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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C OM P A N YC O M P A N Y

广西南宁三鑫医疗科技成立于2012年，与国际国内多家知名医院/医疗团体有深切合作，其

主要运营项目为特殊营养医学食品/组件的应用与推广等相关业务,营养学科医技交流，高

端医疗诊疗协助服务。我们同时致力于营养医师行业的技术交流以及整合，与中国及欧洲

一些著名医院及医生有紧密的接触和往来，我们希望与更多的医师以及各界同行一道发展

广西乃至全国的营养医学技术及相关产业。

Guangxi Nanning SSMEDIC,.CO LTD was established in 2012, and has deep cooperation 

with a lot of  hospitals / medical organizations . Its main operating items are related 

services such as the applicat ion and promotion of special nutrit ional food / components, 

medical technology exchanges in nutrit ion disciplines, and advanced medical treatment 

and assistance services. At the same t ime, we are committed to the technical exchange 

and integration of the nutrit ionist industry. We have close contacts and contacts with 

some famous hospitals and doctors in China and Europe. We hope to develop the 

nutrit ion medicine technology and related production in Guangxi and even the whole 

country with more doctors and colleagues from all walks of life.

广西南宁三鑫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SSMEDIC.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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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01  肿瘤（高免疫）配方
规格 储存条件 保质期 品牌 生产厂家

4 00克/罐 阴凉干燥环境保存 18个月 沛可 邦世迪生物科技

产品详情

简介：
沛可高免疫配方复合粉是营养专家根据肿瘤疾病的代谢特点与营养需求而设计的高免疫营养
素配方，主要氮源由胶原蛋白肽和大豆多肽组成，添加中链脂肪酸（MCT）、ω-3脂肪酸，
碳水化合物采用谷物酶解工艺（CHE），并特别添加乳铁蛋白、精氨酸、核苷酸、海参提取
物、香菇提取物等提高免疫营养素，可明显改善营养不良状况，纠正负氮平衡，配制及使用
方便，护理简便。

配料表：
酶解米粉、麦芽糊精、胶原蛋白肽、大豆多肽、大豆分离蛋白、精炼玉米油、中链脂肪酸
（MCT）、乳粉、低聚果糖、乳铁蛋白、精氨酸、核苷酸、海参提取物、香菇提取物、ω-3
脂肪酸（DHA）、β-胡萝卜素、醋酸视黄酯（醋酸维生素A）、胆钙化醇（维生素D3）、
dl-α-醋酸生育酚（维生素E）、L-抗坏血酸（维生素C）、叶酸、碳酸钙、葡萄糖酸锌、乙
二胺四乙酸铁钠。

适用人群：
适用于肿瘤术后、放化疗及康复期人群的营养代餐补充
 
营养支持益处：
提供安全均衡符合生理需要各种营养素和微量元素，改善整体营养状况；
增强病患机体免疫功能，调节机体炎性反应；
减轻因治疗引起的不良反应；
直接营养胃肠道，有效维护消化系统正常生理功能；
保护胃炀粘膜屏障作用，预防细菌移位。

SS02  骨科配方粉
规格 储存条件 保质期 品牌 生产厂家

4 00g/罐 阴凉干燥环境保存 18个月 沛可 邦世迪生物科技

产品详情

简介：
沛可骨科配方复合粉是营养专家根据中老年骨质疏松人群和骨科疾病人群的特点与营养需求
而设计的营养配方，主要氮源由胶原蛋白肽和大豆多肽组成，添加中链脂肪酸（MCT）、碳
水化合物采用谷物酶解工艺（CHE），并特别添加沙棘油、山药提取物以及能促进钙质吸收
酪蛋白磷酸肽（CPP）和水解蛋黄粉，可改善营养不良状况，促进骨钙化，配制及使用方
便，护理简便。

配料表：
酶解米粉、麦芽糊精、胶原蛋白肽、大豆多肽、大豆分离蛋白、乳粉、精炼玉米油、中链脂
肪酸（MCT）、低聚果糖、酪蛋白磷酸肽CPP、山药提取物、水解蛋黄粉、沙棘果油、醋酸
视黄酯（醋酸维生素A）、胆钙化醇（维生素D3）、dl-α-醋酸生育酚（维生素E）、L-抗坏
血酸（维生素C）、叶酸、碳酸钙、葡萄糖酸锌、乙二胺四乙酸铁钠。

营养支持益处：
提高骨强度，预防骨质疏松；
改善骨代谢状况，促进骨骼生长和健康；
刺激软骨组织的合成代谢过程的流动性，提高软骨关节的再生和稳定性。

适用人群：
适用于Ⅰ型、Ⅱ型骨质疏松人群以及骨折、骨伤人群的营养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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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03  沛可支链氨基酸配方（肝病）
规格 储存条件 保质期 品牌 生产厂家

4 00g/罐 阴凉干燥环境保存 18个月 沛可 邦世迪生物科技

产品详情

简介：
沛可支链氨基酸配方复合粉是营养专家根据肝脏功能代谢特点与营养需求而设计的高支链氨
基酸配方，主要氮源由支链氨基酸（含量＞50%）及水解乳清蛋白组成，添加中链脂肪酸
（MCT），碳水化合物采用谷物酶解工艺（CHE），并特别添加蒲公英提取物，可明显改善
营养不良状况，纠正负氮平衡，配制及使用方便，护理简便。

配料表：
酶解米粉、麦芽糊精、支链氨基酸、水解乳清蛋白、乳清蛋白、精炼玉米油、中链脂肪酸
（MCT）、低聚果糖、精氨酸、蒲公英提取物、醋酸视黄酯（醋酸维生素A）、胆钙化醇
（维生素D3）、dl-α-醋酸生育酚（维生素E）、L-抗坏血酸（维生素C）、叶酸、碳酸钙、
葡萄糖酸锌、乙二胺四乙酸铁钠。

营养支持益处：
调节血清中氨基酸组成，使之比例正常；
减少肌蛋白和肝等内脏蛋白的分解，促进蛋白合成，纠正负氮平衡；
减少肝脂肪变性，并可增强肝脏蛋白质的合成；
预防和改善肝性脑病。

适用人群：
适用于肝硬化、肝功能衰竭，包括肝性脑病、肝昏迷以及其他急慢性肝炎/肝病患者的营养补
充。

SS04  沛可肺病（高脂）配方
规格 储存条件 保质期 品牌 生产厂家

4 00g/罐 阴凉干燥环境保存 18个月 沛可 邦世迪生物科技

产品详情

简介：
沛可高脂配方复合粉是营养专家根据肺部疾病的代谢特点与营养需求而设计的低碳、高脂配
方，主要氮源由乳清蛋白及大豆分离蛋白组成，添加中链脂肪酸（MCT），碳水化合物采用
谷物酶解工艺（CHE），可明显减少体内二氧化碳的产生，从而减少呼吸负荷。可改善营养
不良状况，纠正负氮平衡，配制及使用方便，护理简便。

配料表：
酶解米粉、乳清蛋白、大豆分离蛋白、乳粉、精炼玉米油、中链脂肪酸（MCT）、低聚果
糖、乳铁蛋白、ω-3脂肪酸（DHA）、β-胡萝卜素、醋酸视黄酯（醋酸维生素A）、胆钙化
醇（维生素D3）、dl-α-醋酸生育酚（维生素E）、L-抗坏血酸（维生素C）、叶酸、碳酸
钙、葡萄糖酸锌、乙二胺四乙酸铁钠。

营养支持益处：
高能营养，改善整体营养状况，促进呼吸系统功能恢复；
直接营养胃肠道，有效维护消化系统正常生理功能；
保护胃肠粘膜屏障作用，预防细菌移位；
提高机体免疫力，减少相关并发症的发生，促进炎症恢复；
缩短脱机时间，减低治疗费用。

适用人群：
适用于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COPD）、呼吸衰竭、呼吸机依赖、囊性纤维化的肺部表现患
者的营养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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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05  沛可短肽（肠胃疾病）配方
规格 储存条件 保质期 品牌 生产厂家

4 00g/罐 阴凉干燥环境保存 18个月 沛可 邦世迪生物科技

产品详情

简介：
沛可短肽配方复合粉是营养专家根据胃肠功能受损人群的营养需求与生理特点而设计的预消
化配方，主要氮源由短肽组成，添加中链脂肪酸（MCT），碳水化合物采用谷物酶解工艺
（CHE），生物利用率高，易于机体吸收利用，可提供科学、均衡、安全的营养素，配制及
使用方便，护理简便。

配料表：
酶解米粉、麦芽糊精、胶原蛋白肽、水解乳清蛋白、中链脂肪酸（MCT）、精炼玉米油、酪
蛋白磷酸肽（CPP）、醋酸视黄酯（醋酸维生素A）、胆钙化醇（维生素D3）、dl-α-醋酸
生育酚（维生素E）、L-抗坏血酸（维生素C）、叶酸、碳酸钙、葡萄糖酸锌、乙二胺四乙酸
铁钠。

营养支持益处：
直接营养胃肠道，有效维护消化系统正常生理功能；
保护胃肠粘膜屏障作用，预防细菌移位；
提高机体免疫力，减少术后感染和并发症的发生，促进伤口愈合；
缩短住院天数，减低治疗费用。

适用人群：
适用于胃肠功能受损人群及危重病人的营养补充（胰腺炎、炎性肠道疾病、肠瘘、化学性及
放射性肠炎、胆囊纤维化、围手术期患者及各种危重病人）。

SS06  低蛋白配方粉（肾病型）
规格 储存条件 保质期 品牌 生产厂家

4 00g/罐 阴凉干燥环境保存 18个月 沛可 邦世迪生物科技

产品详情

简介：
沛可低蛋白配方复合粉是营养专家根据低蛋白饮食的营养需求与生理特点而设计的配方，主
要氮源由水解乳清蛋白和乳清蛋白组成，添加中链脂肪酸（MCT），碳水化合物采用谷物酶
解工艺（CHE），生物利用率高，易于机体吸收利用，可提供科学、均衡、安全的营养素，
配制及使用方便，护理简便。

配料表：
酶解米粉、麦芽糊精、水解乳清蛋白、乳清蛋白、乳粉、中链脂肪酸（MCT）、精炼玉米
油、低聚果糖、醋酸视黄酯（醋酸维生素A）、胆钙化醇（维生素D3）、dl-α-醋酸生育酚
（维生素E）、L-抗坏血酸（维生素C）、叶酸、碳酸钙、葡萄糖酸锌、乙二胺四乙酸铁钠。

适用人群：
适合于需控制蛋白质摄入人群的营养补充（如急慢性肾炎、急慢性肾功能衰竭、重症肝硬
化、肝性脑病患者的营养支持）。

营养支持益处：
低蛋白配方缓解氮质血症；
保护胃肠粘膜屏障作用，预防细菌移位；
直接营养胃肠道，有效维护消化系统正常生理功能；
作为基础配方，方便营养医师根据病情适量添加所需营养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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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08  匀浆膳（常规型）
规格 储存条件 保质期 品牌 生产厂家

500克/袋 阴凉干燥环境保存 18个月 沛可 邦世迪生物科技

产品详情

简介：
沛可匀浆膳（常规型）是营养专家根据国人的营养需要及饮食特点，针对半流质软食或管饲
流质软食（匀浆膳）的要求，精选优质鸡蛋粉、大豆蛋白、奶粉、鱼、肉等高蛋白营养食品
原料，配以大米、芝麻、新鲜蔬菜粉、植物油等自然食材，参照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膳
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DIRs）要求，兼顾营养成分的全面性、均衡性，精心设计的配方，采
取现代食品生产工艺精制而成，是营养齐全均衡的易消化食品，具有口感好、易消化、配制
方便的突出特点。

配料表：
大米粉、玉米粉、精炼玉米油、麦芽糊精、大豆分离蛋白、乳粉、鸡全蛋粉、大豆膳食纤
维、芝麻粉、胡萝卜粉、醋酸视黄酯（醋酸维生素A）、胆钙化醇（维生素D3）、dl-ɑ-醋
酸生育酚（维生素E）、L一抗坏血酸（维生素C）、叶酸、碳酸钙、葡萄糖酸锌、乙二胺四
乙酸铁钠。

适用人群：
适用于胃肠道功能基本正常，需要进行营养支持的人群食用（如吞咽和咀嚼困难者、意识障
碍或昏迷者、慢性消耗性疾病、营养不良患者的手术前喂养、疾病康复期、厌食或其相关的
疾病）。

SS09  匀浆膳（高纤维型）
规格 储存条件 保质期 品牌 生产厂家

500克/袋 阴凉干燥环境保存 18个月 沛可 邦世迪生物科技

产品详情

简介：
沛可匀浆膳（高纤型）是营养专家根据糖尿病人群的特点及时膳食营养要求，并结合他们特
殊的口味需要，在常规沛可匀浆膳的基础上，对原料配方进行了针对性的优化调整，并采用
现代食品加工工艺精制而成。本品不含蔗糖、葡萄糖、香精，富含多种膳食纤维、低聚果
糖，具有甜味温和、口感清爽绵滑、营养均衡的特点，是理想的营养补充膳食。

配料表：
大米粉、玉米粉、精炼玉米油、大豆分离蛋白、麦芽糊精、乳粉、鸡全蛋粉、燕麦粉、大豆
膳食纤维、聚葡萄糖、异麦芽酮糖醇、芝麻粉、胡萝卜粉、醋酸视黄酯（醋酸维生素A）、
胆钙化醇(维生素D3)、dl-a -醋酸生育酚（维生素E)、L一抗坏血酸（维生素C）、叶酸、氯
化铬、碳酸钙、葡萄糖酸锌、乙二胺四乙酸铁钠。

适用人群：
适用于糖尿病患者、应激性高血糖患者、需控制餐后血糖的人群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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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10  匀浆膳（低渗型）
规格 储存条件 保质期 品牌 生产厂家

4 00克/盒 阴凉干燥环境保存 18个月 沛可 邦世迪生物科技

产品详情

简介：
沛可匀浆膳（低渗型）是营养专家根据特殊人群的营养需求及饮食特点，根据半流质软食或
管饲流质饮食（匀浆膳）的要求，针对胃肠功能耐受力差的人群，精选优质原料，兼顾营养
成分的全面性、均衡性，采取现代化食品生产工艺精制而成，是营养均衡的易消化食品，具
有渗透压低、胃肠适应性好、配制方便的特点。

配料表：
膨化米粉、麦芽糊精、乳清蛋白、精炼玉米油、胡萝卜粉、鸡蛋粉、藕粉、淮山、低聚异麦
芽糖（可溶性膳食纤维）、醋酸视黄酯（醋酸维生素A）、胆钙化醇（维生素D3）、dl-a-醋
酸生育酚（维生素E）、L一抗坏血酸（维生素C）、叶酸、碳酸钙、葡萄糖酸锌、乙二胺四
乙酸铁钠。

适用人群：
特别适用于胃肠功能耐受力差、使用常规肠内营养品容易发生腹泻、腹胀等并发症的人群食
用。

SS11  匀浆膳（肾病专用型）
规格 储存条件 保质期 品牌 生产厂家

4 00克/盒 阴凉干燥环境保存 18个月 沛可 邦世迪生物科技

产品详情

简介：
沛可匀浆膳（肾病专用型）是由营养专家根据低蛋白膳食的营养要求及饮食特点，精选优质
原料，采取现代食品生产工艺精制而成，产品供给的蛋白质中，95％以上为富含必需氨基酸
的高生物效价的蛋白质。具有低钠、低钾、低磷及适量优质蛋白质的特点。产品细腻润滑，
口感适中，易于接受。

配料表：
小麦淀粉、麦芽糊精、乳清蛋白、精炼玉米油、胡萝卜粉、乳粉、鸡全蛋粉、聚葡萄糖、低
聚果糖、醋酸视黄酯（醋酸维生素A）、胆钙化醇（维生素D3）、dl-ɑ-醋酸生育酚（维生
素E）、L-抗坏血酸（维生素C）、叶酸、碳酸钙、葡萄糖酸锌、乙二胺四乙酸铁钠。

适用人群：
特别适合于需控制蛋白质摄入的人群（如急慢性肾炎、急慢性肾功能衰竭、透析等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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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07  全营素（常规型）
规格 储存条件 保质期 品牌 生产厂家

4 80g/罐 阴凉干燥环境保存 18个月 沛可 邦世迪生物科技

产品详情

简介：
沛可全营素是针对人体特殊时期的营养需求所设计的复合营养素，碳水化合物采用特有的
CHE（Cereal-Hydrolysis Enzymat ically，谷类酶解）生产工艺，具有营养全面、比例平
衡、胃肠道适应性好的特点，适用于各种需要增加和补充营养者。

配料表：
酶解米粉、乳清蛋白、酪蛋白酸钠、精炼玉米油、麦芽糊精、乳粉、低聚果糖、聚葡萄糖、
醋酸视黄酯（醋酸维生素A）、胆钙化醇（维生素D3）、dl-ɑ-醋酸生育酚（维生素E）、L
一抗坏血酸（维生素C）、叶酸、碳酸钙、葡萄糖酸锌、乙二胺四乙酸铁钠。

营养支持益处：
提供安全、均衡、符合生理需求的各种营养素和微量元素，改善患者整体营养状况；
直接营养肠道，有效维护消化系统的正常生理功能；
保护胃肠粘膜屏障作用，预防细菌移位；
促进免疫球蛋白和胃肠道激素的分泌，提高机体免疫力，减少术后感染和并发症的发生；
减低高分解代谢，改善负氮平衡；
更经济的医疗花费，缩短住院天数，减低治疗费用。
我公司与第三军医大学共同研制，经十年临床应用验证；适用于吞咽和咀嚼困难者、意识障
碍或昏迷着、慢性消耗性疾病、营养不良患者的手术前喂养、疾病康复期、癌症放、化疗期
的人群食用

SS12  全营素（低渗型）
规格 储存条件 保质期 品牌 生产厂家

4 80克/盒 阴凉干燥环境保存 18个月 沛可 邦世迪生物科技

产品详情

简介：
全营素是由第三军医大学研究所研制的复合营养素，经十几年临床应用验证。具有营养全
面、比例平衡、渗透压低、胃肠道适应性好的特点。
沛可全营素低渗型配方特别适用于早期肠内营养支持，可明显减轻和防止重症病人肠内营养
支持可能出现的腹胀、腹泻等胃肠不良反应。

配料表：
酶解米粉、乳清蛋白、酪蛋白酸钠、精炼玉米油、麦芽糊精、乳粉、低聚果糖、聚葡萄糖、
醋酸视黄酯（醋酸维生素A）、胆钙化醇（维生素D3）、dl-ɑ-醋酸生育酚（维生素E）、L
一抗坏血酸（维生素C）、叶酸、碳酸钙、葡萄糖酸锌、乙二胺四乙酸铁钠。

适用人群：
特别适用于早期肠内营养支持，可明显减轻和防止重症病人肠内营养支持可能出现的腹胀、
腹泻等胃肠不良反应。
全营素（低渗型）为过渡配方，主要适用于肠内营养的早期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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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13  水解胶原蛋白肽
规格 储存条件 保质期 品牌 生产厂家

150g/袋 阴凉干燥环境保存 24 个月 沛可 邦世迪生物科技

产品详情

简介：
沛可水解胶原蛋白肽选用罗非鱼鱼鳞为原料，运用现代生物工程及酶定向剪切技术生产的以
低聚肽（分子量<1000道尔顿）为主的水解鱼胶原蛋白，纯度高，无脂、无糖、无添加，具
有极高的生物活性和安全性。

产品特点：
有效缓解关节炎的疼痛。它可以有效改善骨关节的运动灵活性，减少镇痛剂的用量；
有利于上皮细胞的增生修复，活化表皮细胞，促进创面愈合，可应用于烧伤、创伤的治疗，
促进皮肤组织修复；
可促进骨形成，增强低钙水平下的骨胶原结构，从而提高了骨强度，达到预防骨质疏松的作
用；
刺激软骨组织的合成代谢过程的流动性，这就形成了软骨关节的再生和稳定性。

什么是胶原蛋白？
胶原蛋白(Collagen)又称胶原，是由三条肽链拧成的螺旋形纤维状蛋白质，是一种糖蛋白，
分子含糖及大量甘氨酸、脯氨酸、羟脯氨酸（胶原蛋白中的活性氨基酸，是其它蛋白质如大
豆蛋白、乳蛋白等无法提供的，也是人体自主无法合成的）等，存在所有多细胞动物体内，
是体内含量最多的一类蛋白质，在人体中约占总蛋白质含量的四分之一，存在于几乎所有组
织中，是一种细胞外蛋白质，对动物和人体皮肤、血管、骨骼、筋骨、软骨的形成十分重
要，具高度抗张能力，是结缔组织的重要物质。

SS14  水溶性膳食纤维
规格 储存条件 保质期 品牌 生产厂家

150克/盒 阴凉干燥环境保存 24 个月 沛可 邦世迪生物科技

产品详情

简介：
沛可水溶性膳食纤维（Fibersol-2）100%选用日本松谷化学工业株式会社生产的Fibersol-
2为原料加工制作而成，具有良好的生理功能。产品为乳白色粉末，易溶于水，水溶液透明
澄清，微甜。Fibersol-2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GRAs（使用的范围和量没有
限制）认证，日本厚生省特定保健食品素材认证，2008/2009/2010年连续三年荣膺世界
食品品质评鉴大会最高金奖。

产品特点：
调节肠道功能，促进肠道有益菌的生长和增殖；
平稳餐后血糖，降低糖尿病的并发症风险；
降低胆固醇，减少心脑血管病的发病风险；
改善便秘，减少肠癌的发病风险；
改善中性脂肪代谢，减缓餐后中性脂肪的上升，抑制体内脂肪的积累；
不阻碍矿物质的吸收，独有的阻糖作用机理，不妨碍人体对钙、铁、锌等矿物质吸收。

适用人群：
适用糖尿病及餐后血糖不稳定、心脑血管疾病、胃肠功能紊乱、便秘、肥胖的人群食用。

用法用量：
可直接冲调饮用或添加入沛可肠内营养产品中配合使用。具体用量请在营养医师的指导下食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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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15  L-谷氨酰胺
规格 储存条件 保质期 品牌 生产厂家

150克/袋 阴凉干燥环境保存 24 个月 沛可 邦世迪生物科技

产品详情

简介：
沛可L-谷氨酰胺(Gln)是采用谷氨酸发酵工艺生产，谷氨酰胺含量达99%以上。当机体处于
严重的应激、感染及高分解代谢的情况下，血浆和细胞内的Gln浓度显著下降，而肠黏膜细
胞、免疫细胞和其他分裂增殖细胞对Gln的需求量大大地超过人体的储存，,如果不外源性地
补充，将会导致感染的发生率升高、全身反应综合征、负氮平衡、肌肉萎缩、肠道完整性损
伤等。

营养支持益处：
保护肠粘膜屏障，防止细菌、内毒素移位、降低肠源性感染，抑制失控性炎症反应和持续性
高分解代谢（为肠粘膜细胞提供能量，约70%）；
促进蛋白合成，防止肌肉过度分解，加快组织修复，促进创面愈合；
提高机体免疫力，降低感染率，提高存活率；
改善患者全身情况，减少手术并发症，降低手术风险；
促进肝脏合成还原型谷胱甘肽，增强机体抗氧化能力；
促进肾脏合成NH3，中和H+，增加血PH值，减轻酸中毒。

SS16  全乳清蛋白粉（沛可）
规格 储存条件 保质期 品牌 生产厂家

300克/罐 阴凉干燥环境保存 18个月 沛可 邦世迪生物科技

产品详情

简介：
沛可全乳清蛋白粉是以进口优质浓缩乳清蛋白为主要原料精制而成，具有高纯度、高生物活
性、易消化，氨基酸组成合理等特点，是理想的蛋白补充剂。适用于各种需要补充蛋白质的
人群。

配料表：
浓缩乳清蛋白、低聚果糖、大豆磷脂、盐酸硫胺素（维生素B1）、盐酸吡哆醇（维生素
B6）、磷酸三钙。

营养支持益处：
减低高分解代谢，纠正负氮平衡；
富含多种免疫物质，提高机体免疫；
促进伤口愈合；
促进儿童生长发育；
维护身体组织结构，抑制肌肉组织丢失，保护瘦体组织。

产品特点：

乳清蛋白是一类利用现代生产工艺从牛奶中提取出来的蛋白质，其纯度高、消化吸收率高、
氨基酸组成合理，含有生物活性多肽包括它含有人图必需的9钟氨基酸，且配比合理，接近
人体的需求比例。乳清蛋白富含ß-乳球蛋白、ɑ-乳清蛋白、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乳过氧
化酶、生物生长因子等物质，被认为是“蛋白之王”。对任何年龄的人群而言，都是优良的
蛋白质来源。乳清蛋白因其有优良的生理特点，对维持和改善人体健康有突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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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17  糊化大米粉（止泻）
规格 储存条件 保质期 品牌 生产厂家

20克x20包/袋 阴凉干燥环境保存 12个月 沛可 邦世迪生物科技

产品详情

产品功能：
适用于急慢性腹泻止泻（解水样便）患者（包含4 个月以上儿童&成人）以及由腹泻导致的
（乳糖不耐受腹泻的）饮奶者

产品特色：
1)   适用于4 个月以上儿童及成人
2)   功能性营养食品，止泻的同时作为代餐补充营养
3)   天然食材材料，口感好，安全
4 )   腹泻患者恢复后不易出现便秘现象

产品介绍：
糊化大米粉是将精筛后的大米粉粒均匀的，标准化的（黄而不黑）焦化，碳化提萃出的专门
用于肠道的毒素吸附因子，使其能有效的快速的吸附腹泻患者肠道毒素，收敛止泻。同时补
充能量，水份，促进消化及肠道功能早日恢复

成分：精筛大米

用量：儿童 1包/餐；成人：2包/餐（根据个人酌情增减）

用法：
1）每包（20克）兑100ml 4 5度温水，均匀搅拌至稠糊状 
2）加入50ml-100ml 60-70度水将稠糊调成营养液直接服用。

SS18  酶解米粉
规格 储存条件 保质期 品牌 生产厂家

4 00g/盒 阴凉干燥环境保存 24 个月 沛可 邦世迪生物科技

产品详情

简介：
沛可酶解米粉是以无污染大米作为原料，经专利技术将大米膨化、低DE值淀粉酶解、精滤、
浓缩、喷雾干燥精制而成。充分保留大米中的谷物活性物质及营养成分，无刺激、无过敏、
易被人体吸收。

配料表：大米。

营养支持益处：
大分子的淀粉转化成为大米多聚糖、大米低聚麦芽糖、大米麦芽糖等小分子成分，易被人体
吸收；
充分保留大米中的谷物活性物质及营养成分，无过敏性，对肠道无刺激性，胃肠道适应性
好；
改善临床病人肠道耐受性和降低肠道并发症；
可根据临床需求作为组件单独使用或与其它营养物质、配方食品进行组合使用。

适用人群：
围手术期患者、肝病患者、胃肠功能紊乱患者、消化不良患者、营养支持胃肠并发症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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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19  中链脂肪酸（MCT）粉末
规格 储存条件 保质期 品牌 生产厂家

150克/盒 阴凉干燥环境保存 24 个月 沛可 邦世迪生物科技

产品详情

简介：
沛可中链脂肪酸（MCT）粉末是采用德国进口原料精制而成，通过将椰子油水解、蒸馏、喷
雾干燥等工艺制得。中链脂肪酸是指碳链上碳原子数为6-12的脂肪酸，主要成分是辛酸
（C8）和癸酸（C10），其在物理特性、消化、吸收、代谢等方面不同于长链脂肪酸
(LCT)，研究显示中链脂肪酸具有快速被氧化、减少体脂肪积累、改善糖代谢和脂代谢的作
用。

配料表：
中链脂肪酸（辛癸酸甘油三酯）、葡聚糖、酪蛋白。

营养支持益处：
中链脂肪酸有很大的水溶性，在单位时间内有更多供酶作用的接触界面，在胃和结肠中水
解，故其消化时对胆盐和胰酶的依赖性小，不参与组成乳糜微粒，经门静脉直接转运到肝
脏，比长链脂肪酸吸收快而充分；
中链脂肪酸与再酯化酶和激活酶亲和性小，极少再酯化，能降低高甘油三酯血症患者的甘油
三酯水平，并改善载脂蛋白代谢；
中链脂肪酸氧化迅速完全，不易在脂肪组织和肝组织中蓄积；
中链脂肪酸对胰岛素的刺激效应大于长链脂肪酸，可以增加胰岛素介导的糖代谢。

适用人群：
适用于吸收不良综合症人群（乳糜泄、脂肪痢、慢性胰腺功能不全、胃切除、肠切除、胆管
阻塞和其他相关疾病）；肿瘤、恶病质患；儿童癫痫患者；糖尿病患者；高甘油三酯血症

SS20  支链氨基酸（BCAA）
规格 储存条件 保质期 品牌 生产厂家

150克/盒 阴凉干燥环境保存 24 个月 沛可 邦世迪生物科技

产品详情

简介：
在人体必需氨基酸中，亮氨酸，异亮氨酸和缬氨酸的分子中都含有分支侧链，因此统称为支
链氨基酸（BCAA）。它们都属于必需氨基酸，主要在骨骼肌代谢，约占骨骼肌蛋白质的必
需氨基酸35%,同骨骼肌的合成有着密切的关系。
除支链氨基酸外，体内绝大多数的氨基酸代谢均在肝脏中进行，而支链氨基酸的代谢在骨骼
肌、肝、肾、脑中进行，是唯一一部分主要在肝脏外代谢的氨基酸，其代谢所需的酶在骨骼
肌中的浓度是肝脏的3-10倍，因此骨骼肌是BCAA最活跃的代谢场所。

适用人群:
适用于危重病患；高分解代谢病患（如烧伤、创伤等）肝硬化、肝功能衰竭包括肝性脑病、
肝昏迷等急慢性肝病患者；高强度运动的人群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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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21  蛋白质粉（精品级）恩特纽健
规格 储存条件 保质期 品牌 生产厂家

20gx16包/盒 阴凉干燥环境保存 18个月 恩特纽健
广州纽健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产品详情

【性    状】：淡黄色粉剂、无异味

【产品功能】：补充蛋白质

【产品特色】：

1)   进口乳清蛋白含量高达80%；

2)   肠道更易消化，吸收更好，生物利用度高；

3)   唯一含有免疫球蛋白的蛋白质；

4 )   适合蛋白质缺乏的病人口服或者管饲添加。

 
【成    分】：

乳清蛋白/大豆蛋白（不同型号主要成分）

1)   存在营养不良风险且蛋白质摄入不足者；

2)   接受放/化疗以及康复期肿瘤患者；

3)   围手术期患者；

4 )   慢性消耗性疾病患者；

5)   儿童、年老体弱人群。

SS22  L-赖氨酸
规格 储存条件 保质期 品牌 生产厂家

650mg×30包/罐阴凉干燥环境保存 24 个月 绿趣
广州市绿趣营养品

有限公司

产品详情

L－赖氨酸

L－赖氨酸是人体第一必需氨基酸，而且必须从体外补充，因为它不能在人体内自身合成，
如果人体缺乏氨基酸，其他必需氨基酸的利用和吸收就会受到影响，并会造成身体蛋白质合
成受到限制和营养缺失。
适量给身体补充L－赖氨酸是有很大好处的，也是安全的。
· 补充L－赖氨酸 · 提供脑细胞营养

△ 什么是L-赖氨酸：
L-赖氨酸是构成人体蛋白质的不可缺少的一种氨基酸，是一种人体必须的营养物质。因为蛋
白质是构成人体细胞的主要成份，蛋白质进入人体经消化分解成氨基酸后又利用这些氨基酸
合成新的人体蛋白质。比如血浆白蛋白、生长激素、酵素、免疫抗体。因为在合成蛋白质的
各种氨基酸中L-赖氨酸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没有L-赖氨酸的话就会影响到其他氨基酸的利
用。所以科学家们把L-赖氨酸称为人体第一必须氨基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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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23  舒纤素（四联益生菌）
规格 储存条件 保质期 品牌 生产厂家

120g/盒（5g*24
条）

阴凉干燥环境保存 24 个月 舒恩乐
上海首源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

产品详情

配料：抗性糊精、低聚果糖、低聚半乳糖、水苏糖、罗伊氏乳杆菌、鼠李糖乳杆菌、乳双歧
杆菌、嗜酸乳杆菌

适用人群
1.肠道菌群失衡，消化不良、便秘、腹泻的患者
2.饮食不规律，常饮酒、喜吃刺激性食物的人群

食用方法
口服，用水冲饮或直接加入奶粉、米粉、果汁、液态奶、稀饭等流质食品中，依据个人口感
调匀饮用，水温均需低于37℃，每日具体用量遵医嘱或咨询营养师。

产品功能
（1） 预防或改善腹泻；
（2） 缓解不耐受乳糖症状；
（3） 增强人体免疫力
（4 ） 促进肠道消化系统健康；
（5） 降低血清胆固醇；
（6） 帮助吸收营养成分；
（7） 预防和治疗某些疾病；如肠道综合症、呼吸道感染、生殖系统感染、过敏、口臭、胃
溃疡等；
（8） 抑制有害菌产生毒素。

SS24  一次性营养制剂袋
规格 储存条件 保质期 品牌 生产厂家

350ml/500ml

产品详情

管饲/口服型

优点：易操作，密封性能好，材质，字迹耐久

新型肠内营养制剂袋是广西南宁三鑫医疗科技委托一家行业内知名工厂定制生产，该工厂从
成立之初就致力于提供专业的灭菌包装及解决方案。团队具有超过十年的生产、研发及销售
经验。公司拥有 30 万级和 10万级两个洁净车间，为我们产品的质量稳定性提供了可靠的
保证。
产品目前已供给北京，上海，天津等多家三甲医院及出口至欧洲，美国等一线国家。

生产团队花费将近四年的时间，针对近几十医院营养科，一线护士的使用情况以及反馈意
见，结合我们的生产工艺及材质的特性，对肠内营养制剂袋做了一个全面升级。为了让一线
护士在灌装和使用过程中更方便、更快捷、更能提升工作效率。

产品已获得卫生许可证 / QS 生产许可证 /  CE 欧盟准入证书，

垫片材质：100%纯硅胶（更弹更卫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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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南宁三鑫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SSMEDIC.CO,LTD

地址 : 广西南宁双拥路东一巷17号
Add : SHUANG YONG ROAD EAST 1 STREET NO.17-NANNING-GUANGXI-CHINA

Tel : 0086-771-5358568   
Website : www.ssmed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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