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OWARU® PROTECT SENIOR
支持老年人免疫健康的益生菌

肠道微生物菌群与免疫功能在一生中共同进化 
鉴于人们年龄会改变肠道微生物组成。这包括了有益的双歧杆菌的丧失，并与免疫功能
下降、以及系统失调和健康不佳相关。老年人常常会免疫功能下降、感染易感性增加、 
疫苗应答减少、以及与结肠转运时间缓慢相关的不适。使用益生菌已被证明能够给老年
人提供促进免疫系统健康的健康益处。 

帮助全球的老年人
老年人是全球人口增长最快的人群。到 2050年，预计全球老年人口会接近21亿。益生菌
给这个不断增长的人群提供维持健康活跃的免疫系统的天然方式。但是并非所有的益生
菌都是一样的。 HOWARU® Protect Senior (乳双歧杆菌 HN019™)是一种独特的专有益
生菌制剂，旨在为老年人提供免疫增强。

您的每日挑战

支持老年人免疫健康

追随个体化益生菌补充剂的潮流

给目标消费者的定制解决方案

用经临床研究证实其功效的益生菌
来支持您的产品

免 疫 健 康



HOWARU® Protect Senior的经验证的益处
• 已经完成一项基于4个临床研究的系统评价和荟萃分析，测定

补充益生菌乳双歧杆菌HN019™对于健康老年人细胞免疫活性
的功效。 

• 该系统评价是通过搜索有关老年人食用乳双歧杆菌HN019™后
的吞噬作用活性或NK细胞活性的临床试验的数据库进行的。  
 

吞噬作用能杀死有害的病原菌，帮助维持肠道动态平衡；而
NK细胞活性能杀死感染细胞的病毒、减少病毒感染的传播人
体内的吞噬能力以及NK细胞活性会减少。 

• 该随机效应的荟萃分析的每个结果采用标准化均数差(SMD)、
以及益生菌和对照组之间95%置信区间而进行。  

• 这四项临床研究证明了对细胞免疫的影响，每天摄入乳双歧
杆菌HN019™能增强健康老年人的免疫功能。(Arunachalam 
et al. 2000; Chiang et al. 2000; Gill et al. 2001a, 以及 Gill et 
al. 2001b).。特别是，乳双歧杆菌 HN019™能提高吞噬能力，
并提高NK细胞活性 (Miller et al. 2017).

• 在另一个研究中，乳双歧杆菌 HN019™被证明能增加老年人
肠道中双歧杆菌的数量。 (Ahmed et al. 2007).

• 再下一个研究表明，乳双歧杆菌 HN019™ 能显著改善健康成
年人的结肠转运时间、从而帮助保持肠道规律性。(Waller et. 
al. 2011). 肠道拥有人体70%的免疫系统，肠道微生物菌群对
于免疫健康非常重要、尤其是老年人。

 有关乳双歧杆菌HN019™的主要发现：
 •  通过以下方式改善免疫功能：
 •  增加吞噬能力
 •  改善NK细胞活性
 •  增加老年人肠道中的双歧杆菌数量

为什么选择 HOWARU® Protect Senior?
• 一个经临床验证的益生菌解决方案，能支持老年人的免疫健

康。剂量从50亿CFU的乳双歧杆菌HN019™开始有效。
• 追随个体化益生菌解决方案的潮流
• 一系列方便的、可以马上上市的产品型式和浓缩品，用于消

费者的保健、膳食补充剂、以及食品与饮料行业，或作为符
合您期待的产品型式的定制产品

• 专利性益生菌，具有免疫健康特性以及自身稳定技术

为什么选择杜邦？
• 益生菌科学的领导者
• 最广泛的经临床验证的益生菌产品系列
• 无以伦比的膳食补充剂配方专长
• 食品和饮料行业广泛使用的全球和区域性应用专长
• 强大的法规支持，帮您符合当地法规要求
• 营销支持和行业洞察，帮您成功定位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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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的临床文献 – 六个关于乳双歧杆菌 
HN019™ 的临床研究展现对老年人相关益处    
    

有益菌 血细胞

增加肠道中
双歧杆菌数量

Ahmed at al. J Nutr 
Health Aging. 2007 
Jan-Feb; 11(1):26-31

4   研究1   研究 1   研究

Meta-analysis: Miller 
et al.  2017  Nutrients:
•  Arunachalam et al.  
    2000
•  Chiang et al. 2000
•  Gill et al. 2001a
•  Gill et al. 2001b

支持免疫健康

Waller et al; Dose-
response effect of 
Bifidobacterium 
lactis HN019 on 
whole gut transit 
time and functional 
gastrointestinal 
symptoms in adults; 
Scand J Gastroenterol, 
25 April 2011)

帮助维持
肠道规律性

0

-10

-20

-30

Day 0 Day 14

Co
lo

ni
c 

Tr
an

si
t T

im
e 

(h
ou

rs
)

安慰剂
低剂量  
(1Bn CFU) day one vs day 14

高剂量
(10Bn CFU) day one vs day 14

本宣传资料仅为针对食品行业的企业对企业类信息、并非用于最终消费者宣传。这些信息基于我们自身的研发工作，并最大限度地 基于我们
的可靠知识。但是，杜邦公司并不对使用这些产品产生的风险承担任何责任，因为产品使用条件不在我们的控制范围之内。相关企业还 应根
据产品的应用范围，对于任何声称都要检索遵循当地的法规规定。

©2018 杜邦公司版权所有。杜邦椭圆形标志、杜邦 ™，丹尼斯克 ®，及
所有标注有 TM 或 ® 的产品和品牌均为杜邦公司或其关联公司的商标或
注册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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