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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egut® – 科学研究
使用紫苏叶提取物进行了几项科学研究，以探究其对消化系统健康的影响：
1. 人类营养研究对胃肠不适症
2. 人类体内试验研究抗炎和免疫效果
3. 体外 研究筛选致密结泄漏的预防效果
4. 动物试验探讨抗痉挛作用
5. 体外 研究筛选脑-肠轴活动
6. 体外 研究筛选益生作用效果
研究描述与成果均在本说明中进行了总结。

Benegut® 帮助支持…
胃肠道健康
改善肠胃不适
减少腹胀
减轻腹部不适，如疼痛、痉挛和炎症
免疫系统与生活质量

新型肠道健康的优智配料
 科研总结 

这些声明没有经过FDA和EFSA的评估。
本产品不用于诊断、治疗或治愈任何疾病。

什么是Benegut®?

Benegut®是一种高品质、可持续、天然的食品成分，能缓
解肠胃不适。

它是一种专有的紫苏  (L.)叶提取物，一年生的可食草本植
物，原产于亚洲。紫苏叶传统上用作茶或香料，以及传统
的药物制剂，以支持呼吸道和免疫系统。

动物体内、体外和人体研究表明，Benegut®结合促动力、
抗痉挛和抗炎作用，可立即缓解胃肠道不适。

Benegut®是经过科学验证的，受专利保护，在欧洲和美国
被批准用于膳食补充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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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体营养研究探讨对胃肠道不适的影响
一项人体营养研究的结果显示，每日补充Benegut®可支持胃肠道健康。

研究描述: 

 双盲、随机、安慰剂对照、平行设计人体研究
 50名健康人群，年龄30-70岁，BMI 19-30 kg/m2，女41人，男9人
 服用150毫克Benegut®胶囊，每日两次，连续四周

 有胃肠道不适倾向的健康志愿者，主要为女性，有胃肠道不适，排便减少
 这项研究是由德国Esslingen的Biotesys公司进行的

研究流程图：

新型肠道健康的优智配料
 科研总结 

每日问卷内容：
• 排便情况
• 粪便硬度
• 每日的肠胃感受



Vital Solutions GmbH, Hausingerstrasse 6, D-40764 Langenfeld, +49 (0) 2173 109 82 02 
Info@vitalsolution.biz  www.benegut.com         www.vitalsolutions.biz 

Benegut® 可缓解肠胃不适
 健康人的所有胃肠道症状(腹胀、胀气、胃胀、饱腹感和腹部不适)均有明
显改善

 80%的志愿者服用紫苏提取物后，胃肠道不适症状有明显改善

 肠胃道不适均改善了40%以上

 紫苏对减轻腹胀和腹部不适最有效，尤其对女性：与安慰剂相比，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48*)

 研究结果确认了体外和体内的测试结果，并证实了紫苏提取物的促进动
力和抗痉挛的作用模式，其功效可立即、显著的缓解胃肠道不适

 考虑到在健康志愿者中进行人体营养研究颇具挑战性，该研究的结果非
常有成效

Buchwald-Werner S., et al, Perilla Extract improves gastrointestinal discomfort in a randomized placebo controlled double blind human pilot study,  
BMC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2014) 

新型肠道健康的优智配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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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胃肠道不适改善(%)全部  女性志愿者小组 

Responder (%) 
腹胀、胀气、胃胀、饱腹感、腹部不适、胃肠道不适总评分、腹胀+腹部不适

紫苏提取物

安慰剂

腹胀、胀气、胃胀、饱腹感、腹部不适、 胃肠道不适总评分、腹胀+腹部不适评分

紫苏提取物

安慰剂

腹胀、胀气、胃胀、饱腹感、腹部不适、 胃肠道不适总评分、腹胀+腹部不适评分

紫苏提取物

安慰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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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类 体 内 试验研究抗炎和免疫效果

具有抗炎和免疫调节特人体体内研究结果显示，Benegut
®

性。研究描述:
 10名自愿受试者提供肝素化血样，平均年龄35.3±7.6岁

 10名志愿者的人血白细胞被脂多糖(LPS)处理以引发炎症，随后通过TNFα
细胞的浓度来测定。此外，加入伴刀豆球蛋白A (Con A)和(SEB)以触发免
疫反应，随后通过测定白介素进行评估

 这项研究是由德国Esslingen的Biotesys公司进行的

Benegut® 支持免疫功能和肠道健康

抑制TNFα的释放 Th1向Th2移动

 Benegut
® 在Th1(细胞)和Th2(体液)免疫应答之间具有平衡作用，预

防和平衡过度刺激的免疫系统和相关炎症

 Benegut
®
 抑制促炎细胞因子TNFα细胞抗炎的好处可以降低罹患炎症

性疾病的风险，如肠漏、肠易激综合征或IBD

 研究结果表明，Benegut®显著平衡免疫系统，减少炎症和维持胃肠道
舒适

新型肠道健康的优智配料
 科研总结 

Fujii H., et al., Investigation of a Perilla frutescens special extract. Anti-inflammatory and immune-modulatory properties. Agrofood Industry hi-tech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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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体外研究筛选致密结泄漏的预防效果
Benegut

®
 采用最先进的跨上皮电阻(TEER)研究肠上皮细胞(Caco-2)对TNFα -

引起的紧密连接泄漏的影响。

Benegut
®
 对防止炎症引起的紧密连接

渗漏有显著效果，有利于在肠漏、肠
易激综合征等概念中的应用。

 

4. 动物试验探讨抗痉挛作用
及其关键活性成分对成年Wistar大鼠本试验研究了Benegut®回

肠收缩的抗痉挛作用。

作用方式 兴奋剂 
正 

控制 

由压力引起的嗜神经
效应 

乙酰胆碱 阿托品

由食物过敏原引起
的致疣效应 钡 罂粟碱 

Benegut® 和分离的维采宁-2 证明止
痉挛的影响抑制向肌性和向神经性胆
碱能活性。

Verspohl E.J., et al., Testing of Perilla frutescens extract and Vicenin 2 for their antispasmodic effect. Phytomedicine (2013) 

5. 体外研究筛选脑-肠轴活动
Benegut

®
 的急性神经活性作用并采用电生理多通道记录方法检测分离

的维采宁-2对小鼠额叶皮层神经活动的影响，并与已知的神经活性物
质进行比较。

Benegut
®
 和分离的维采宁-2作为可逆胆碱酯酶抑制剂具有促进作

用，以平衡节律和支持小肠的规律性。

Buchwald-Werner S., Fujii H., Prokinetic and antispasmodic constituent discovered in Perilla Frutescens – Development of a gut health ingredient. Planta medica (2012)

Buchwald-Werner et al., Perilla Frutescens targets intestinal permeability. In vitro study on TNF-α 

stress-induced barrier dysfunction in intestinal epithelial cells. Agrofood Industry hi-tech (2016) 

新型肠道健康的优智配料
 科研总结 



Vital Solutions GmbH, Hausingerstrasse 6, D-40764 Langenfeld, +49 (0) 2173 109 82 02 
Info@vitalsolution.biz  www.benegut.com         www.vitalsolutions.biz 

6. 研究筛选益生作用效果
益生元促进益生菌的生长，限制致病菌的生长，因此本研究将这两类细菌纳
入研究。

研究结果:

 Benegut
®
 证明了益生元的功效

 Benegut
®促进了L.plantarum, B.lactis, B.longum subsp. infantis 以及

B.longum subsp.longum.的生长。这些细菌和Benegut® 的共生混合物将
适用于肠易激综合征、脑肠轴和免疫相关概念

 Benegut
® 抑制鼠伤寒沙门氏菌、大肠杆菌、阴沟肠杆菌、肺炎

克雷伯菌和脆弱拟杆菌的生长，这些菌群均与胃肠道疾病有关，特别是
针对腹泻，共生混合物可归纳于胃肠道舒适运转的概念中。

新型肠道健康的优智配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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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egut®的益生元属性
阳性对照(葡萄糖作为c来源1%，2% w/v)

与阴性对照(无C来源)

乳酸菌               双歧杆菌  致病菌

乳酸菌的生长               双歧杆菌的生长     致病菌的生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