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roducts made from the heart and the sincerity of a mother 

Ofmom— “Love of Mom, Ofm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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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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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6年中国肠道（肠胃、大肠）相关医药品前十位品牌调查-
婴儿领域销量第一妈咪爱  | PHARMNET
被选为“天猫医药馆” 消化功能医药品第一品牌  | yaolan

1973

1983

1980-1996

2005

全球制药行业韩美药品集团林盛基会长于1967年在首尔东大门开设“林盛基药
店”，由此开始了创业之路，他在1973年成立韩美药品，怀着建设制药强国的梦
想，为了提高韩国和全世界人类的健康生活品质，献身了48年旅程。  
随着韩美药品的发展与成功，韩美药品研发的医药产品陆续上市，成为医药行业
中的翘楚。

1983年林盛基会长通过与Brochu博士共同研发有益菌，
在专业生物技术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和发展。

20世纪80年代，林盛基会长访问中国时发现，当时中国的药品市场上并没有儿
童相关的整肠剂。为了增强中国儿童健康保健，1996年林盛基会长在北京成立
韩美药品，并一直致力消化、心脏病、抗生素、抗癌药等新药及制药研发工作。

其中，儿童整肠剂处方药“妈咪爱(1)”品牌，
目前在中国正跃升为儿童整肠剂领域第一品牌。
同时，“妈咪爱”也是在全世界得到最多临床验证的益生菌产品。

2005年，通过与欧美和亚洲地区新生儿专业医院和医生团队合作，并进行了多年的产
品研究，韩美集团推出了针对新生儿和妈妈的各种产品和食品，其中包括Ofmom品牌。
韩美集团始于儿童肠道健康通过可持续、创新产品和服务研究开发，为实现家庭
健康和福利的愿景。如今，我们已超越疾病治疗，为消费者的整体健康生活和环境，
提供更加广泛的服务。

1967



品牌标志和背后的故事

Ofmom是“of" 和 "mom" 组合而成
意思是"妈妈的”和“妈妈”，
它包含与妈妈的爱，心和诚意有关的内容

另外，Ofmom的第一个音节“ O”的发音
这是从婴儿出生后对母亲说的第一个发音（咿呀作语）中想到的
Ofmom是一个品牌，旨在从母婴之间的第一次交往开始一起成长

用母亲的心和真诚制造的产品
Ofmom“妈妈的爱，Ofm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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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O& 
STORYTELLING



GREAT 
JOURNEY
GREAT 
COMPANION

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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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征程，精彩陪伴

采用最先进的技术，
进行大范围的研究，
只为提升国人的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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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T CATTOLICA 
UNIVERSITY 
(Catholic University 
AAT Institute)

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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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母亲和孩子能够
享受到最先进的护理服务，
最优质的健康产品而努力
身为人母，当知该如何养儿育女
但此过程漫长且曲折，将会有许多艰难险阻
然而母亲对孩子的爱绝不会湮灭
Ofmom妈咪爱是陪伴母亲顺利
走完这场旅程的最佳伙伴

母亲、孩子以及其他人群

MOTHER &
CHILD AND 

BEYOND 



核心价值观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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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

健康伴侣

科学研究

Ofmom妈咪爱研发中心依托其强大的技术能力，致力
于进行产品创新，同时专注于改善如婴幼儿配方奶粉、
营养产品、益生菌和皮肤护理等所有产品的生产流程。

Ofmom妈咪爱与全球最杰出的医生和科学家合作，
不断为母亲、孩子以及其他人群提供最优质的产品
和健康服务。

所有研发中心致力于结合创新配方与先进技术，
与供应商以及科研伙伴紧密合作，开发优质产品。
此外，妈咪爱一直投身于临床试验和研究，只为保证
产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R&D
COMPETITIVENESS

研发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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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产品开发

• 新产品开发
- 宝宝同步益生菌
- 有机益生菌
- 意大利有机奶粉
- 发酵燕麦
- 孕妇用益生菌

研究专利

• 专利
- 发酵燕麦生产专利 (两步走 发酵技术)
- 乳酸菌
- 植物乳杆菌
- 凝结芽孢杆菌
- 植物乳杆菌  s2-13 (HOM3204)�

- 植物乳杆菌  DP2-9 (HOM3207)

- 植物乳杆菌 BH17-1M (HM2201)

- 凝结芽胞杆菌  BC3-3 (HOM5301) 

- 婴儿双歧杆菌  F10B24 溶菌产物 (HOM1106)�

- L. rthamnosus F6L13 (HOM1202)�

- 副干酪乳杆菌  F8L3 (HOM1204)�

- 动物型双歧杆菌  BH9-36 (HM1103)

具有竞争力的自主益生菌菌株的研究及开发

1983年与Brochu博士(Dr.Brochu)共同研发
推出了原始益生菌新药Medilac。
该药是目前在“益生菌(Probiotics, 有益菌)”
领域临床研究最多的领域。

2020年益生菌研发  



新产品开发

• 新产品开发
- 宝宝同步益生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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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大利有机奶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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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孕妇用益生菌

研究专利

• 专利
- 发酵燕麦生产专利 (两步走 发酵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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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婴儿双歧杆菌  F10B24 溶菌产物 (HOM1106)�

- L. rthamnosus F6L13 (HOM1202)�

- 副干酪乳杆菌  F8L3 (HOM1204)�

- 动物型双歧杆菌  BH9-36 (HM1103)

全球研发中心

AAT CATTOLICA 
UNIVERSITY 
天主教大学AAT研究所

AGOSTINO 
GEMELLI 
UNIVERSITY 
POLYCLINIC
AGOSTINO GEMELLI大学医院

ITA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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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À 
CATTOLICA DEL 
SACRO CUORE
意大利天主教圣心大学

由意大利 Lorenzo Morelli 教授成立的 PIACENZA 益生菌
研究所通过研究开发有益菌，正在为全亚洲儿童的肠道
健康开展护理解决方案项目。

GEMELLI 医院是方济各教皇和历代教皇的主治医院，
被评价为意大利代表性医疗机构。 与罗马天主教大学、

GEMELLI 大学医院一起成立
“ M o t h e r a n d  C h i l d  a n d  

Beyond” 生物银行，进行孕妇
、胎儿的肠道内微生物遗传信
息对胎儿的成长和健康造成

的影响研究，得到 3500 多个孕妇及新生儿的人体生物
材料样本，正在研究符合个人特性的定制药品和食品。

2018 年与罗马天主教大学(Università Cattolica delSacro 
Cuore) · GEMELLI 医院成立生物银行“Motherand Child 
and Beyond”，再次加快关于新一代生物产业研究的步
伐，而在天主教大学的护理学专业，则采用将韩国产前、
产后管理系统化，对增强女性和婴儿的健康进行研究
和实习的教学科目，成立“ 女性中心(Woman Centre)”，并
开设有关教育课程等，与天主教大学共同致力于奠定研究
平台和专员团队合作的发展模式。



Ofmom CN
妈咪爱中国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北京协和医院

C
H

IN
A

Ofmom  |   BRAND BOOK  |   10

CHINA 
CHILDREN’S 
HOSPITAL 
ASSOCIATION
中国儿童医院协会
中国儿童医院
 

Ofmom 妈咪爱中国成立于 2004 年，公司位于中国坝
上地区北纬 41°国际公认的黄金奶源带。Ofmom 妈咪爱
中国拥有婴幼儿配方奶粉、调制乳粉、脱脂粉、无水奶
油、固体饮料等多种产品生产能力，并拥有国内一流的
检验中心，公司通过了 HACCP、GMP、诚信体系认证，具备
良好的产品研发、生产、检验能力。
基于引领世界的技术能力和专家团队，通过研发、生产、
营销，引领国际一流乳业品牌。

与中国最权威的医
疗机构北京协和医
院的医学财团成立

“ 代 谢 性 疾 病 预 防
专项基金 ”，并基于
此广泛开展产妇和
新生儿的代谢性疾

病发生原理研究、预防和治疗，以及遗传相关性研究。

中国儿童医院协会从 2012 年开始持续参加
与音乐治疗相关的地区活动。与其共同参加
胎教音乐 / 减少镇痛的音乐治疗 / 为新生儿
和儿童的音乐等有助于儿童听觉发育的音
乐教育，致力于改善儿童福利的活动。

全球研发中心



OAT OFMOM

富含水溶性膳食纤维的燕麦粉含有蛋白质和必备氨基酸，
吸收体内脂肪等，作为超级食品备受瞩目。

Ofmom妈咪爱燕麦粉坚持使用100%有机燕麦原材料，蕴含更加健康、经典的传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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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



OAT OFMOM

为了与母亲的母乳最接近而做出的研究和努力，
这正是Ofmom妈咪爱提出的Ofmom妈咪爱配方液态奶的面貌。

Ofmom妈咪爱液态奶使用了意大利最干净、清澈的牧场奶牛原奶， 
没有一般配方奶粉生产中发生的营养素损失过程，通过全球代表性Diary生产企业

葛兰纳诺(Granarolo)的生产技术，正在制造最健康、安全的奶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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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

Liquid Formula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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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孕是一个女人一生最为珍贵、
最为神秘的经验，
同时为了让身体适应极具变化的环境，需要休息时间，
让精神和肉体恢复健康。
Centre Ofmom拥有健康舒适的环境，为妈妈提供产后整体
服务，同时，对新生儿全方位的护理方便妈妈专注于产后恢复。

1:1 母乳指导
VVIP 体型护理项目
产妇定制型菜谱，味道和营养双双齐全



THE 
OFMOM

CONSUMER

Ofmom妈咪爱追求塑造根本核心价值的健康生活，而不是急于当前的变化。
Ofmom妈咪爱的消费者是有智慧的现代女性，她们为了孩子的健康和环境坚持采用最好的产品，

而且追求健康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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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mom妈咪爱追求塑造根本核心价值

的健康生活，

而不是急于当前的变化。

妈咪爱消费者

THE 
OFMOM

CONSUMER



TODAY+
TOMORROW =
YESTER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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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产品
01 

安全品质
02

健康生态
03

研发产品时，我们最重视的是原料和材料。
我们会甄选环境天然无污染的原产地，并且采用最为原始的有机材料作为基础。

医药品对健康产生直接影响，我们的产品基础来自于制药公司，产品通过更加
严格彻底的技术开发保证安全的质量。

我们旨在超越治疗疾病的范围，寻找根本问题，建立有机环境和个性化健康
生态系统，以此实现健康的生活。 

我们是通过创新走向未来，但是这种创新来自于过去进行的再创造。
 妈咪爱想要传达的信息是，我们持续追求创新，但是不会放弃最传统，最为基本的东西。

Future is shaped by innovation, 
but innovation is inspired by history

品牌理念

创新塑造未来，而传统催生创新

TODAY+
TOMORROW =
YESTER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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