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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科学研究证明，灵芝含有灵芝三萜、灵芝
多糖、灵芝多肽等多种有效成分；具有广泛的抗肿
瘤、免疫调节、排毒护肝、抗辐射等多方面的药理
作用。我国对灵芝的研究已经深入到分子水平，走
在了世界的前列，这也引起了各国科学家对我国
灵芝抗肿瘤制剂的广泛关注。

2003年2月，法国科学院院士暨分子肿瘤专
家Amu教授来到中国，带来对我国自主研制的
灵芝生物制剂———中科灵芝孢子油的病理实验结
果：中科灵芝孢子油中的大量灵芝三萜可提高整
个肿瘤治疗和康复期的免疫能力，减少手术创口
感染，促进愈合，减少化疗和放疗带来的毒副作
用，抑制残存的肿瘤细胞，尤其是肿瘤复发的根源
G0期肿瘤细胞，增加体力和新陈代谢，使人体较
快速度进入健康水平。

美国著名灵芝专家丹尼尔博士则指出：灵芝所
含的高度氧化的羊毛甾类衍生物—灵芝总三萜类，
即灵芝孢子酸醇及其衍生物（灵芝孢子油）确有抗
肿瘤、抗炎症的积极属性。针对这一学术成果，世界
杂志《分子科学》进行了详细的报道。并进一步指
出：含有灵芝酸F的灵芝总三萜部分在体外实验中
发现可限制肿瘤血管形成。灵芝酸X可以激活细胞
外信号调节激酶和双特异性激酶，从而诱导肿瘤细
胞凋亡，促使人类肝肿瘤细胞的死亡。

2010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杨柏华关于
中科灵芝孢子油抑制肿瘤干细胞研究取得突破性
进展。杨柏华所在实验室证实灵芝孢子油能诱导
多种肿瘤细胞死亡。其最新研究表明，灵芝孢子油
还能选择性地诱导肿瘤干细胞死亡，但对正常细
胞没有任何影响。

新发肿瘤患者可免费领取
中科灵芝孢子粉

中科专卖：常州市局前街50号（第一人民医院体检中心对面）电话：0519-88173855 友情提醒：为防假冒，请在中科灵芝专卖店购买，并认准中科商标

五项核心技术
■灵芝孢子常温物理破壁

确保灵芝孢子中成分有效且易吸收

■超临界CO2萃取灵芝孢子油

浓缩灵芝主要功效成分灵芝三萜类物质

■灵芝孢子油优选暨灵芝三萜测定

锁定灵芝孢子高效成分

■灵芝孢子油指纹图谱

确保孢子油中三萜类化合物质量的稳定可控

■灵芝孢子油全成分分析

确定孢子油功效成分的结构和组成

中科灵芝孢子油
买15赠5 买25赠10

适用阶段：1、放化疗毒副反应严重、白细胞

偏低等；2、手术、放化疗后增强免疫力，防复发转

移；3、无法手术、放化疗，争取带瘤生存

为庆祝南京中科集团成立31周年，中科灵芝
上市17周年，集团回馈社会各界及肿瘤患者对中
科灵芝的支持和信赖，现面向全市发病一年以内及
正在住院治疗的肿瘤患者举行试服中科灵芝孢子粉
体验活动。多年来，因为其优良的品质和良好的口
碑，目前绝大部分的肿瘤患者在服用中科灵芝抗肿
瘤生物制剂。与中科灵芝一路同行的中科会员，在全

球有120多万人。他们是中科灵芝稳定功效的最好
验证！中科灵芝孢子油也是人类共享的生命财富。

鉴于中科灵芝成分明确，功效稳定，为了让更
多的常州患者彻彻底底感受中科灵芝的优良品质
和持久功效，即日起可凭本人身份证及病历申请
领取价值1440元的中科灵芝孢子粉3瓶（每人限
领一次），详情请致电0519-88173855

科学家发现灵芝生物制剂
防治肿瘤的奥秘

●一种富含灵芝孢子油的中药抗肿瘤制剂及制备方法
（PCT国际专利）201108586—7
●一种增强灵芝孢子油抗肿瘤疗效的中药组合物 ZL
2004 1 0014120.3
●一种抑制肿瘤的中药复方制剂及其制备方法 ZL
2004 1 0065736.3
●一种抑制肿瘤的复合真菌中药口服制剂及制备方法
（AT） ZL 03 1 12703 7
●一种灵芝孢子的超临界加工方法 ZL 99
123952.0
●一种灵芝三萜类成分的提取方法 ZL 2009 1
0024957.9
●一种灵芝孢子多糖的提取方法 ZL 03 1
31837.1
●一种灵芝孢子多糖的精制工艺 ZL 2006 1
0097229 7
●一种富含萜类的灵芝孢子油类制剂加工方法 ZL
2006 1 0086075.1
● 灵 芝 孢 子 粉 片 及 制 备 工 艺 ZL 2006 1
0040558.8

十项国家专利

中科灵芝孢子油
肿瘤防治宣传周特大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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