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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食用消费品

有三大类

•食品/膳食 Food

•药品 /Drug

•膳食补充剂 /Dietary supplements



食品/Food

• 食品必须有营养成分表(Nutrition Facts)
    列出主要营养成分, 粮食; 食物. 脂肪酸, 碳水化
合物，糖类，热能含量

• 用来充饥: 吃,喝. 每日至少三次不能少

• 不吃,不喝会饿死

• 每日摄入量2000~3000大卡, ~斤
• 吃喝过多过量, 会发胖

• 组成部分, 用图, 食品/膳食 Food

• 食物的饥饿, 
• 在古代，“饥”与“饿”存在着程度上的差别。“饥”指一般的肚子饿；“饿”

是程度很严重的饥饿。如今，“饥”和“饿”两个字已经混为一谈，合成为一个
词，可用来表示任何状态任何程度下的饥饿感。



药品 /Drug

• 药品必须有药物成分表 (Drug Facts)
   列出主要有效药物成分, 纯的化学物含量

• 用来治病 : 生病时吃/喝. 偶尔,有时候用

• 不吃,不喝药会病死

• 每日摄入量毫克~克
• 吃喝过多过量, 会中毒死亡

• 组成部分, 用图, 食品/膳食 Food

• 食物的饥饿, 
• 在古代，“饥”与“饿”存在着程度上的差别。“饥”指一般的肚子饿；“饿”

是程度很严重的饥饿。如今，“饥”和“饿”两个字已经混为一谈，合成为一个
词，可用来表示任何状态任何程度下的饥饿感。



膳食补充剂/Dietary supplements

• 膳食补充剂必须有补充剂成分表 
(Supplement Facts)

   列出主要成分, 植物提取物等

• 用来补充膳食不足: 每日食用

• 不用膳食补充剂不会死, 可能会死得快些

• 每日摄入量毫克~克
• 吃喝过多过量, 也会中毒

• 组成部分, 用图, 食品/膳食 Food

• 食物的饥饿, 
• 在古代，“饥”与“饿”存在着程度上的差别。“饥”指一般的肚子饿；“饿”

是程度很严重的饥饿。如今，“饥”和“饿”两个字已经混为一谈，合成为一个
词，可用来表示任何状态任何程度下的饥饿感。



美国食用消费品市场

• 食品/Food: 市场/需求大, 门槛极低---价
格便宜

• 药品 /Drug: 市场/需求小, 门槛极高---价
格昂贵

• 膳食补充剂 /Dietary supplements: 需求
不大, 门槛不高---价格不便宜, 但也不昂
贵

 



植物提取物主要应用
在美国膳食补充剂中



膳食补充剂 /Dietary supplements
• 1994年美国国会颁行了《膳食补充剂健康教育法

》，将膳食补充剂定义为：它是一种旨在补充膳
食的产品（而非烟草），可能含有一种或多种如
下膳食成分：维生素、矿物质、草本（草药）或
其他植物、氨基酸，以增加每日总摄入量而补充
的膳食成分，或是以上成分的浓缩品、代谢物、
提取物或组合产品等。在标签上需要标注
“Dietary Supplement”，可以丸剂、胶囊、片剂或
液态等形态口服，但不能代替普通食物或作为膳
食的替代品。

• 。



营养素补充剂
• 是为补充机体营养素的不足或其它特殊需要的制

剂，它可以是由氨基酸、多不饱和脂肪酸、矿物
质与维生素组成，也可以是一种或多种维生素或
矿物质组成。

• 经批准的营养素补充剂不得以提供能量为目的，
只能宣传补充某某营养素，不得声称具有其他特
定保健功能。营养素补充剂由一种或多种维生素
或矿物质组成，产品形式一般为为片剂、胶囊、
冲剂或 口服液，冲剂每日食用量不得超过20克，

口服液每日食用量不得超过30毫升。



膳食补充剂

• 膳食补充剂则是指为补充膳食不足或特
殊需要的制品。其与营养素补充剂的不
同是，除了可含有膳食中上述营养素成
分外，还可含有非营养素的其它成分，
尤其是可以含有某些药草如人参、植物
提取物等。还含有未知的成分。安全性
未知。



膳食补充剂 /Dietary 
supplements

• 依照法规, 膳食补充剂纯粹只是一种膳食
补充，既不能代替普通食物，也不具有
对任何疾病的诊断、治疗和预防功能，
这些都必须在标签上明确注明。

• 不具有保健的概念和内涵。完全中性的
概念



美国膳食补充剂
不同如

 中国营养保健品(食品)



膳食补充剂需要许可证

• 生产商需要许可证

• 销售/贮存商需要许可证

• 批发零售商需要许可证

• 零售商需要许可证



美国膳食补充剂市场



销售渠道: 美国大药店



销售渠道: 美国大超市



销售渠道: 美国网商



US Plant Extracts Market
• Market Size: The North American 

phytochemicals & plant extracts market is 
estimated to grow from $675.9 million in 2014 to 
$1.01 billion by 2019

• Growth Rate:  8.3% during the period 
• Used for human diseases (cancer, AIDS,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allergy, 
inflam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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膳食补充剂 /Dietary 
supplements

• 纯粹只是一种膳食补充，既不能代替普
通食物，也不具有对任何疾病的诊断、
治疗和预防功能，这些都必须在标签上
明确注明。

• 不具有保健的概念和内涵。完全中性的
概念



膳食补充剂 /Dietary 
supplements

• 从客观地说是(非常)有用的。

• 在市场上有未满足的需求。

• 疾病多, 疾病多, 良药少。

• 不具有对疾病的诊断、治疗和预防功能

• 仍然具有某些减少疾病, 增强免疫力,治疗
疾病功能。



膳食补充剂用途

• 因为西方医学中, 许多症状是没有药的。

• 膳食补充剂 对于某些人来说很有用。 。
• 不具有对疾病的诊断、治疗和预防功能

• 仍然具有某些减少疾病, 增强免疫力,治疗
疾病功能。



膳食补充剂营销

• 电视营销

• 会议营销

• 营养师, 药剂师, 医生 



膳食补充剂用户

• 健康爱好者人群

• 绝症病人群, 特殊病人群

• 老年人群 

• 中产阶级以上人群



膳食补充剂用户

• 减肥者人群

• 健美者人群

• 慢性病患者人群

                1) 关节炎, 

                2) 心血管的 

              3) 肿瘤

              4) 糖尿病

              5) 抗炎症的



膳食补充剂用户

• 减肥者人群



膳食补充剂用户

• 健美者人群



膳食补充剂用户

• 慢性病患者人群--- 关节炎, 
                    



膳食补充剂用户

• 慢性病患者人群---肿瘤



膳食补充剂用户

• 慢性病患者人群---糖尿病



膳食补充剂用户

• 慢性病患者人群---心血管的 
            



膳食补充剂用户

• 慢性病患者人群---抗炎症的 
            



Benefit Synergy 协同效应

• It can be beneficial to take drug/medicine药物, 
and dietary supplements食品补充剂 at the same 
time

• It can bring extra effect between drug/medicine, 
and dietary supplements



美国膳食补充剂
使用如同  

 中国营养保健品(食品)



美国膳食补充剂未来展望

• 从客观地说是(非常)有用的。

• 在市场上有未满足的需求。

• 疾病多, 良药少。

• 不能代替普通食物或药品作为替代品。不具有
充饥和治病的功能。

• 但是具有独特的功能, 具有减少疾病, 增强免疫
力, 预防疾病功能。

• 需求会继续增加。

            



膳食补充剂未来展望

• 亡羊补牢, 为时晚也。因为生命
只有一次。

• 为什么不亡羊之前补牢呢?

      
为什么不亡羊之前补牢呢?



谢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