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新型型肽肽类类免免疫疫剂剂 现现代代免免疫疫““新新武武器器””
——— 武汉九生堂打造生物活性肽免疫剂，提供人人都能使用的肽类免疫品

为了让更多中老年人了解新型肽类
免疫剂，此次研发单位特拿出100套产品
免费发放给读者！

现在拨打400-101-5353、400-999-
7500免费热线，或编辑短信姓名加地址发
送至18871187062报名，即可申领新型肽类
免疫剂。仅限100名，先到先得，发完为
止，快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为了照顾更需要的读者，以下人群
优先领取：1、年满50周岁的中老年朋友。
2、体弱多病人群。3、免疫功能低下人群。

本次活动免费发放，不收取任何费用，
仅限100套，先到先得发完即止，欢迎咨询。

新型肽类免疫剂 来电申领

领取
热线

400-101-5353
400-999-7500
18871187062

世界上的免疫品有上千
种，多肽免疫剂是众多免疫品
中的贵重品、上上品。过去，多
肽免疫剂都是多肽激素类药
物，只有病人才能使用，只有
凭医生的处方才能使用，而且
必须在医院里使用，必须在医
护人员的监护下使用，只有针
剂没有口服液。而普通老百姓
想用肽类免疫剂来简单有效
地提高自己免疫力，只能望而
却步。如何实现老百姓的需
求，让肽类免疫剂走出医院，
摆脱只有病人凭医生的处方

才能使用等局限，成为人人都
能随时随地、方便快捷地服用
的免疫剂？

武汉九生堂早在20多年
前就开始研究、探讨、试验这
项课题。在无数次的科技攻关
中，他们创新了一个不受多肽
激素免疫剂使用局限的新型
肽类免疫剂。

武汉九生堂潜心研发具
有免疫功能的生物活性肽，是
肽类免疫剂一次新的革命，它
创新地成为一种生物活性肽
免疫剂。按照常理，人们是要

把食品通过科技攻关做成药
品，以体现它的价值。但九生
堂打破普通思维常理，用生物
活性肽经科技攻关把肽类免
疫剂变成人人都能享用的食
品，使多肽免疫剂不再受只有
病人才能服用、只能有病住院
才能服用的局限，成为不需要
医生处方、不需要在医护人员
监护下就能使用的、不需要打
针能直接口服的肽类免疫剂。
这种多肽免疫剂的创新和革
命给人类健康和多肽免疫的
广泛应用带来了福音。

武汉九生堂科研团队是
如何将肽类免疫剂创新的呢？
首先他们研究了人类免疫的
普遍性和多肽免疫的特殊性，
总结出了创新型肽类免疫剂
的依据，必须走出多肽激素的
局限，而用一种普通食用蛋白
质为底物，用生物酶催化蛋白
质获得具有免疫功能的小分
子活性多肽。

这种新型肽类免疫剂与
多肽激素、药品肽类免疫剂的
最大区别是：多肽激素免疫剂
的肽来源于动物的腺体、血液
和组织，而新型肽类免疫剂则
来源于食物蛋白质；多肽激素
免疫剂的剂型主要是针剂，而
新型肽类免疫剂的剂型是口
服液；多肽激素免疫剂要凭医
生的处方只给病人使用，而新

型肽类免疫剂不需医生的处
方，也不只是病人才能使用，
而是普通老百姓有病无病都
能使用；多肽激素免疫剂只能
在医院，在医护人员的监护下
使用，而新型肽类免疫剂不需
要在医院使用，不论任何场
合、随时随地都能使用，也不
需要医护人员的监护，可不受
约束地自由服用。

武汉九生堂科研团队首
先把食物蛋白质做成生物活
性肽。他们的科研团队先后进
行了5大技术攻关，首先从众
多食物蛋白质当中进行挑选，
最终挑选出最接近人体、蛋白
质评分100%的各种禽鸟的卵
作为制作有免疫功能的生物
活性肽的底物。

二是在获得生物活性肽
制作的酶解底物上进行科学
攻关。武汉九生堂科研团队最
先使用生鸡蛋作为催化底物，
结果过不了工业化这一关。

通过无数次试验，他们最
终将底物锁定为深加工后的
蛋白质粉分离蛋白，这是一种

优质的全卵蛋白，解决了工业
化的技术难题，创造了奇迹。

三是在催化剂上进行科
学攻关。九生堂科研团队最
初用动物和细菌酶作为催化
剂，也就是用这类酶催化生
鸡蛋，结果生产出来的得物
有苦味、腥味、臭味、异味，实
现不了工业化。于是选用芳
香水果植物蛋白酶，催化蛋
白质粉，获得了具有极强活
性和多样性，没有苦味、腥
味、臭味、异味，攻破了生物
活性肽制作的世界性难题，
具有稳定的功能、分子量在
1000道尔顿以下的小分子活
性肽。这种小分子活性肽具

有免疫调节功能，成为肽类
免疫剂中的一种创新产品。

四是在催化剂配方、配比
上进行创新。武汉九生堂科研
团队根据木瓜蛋白酶、无花果
蛋白酶和菠萝蛋白酶，三种不
同蛋白酶的专一性进行研究
攻关，最后形成了相互作用，
梯度催化的创新配方，才获得
了具有极强活性和多样性，具
有免疫功能的生物活性肽免
疫剂。

五是对产物过滤、冷冻、
沉淀的技术攻关。通过数十次
试验，使新型肽类免疫剂在含
肽率、纯化度、寡肽得率等方
面，均高于同类产品。

新型肽类免疫剂须经卫
生部指定的、有资质资格的检
测机构进行功能试验等七项
检测试验，证明该免疫剂具有

“免疫调节功能”，特别是对免
疫细胞中的巨噬细胞的作用
惊人，可刺激巨噬细胞的吞噬
作用强大而显著。检测机构在
九生堂工厂进行6批次抽查、
取样，对动物进行免疫功能试
验、毒性试验、细菌检验、重金
属检验等七大试验和检验。功
能试验完成后由湖北省卫生

厅组织全省有关专家针对功
能试验和检测报告，特别是免
疫效果进行评审，评审结果一
致通过。然后由湖北省卫计委
上报国家原卫生部，由卫生部
有关部门组织全国有关专家
进行国家级评审，一致通过。

武汉九生堂创新的新型
肽类免疫剂随即获得国家保
健食品批准文号的证书，即卫
食健字第100号，产品命名“三
九蛋白肽口服液”，后又通过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备

案登记，主要功能是免疫调
节，主要适应人群为免疫功能
低下者。为此，一种通过生物
活性肽技术生产出来的新型
肽类免疫剂三九蛋白肽口服
液问世了。这种新型肽类免疫
剂从此成为百姓大众的肽类
免疫剂，成为可以口服的肽类
免疫剂，成为可以方便使用的
肽类免疫剂，成为成年人和儿
童都能服用的肽类免疫剂。肽
类免疫不再成为“难事”，成为
人人免疫的方便食品。

当你免疫功能低下，为了
提高你的免疫力，一天3支，
早、中、晚各一支，服用1个周
期，免疫力就会显著提高；当
你体弱多病，每天服用新型肽
类免疫剂“三九蛋白肽口服
液”，可以强壮你的身体和抵
抗疾病的能力，一天3支，早、
中、晚各一支，服用1个周期；
当你正在进行放化疗，急需补
充营养，改善放化疗带来的副
作用时，每天喝6支，早、中、晚
各2支；当你经常接触放射线
辐射环境时，每天喝6支，早、
中、晚各2支，对一般辐射者，
如电脑、手机、家用电器、电力
辐射、核磁辐射每天2支，早、
晚各一支；对于免疫功能低

下，经常爱感冒者，一天2支，
早、晚各一支，提高免疫力防
感冒；当你术后恢复时，每天9
支，早、中、晚各3支，促进伤口
愈合；当你极度疲劳时，连续
喝3支，迅速解除疲劳，提高精
气神；当你喝酒后，迅速吃6
支，改善酒精的副作用；当你
工作要加班加点熬夜时，立即
喝3到6支，立即觉得不疲惫；
当你胃口不好，每天2支，早、
晚各一支，胃口得以改善；当
你睡眠不好，每天2支，早、晚
各一支，服用1个周期，睡眠得
以改善；对肠胃不适，长期大
便溏、便不成形，每天服用2
支，早、晚各一支，1个周期内，
得以改善；对消化吸收系统开

始退化的老人，以小肽不需消
化直接吸收的特点，直接补充
蛋白质，每天2支，早、晚各一
支，服用1个周期或长期服用，
改善老人体力不支，体弱多病
的状况；对消化吸收系统还未
发育成熟的婴幼儿，每天一
支，可长期服用，直接补充蛋
白质营养，促进生长发育；对
经过剧烈运动，急需补充氮
源，而又不能增加胃肠功能负
担的运动员和重体力劳动者，
服用“三九蛋白肽口服液”，可
迅速恢复体力，促进血红蛋白
复原。

本品属于生物活性肽健
康品，不能替代药物的治疗作
用。

■ 我国著名营养学家于若木说：“免疫是人类一个永恒的主题”。

■ 创新多肽免疫剂：从多肽激素到生物活性肽

■ 科技攻关生物活性肽，使其赋有免疫功能

■ 适应人群及服用方法

■ 新型肽类免疫剂经七大功能检测，获得国家认可

新型肽类免疫剂首先是通过
补足人体蛋白质营养来强健人体
免疫系统、免疫器官、免疫细胞。
而补充人体蛋白质主要是以小肽
的形式来补充的，过去的科学认
为，人体吸收蛋白质主要以氨基
酸的形式吸收，近20年的科学研
究发现，人体吸收蛋白质主要是
以小肽的形式吸收。那食物蛋白
质是如何变成小肽和氨基酸的
呢？一是靠食物中自身的酶，二是
靠身体内在的酶，如胃蛋白酶、胰
蛋白酶，以及各种酸碱物质来消
化降解食物蛋白质获得小肽。经
过科学研究发现，一是现代的食
物当中缺乏酶，化肥农药是夺走
食物当中酶的主要元凶。食物当
中缺乏酶，人在食用后就失去了
消化分解大分子蛋白质的能力。
二是人体自身的酶也失去活性，
食物中的化肥农药残留是夺走人
体酶活性的“强盗”。我们把食物
当中的酶和人体当中的酶比作是
一把酶剪刀，酶失活了就等于这
把酶剪刀钝了，不能将大分子蛋
白质分解和消化，大分子蛋白质
也就变不成小肽和氨基酸，那人
体吸收蛋白质的主要形式：肽与
氨基酸也就没有东西可吸收了，
因此这是现代蛋白质极大丰富，
货架上琳琅满目、五彩缤纷、物美
价廉、随手可得，人体却缺乏蛋白
质的主要原因。没有人体蛋白质，
免疫细胞及免疫器官都会空洞
化，都会衰老、退化和变异。人的
免疫功能一垮，各种有害细菌病毒
就会横冲直撞的进入人体，发生各
种各样的免疫性疾病。因此新型肽
类免疫剂是将食物蛋白质，用机器
设备和技术工艺模拟人体消化蛋
白质的模式和环境，用生物酶对食
物蛋白质进行催化、降解，获得类
似人体消化蛋白质得物一样的小
分子活性肽和氨基酸，供人体直接
吸收和利用，来快速补充和补足
人体蛋白质，强健免疫器官、免疫
系统、免疫细胞。

人体以生物活性肽的形式，
补充足够的蛋白质，细胞就镀了
一层保护膜，病毒细胞、细菌就无
法侵入。著名美国华裔科学家何
大一说，当病毒细胞进入人体后
首先要与人的细胞膜融合，再把
自己的遗传物质打入细胞核，使
一个细胞发炎。当一个细胞发炎
之后就使周围的细胞也受到感

染，产生炎症，这样疾病就发生
了。当小肽被人体直接吸收后也与
细胞膜融合，当小肽与细胞膜融合
后，就产生了免疫抗体，病毒细胞、
细菌就无法进入细胞，只能在血液
中停留4小时，便自行凋亡。何大一
还说，可借鉴“鸡尾酒疗法”用蛋白
质降解人工合成的多肽，阻止非典
病毒进入人体细胞。多肽免疫，是
非典给人类催生的“新补丁”。

有人说，当今世界对人类最
大的威胁是战争，特别是核战争，
可毁灭人类。但诺贝尔生理学奖
获得者勒得伯格说过一句森然凛
冽的话:“对人类在这个星球的继
续统治构成最大而唯一威胁的是
病毒。”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世界
上有一万多种病毒正在向人类进
攻并威胁着人类。如近年来发生
在中东地区和韩国的“中东呼吸
综合征病毒”死了上千人；发生在
非洲的“埃博拉病毒”死了2万多
人；发生在世界各地的“艾滋病病
毒”感染者6500万人，其中死亡
530万人；2003年肆虐整个世界的
“SARS病毒”感染者8422人，其中
死亡919人；发生在我国台湾和广
东省的“登革热病毒感染者2万多
人；最近发生在希腊的“西尼罗河
病毒”感染者已达107人，死亡人
数11人；还有西班牙流感病毒、疯
牛病毒、猩红热病毒、口蹄疫病
毒、人流感病毒、禽流感病毒、猴
天花病毒、西尼罗病毒、黑死病毒
等等，一个个稀奇古怪名字伴随
着传染性疾病在世界各地不断爆
发。因此免疫已提升到人类防止
各种病毒入侵人体的首要课题和
议事日程，寻找一种新型肽类免
疫剂，通过提高人体免疫力，防止
各种病毒进入人体细胞，用具有
免疫功能的生物活性肽作为新型
肽类免疫剂，给人类提供一种免
疫“新武器”、“新盾牌”，九生堂人
自豪地说：“我们做到了！”

目前，新型肽类免疫剂三九蛋
白肽口服液已造福千万人，但是，
还有很多人不认识它是一种肽类
免疫剂，一旦认识，将成为人人免
疫的抢手货，家家免疫的必需品。

■ 新型肽类免疫剂是如何形成
免疫调节功能和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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