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口腔中的平衡微生物群落
对于健康的牙龈和牙齿

至关重要

Prodentis

Prodentis 益生菌供
更天然健康的牙龈



牙龈疾病是一种无声
的流行病

牙龈疾病是一个重大的健康问题，
因为在工业化的国家患有牙龈炎

（牙龈出血）占据 60-80% 的人口
和 10-20% 的人患有牙周炎

（牙齿脱落）

“

”



BioGaia Prodentis
很特别

它提供一个平衡的微生物群给健康的口腔
以及预防: 

•  牙龈炎
•  牙周炎
•  斑块
•  植体周围炎
•  口臭
•  口腔念珠菌
•  龋齿（蛀牙)



BioGaia Prodentis 含有天然的罗伊氏乳杆
菌 Prodentis DSM 17938 和罗伊氏乳杆菌 
ATCC PTA 5289， 它们是源自于母乳和唾
液。

BioGaia Prodentis 已通过 50 多项临床研
究测试， 并证明有效适合给成人、 老年人
和孕妇服用。

BioGaia Prodentis 含有天然的罗伊氏乳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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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中的平衡微生物群落对于健康的牙龈和牙齿至关重要。
每天服用一或两粒片剂。



牙龈疾病

4 个成年人中就有 3个
会在一生中经历牙龈疾病

牙龈炎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 但我们时常
低估了它； 当牙龈发红、 发炎、 肿胀或出血
时， 这时您就会患上牙龈炎。 它主要是由
牙菌斑细菌引起的， 这些细菌会渗透并引
起牙龈发炎。



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更加
敏感
口腔健康在人生中是非常重要， 但随着年
龄的增长变得越来越重要。 随着年龄的增
长， 免疫系统的功能会降低， 牙龈发炎的
风险也会增加， 从而导致牙齿和牙龈过度
敏感。 如果忽视， 牙龈炎会变成牙周炎。

牙龈疾病的一些症状包括:

•  口臭或口腔异味
•  牙齿松动或移位
•  牙龈组织发红、 肿胀和/或容易出血
     (健康组织呈粉红色， 呈橘皮状且不出
     血)
•  牙齿和牙龈之间有脓 (健康的牙龈紧贴
     牙齿， 不会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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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中的细菌会导致病症
口腔细菌的平衡对我们的健康至关重要。
细菌居住在非常靠近血液供应的口腔里。
当牙龈受伤时， 它会流血， 给了病原体乘
虚而入到血液里。

当病原体进入了血液时， 它可以传播到身
体，并感染身体的各个器官， 包括我们的心
脏。 据新的研究表明， 牙周病主要的细菌
与常见病症， 如糖尿病、 肥胖、 心血管疾病
和哮喘等之间是息息相关。



这相等同于开放给有害细菌进入我们整个
身体内， 并引发身体系统性疾病， 例如：

糖尿病风险增加 2.5 倍
心脏病发作风险增加 3 倍
早产与婴儿体重过轻风险增加 7 倍

牙周炎
如果牙龈炎不及时就医，就可能扩散到支
撑牙齿的骨骼和韧带。 由炎症引起的牙龈
袋变得更深， 细菌会进一步向下渗透并逐
渐攻击骨骼， 还可能导致牙齿松动， 随后
牙齿就会脱落。



心脏

肠胃

牙周炎

肝脏

胎儿

促进动脉粥样硬化

细菌在全身移动

系统性炎症

血液中细菌毒素

吞咽

菌群失衡

急性反应

怀孕并发症：
早产、婴儿体重过轻、
先兆子痫



牙周炎

健康的牙龈

牙龈炎



细菌和炎症性牙周病
在健康的条件下， 口腔受到有益菌群 (“友
好”细菌) 的保护， 并扮演为防御系统， 负
责对抗有害细菌引起的牙龈炎和蛀牙的牙
菌斑细菌。

然而， 口腔微生物群落可能会被削弱： 口
腔卫生不良、 不适当的饮食、 压力和其它
因素会促进病原菌 (“坏”细菌) 的发展， 从
而导致牙龈疾病。



如何预防牙龈炎和牙周炎
您可以为自己做很多事情， 口腔洁牙师或
牙医可以为您提供帮助。 重要的是及时开
始！

检查。 您的牙医或口腔洁牙师可以检测您
的牙周袋深度和炎症程度， 并评估牙齿周
围韧带和骨骼的状况。



专业洁牙机械
(牙结石刮除术及根面整平术: SRP)
牙医会彻底清洁牙齿， 并去除牙龈线上下
方的牙垢沉积物， 以减少炎症和牙周袋深
度。 有些严重的牙周炎病例， 可能需要通
过外科手术来清洁牙齿， 并去除受感染的
组织。 



辅助治疗:
SRP 与 BioGaia Prodentis

平衡的口腔菌群对健康的牙齿和牙龈至关
重要。 口腔含有大约 800 种不同种类的细
菌，每颗牙齿上有超过 10 亿个细菌。 在正
常情况下， 这些是平衡的， 可以保护您免
受疾病侵害， 但在炎症性牙周病（如牙龈炎
和牙周炎）的情况下， 就会出现不平衡。

单依靠 SRP 治疗是无法根治有害病原菌所
带来的牙龈疾病。 SRP 是可以减少细菌的
载量， 但这只是暂时性的， 因为病原体会
迅速重新定殖口腔已治疗的区域。



BioGaia Prodentis 含有 2 种互
补的活 “友好细菌” 菌株 (罗伊氏乳杆菌 
Prodentis DSM 17938 & ATCC PTA 5289) 
它们具有抗炎和抗菌作用， 并抑制口腔中
致病原菌的生长。

研究表明， 同时配合使用 BioGaia
Prodentis 可以改善 SRP 的结果。 此外， 专
业清洁的有益效果能保持更长时间。



如何配合您的日常口腔护
理？
•  每天刷牙和使用牙线后使用。
•  每天服用 1 - 2 次， 每次 1 片。
•  片剂带有清爽的薄荷味， 并提供促进健
     康的 2 - 4 亿推荐剂量的罗伊氏乳杆菌 
     Prodentis 细菌。 该方案有助于减少牙
     周病原体和致龋物的数量， 从而改善口
     腔健康平衡。



BioGaia Prodentis 是如何
运作？
用于口腔疾病的益生菌的理想特性

益生菌的特性

改变口腔环境条件 与牙齿表面结合

生产针对口腔病原
体的抗菌物质

减少炎症反应



“通过每天服用益生菌，
有助于恢复口腔中良好

和自然的平衡，
并重建健康的生态。”

临床研究表明， 罗伊氏乳杆菌 Prodentis 
在减少牙龈炎、 牙周炎、 植体周围炎、 口臭

（口腔异味）、 口腔念珠菌和龋齿方面具有
协同作用。



牙龈炎

牙周炎

植体周围炎

降低中等和深牙周袋的深度

与伪药剂相比， 罗伊氏乳杆菌 
Prodentis 减少了 47% 需要手
术的牙周袋部位

使用罗伊氏乳杆菌 Prodentis 
最多可减少 90% 的病原体

罗伊氏乳杆菌 Prodentis 减少
植体周围炎的探诊出血和探诊
牙周袋深度

口腔念珠菌
与伪药剂相比，罗伊氏乳杆菌 
Prodentis 将口腔念珠菌的患
病率降低了超过 50%

龋齿
可有效减少儿童龋齿相关的变
形链球菌（S. mutans）

罗伊氏乳杆菌 Prodentis 将探
诊出血减少了 85%
罗伊氏乳杆菌 Prodentis 将探
诊出血减少了 85%

口臭 罗伊氏乳杆菌 Prodentis 减少
口腔异味/口臭



怀孕期间口腔健康的变化
在怀孕期间， 整个女性身体都会发生变化，
间接性影响了口腔健康。 由于荷尔蒙和免
疫学的变化， 口腔微生物组的变化通常会
导致口腔健康状况的下降。 如果不加以注
意，这种不平衡会导致龋齿、 牙龈炎和牙周
炎。



妊娠牙龈炎可能会影响
孩子
一个正在进行的研究正调查母亲的口腔健
康与孩子的健康之间是否存在任何联系。 
研究表明， 与牙龈健康的母亲相比， 患有
妊娠牙龈炎的女性可能更容易有早产或出
生婴儿体重过轻。 然而， 还有许多其它因
素会影响孕妇及其孩子的健康， 例如吸烟、 
生活方式和年龄。



罗伊氏乳杆菌 Prodentis
减少妊娠牙龈炎
一项针对患有
牙龈炎的孕妇
的双盲、 随机、
伪药剂对照研究
表明， 与伪药剂
相比， 补充罗伊氏
乳杆菌 Prodentis 
可显着减少炎症和
牙菌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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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Gaia Prodentis 是安全
的， 因为它是…
•  在超过 50 项研究中得到临床证明
•  它含有细菌罗伊氏乳杆菌 Prodentis， 
     这种细菌自然存在于人体中
•  适合任何年龄
•  可长期使用
•  它不会弄脏牙齿
•  不刺激口腔黏膜
•  也可以在怀孕期间服用
•  它不会降低口腔的 pH 值



平衡的微生物区系对于健康的牙龈和牙齿
至关重要。

每天服用一或两粒片剂。

从您的牙医获得免费试用样品
（送完即止）

MAL21126036NCR
卫生部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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