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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补充胰岛素，化糖为能量。 口
服植物胰岛素，30天血糖控制在 7.0以下，手
脚麻木、皮肤瘙痒、口渴乏力消失。

第二步：2－3 周期修复、 再生 β 细
胞。 逐步修复受损的胰岛β细胞，血糖稳
定下降，三多一少症状消失，免疫力增强，

糖尿病并发症逐步消失。
第三步：3-6周期， 恢复胰岛功能，减

停药物，远离药毒不得并发症。 随着胰岛
素恢复，逐步减停降糖药，摆脱药毒，并发
症。 同时清除沉积体内的药毒， 恢复心、
脑、肾功能，像正常人一样健康长寿！

30天稳定血糖，不得并发症

糖尿病超级植物胰岛素重大
发现

超级口服植物胰岛素上市后， 引来广大糖
尿病患者疯抢。

某三甲医院的内分泌科王主任说：“没有一
个产品能像超级植物胰岛素一样， 直接口服就
能补充糖尿病人胰岛素的相对或绝对不足，不
用打针，降糖药也能逐步减停，糖友们不用再担
心药物伤害，所以很受患者欢迎”。

72岁的杜家富先生说：“我吃植物胰岛素快
半年了， 现在血糖特别平稳， 以前老是感觉很
累，浑身没劲儿，现在人精神好多了，血压也稳
定了，真的很好，再也不担心药毒伤身了！ ”

口服植物胰岛素已经得到医学专家和广大
糖尿病患者的广泛认同。据销售人员介绍，现在
每个月的销量都有至少 50%的增长， 其中回头
客高达 91%。

此外，厂家特别提醒，国家药监局正式批准
的口服植物胰岛素，糖友们购买时一定要认真查
看包装或说明书，只有功效成份里明确标示了植
物胰岛素及其含量的才是真正的植物胰岛素，以
免上当受骗，耽误病情。

●患者心声

你是否天天吃药降糖， 吃坏了五脏六
腑血糖却还是居高不下， 并发症也相继出
现？ 你是否长年打胰岛素，身上千疮百孔，
还经常出现低血糖？

现在， 我国发明一种超级口服植物胰
岛素，糖尿病患者有救了！

2013 年 11 月 14 日， 国际糖尿病联盟
（IDF）、欧美亚医学研究中心联合发布糖尿
病新型“疫苗”———超级口服植物胰岛素的
临床科研成果。 临床实验表明： 直接口服
植物胰岛素， 可补充患者体内胰岛素的不
足，血糖可稳定在 6.0，并发症减少 80%；同
时修复受损的胰岛 β 细胞，逐步恢复胰岛
素的自我分泌功能，实现糖代谢的平衡。

糖友们不禁要问， 植物里面也有胰岛
素吗？ 人的胰岛素是的本质其实是一种蛋
白质分子，由 51 个氨基酸组成。 而植物中
也有很多种蛋白质， 但要找到这种与胰岛
素结构相同的植物性蛋白质也并非易事。

1972 年， 印度医学家汉娜博士在药用
苦瓜中发现了一种类胰岛素物质， 但分子
链太长，没有治疗临床意义。 欧美亚的医药
专家结合传统的中药制剂技术， 经过十几
年的探索，发明了一种“生物酶”，这种奇特
的酶能将苦瓜中的类胰岛素物质长链剪
短， 得到与人体胰岛素的结构一样的植物
胰岛素。 临床实验证明：这种植物胰岛素通

过口服可直接补充糖尿病人胰岛素的不足，
促进血糖的吸收利用，平稳降低血糖。 同时
还能强效修复、 再生受损死亡的胰岛 β细
胞，提高受体敏感性。 更重要的是它无毒副
作用，也不需要注射，可逐步替代原有的降
糖药物和注射的胰岛素。

植物胰岛素的发明， 弥补了药物和注
射胰岛素的缺陷， 让糖友避免药物毒害和
注射动物胰岛素的副作用。 IDF及数十家三
家医疗机构临床表明： 坚持口服植物胰岛

素 3-6个月， 不管血糖多高，都能平稳降下
来，手脚麻木、视物模糊、皮肤瘙痒消失了，
高血压、心脑血管病等并发症也都好了。

目前，获食药监局正式批准口服植物胰
岛素糖力宁已正式投产上市， 国家药监局
网站可查询到，植物胰岛素含量为每 100 克
含 16.8mIU。 据悉， 糖尿病防治中心联合
厂家口服植物胰岛素的惠民普及推广活动
已进入我省，广大糖尿病患者将全面受益。

●市场动态

担心药毒，又怕打针？
学我口服植物胰岛素

血糖降到 5.8��
手脚不麻眼不花

李芹阿姨
今年 68 岁了 ，
血 糖 长 期 在
12－16， 吃药打
胰岛素都降不
下来。 手脚麻
木 ， 眼睛看不

清，走路都有点跛，高血压、心脏病等并发症都来
了，人也没精神。服用植物胰岛素不到一个月，
血糖竟然稳定在 5.8－6.8，正常了！ 现在半年
多了，手脚不麻眼不花，血压稳定，心脏病也
不犯了！ 看到李阿姨的效果这么好，身边的糖
友都吃上了植物胰岛素！

吃 药 伤
身，打针怕疼。
到底该 怎 么
办？ 刘老爹的
糖尿病 8年多
了， 长年吃降
糖药， 肝功能

受损，肾蛋白尿 3 个 +，药量不断加大，血糖
也还是十几。医生建议他配合注射胰岛素，可
刘老爹怕疼，想到天天扎肚皮就发抖！

年前儿子托人买了口服植物胰岛素，现
在刘爹爹可轻松了，每天吃 3 次植物胰岛素，
血糖稳定在 6.5，蛋白尿没了，皮肤不痒了，人
也有劲了！ 再不担心药毒，也不用打针了。

黄小满先
生 48 岁，糖尿
病4 年多，血糖
一 直 控 制 不
好，最近血糖、
血脂 都高 ，才
40 多岁， 夫妻
生 活 也 不 行

了。 自从改服植物胰岛素，血糖降了，夫妻生
活也正常了，黄先生高兴坏了：这植物胰岛素
最适合我，没毒副作用，血糖也很稳定!

血糖稳了 夫妻生活正常了

千万老糖友 换上新胰岛

超级口服植物胰
岛素一经问世， 立刻
受到世界各国糖尿病
研究机构的强烈关
注， 综合各机构临床
实验结果， 糖力宁口
服植物胰岛素具有以
下六大优势：

①血糖平稳达
标。直接口服补充胰
岛素，促进细胞对葡
萄糖的吸收利用， 既保证了机体细胞的营
养，又稳定将血糖控制在 6.0，不得并发症。

②口服制剂，简单方便。 常温保存口
服制剂，避免了注射的恐惧与伤害。

③修复胰岛功能，远离药物毒害。 强
效修复胰岛 β 细胞， 恢复胰岛素的自我
分泌，逐步减少直至停止用药，避免药物
对心脑、肝肾、脾胃等器官的损害。

④无低血糖反
应。有效含量与注射
用胰岛素一样，可用
放免法准确测量，低
剂量高活性，绝不会
发生低血糖。

⑤纯植物提取
的植物胰岛素，不经
肝肾代谢，无毒副作
用。

⑥全面防控并发症。 糖力宁中的葛根
素还具有降脂、降血黏度、抗氧化以及提
高免疫力等作用，全面预防心、脑、肾、足、
眼、血管及神经等六大并发症。

为此，专家呼吁：口服植物胰岛素作
为当今医学最前沿的康复方案，越早使
用，血糖越平稳，并发症就越少，治疗费
用也越少，寿命也大大延长。

口服超级植物胰岛素研
发成功， 将让我国 9420 万糖
尿病人受益。 同时也受到国
内外糖尿病医学专家广泛关
注。 日本东京医科大学、美国
哈佛大学医学中心对口服植
物胰岛素的控糖机制与效果
进行长达 6 个月的专项实验。

2011 年， 东京医科大学
度边雄教授发布实验结果：人
以中浓度的量服用糖力宁植

物胰岛素 10－30 天， 发现血
糖值平稳下降；以高浓度剂量
服用，6 个月后经电子内窍镜
发现，糖尿病人原本受损的胰
岛β细胞得到修复的同时，
大量增殖再生正常的胰岛素
β细胞（见左图）。 血糖值通
过连续服用糖力宁植物胰岛
素恢复正常值。 国际糖尿病联
盟的专家组惊叹：简直是给糖
尿病人换了个新胰岛啊！

老糖友疯抢
超级植物胰岛素

0731－82573977
400-705-1619
◎糖尿病咨询专线：

绿色控糖，血糖稳定 6.0，老糖友摆脱药毒，远离并发症
●医学前沿

据植物胰岛素研发组专家之一的王琰教授
介绍，事实上糖尿病人全身细胞都缺糖！

糖是人体细胞赖以生存的基本营养物质，
血糖必须在胰岛素的作用下才能进入细胞被细
胞吸收转化成能量，或变成营养储存起来。糖尿
病人的胰岛素不足，血糖无法吸收、转化，堆积
在血液里，最终被排泄掉。 所以糖尿病人一方面
糖的吸收利用不够，血糖升高；另一方面，患者全
身细胞缺糖缺营养，抵抗力低下，器官功能紊乱，
加上糖毒腐蚀，引发各种并发症。

胰岛素是人体唯一促进糖分吸收，降低血糖
的激素，因此，补充胰岛素是糖尿病最直接、最有
效的办法。 但由于担心上瘾，怕打针，以及低血
糖、皮肤发炎、硬结等副作用，注射胰岛素在我国
糖尿病人中不足 20%。 人们普遍盲目地采用药物
强行阻止糖的吸收，或是把糖当垃圾丢弃，让本
就营养不良的细胞更难得到营养供应。所以糖尿
病人个个都营养不良，浑身没劲，头晕乏力，失眠
多梦，抵抗力差，器官功能逐渐下降，这样下去，
身体不垮才怪。

口服植物胰岛素的发明使这些问题迎刃而
解。超级植物胰岛素通过口服补充胰岛素不足，
把糖转化成能量吸收，无需打针吃药，就能实现
血糖达标，并发症减少，一举克服了药物和打胰
岛素的憋端，成为最受信赖的控糖方案。

糖尿病人全身都缺糖

口服植物胰岛素 血糖稳在6.0

服用植物胰岛素前胰岛细胞死亡

服用植物胰岛素后胰岛大量再生

IDF口服植物胰岛素国际推广发布会

为推广普及口服植物胰岛素， 即日
起糖尿病防治中心联合厂家特推出大型
救助补贴活动， 对每天打进电话的前 30
名患者提供特别救助。 每天仅限 30 名，
请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热线， 也许一个电
话，就能带给你后半生的健康！

超级植物胰岛素
1980元救助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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