室温以及冰箱温度下的质感和稳定性。 

由于这些技术优势，BENEO 米淀粉适用于超高温灭菌的汤和酱汁、中性 酱汁（调味酱）、红色酱汁 

（番茄酱）和冷冻酱汁。 

用于汤和酱汁的 BENEO 米配料：

产品名称 说明 技术特性

Remyline (P) 预糊化糯米淀粉 质感、乳脂感、冻融稳定性、酸稳定性、工艺稳定性

Remy DR 普通米淀粉 质感、乳脂感、冻融稳定性

Remy O DR6 有机米淀粉 质感、乳脂感、冻融稳定性

Remygel (P) 预糊化变性米淀粉 质感、乳脂感、冻融稳定性、酸稳定性、工艺稳定性

Remy�o R 熟米粉 质感、乳脂感

Remy�o S 糯米粉 质感、乳脂感



肉类和蔬菜：更佳的成品率和多汁性

得益于其细小的颗粒和较低的胶凝温度，BENEO 糯米淀粉能在较低的制程温度（约 70 至 80 摄氏度）下

确保良好的水结合性能。使其成为用于控制真空浸渍或注射后的肉类、鱼（虾）和蔬菜（蘑菇）多汁性

的完美清洁标签配料。 

除此之外，我们的米淀粉和米粉还有助于提高乳脂感，进而可以模拟脂肪。因此，BENEO 原生预糊化淀

粉和熟淀粉可完美替代脂肪类涂抹酱（即肉酱）。 

食物的外层有助于使食物（如薯条、鸡肉和肉类）更加美味且更具吸引力。目前，大多数此类外层都基

于小麦粉或小麦淀粉。但是，现今的市场需要可带来额外功能的全新解决方案。BENEO 糯米淀粉和特种

米粉能够使外层具备更好的粘附性。BENEO 普通米淀粉和米蛋白是制作松脆产品的最佳选择。

适用于肉类和蔬菜的米配料：

产品名称 说明 技术特性

Remypro N80+(G) 米蛋白 松脆度

Remyline AX DR 糯米淀粉 质感、乳脂感、冻融稳定性、成品率提高

Remyline AX FG P 预糊化糯米淀粉 质感和粘附性

Remy B7 普通米淀粉 制造松脆感

Remy O DR6 有机米淀粉 质感、乳脂感、成品率提高

Remy�o R 熟米粉 质感、乳脂感、松脆度

Remy�o S 糯米粉 质感、松脆度



优势显而易见

在所有应用领域都令人信服

除了大米作为食品配料的常见优点之外，BENEO 特种米配料还为跨越整个系列的不同食品应用提供创新

的解决方案 — 从易消化的婴幼儿食品到奶油汤和酱汁，应有尽有。如果您有任何关于我们配料的应用或

功能方面的问题，我们随时为您提供帮助。

营养解决方案

• 奶制品和麸质的低致敏性替代产品

• 为低脂食品替代脂肪

• 富含低过敏性米蛋白

使您的食品应用具有质感

• 宜人的饱满度和口感

• 在不同的食物中提高爽口度和松脆度

• 在低脂咸味、乳制品及乳制品替代产品应用中的乳脂感

• 在低脂馅料、咸味和奶制品中的脂肪状特性

清洁标签

• 替代食品添加剂

利用技术优势细调您的产品

• 咸味食品应用中的冻融稳定性

• 酱汁和含奶水果制品中的酸稳定性

• 减少饼干和薄饼的破损

• 软烘焙食品中的水分控制

• 清洁标签增白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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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水化合物、功能纤维和功能性蛋白。

在线了解其他 BENEO 配料信息：www.beneo.cn。

在所有应用领域都令人信服
始终捍卫您的健康：从我们跨学科的专业知识中受益

我们的经验包括宝贵的见解。无论您的问题是涉及工艺技术、营销还是法律法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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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合先进的配料和专业知识，以及利用专家组成的全球网络，使得 BENEO 成为一个独特的商业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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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对我们广泛的特种米配料或任何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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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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