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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蕈提取物将会创造食品的新价值
香蕈提取物的原料是双孢蘑菇，这种菌菇长期以来一直与全球的饮食文化紧密相连，
是唯一一种在全球范围内被广泛食用的蘑菇。
1987年，株式会社利根发现双孢蘑菇的提取物具有除臭效果，进而开发了制造香蕈提
取物的技术。
研究成果表明，其具有抑制肠道内腐败产物、降低血氨浓度，增强NK细胞活性以及抑
制慢性肾衰竭的发展等功效 。
现在，香蕈提取物作为糖果、饮料和健康食品等的原料得到广泛使用，今后有望超越
食品领域范畴，在替代医疗领域也得以应用。

什么是香蕈提取物？
通过专利技术从双孢蘑菇（学名：Agaricus bisporus）中提取的粉末状除臭、健康材料。

■

香蕈提取物的产品概要
● 香蕈提取物的规格值（BX100FPD-S）
蛋白质
脂 肪
糖 类
灰 分
水 分
重金属
普通细菌
酵母/霉菌
酸 度

商品名称：CHAMPEX 香蕈提取物
原材料：双孢蘑菇

● 香蕈提取物的种类
粉末
Bio-M BX100FPD-S

性

● 香蕈提取物的安全性
根据官方机构的安全性试验的结果，本品在大鼠急
性、亚急性经口毒性试验以及变异原性试验中均未
出现异常，证明本品具有安全性。

成

状

分

5.0±2.0%
0.3%及以下
85.0±5.0%
5.0±2.0%
8% 及以下
10ppm 及以下
500CFU/g 及以下
300CFU/g 及以下
9.0±3.0%
褐色粉末状，具有独特的香味和酸味。
（目视以及感官分析）
双孢蘑菇浓缩成分：21.0%
DL-苹果酸
：9.0%
糊精
：70.0%
※每100g本品相当于1kg生双孢蘑菇

● 香蕈提取物在食品中的用途事例和建议摄入量
目的

● 香蕈提取物的基本物理性质
性

状

褐色粉末状，具有独特的香味和酸味。

经时变化

在密封状态、常温环境中3年内性状不会发生改变。
由于是天然物质，可能会产生沉淀物，但对除臭效果无影响。
并且，过滤沉淀物后效果也没有变化。

光稳定性

可能会受光的影响而颜色变深，但并不明显。

相容性
[糖]
[味道与口感]
[维生素]

基本上，与绝大部分食品材料组合都没有问题。
会产生美拉德反应，但并不明显。
可添加至苹果、梅子、桃子、

抑
制
恶
臭

口臭（口腔内）
呼气臭（肺部气息）
体臭・便臭

用途事例
糖果・片剂
软糖・饮料

摄入量
2mg~10mg/餐
20mg~50mg/餐
200~600mg/天

整肠健肠效果
生
理
作
用

增强NK细胞活性

片剂

抑制过敏性物质

硬质胶囊

消除活性氧

颗粒

抑制幽门螺杆菌

果冻

预防痛风

饮料

橙子等的天然果汁以及苏打水等中。

抑制肾衰竭

可添加至维生素类中。

200~600mg/天

500~2,000mg/天

耐热性

在加热试验中用180℃加热5分钟，除臭能力没有变化。

● 香蕈提取物的专利相关情况

耐酸性

在强酸性状态下，除臭能力没有变化。

【专利】

【商标】CHAMPEX

耐碱性

小于pH10，除臭能力没有变化。

1. European Patent No,0381055

日本：第29类、第32类
美国：第5类
CTM（欧洲）：第5类、第30类
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芬兰、法国、德国、
英国、希腊、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荷兰、葡
萄牙、西班牙、瑞典，共15个国家
泰国：第29类 韩国：第29类、第32类
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第30类

食品卫生法的
使用标准
批次稳定性

（英国、法国、德国、瑞士、西班牙、瑞典）

香蕈提取物并非食品添加剂。请作为食品使用。
检查100个批次的产品，符合规格要求。

2. USA Patent No，5639.,470
3.USA Patent No：5,804,174
4.韩国专利 No,193292
5.日本专利 No.2930323
6.加拿大专利 No.2,008,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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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蕈提取物的功能特性
摄入人体内的食物中，部分会被肠道内的有害细菌分解，变为氨、硫醇、吲哚、硫化氢等臭味强烈的腐败产物。这些
腐败产物不但会产生臭味给人以不快感，还会在体内成为毒素，引发肝肾功能障碍、高血压、癌症等各种生活习惯
病。香蕈提取物可以抑制这些体内毒素的生成，防止口臭和体臭等，还具有能够帮助使用者打造健康理想体质的多种
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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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便臭成分

口服香蕈提取物，具有抑制臭味强烈的腐败产物（体内毒素）的效果。
让9名受试者服用香蕈提取物（BX100FPD 0.5g,1.5g/
天），并用仪器分析便臭成分浓度。

让8名慢性肾衰竭患者服用香蕈提取物（BX100FPD 2g/
天），并用仪器分析便臭成分浓度。

对氨的抑制作用

对氨的抑制作用

第21届 日本食品微生物学会

对苯酚 (■)、吲哚 (■）、粪臭素 (■) 的抑制作用

应用药理76(5/6)2009

对苯酚 (■)、吲哚 (■）、粪臭素 (■) 的抑制作用

第21届 日本食品微生物学会

对硫化氢的抑制作用

应用药理76(5/6)2009

对硫化氢的抑制作用

第21届 日本食品微生物学会

应用药理76(5/6)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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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口臭

3

●针对口臭成分的GC测试
在容积为125ml的小药瓶(vial)中加入口臭成分甲硫醇并将
其浓度调整为0.5ppm，分别将2、5、10mg的香蕈提取
物（BX100FPD）溶解到3ml蒸馏水中，制备出使用量不
同的3种溶液，比较这3种溶液的除臭效果。香蕈提取物添
加量为5mg和10mg时经过15分钟甲硫醇变为0ppm，添
加量为2mg时经过45分钟变为0ppm。

抑制“加龄臭”成分

让40~60岁因加龄臭而苦恼的7名男女服用香蕈提取物
（BX100FPD 0.68g/天）4个星期，并在第2个星期、第4
个星期对加龄臭成分辛烯醛进行GC测试，结果表明，其峰
值面积的平均值下降到了约1/3。

辛烯醛的峰值面积

GC测试中甲硫醇浓度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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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臭感官测试

让63名女大学生在吃完烤肉后食用1颗添加了香蕈提取物
（BX100FPD 0.125%）的糖果，进行口臭的感官测试。
问卷调查中，63名测试者中有58人回答“有效果”。

口臭感官测试

利根

降低血氨浓度的作用

氨是血液毒素成分之一，一旦超过一定的量，就会导致免
疫细胞活力降低，乃至麻痹脑神经引发名为肝性脑病的疾
病。
让14名受试者口服香蕈提取物（与BX100FPD 0.5g相
当）30天，并测量血氨浓度，结果发现，与服用前相比，
服用15天后及服用30天后，血氨浓度均明显降低。

血氨浓度降低

株式会社

利根

第36届 东北临床卫生检查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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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道内菌群的变化

目前已知，双叉乳杆菌占优势的肠道内环境平衡，对于预防癌症、动脉硬化等生活习惯病以及防止老化等有着重要作
用。

让9名受试者口服香蕈提取物（BX100FPD 0.5g,1.5g/
天），对肠道内菌群进行调查发现，呈现出有益的双叉乳
杆菌增加、有害的梭状芽孢杆菌减少的趋势。

让8名慢性肾衰竭患者服用香蕈提取物（BX100FPD 2g/
天），对肠道内菌群进行调查发现，呈现出有益的双叉乳
杆菌增加、有害的梭状芽孢杆菌和葡萄球菌减少的趋势。

双叉乳杆菌增加

双叉乳杆菌增加

第21届 日本食品微生物学会

梭状芽孢杆菌减少

应用药理76(5/6)2009

梭状芽孢杆菌减少

应用药理76(5/6)2009

第21届 日本食品微生物学会

葡萄球菌减少

应用药理76(5/6)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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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肾衰竭发展

肾衰竭如果恶化，血清肌酐的倒数会减小，肌酐清除率会下降。通过服用香蕈提取物（BX100FPD 2g/天），与服用前
相比，服用后的数值得到改善。

血清肌酐的倒数

肌酐清除率

专科医院检查结果

让8名慢性肾衰竭患者服用了香蕈提取物（BX100FPD
2g/天）。
一般来说，慢性肾衰竭患者的血肌酐浓度会出现不可逆的
上升，所以在摄入的3个月前（Before）到开始摄入后的3
个月内，血肌酐浓度呈现明显的上升恶化，但在摄入3个
月后（After）血肌酐浓度与开始摄入时相比保持不变，肾
衰竭的发展得到控制。

血肌酐浓度

专科医院检查结果

7

增强NK细胞活性的作用

让10名50~80岁的老年人服用香蕈提取物（BX100FPD
0.4g/天）1个月，与开始服用前相比，NK细胞活性从
26.55%提高至40.92%，显著提高了54.1%。服用香蕈提
取物后，口臭、体臭和便臭得到减轻，人体试验结果表
明，粪便中的腐败产物（氨、硫化氢、硫醇、吲哚以及粪
臭素）减少，血氨浓度降低。目前已知，一般情况下，当
血氨浓度高时，NK细胞的活性会减弱，本试验显示，以老
年人为对象，持续摄入香蕈提取物1个月，可以使血氨浓
度降低，从而增强NK细胞活性。

NK细胞活性增强

应用药理76(5/6)2009

专科医院检查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