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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十年来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人们对食品营养与人体素质之间的密切关系有了新的认识，保
健意识不断增强。在解决温饱以后，开始注重健康的投资。社会老龄化，人们某些慢性的代谢性、功能性疾病增
多，期望能消费低糖、低脂、低销以及含有防治疾病的功能因子及 能量因子的营养保健品有益于健康长寿。我
国又有一整套独具特色的养生保健文化，如食疗、药膳、药食同源等，这些传统医药学、传统饮食文化是我国营
养保健品取之不尽的源泉和宝库。营养保健医药学也将成为跨世纪的生命战略的重大调整，加上高科技生物
工程在食品工业、医药工业上的应用给营养保健品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

1

营养保健品的开发
现在人们强调膳食营养是以预防营养缺乏为 出发点的，而今后则应以预防各类疾病有阻挡外界环境中

有害因素为 出发点。这一个新的营养保健新概念将有助于我们从更深的层次上理解营养保健对人类健康、社
会发展的意义。营养保健品我们认为首先它是食品，无毒无害，应当有一般食品的蕾养要素和基本作用;这类
食品由自然营养成份和特殊活性物质所构成的具有特定的保健功能必须是明确的、具体的、而且经过科学验
证是肯定的;这类保健食品或营养药物针对不同人体生理、病理、特殊环境、特殊功能效应、营养强化等特殊需
求的人群，有利于去保持与预防、调整与恢复、控制与缓解或改善与增进健康素质延缓机体衰老，我们才去研
制、开发、生产。目前市场上的营养保健品分"卫食准字"、"卫药健字"和"J!药准字"三级制，说明一部分滋补品
是按照普通食品的食品卫生管理法调整的。这类保健食品是一类特殊食品而不是以治疗为目的的，首先要取
1996-05-17收到。

4期

李

南: 营养保健品的开发与评价

253

得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卫生许可证、生产技术规范来确保应有保健功能和卫生质量指标，研制开发必须经卫生
部严格审批管理。另一部分是按照药品管理法调整的，人们在长期的生活过程中逐渐发现动、植物中有些对人
体是十分有益的，这些东西食用后对人体产生加强体力、消除或减轻不适症状效应。这类有效成份确切疗效用
"营养药品"代替常规药物或作为药物辅助治疗，这新的功能性食品、天然药物和食补药卫生将会促进这营养
保健药物开发和研究。营养保健品开发从剂型上分有: 酒町剂、口服液剂、浆膏剂、粉冲剂、胶囊剂、油 剂、营养
强化混合剂等，但目前国内一般按其有效活性成份分类去开发。

1.1

多糖类
多糖是由一种或多种单糖(D 一葡萄糖、D 一甘露糖、D 一半乳糖、D-木糖和 L一阿柏伯糖等 )通过糖管键

结合而成的大分子无定形化合物【王宝梁.1994J。这类有效成份分子量比较大、结构复杂，常随来源不同而不
同，高量高种类多其普遍存在于自然界的高等植物、细菌、真菌、藻类及动物体内。多糖类包括党参多糖、虫草
多糖、银耳多糖、灵芝多糖、香茹多糖、拘祀多糖、螺旋藻多糖、柴胡多糖、薛荔多糖、东党归多糖、黄瓦多糖、三
七多糖、甘草多糖、杜仲多糖、竹节人参多糖、刺五加多糖、防风多糖、艾叶多糖、慧茵仁多糖、葛根多糖及肝素
多糖类、软骨素粘多糖、甲壳素裹多糖等.这一类化合物是一种对正常细胞无毒副作用，能够激活免疫细胞提
高机体免疫功能的免疫调节剂 ，而 且具有降血糖、降血脂、降血清过氧化脂质和胆固 醇浓度、抗血凝等多种生
理活性的多元功效.当今特别重视是多聚葡萄糖具有显著的抗癌活性，多糖在与抗癌药物联合应用方面有十
分突 出的优势，目前香茹、裂裙、云苓、猪苓等多糖均已通过卫生部门批准进入l临床F在抗艾滋病病毒方面，近
年研究发现夏枯草植物中提取的硫段化多糖有明显的抗艾滋病毒的作用s植物多糖在对自由基、免疫功能方
面有明显影响作用，从滋补类中药中得到的多种糖类化合物可得到证实， 如刺羡黎多糖的遗传损伤防护作
用. 我国从生物外壳(如贝、蟹、虾等〉废弃物中提取的甲壳素即脱乙院多糖除在药物方面作为缓释剂的基质、
作为抗生素增效剂、作为护肤护发类化妆品添加剂外己利用乙欧几丁加工成外科手术缝合线和 壳聚糖加藻
酸销等材料制成专供烧伤病人植皮用的人造皮肤及美容美肤、抗胆固醇、强化免疫作用的营养保健液。

1.2

皂哥羹
皂试是一类比较复杂的试类化合物，广泛存在于植物界[王宝粟.1994J。皂试类包括RhRg2、Rb2、Rb，等

12种以上人参皂式的人参，另含有7种以上人参皂试(人参暗二醇- A型、人参庸三醇-B 型、齐墩果酸-c
型 〉的西洋参F含50多种皂试成份的绞股蓝(其中 RbhRbz-Rd、凡与人参皂试相同，另有十几种异构体 ) I还有
红景天等. 这些含皂棋类的植物具有广泛的药理及保健作用其中有中枢神经系统的作用、抗疲劳作用和对神
经兴奋与抑制过程的平衡机体功能的双向调节的一类生物能活化剂。国内外文献大量报道了它的抗癌、抗衰
老、抗疲劳、促进学习记忆、保护心血管系统等保健药用功效。

1.3

黄嗣羹
黄嗣类是数目众多的一类化合物，存在于植物中草药中一类重要活性成份。近年来国内外应用银杏果、银

杏外种皮及银杏叶中提取的总黄嗣式，又 已分离 出单黄嗣、银杏双黄嗣、异银杏双黄嗣及银杏内黯(暗类内酶 )
等20余种成份，开发十分活跃.动物试验与临床应用均证实具有降低血清胆固醇、抗缺氧、降血压电降血脂、抑
制脂质氧化、改善脑循环和机体微循环等作用。大自鼠5mg/kg每天腹注总黄酬.40天后血清甘泊三醋含量明
显下降，血清粘度明显降低，血清铜铸SOD 活力明显提高;25例临床每天剂量50mgtid 治疗脑动脉供血不足、
心绞痛、脑栓塞及脑血管瘟拿，总有效率达86.7-94.0%。

1.4

酶羹
自然界中 已发现的生物酶类有2000多种，它是一种具有生物催化作用的活性蛋白质[吴梧桐.1993J。任何

生物体内的几乎所有新陈代谢都是在酶的参与下进行的。酶制品在医疗保健方面的应用，如淀粉酶、胃蛋白
酶、腆蛋白酶等作为助消化剂外在治疗炎症疾病(如老慢支、手术后粘连、浓胸等〉有良好疗效。透明质酸酶可
水解人体组织中透明质酸，减轻体液粘稠度，增加组织的渗透性，用于急性心肌梗塞，皮肤病和 关节痛、水肿及
痕血的消散. 溶茵酶可促使细菌细胞壁中粘多糖的分 解，具有抗菌、抗病毒作用。细胞色素 C 可增强组织利用
氧的能力。键激酶和尿激酶治疗心肌梗塞、心管栓塞的有效药物。L 一天门冬酸胶酶对各种白血病有一定治疗
作用。用蛋白酶水解多种蛋白质以制造水解蛋白液、肝脾水解物和要素膳等营养性保健药物及口服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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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超氧化物歧化酶广泛应用，它(SOO)是唯一的超氧化物阴离子自由基con或其质子化产物过氧
起基自由基(HO，)作为底物的金属酶类即Cu，Zn→SOD、Mn-SOD、民一SOD。这三类 SOD广泛存在于需氧
的生物体不同组织内， 并特异性地催化0，发生歧化反应，使0，的氧化毒性作用受到明显的抑制或消除， 从
而预防和抑制一些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因此SOD 的改变或变化对机体的生长、发育、成熟、 衰老和死亡起着
不可低估的生理和病理的调控作用。在营养保健品上应用的SOD 都经生物或化学法修饰， 使它在体内延长
半衰期，并具有不同性质和特异生物学效应。如院化一SOD，人工细胞 -SOD，用右旋糖哥和聚煎 糖进行修饰
的SOD，用戊二醒修饰的牛肝-SOD，脂质体- SOD，聚乙二醇-SOD，苯乙烯马来酥胶-SOD，以及应用重
组技术和基因与蛋白工程研制的SOD 等。这类修饰后的SOD 保留了天然酶的生物活性，而且在耐热、 耐酸
碱性和抗胃蛋白酶水 介能力等方面优于天然酶，具有特异性高、稳定性强和在血中停留和作用时间长的特点。
人们从娅蚓中提取一种魁蚓激酶是一种纤维蛋白溶 介酶(地龙酵素 )具有能溶 介血栓作用，这种酶既能激
活纤维蛋白榕解酶原，又能溶解纤维蛋白，因此既可溶解新血栓又可溶解陈旧性血栓，对动脉硬化、高血压、心
脏病有明显效果。临床治疗剂量大于4000 u/天(以尿激酶单位计〉用于高血粘度综合症有效达80%以上，对急
性缺血性中风显效率达100%、对动脉硬化大脑和心脏循环障碍效率达90%以上，它的洒自剂、胶囊剂确是一
个新开发的营养保健精品。

1.5

脂肪酸类
1993年国际营养会议建议成人不饱和脂肪酸摄入量(按总能量%计) 应为单不饱和脂肪酸(MUFA)

12%、亚泊酸6%、α一亚麻酸1%、二十碳酸五烯酸(EPA) 十二十二碳酸六烯酸CDHA)5%[上海市营养学会，
1992J。可见(1 )动 睬粥样硬化(AC ) 的防止应该在膳食中脂肪酸有合理比例。(2 )据国外流行病学调查膳食中
MU FA与冠心病( CHO)死亡率之间呈显著下降关系。(3 )据大量的临床观察发现 MUFA具有降低血脂、抑制
血栓形成和抗脂质过氧化等作用防止 AC 的形成。因此将不同种油脂中含不同脂肪酸的含量进行油脂的合理
调配而生产的防止AC 和 CHD 形成的保健油还有胚芽油、植物精炼油及上述油脂制作的强化奶油及制品(人
造奶酷等 )也作为营养保健油脂和食品供应市场。
健脑首先要富有活力的脑细胞，其次是功能正常的脑血管及信息畅通的脑神经。大脑必需的特殊营养物
质 DHA是构成大脑细胞生长发展的重要物质，有提高脑细胞活动，改善记忆力、思维能力的作用;NPA可维
持和增强脑神经递质的传递能力， 使信息传递迅速而通畅，EPA能促进心脑血管循环，保持心脑血管功能正
常s脑磷脂、卵磷脂、亚麻酸、 糖脂和胆固醇等也是发挥大脑思维、记忆和其官智力活动所必需的健脑、营养大
脑、延缓智力衰退的物质。DHA和 EPA同时存在于海洋类的鱼泊中、鱼头和鱼眼组织中的蕴藏量最高。俗称
为"脑黄金"就是用这种油经特制加工成胶囊(丸)或作为食品添加剂，随着乳化技术发展搞成粉末状应用到清
凉饮料上。这种营养保健品，特别要考虑儿童经常食用的安全性有效性。在1995年9月召开的全国性学术研讨
会有关专家认为: DHA过量将造成神经过度兴奋，EPA过量会促进性早熟，建议儿童 EPA摄入量每天控制
在不超过4mg比较安全，DHA不超过20mg为宜，比值应为1:4.

1.6

人体有益菌类
人体内生存着数十万亿的微生物为人体正常细胞数量10倍，其种类绝大多数为人体生存、健康不可缺少

的有益菌，它们相互依赖互相制约维持相对稳定平衡、大部分与人体细胞接触发挥重要的生理功能。这种微生
物具有各种各样的酶类，参与机体物质代谢和能量交换甚至传递遗传信息等生命活动，对人体营养水平、组织
器管生理功能、免疫调节、细菌感染、肿瘤发生、药物反应、衰老过程等都起着重要作用。近年来开发的这类生
物工程产品活菌制剂己被人们用于防病、保健、治疾。这类对人体有利而无害的微生物，经过人工培养繁殖所
得的活菌体及其代谢产物的混合物制成的活菌制剂。如乳酸链球菌、双歧杆菌、乳酸杆菌等生态制剂。这些有
益活菌基本上在肠道中栖息，均匀分布于胃肠道，盲肠和结胳粒膜、十二指肠以上部位，其功能是阻止致病菌
对肠道菌的入侵及生长繁殖，抑制致病菌和抗感染作用，增强人体的免疫功能和抗病能力，维持肠道微生物菌
群的生态 平衡，消化食物和制造营养物质如氨基酸、维生素等，预防和抑制肿瘤的发生，降低胆固醇，抑制内霉
素的产生，延缓衰老，抗辐射和减轻放化疗毒付反应等。当然市售活菌制剂要严格把关。据研究，目前我国市场
上活菌制剂基本上都是野生菌株，大多数没有用分子生物学方法检测过是否携带耐药性因子，如耐药性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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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人体很可能在体内菌群中扩散，使其它菌株均具有耐药性，使用活性菌株的时间越长，耐药因子在肠道内
传递的机率就越多。活菌制剂产品要进行系统的分子生物学检测，有计划选育无耐药性因子的菌株，建立菌株
库，才能使活菌制剂的生产和应用引向发展，扩大开发。

1.7

曹弊强化混合剂类
人体的每个细胞都有防御系统，但由于外界因素诸如辐射、吸烟、空气污染、过度劳累、微生物感染等，人

体内部产生的自由基越来越多，这就需要富含抗氧化作用与自由基清除剂的营养保健品来阻止或抑制或结
合致病因子，消弱自由基对人体的危害[上海蕾养学会，1992J. 具体是补充更多的维生素 C、E、B、A、胡萝卡
素、破等。根据我国特定地区与营养缺乏有关健康问题或满足特殊人群对某些营养要素供给的需要，1993年卫
生部正式颁布了《食品营养强化剂使用E生标准)-GB14880-94，允许24种在食品中强化的营养素，使用范
围与剂量必须遵照标准，不能随意强化。这与国外比较基本相同.特别我们提出钙的强化。钙是人体内最活跃
的、含量最多的骨矿元素之一，它在神经、肌肉应激、血液凝 固、细胞粘着、神经冲动传递、心动节律维持等生理
过程中作用举足轻重。孕妇缺钙不利于胎儿体内的钙贮存，影响骨胳钙化和牙齿形成，儿童长期缺钙导致骨恪
生长不良容易患俐倭症， 血钙低于4mg时就会出现全身惊厥或手足抽搞即"低钙性抽描"，中老年人缺钙易出
现骨质疏松、骨质增生、肩周炎、高血压、结石症、糖尿病、动脉硬化、性功能低下、老年痴呆等症s运动员缺钙肌
肉常常处于痊孪或半痊孪状态，严重影响技术水平发挥。所以说折磨着儿童、妇女、中老年人的各种不适应症
都与长期缺钙有关。钙的强化尤其是有机钙的转化:如利用虾壳、鳖甲、鱼鳞、 蛋 壳等的钙营养保健品的生产，
最重要是把不溶性钙转化为游离钙离子而直接被人体吸收，另外在处方中加入维生素 D3的含量来强化钙代
谢的吸收。

1.8

其它类
古今中外和现代科学己确认一些动植物、中草药和不少传统食品具有一定营养保健或治疗功能。除以上

几大类外还有[叶显纯等，1992J如g
燕窝系统滋补品，用于食疗已逾千年历史。它是雨燕科动物金丝燕及多种同属燕类在造窝时分泌的唾液。
传统医学一直将它作为珍贵的滋补品。随现代医学的深入研究，燕窝内含有一种促进细胞分裂的激素及表皮
生长因子对人体组织生长、细胞再生以及由组织诱发的免疫功能均有促进作用，促进个几发育、补充元气体力
及利于病后复原的传统论点是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花粉作为营养保健品已引起广泛关注。它是有花植物雄恋的生殖细胞，其直径一般为30微米以下，含蛋白
质20%、碳水化合物37%、脂肪40%和矿物质3%。从氨基酸、 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含量来看，花粉的营养超过任
何一种食物，具有增加免疫、促进代谢和调节内分泌的功能。此外，花粉对脑溢血、心脏病、心管硬化、前列腺
炎、支气管炎和酒精中毒等疾病有预防和治疗作用.它还有滋润皮肤和防止皮肤细胞早衰的功效。提取花粉最
关键的技术是破壁和花粉精的溶剂法提取。
螺旋藻是一种微型螺旋状兰绿藻，它不仅是一种崭新的营养源，而且是一种优质的医疗保健品，是目前举
世公认的所含蕾养成分最充分、最全面、最均衡的夭然营养保健晶.它蛋白质含量高达60-70% ，富含人体各
种必需氨基酸，含有多种维生素A、BhBz，B，、B12，E、K、B一胡萝卡素等，富集人体所需微量元素铁、铜、锺、
晒、钙、镜、僻、磷等，还含有生育盼、甘露、葡萄糖、半乳糖、多糖、褐藻胶、藻蓝素、叶绿素、r一亚麻酸等活性物
质。可见，螺旋藻所含有的广谱蕾养素是人类生命活动所需的基础物质，具有增强体质、防病却疾、延缓衰老的
作用。螺旋藻的药理作用和生物学效应主要有z能增强机体的物质代谢，恢复组织器管的生理功能，加强生命
活力和抗御疾病阳能力s激活免疫系统功能，提高免疫细胞的数量和活力，抑制癌细胞，而有防癌抗癌作用，维
护细胞的完整性而延缓衰老，抗衰防老s具有降血脂、降胆固醇、降血压作用，增加血管弹性，改善心血管功能、
调节内分泌系统，促进性激素分泌增多，改善性功能;1临床应用表明，对慢性消耗性疾病，消化性溃痛、糖尿病、
自内障、缺铁性贫血等症有良好疗效。我国对螺旋藻的研究开发利用已在四大领域开展，在医药上增自降脂新
药问世s在精细化工上海藻精化素、海兰色素、防晒霜、荧光探针巳研制出，在食品工业上一批具有高植物蛋
白、高吸收率的食品系列，儿童课间加餐的食品、专用于保肝和糖 尿病的健康食品F在饲料工业上开发了饲料
添加剂系列产品.螺旋藻是我们进一步综合开发的新兴高科技蕾养保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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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证实莽麦具有降血脂、降血糖、降尿糖的作用。拟黑多刺蚂蚁可治类风虚、强身壮体、提高免疫能力。
熊胆、珍珠具有镇静、安眠、明目清心的作用。龟、鳖、雄蚕峨、刺梨、动物血液等可提高免疫力、抗衰老、抗疲劳。
蜂王浆具有抗肿瘤、抗菌、提高机体免疫、防治动脉粥样硬化、降血压等作用。蛤阶能补肺益肾、定喘止咳。南瓜
粉一魔芋能防治糖尿病等等，种种补剂研制开发，将给人类带 来营养保健福音。卫生部批准的既是食品又是药
品的晶种共41个品种也已广泛在营养保健品中应用(卫生部(87)卫药字第70号文，(91)卫监发第45号文)

•

评价与要求

2

作为营养保健品，其价值在于含有丰富、全面的天然蕾养成份和具有特殊功效的活性物质，并能满足不同
人群、不同健康的需求。因此，对蕾养保健品要进行正确的评价和提出适当的基本要求，并进入法制化管理的

轨道.
2.1

保证食用者的安全
各种原料及其产品必须符合食品卫生要求， 对人体并无任何急性、亚急性或慢性危害[王宝泵， 1994J.任

何一种食品都要根据我国《食品安全性毒理学评价程序》进行必要的安全性评价.作为健字药品及新药开发更
要按申报项目，如2动物急性毒性、动物长期毒性、局部用毒性、致突变、生殖毒性、致癌变、依赖性、临床毒理等
项内容进行安全性评价。营养保健品由于对不同年龄段的人群在长期服用和季节性短期内服用都要进行急
性和亚急性毒性甚至长期毒性危害实验，研究功能因子可能产生的毒副作用，并对它进行必要的安全性评价
并报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防疫监督机构审查批准，有些局部有一定毒副作用，但又有重大特殊营养保健价
值的，还得报卫生部审批才能投放市场。营养保健品还要进行根据食品、药品的卫生指标达到人体不受致病菌
污染而导致肠胃炎。营养保健品主要用动物、植物、微生物等生物体作为原料，有效成份复杂有的甚至还不清
楚，所以其本身就存在许多不稳定因素，加上外界环境影响，加速不稳定因素的变化。如:成品生化变化，活性
酶在适宜的条件可使某些成份酶 解或产生其它变化，多种不稳定成份的相互作用所致。营养成份在适宜的温
度及湿度条件下细菌或其它微生物污染而引起霉变、腐败或其它变质z又如成品物理变化与化学变化在贮存
过程中性能的改变，胶囊剂的碎裂、潮 解，散剂的吸湿粘结，香味的逸散，水剂的挥发分散，乳剂的乳析、混悬的
凝聚， 晶形变化， 颜色变化， 浑浊沉淀 甚至有效成份本身或成份之间发生化学稳定性变化、水解、氧化、聚合、异
构化或其他变化，因lW，在保证质量中要考核稳定性试验评价，确保保质期限.

2.2

具有一定的功能性
营养保健品必须进行必要的动物和人群功能试验，证实是否具有某些调节人体生理功能，起到明确、稳定

的保健作用和防病治病预期的功效，其功能不能随意去分析和推论，同时还应进一步确定具有功能性的有效
成份、结构及其含量〈周树商，1995)。一般食品功能是根据食品中各类营养素就强化的营养素 来推知该食品的
生理调节功能 . 这类食品未经任何实验验证，不能称为营养保健晶 蕾 养保健品必须 经过 动物 和 人 体功能性审
.

批.如，免疫调节(增加免疫力〉的动物脏器各部与体重比值试'鱼、细胞兔瘦功能试验、体液免疫功能试验、单核
巨噬细胞功能试验等F增智作用的跳台试验、避暗试验、穿梭箱试S庄、水迷宫试'险等s延缓衰老〈抗自由基损伤〉
的果蝇生存试验、肝组织中及血浆中过氧化脂质的含量测定、肝细胞浆穰罩红细胞趣氧化物歧化酶的测定、心
脑肝肌肉脂褐质含量测定、小鼠脑组织中单胶氧化酶活性测定等s促进生长发育的胎仔情况、体重及食物利用
率、发育情况、神经发育情况等F抗疲劳的负重游泳试验、爬杆试验、部泳试'险等p减肥的大 鼠肥胖动物模型F保
护心血管系统(心血管活性〉的抗心率失常试验、抗缺氧试验、抗血小板聚集和实验性血栓形成试验、降血脂试
验等z抗癌抗突变(抗肿瘤)的修改的 Ames试验、修改的小鼠骨"细胞微核试验、VTO 细胞基因突变试验、
动物移植性肿瘤试验等z抗辐射的外周血像和骨髓像检查、淋巴细胞转化试验等等功能实验设计.实验项目完
成后更进一步确知具有该功能因子即有效成份的作用机理、化学结构和含量。我国营养保健品是建立在食疗

(1)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87)卫药字第70号.(91)卫监发第45号文.第一批，第二批《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品种，.

(2)周树商. 1995.保健食品的发展与评价.1995年江苏省生化制药研讨会论文集. 4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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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一般都采用多味既是药品又是食品的原料进行组方从复方中研究有效成份或功能因子难度始大，
因此积极开展有基础的功能因子的研究，利用现代技术从各种天然产物中去寻找、分离这类功能因子，为今后
功能因子的复合配伍打下基础。

2.3

要有严肃的产品质量标准
任何一种营养保健品必须具有科学依据的配方和组成及用量，都应有适合其特点的企业、地方、国家产品

标准和明确其有验证过的功能效应所适用范围及达到产品标准的技术要求和加工原料要求。对成品的感观
指标(从制剂的外观反应产品的质量一 形、色、气、味) I理化指标(从主要原辅料制剂中可能引入的杂质与成品
有关的项目一质量参数即限量、监测伪品、纯度、安全性，剂型要求即水份、醇量、总固体、相对密度、pH 值、重
量差异、崩 解度、均匀度、溶出度、澄清度、蛋白质、重金属、碑、铅、柔、炽灼残渣) ; 污染控制(异物、麟、霉菌、细
菌、卫生指标、化学变化h特别对有功能效应的特种成份含量测定及内控指标是非常重要的。如，全项氨基酸
分析，特别在营养学中食用蛋白质的重要意义在于供给八种必须氨基酸以合成体蛋白质及生理上重要的含
氮化合物。也可用1988年 FAO/WHO 的标准计算值"氨基酸比值"的多少来衡量是否具营养性。 又如对产品
进行全项微量元素分析、全项维生素检测值同人体每天平均需要量多少来对照比营养性，还有对人体细胞再
生、生命存在的必需重要物质 DN A、RNA 的检测等，对这些含有功能效应的特种成份含量的测定指标，甚至
对某些动物血液作为滋补品时必需要有测血球图像的图谱分析对照检测，如果没有的话，以假乱真无法可查。
以上这些质量标准还要有公认的常规的、可以检测是否符合标准的检测方法，检测规则，检测数据的灵敏性以
达可控要求。
2.4

要有合理的配方和高新技术的生产工艺
我国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又有几千年的中医药文化遗产和丰富的民间秘方，研究开发具有中国特色的

营养保健品有它的独特优势和广阔前景。目前我国各有关食品、药物、微生物、农牧水产等科研所、大专院校，
各企业的研究室的科研队伍;加上具有接近世界水 平的科研设备。对营养保健品的配方组成及其用量必须提
出科学依据和符合有关法规规定。配方要考虑营养的 平衡对全身各部位滋补的互补与协同作用。根据以上所
述的安全性、稳定性、功能性、质量标准、配方合理性选用先进的生产工艺，重点发展冷冻干燥技术、膜分离技
术、超微粉碎技术、超临界萃取技术、微波技术、电脑控制技术、生物工程技术等新工艺，使产品具有传统特色、
配方合理、整体协调明显、品种不断更新、结构改善、实现规模化、现代化的进程[吴梧桐.1993]，GMP 管理是
对药品、 食品实行全面质量监控的国际通用准则，由于营养保健品直接关系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危，其质量要
求必须十分严格，实行 GMP 不仅能保证质量，也是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的通行证。 合理配方、高新技术的生产
工艺、GMP 管理的推行，才能取得市场竞争的优势。 随着卫生部制订的《保健食品管理办法))<<保健食品通用
生产技术规程》的实施，促进蕾养保健品业健康、有序的发展。
营养保健品的消费，已成为世界新的潮流，中华民族的"药食同源"及"食疗养生"的宝贵遗产，已成为全人
类的福祉，让我们以科技为先导，发挥传统优势，为人类的健康和改善生存质量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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