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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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炳翰国际机构——全球营销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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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参博士”品牌进入中国市场

2006年，炳翰国际机构旗下“参博士”
品牌正式进入中国大陆市场，并在上海设立
全资子公司。经历多年在中国的蓄势，诸多
产品获得“中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
的进口批准。以“尊重生命、健康祥和”作
为经营理念，参博士中国将继续沿着品牌经
营之路，传播正确的健康理念，为广大消费
者的真正健康谋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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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博士品牌五大优势

GAP
种植

独步
工艺

国内外
认证

顶尖
科研

优质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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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博士产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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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博士产品——原料产地的比较

• 韩国参（高丽参）、日本参
海拔600米以下

• 参博士人参
来自全球优质人参产区，位于北纬40度至46度之
间，海拔1000至2000米的长白山山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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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博士产品——种植技术比较

• 普通长白山人参
种植量庞大，农药滥用；
无有效管理，品质无法保证；

• 参博士人参

吉林靖宇自有人参田3000公顷，天然养地，不用
化肥；

GAP种植，严格品管，坚持不喷洒农药；

坚持足6年采收，最丰富的营养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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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Michelson Laboratories,Inc.
重金屬及農藥殘留檢驗



9



10

美國Michelson Laboratories,Inc.
微生物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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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博士产品——制造工艺比较

• 传统人参
红参：高温蒸煮（破坏营养元素）

大补大燥（热性体质不能食用）
白参：出土、洗净、晒干

未经过温度处理，皂苷无法转化出来

• 参博士人参制品

低热温制程（保留人参营养元素）

人参皂苷最高值转换（人体可完全吸收营养）

不燥热（不分性别、年龄和体质，都能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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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参营养元素

维他命
B-12,folic acid, nicotine acid, pantothenic 
acid, biotin, nicthlamide

矿物质 铜、钙、镁、钾、钠、磷、铁、铝

微量元素 镍、锰、铬、锌、硒、钼、钴、钒、锗

氨基酸

Aspartic acid, blycine, alanine, praline, 
valine, isoleucine, tyrosine, 
phenylalanine, fatty amino acids, arginine

香精油 200种不同成分

脂肪（0.05%） 天然植物脂肪

糖类 葡萄糖、果糖、糖化物、麦芽糖

人参营养元素

资料来源：德，恩斯特.D.普林森伯格博士（Dr. Ernst. D. Prinzen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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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OH（低温醇羟基）萃取回收率——人参有效营养成分萃取

名称 回收率(%)

低热温工艺制程——台湾参博士人参粉 62.3

传统工艺制程——传统人参系列 37.8-55

低热温技术确实保留较多营养成分

台湾参博士人参粉——低热温工艺，MeOH萃取回收率排名第一。

低热温工艺比市售传统人参，有效营养成分回收率高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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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参皂苷的功效

--NCBI(美国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 ) PubMed资料库

• 促进血液循环

• 抗凝血、抗压与抗焦虑

• 癌细胞毒杀或生长抑制作用

• 治疗糖尿病

• 减轻发炎症状

• 对心血管有保护作用

• 加快脂质的新陈代谢

• 抗老化与神经的保护作用

• 抗过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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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人参
参条、参片、参须

• 参博士人参系列产品

采用足6年整株人参（头、皮、身、脚、须）

吸收全部人参皂苷

参博士产品——使用方法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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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根部分人参皂苷含量较少
• 侧根部分人参皂苷含量是主根的3倍
• 须根部分人参皂苷含量是主根的10倍

人参皂苷分布不均匀

主根部分

侧根部分

须根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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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博士产品
独步全球养生极品

• 来自全球人参优质产区；

• 坚持GAP种植，保证无农药残毒；

• 低热温制程工艺，最大值保留人参营养元素；

• 采足6年全株人参，人体吸收整株皂苷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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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博士炳翰牌人参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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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单位：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

批准文号：国食健字J20050025

保健功能：调节免疫力

中国进口批准证书证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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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时间：2004年
研究单位：国立成功大学

财团法人成大研究发展基金会
中医药研究中心

计划主持人：郑瑞棠 教授
研究结论：

协助药物作用
Ι 型糖尿病患(注射胰岛素)：

增加胰岛素降糖作用
Π 型糖尿病患(口服降血糖药)：

降低胰岛素抵抗性
强化治疗效果
刺激胰岛素分泌

人参粉调节血糖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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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博士人参粉应用於癌症辅助治疗

台湾经济部科技研究发展专案
工业局2012年度SEM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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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博士人参粉对肿瘤内血管
增生之评估

时间：2012年
执行单位：财团法人生物技术开发中心
计划主持人：李应宣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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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49和Hep3B肿瘤生长曲线图

• 人参产品进行口服管喂用药
• 剂量：150mpk/每天一次，连续5天休2天，总共给药14天之后（於第三周第四次喂药

完成之后），再连续每天一次给予1000mpk测试物7天 （依业者需求之剂量）
• Hep3B – 肝癌细胞株，A549 – 肺癌细胞株
• Vehcile – 未含人参产品

结论：参博士人参粉对肿瘤生长体积无显著促进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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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vessel density (MVD) of tumor spacemen

结论：参博士人参粉对肿瘤内微血管的密度无明显之影响

将图像中的VEGFR2  positive，
anti-CD31 positive，和总血管数进
行量化。简言之，血管会被VEGFR2和
/或anti pan-endothelial cell 
marker CD31抗体所染色。被CD31染
色成不连续状的血管会被计算为独立
的血管，利用Nikon K80i microscop
附加的digital camera在200X放大倍
率下随机取五个视野，并以SPOT 
Advance software来照像；最后将每
个样品的五个图像中血管数加总再除
以总表面积可获得微血管密度(MVD，
微血管数（个)/m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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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博士人参粉於化疗引起之
白血球低下症评估

时间：2012年
执行单位：财团法人生物技术开发中心
计划主持人：张嘉铭 博士



2626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Day -7 Day 0 Day 4 Day 7 Day 14

N
e

u
tr

o
p

h
il 

 (
1

0
/m

L)

Neutrophil

Vehicle

CTX

CTX+G-CSF

CTX+人參-50 mg/kg

CTX+人參-100 mg/kg

CTX+人參-200 mg/kg

#

#

# CTX+G-CSF&CTX+人參200mg/kg vs CTX, P<0.05

结论：参博士人参粉与G-CSF比较，在200 mg/kg(4克/次，一天
三次)之剂量，也可恢复嗜中性白血球数量，大約有其2/3效能。

G-CSF(白血球提升剂)可以提升嗜中性白血球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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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博士人参粉应用於辅助癌症化疗
引发之疼痛的产品开发

时间：2012年
执行单位：财团法人生物技术开发中心
计划主持人：张嘉铭 博士



28

0

2

4

6

8

10

12

14

16

18

Group

Ta
il-

fl
ic

k 
la

te
n

cy
 (s

)
Vehicle

Taxol 20 mg/kg

Taxol + Ketamine 100 mg/kg

Taxol + 人參 50 mg/kg

Taxol + 人參 150 mg/kg

Taxol + 人參 450 mg/kg

结论：参博士人参粉舒缓了化疗药所导致之老鼠疼痛，以
14天人参治疗疗程显示了一个药效与剂量(dose)成正比趋
势，剂量越大，效果就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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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博士人参粉於NK cell

提升活性验证

时间：2012年
执行单位：财团法人生物技术开发中心
计划主持人：张嘉铭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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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xol(化疗药)降低杀手细胞活性

结论：参博士人参粉提升杀手细胞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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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博士炳翰牌参乐（人参胶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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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进口批准证书证照

批准单位：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

批准文号：国食健字J20090002

保健功能：调节免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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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乐胶囊肝发炎与护肝研究

实验单位︰台北医学大学保健营养系

计划主持人︰谢荣鸿教授

• 本测试物于三剂量组可减少因四氯化碳所造成之肝损
伤酵素指标AST(GOT) 及ALT(GPT) 上升

• 且于肝脏组织病理切片观察中显示具有降低肝脏组织
病理损伤程度的效果

肝脏脂肪变性(steatosis)指标

肝脏损伤(liver injury)指标

肝纤维化(fibrosis)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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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乐胶囊脑神经修复
与智能改善研究

实验单位︰中国医药大学 药学院 中国药学研究所

计划主持人︰吴启瑞 教授

结论：参乐胶囊可改善学习记忆能力，减少海马回Aβ 沉积，增加

抗氧化酵素活性并提升记忆相关调控蛋白BDNF含量。

阿兹海默症的大脑 正常的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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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博士炳翰牌人参花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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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进口批准证书证照

批准单位：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

批准文号：国食健字J20110002

保健功能：缓解体力疲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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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参花降血脂功效试验

试验名称：人参花降血脂

试验单位︰财团法人生物技术开发

中心 药理组

计划主持人︰李应宣博士

结论：饮用人参花茶具有降低总

胆固醇及低密度蛋白胆固

醇(LDL)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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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1年3-11月
计划编号：M10000121-425
计划名称：参博士人参花应用於降尿酸

新产品开发计划

台湾经济部科技研究发展专案
协助传统产业技术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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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测试参博士人参花水萃取物在250mpk具增加尿酸
排除与降低血中尿酸之作用能力，且此活性於三小時与
疾症组差异最显著。

试量产人参花降尿酸动物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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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参花抑制痛风型发炎动物验证

组別 NEUT#(10/uL) Total media

PBS
N.D. 0
N.D. 0
N.D. 0

MSU

75 3.75x106

14 0.7x106

136 6.8x106

46.8 2.43x106

人参花, 50 mpk

N.D 0
N.D 0
N.D 0
N.D 0

人参花, 250 mpk

N.D 0
N.D 0
N.D 0
N.D 0

两种剂量人参花对MSU诱发的neutrophil抑制作用

动物试验与药物处理：老鼠分别以IP注射
PBS及MSU 0.5mg / 0.5ml in PBS，及
MSU/人参花 (250mpk和50 mpk) in PBS，
每只老鼠诱导体积为6 ml ，6 hr 后以
CO2麻醉老鼠，注入50 ml 预冷的PBS

样本收集与数据分析：收集后之腹腔液
(平均总体积约43~44 mL)，以1500 rpm ，
4℃，离心10分钟。去除上清液后，加入
5ml cell pack 溶液，将细胞重新悬浮后，
利用血球分析仪测neutrophil数目。

结论：人参花萃取物在低剂量下50mpk，即可完全具抑制MSU-诱
发性炎症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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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OTO经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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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O是什么

OTO即Online To Offline线上到线下，

是指线上购买商品并支付，到线下享受个性

服务并可获得更多增值优惠。也将线下商务

的机会与互联网结合在了一起，让互联网成

为线下交易的前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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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O应用

用户生活 线下商家

需求传递

线下商家（厂商）：减少厂商广告及推广方

面的投入，厂商可以更好的提供优质的服务。

消费者：线上选择商品，符合个人需求
的个性服务定制。及时了解商家的活动
和信息收集。

OTO平台：大规模高黏度的消费者，进而能

开发更多的服务资源，异地消费者能借助

OTO模式，还能为商家传播口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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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博士模式——消费者联盟

参博士总部系统

消费者联盟

消费者联盟优势：

1、消费者购买可获得消费积分回馈；

2、如消费者介绍新顾客购买可获得

商家回馈的推广服务积分。

推荐购买
获得积分

推荐购买
获得积分

推荐购买
获得积分

推荐购买
获得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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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博士模式——消费者联盟

序号 内容 称谓
回馈积分

以1200分计算

1 0-10件 消费者 0%

2 11-30件 会员 25%

3 31-130件 高级会员 30%

4 131件以上 VIP会员 45%

销售产品：
1、参博士炳翰牌人参粉；
2、参博士炳翰牌参乐（人参胶囊）
3、参博士人参花茶

零售价:1480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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