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寿 

旨在生产 有防治 效的乳制品 

«毕飞来福—福特»浓缩剂 

含五种对人体有益的双歧杆菌 



添 五种双歧杆菌浓缩剂 比 来福-福特 的酸乳制品 有防治 效  

经过多次临床试验证明， 现代药物相比，该乳制品 仅 有防治 效，
有很好的治疗 能 经大量消费者 用显示，该产品的防治 效得

到广泛认可  

用添 5种双歧杆菌浓缩剂的 品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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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来福—福特 浓缩剂中直接添 的 双歧杆菌，是
丰富 品中的双歧杆菌而添 的冷冻的 燥双歧杆菌 

世界 一 生的五种双歧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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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来福—福特 浓缩剂成分中所含

的双歧杆菌是对人体健康有益的 生菌
株，能强化益生菌特征 是五种双歧
杆菌中任何一种都 有的特性 是
五种双歧杆菌构成了人体菌群的生物
衡基础  

        种双歧杆菌组 能够抵抗有害物

质对胃肠道的侵害，提高消化系统的活
力， 有明显的抗氧化效能和益生作用  



使用 比 来福—福特 浓缩剂的好处  

•用于生产任何酸乳生物制品  

•可以生产 有防治 能的产品  

•能够生产含对人体有益全部种类双歧杆菌成分的特有产品  

•提高产品的安全性  

•在 使用防腐剂的情况 ，延长产品的保质期  

•增 使用双歧杆菌的种类能够增强对肠道感染病原体的抵抗力  

•使用方便 添 前，浓缩剂必须溶解  

•能够 任何酵母和浓缩剂组  

•能够 任何 品添 剂和香料 甜味 水果味 浆果味 蔬菜味 草
香味 组  



使用方法 

比 来福—福特 浓缩剂需要在灭菌的蒸馏水
或脱脂牛奶中溶解，温度 22-37摄氏度，1标
准剂量200毫升水  
      在生产酸乳制品的过程中， 酸乳微生物
一同发酵时，将 比 来福—福特 浓缩剂添

到标准混 物中 产品发酵时长和温度取决
于所使用的酸乳微生物，同时也取决于所制产
品种类的工艺特性  

200ml 

t° 22-37 °C 



比 来福—福特 浓缩剂 

比 来福—福特 浓缩剂生产时包装成袋  

• 0.5 标准剂量 

• 1标准剂量 
 

    1标准量用于添 1000千克产品 在保证浓缩剂

添 标准时，双歧杆菌在被添 产品中的含量 少
于10⁷ CFU/g  
 

    1克浓缩剂中双歧杆菌的含量 少于10¹¹ CFU  



针对Escherichia coli, Staphylococcus aureus, Candida albicans, Proteus mirabilis, 
Shigella flexneri, Klebsiella pneumoniae, Shigella sonnei, Proteus vulgaris, Citrobacter 

freundii, Bacillus subtilis, 比 来福—福特 浓缩剂中所含的双歧杆菌菌株 有
明显的拮抗作用  

 

 

 

 

        双歧杆菌所有的微生物对S.aureus и Sh.sonnei产生的拮抗作用最 明显，
而 两种细菌是引起 物中毒最 常见的原因 使用 比 来福—福特 浓缩
剂能够延长 品的保质期，提高 储存性能  



使用 比 来福—福特 浓缩剂的好处  

•用于生产任何酸乳生物制品  

•可以生产 有防治 能的产品  

•能够生产含对人体有益全部种类双歧杆菌成分的特有产品  

•提高产品的安全性  

•在 使用防腐剂的情况 ，延长产品的保质期  

•增 使用双歧杆菌的种类能够增强对肠道感染病原体的抵抗力  

•使用方便 添 前，浓缩剂必须溶解  

•能够 任何酵母和浓缩剂组  

•能够 任何 品添 剂和香料 甜味 水果味 浆果味 蔬菜味 草
香味 组  



克  

使用 比 来福—福特 浓缩剂的地区分 情况 

罗  白 罗  哈萨克 坦 塔 克 坦 

中 样的企业有 维姆-比利- -派普西科 (Wimm-Bill-Dann - 

PepsiCo)，帕玛拉特 (Parmalat)，莫尔威 特 (Molvest)，米尔季连
德 (Milkiland)  

使用 比 来福—福特 浓缩剂生产酸乳制品的企业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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