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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allowing Aid Jelly

全系列产品均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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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无咖啡因，无
过敏原，有低糖饮
食限制的人亦可安
心食用。

Swallowing Aid Jelly

包裹药物，服用时无异物感，
直接吞咽至胃部的凝胶饮料
摄影撰文／ JQR 编辑部

掩盖令人棘手的苦味，
使人没有服药的感觉，
能毫无负担地服用药物

病 住喉咙，一次难以吞咽多颗
人服用药物时发生片剂哽

片剂或很苦的粉末药剂等状况，每
当服药时就会感到不舒服。即使如
此，想必还是很多人为了身体健康
而忍耐。而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膠
狀飲料”由此诞生。
此药用粒状凝胶将药物的苦
味，用寒天做成的凝胶状糯米纸包
裹住，直接吞咽至胃部，服用时可
使药物不卡在喉咙处，能顺畅地通
过喉咙。其成份约 85% 是水份，
因此可立即溶解于胃。
此药用凝胶是曾在医院担任药
剂师，每日接触病患的该公司开发
本部长福居笃子，根据自身的经验
开发的产品。福居说道 ：
“住院中
患者每日都需要服药，但其中却有
许多吞咽机能障碍的病患，他们在
服用药物时极为辛苦，另外还有许
多儿童因为讨厌吃药，进一步影响
到进食等案例。
”
若没有好好服药，可能会造成

药物卡在喉咙引起发炎，或者因药

停留在喉咙。
如果搭配白开水服药，

物误入气管而导致肺炎等情况。若

会有约 85% 的药剂残留在喉咙，

因为难以下咽而研磨药物，可能会

无法顺利地到达胃部。
”

分解被包裹的成分，药物碎片亦可

在不断摸索中完成的凝胶产

能伤害喉咙。再者，若为了敷衍儿

品，
立即被医疗与看护现场所接受。

童讨厌吃药的行为，搭配酸奶或牛

患者不仅从服药的压力中解放出

奶一起服用，蛋白质会在胃中形成

来，而且不再发生反胃呕吐以及噎

黏膜，降低药物吸收率，故无法获

食的现象，药效也有提高的声音也

得充份的药效。

接踵而来。但上市当时只有柠檬一

但当初公司要求福居研发的却

种口味，因此曾经接到“对儿童

是“不论到何处皆可服药的水”
，

来说太酸了”的客诉反馈，以此

根据自身经验判断，她却觉得服药

为契机，又贩售了草莓口味与葡萄

需求并非在于水，随之提案此凝胶

口味等适合儿童的商品。而且更进

商品，但受到公司内部强烈反对，

一步，根据中医的意见，中药的苦

立即遭受驳回。过了不久，她在医

涩与独特的香味也是药效的一部

疗现场发现相较于水，凝胶才是不

份，因此，只消除 50% 苦味的中

可或缺的，于是再度提案。到了这

药用凝胶也加入产品阵容。

个地步之后，
社长也亲临护理现场，

本应使身体强健的药物，反而

亲眼见到病患服药时辛苦的姿态，

招致压力与新疾病，或者无法充分

于是在提案后约一年，终于到达商

发挥效果，
这是本末倒置的一件事。

品开发的阶段。

利用辅助服药用的凝胶，即可好好

利用白开水难以顺利服药

凝胶与凝胶间夹杂着
药物，不搅拌，用汤
匙轻舀服用。

基本服用方法

放入“膠狀飲料”，放进药物。

在开发凝胶之际，进行各式各

利用中药的香气与苦
涩，便于饮用。

说道 ：
“首先，药物配合白开水服

喉咙的速度不同，使得药物就这样

1次1包的携带用
药包极为便利，
不论到何处皆易
于服药。

将药物与凝胶一起放进容器内，好
好搅拌。

●服务热线 株式会社龙角散 http://www.ryukakusan.co.jp/ 电话 ：0120-797-010(10:00-17:00/ 周六周日和节假日不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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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放入“膠狀飲料”，包裹药物。

“膠狀飲料（吃完
药了）”系列有草莓
味，葡萄味，水蜜桃
味，柠檬味及巧克
力口味共5种颜色。

中药用

样的试验后，有许多新发现。福居

的负担，另外因为药物与开水经过

其美味与香味，
令人感受不到它
是药物。

柠檬口味“膠狀
飲料”，亦有助
于较大胶囊与营
养食品的服用。

地与药物相处。

用的话，会带给喉咙肌肉带来多余

儿童用

可轻松地服用
多片片剂或粉
末药物。

“中药用膠狀飲料”有草莓味与咖
啡果冻风味。

舀起来喝下去，没有粉末的感觉。

葡萄口味凝胶使用葡萄皮提取色素，使得
药物看起来像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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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o-Falcon
颜色有照片中的3种颜色。机体中内建电池，用遥控器配备的充电器
进行充电。充电约30分钟可连续飞行约4分钟。

Pico-Falcon

可无拘无束地在狭小空间飞行
超小型无线直升机 Pico-Falcon
摄影撰文／ JQR 编辑部

售室内小型无线直升机后，发现国

全长约 59 毫米，重量为 9 克
的世界最小型玩具直升机，
使大人也不由得沉迷其中。

外生产了许多劣质的容易坏的假冒
仿制品，因此同款商品一直给人

“Pico-Falcon”注重的不仅是

“玩具直升机玩一会儿就要坏掉”

轻小与不易损坏，
更注重它的玩趣。

的印象。

例如其专用手提箱“Pico Box”
，

这 看之下是一个小小的模型，

“真是不甘心！为了消除这样的

打开盖子后，里面收纳有机体、遥

印象，开发团队绞尽脑汁，想要开

控器、电池、螺丝刀等必要配件，

发更结实，更小型的遥控直升机。

但盖上盖子后，却立即变成直升机

讶异。若能得心应手地操作附属遥

随后“Pico-Falcon”的前身─―

起降机场。此外机体前部下方配置

控器，除上升下降之外，还能自由

全 长 81mm 的“Nano Falcon”

有白色 LED 灯，飞行中可点灯，

自在地操作左右旋转，盘旋，前进，

在 2013 年上市。
”促销宣传部门

关灯，彷佛是真正的直升机一样。

后退等动作，将实物的临场感尺寸

的早崎希代子说。

它亦可 3 台同时组队飞行。

可放在指尖上的直升机，乍
突然起飞的姿态却颇令人

如果能卖出 3 万台就可以称为

缩小，极为有趣。此直升机命名为

轻小且可尽情享受飞行乐趣的

成为热门商品，而「Nano Falcon」 “Pico-Falcon”
。满载了让孩子或

「Pico-Falcon」
，全长 58.5 毫米，
机体重量 9 克。它是由玩具厂商

自发售以来 9 个月，却已拥有约

大人都沉迷其中的魅力，让您轻松

CCP 发售的超小型无线遥控直升

15 万台的销售记录。再进一步将

享受其乐。

机，并作为全世界最小的玩具直升

其体积缩小三成的产品，即为

机，登载于吉尼斯世界纪录。

配备有机体、遥控器，

缩小了电子基板等零件，也减少了

以及更换电池等使用的

数量。负责企划开发的松田正吾表

机体含遥控器 1 套约 5480 日元的

示，螺旋桨与机体的支撑架采用了

米，精致小巧方便收起

价格也令人喜出望外。

柔软素材，不仅是为了轻巧，而是

来，亦便于携带。

开发此超小型直升机的契机来自

可以起到在冲撞时吸收冲击力量的

于，CCP 公司在 2006 年首次销

作用，从而使得机体不易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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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式会社 CCP http://www.ccp-jp.com

电话 ：03-3527-8866（9:30-12:00

13:00-17:00 ／周六周日及节假日除外）

相机直升机模式

机的直升机
折叠状态

数码相机模式

螺丝刀等配件的「Pico

线连接，遥控距离在室内约 5 米。

●服务热线

通过配备检测机体角度与速度的高效能回旋调整器，以及2片螺旋桨可相互逆转的双重反转构造，让您可以尽情享受平稳的飞行。

还有颇具特色的附带相

「Pico-Falcon」
。为了实现轻巧性，

直升机机体与遥控器通过红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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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起玩兴的窍门

Box」，约11×10厘

※干电池另售

配备30万像素相机的新商品“Nano Falcon DigiCam”。机体全长约13厘米，使直升机翱翔在室内，可拍摄摄像、照片。而将螺旋桨
与机尾折叠后放置于遥控器内，亦能变身作为数码相机使用的两用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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