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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上唯一一個通過隨機雙盲臨床試驗
(Double Blind Randomized Controlled Clinical Test)
證實其療效的雲芝類產品





PSP 研究成功並取得專利 (產品專利號：89105471)

國內多個城市，共20多家專科醫院組織了上千多名
病人，成功進行了以『雲芝糖肽PSP』輔助放射及
化學治療的II期隨機雙盲對照臨床試驗。

同年，上海師範大學成立上海新康制藥廠，以其持
有『雲芝糖肽PSP』的有關專利，獨家生產『雲芝
糖肽PSP』。Peptide)，相比當時在日本被廣泛使用的PSK更為有

效，引起國際關注。



同年，香港大學在瑪麗醫院以『雲芝糖肽PSP』進
行了輔助放射治療及化學治療的隨機雙盲對照臨

上海新康制藥廠在香港成立銷售公司，以『慶康®』
品牌銷售『雲芝糖肽PSP』。

HKP-07947。

國內多間重點大學、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

港理工大學，以及美國、英國、日本、新西蘭、台

灣等專科學院的專家均對『雲芝糖肽PSP』備受關
注，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並發表論文。期間美國國家

醫藥圖書館共收藏了200多份有關『雲芝糖肽PSP』
的臨床報告及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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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康®雲芝糖肽PSP』獲批泰國FDA許可證，批
號為：K15/54。

『慶康®雲芝糖肽PSP』獲得加拿大衛生部批准的
產品銷售許可證，NPN : 80032867。

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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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康®雲芝糖肽PSP』精華取得專利 (產品專利
號：ZL200810034213.0)。

2011年



的專家都做過測試，其中包括第I，II，III期的隨機雙盲對照臨床

細胞所執行，它能吞噬致病源質微粒子。而T細胞會對產生

觸，並以細胞膜破裂方式殺死目標細胞。



為病人着想，護理者應作更多的資料搜集，選擇最佳的輔助治

療藥品。不可隨便相信單一研究機構的試驗結果，只有臨床測

試能斷定藥品的成效和副作用。『雲芝糖肽PSP』第II，III期隨
機雙盲臨床測試，分別在8間和14間專科醫院組織485名和650名
病人同時進行一系列嚴謹的測驗，歷時數年，而且費用高昂。

其後，香港大學於1999年再次用『雲芝糖肽PSP』在瑪麗醫院
組織第III期臨床測試，再次証明『雲芝糖肽PSP』的功效。

『雲芝糖肽PSP』是由國際著名的蕈菌學家上海師範大學楊慶
堯教授歷時10多年研究發明的專利產品。於1992年完成了第
I,II期嚴謹的臨床實驗，成功獲得新藥證書，再通過嚴格的試
驗過程，於1998年完成了第III期的臨床實驗，並且獲得生產批
件。『雲芝糖肽PSP』是國際上唯一一個通過隨機雙盲臨床試
驗的雲芝類產品。1987年至今，有超過百萬人服用，藥品獲
得高度評價，獲獎無數，是深受專家推崇的輔助治療制劑。



則為大規模的收納病患 (數百人或數千人)，通常為多國多間醫學中

式銷售。臨床試驗第四期 (PHASE IV) 為監視藥品在市場銷售期間

有否對人體產生不良反應。進行長期的追蹤，為消費者的生命安

全做最後的把關。

隨機雙盲是臨床試驗方法的一種，在醫護人員和病人均不知情

下進行研究，試驗完成後才以科學的統計方式比較藥品的療

效，以確保試驗的精準度。



健康志願者 16人，乳腺癌術後患者 5人。



II期臨床試驗証明PSP的安全性及有效減輕化療及放療副作用，
也可以增強或保持胃癌、食道癌和肺癌病人的免疫功能。



與II期臨床試驗相同的方案，把病人隨機分為對照組、治療組或
開盲組，三組服藥與化療或放療同時進行，為期約2個月。

包括手術、化療、放療方法。



自1987年起，獲中外醫學機構十多個嘉許獎項



雲芝種類繁多，“本草綱目”上記載就有120種之多，PSP的生產菌
株—COV-1菌株，是從中國各地分離的近100種野生雲芝中經反覆
篩選、培育而成，它源於野生，優於野生。

PSP的生產菌株為傳統藥材―雲芝

有效成份為結合蛋白多糖PSP (Polysaccharide Peptide)。PSP
三個字就是多糖 (Polysaccharide) 和蛋白質 (Protein) 英文縮
寫，表示它是一種聯結著小分子蛋白的多糖。

雲芝糖肽是100%雲芝提取物，用先進生物科技深層培植COV-1
菌株的菌絲體並以專利技術提取。



國家FDA批准的癌症輔助藥物

在國內，慶康®雲芝糖肽膠囊是用作治療和預防癌症的二類國家
新藥發售的。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品管理法，獲得藥品批准文
號：國藥准字Z10980124。由上海新康製藥廠獨家生產，並自
1999年起列入「上海醫療保險藥品名單」。

熱水提取



投資您的健康！

結合蛋白多糖(PSP)含量高，適用於一般保健及預防嚴重疾病。

都市人生活繁忙緊張，工作壓力大，長期缺乏休息及運動，容易

造成抵抗力下降，影響生活質量。

雲芝糖肽PSP對免疫系統有提升作用，能幫助睡眠及改善整體生
活質量。適合每一位注重身體健康的人士，尤其適合:
• 身體虛弱者
• 忙碌和作息不定的人士
• 家族成員曾患過嚴重疾病的人士



本品為膠囊劑，內容物為褐色或黑色粉末，有特嗅。

100%雲芝提取物，新專利技術，高含量、高活性、
高水溶性PSP。

補益精氣，健脾養心。用於輔助放射或化學治療，對這兩種治療所

引起的白血球細胞減少及免疫功能低下有保護和改善作用，並可改

善病患者精神疲乏、身體乏力、食慾不振、噁心嘔吐、口乾咽燥、

心煩失眠、自汗盜汗等證候。





含色素

易受污染

易導致敏感

植物纖維素為原料，成份天然

含多聚糖及植物細胞壁，增進蛋
白質、脂肪和碳水化合物的吸收

素食者適用

動物的骨髓明膠蛋白為原料

選用的VcapsTM植物膠囊，原料乃取自幾乎無污染的美國東南部火

炬松樹幹的纖維素HPMC，它含多聚糖及植物細胞壁的基本成份，
能增進蛋白、脂肪和碳水化合物的吸收消化，而且植物膠囊的含水

量極低，有利於儲存期間保持藥物穩定，比傳統動物明膠膠囊更有

利於人體建康。

The Vegetarian Alternative



上海師範大學是全國重點大學，屬於文理工學科協調發展的綜

合性大學。擁有國家、上海市、市教委重點學科，教育部、上

海市重點實驗室和研究基地。 其生物製藥化學學科領先進入全
球前1%學科，影響力甚廣。

『慶康®雲芝糖肽PSP』乃上海師範大學楊慶堯教授多年所研
發的國家級新藥，於1989年取得發明專利，由於產品功效顯
著，確立了良好的口碑。



『慶康®雲芝糖肽PSP』由香港山洋有限公司獨家經銷發售。

上海新康制藥廠成立於1992年10月，是唯一獲授權生產「雲
芝糖肽PSP」的藥廠。





抑制腫瘤的目的，因而適用於輔助各種類型腫瘤的放射及化學治療。

而對輔助別的癌病的放化治療無效，而且過去二十多年的臨床研究

也證明雲芝糖肽對於輔助肝癌、結腸癌、鼻咽癌等癌症的放射及



在過去二十多年的使用中証實，雲芝糖肽可以與其它中藥或西藥一

起服用，其活性成分多糖肽與其他藥物不會發生相互作用，也不會

影響各自的療效。但是如果病人在一次服用多種藥物的情況下，我

們還是建議分開服藥時間為佳。

雲芝糖肽是輔助癌病的放射、化學等治療的藥物，經兩次具規模和

有系統的II，III期臨床試驗表明其效用，適用於輔助癌病患者治療的
任何時期。臨床使用通常在放射、化學治療或手術前開始服用，一

直持續到放化療或手術治療結束，並持續一段時間，實際上很多患

者於痊癒後仍堅持長期服用，可有效預防疾病復發。配合放化療的

同時，服用雲芝糖肽可以顯著降低毒副反應，提高治療效果。

西醫中亦有提升免疫反應的藥物以減輕癌症治療的副作

用，它們跟雲芝的效用相似嗎？患者在選擇舒緩放療、化

療作用的方法上，可以按照什麼準則來決定？

在治療癌症上，西醫與中醫所探取的方法及概念都有所不同。服用

西醫處方藥物時，可能會因為要得到某方面的療效，而產生另一方

面的副作用，癌症治療期間的副作用就是最好的例子。同樣道理，

在服用西醫提升免疫反應藥物提升免疫力的同時，也可能會有其他

的副作用產生。然而，中藥雲芝卻可以在提升免疫力同時，不產生

任何副作用，而且中藥的藥性較溫和，緩慢的調理身體機能最為合

適。

在選擇中藥或西藥作減輕癌症治療的副作用時，應衡量病人身體是

否能夠負荷各樣的副作用。即使決定服用中藥，也要看清楚它是否

通過臨床或其他測試，證實不會引起任何毒副反應及副作用才可安

心服用。



在過去二十多年病人使用的經驗中看到，雲芝糖肽對這些病的輔助

治療是肯定有幫助的：

 • 雲芝糖肽可以提高免疫力，改善白血球細胞因放化療而減少的情
況，讓病人可繼續療程；

 • 延緩癌細胞擴散程度，幫助穩定病情；
 • 可以增加食慾，改善體質；
 • 可以改善症狀，減輕痛苦；
 • 可整體提高病人生活質量，延長病人生命。

我們的臨床研究是按照每次3粒，每天3次的劑量進行的。這個劑
量也是在很多研究的基礎上設計的，具有最佳療效和療效價格比，

所以在正常情況下不建議增加或降低服用劑量。而且癌症的治療是

一個長期的過程，完成手術或者電、化療不等於完成了整個癌症治

療，因此應該長期堅持服用PSP，除非經濟條件不允許，那麼減量
程度可根據個人的經濟狀況而定。

但是，至少仍應維持每天4-6粒，即相當於治療量的一半左右，因為
此劑量作為最小劑量經過藥效學研究還是有效的，再低的劑量就不

能保證療效了。

若是普通人將PSP作為日常保健用品時肯定可以減少服用劑量，至
於減量的程度應該說沒有統一的標準，因為我們未做過系統的研

究，還是要根據使用者的自我感覺和經濟能力而定。



雲芝糖肽精華與雲芝糖肽PSP有什麽分別，在什麽情況下使用？

雲芝糖肽精華的生產，是在雲芝糖肽PSP原基礎上，採用現代更先
進的工藝技術，進一步純化而得到的改良型產品，達到高多糖肽含

量（PSP>70%)和高水溶性的效果。

水溶性雲芝糖肽PSP的溶解性能大幅提高，其高分子多糖肽聚合物
在水中幾乎完全溶解，口服後更容易被人體吸收利用，雲芝糖肽精

華在雲芝糖肽PSP的效力基礎上又提高了10%以上，用於輔助放射
和化學治療時，效果更為明顯。

無論是單獨使用還是作為輔助治療使用，雲芝糖肽精華對骨髓功能

和免疫功能的保護效果更好。

雲芝糖肽是中成藥，具有一般中藥的起效較慢、藥性溫和的特點。

根據臨床研究的結果，一般情況下連續服用一個月為一個有效療

程，配合放化療連續服用兩個月的臨床有效率在82%以上。

為了鞏固療效、預防腫瘤的轉移和復發，患者可長期服用，尤其是

在放化療期間，一定要堅持服用。經兩次具規模和系統的三期臨床

試驗表明，雲芝糖肽對於降低放化療的毒副反應、改善白血球數量

和提升免疫力上具有積極作用。



“使用免疫抑制劑者”是指進行過器官移植手術而需要長期服用免

疫抑制劑進行排異治療的患者，或者患有自身免疫性疾病而需要

服用免疫抑制劑的患者。免疫系統功能過於強烈也能導致疾病，

這是因為過度反應的免疫會將自身組織當成外來的病菌而攻擊所

產生，即為自體免疫性疾病。常見的自體免疫疾病包括類風濕性

關節炎，第一型糖尿病及紅斑性狼瘡。

除了器官移植及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以外，其他人均可以服用，包

括小朋友，因為：

 • 雲芝糖肽是一種非常安全的綠色中成藥，農殘、重金屬限度均符
合香港和國際食品藥品相關標準；

 • 臨床應用超過二十年，表明雲芝糖肽沒有任何毒副反應及副作
用；

 • 雲芝糖肽是一種生物效應調節劑，不含激素等影響兒童生長發育
的化學成分；

 • 雲芝糖肽用於輔助兒童白血病等疾病的治療多年，未有相關不良
反應報告。



“生痱滋”是口腔潰瘍，又稱為 “口瘡”，現代醫學認為該病為病毒
感染所致。當人們被感染後病毒積存在體內，身體免疫系統異常

時，這些病毒會特別活躍，病情也會明顯惡化。中醫認為病因較複

雜，與自身免疫機能低下、內分泌功能紊亂、遺傳因素、精神過度

緊張、疲勢等有關。

雲芝糖肽能否改善 “生痱滋”未作系統研究、療效不能肯定。從理
論上看，如果是免疫功能低所引起的 “生痱滋”，服用雲芝糖肽會
有一定療效：但是如果已經發生了 “生痱滋”再服用雲芝糖肽很可
能是無效的，因為雲芝糖肽的起效相對較慢，不會再短時間內治

愈。

糖尿病或高血壓病人可以服用雲芝糖肽，因為：

 • 在雲芝糖肽臨床研究過程中未發現有增加血糖或影響血壓的副作
用；

 • 在雲芝糖肽20多年的臨床使用過程中也未有此類不良反應報告。
 • 從雲芝糖肽的化學結構來說，雲芝多糖肽是一種具有β-糖苷鍵
的多糖肽聚合物，與葡萄糖和α-糖苷鍵聯接的蔗糖、澱粉完全
不同，不會被α-澱粉酶和糖苷酶水解成葡萄糖，所以不會影響
血糖，更不會影響血壓。



1. 膠囊將藥物的粉劑包好，以確保藥物能直接抵達胃部，分解並吸
收，免卻了藥粉黏附在食道上，既能確保藥物的吸收，亦可能避

免有關藥物對食道造成損害；

2 膠囊光滑的表面，令吞服更容易，同時亦將有關藥物的苦澀味遮
蓋起來，以免病人「怕苦」而不服用藥物。

因為是中藥，通常有一定天然色素存在，並會隨制備工藝有微小變

化。顏色深淺是一個較難控制的問題，尤其是批次與批次之間肯

定會有一定差異，包括由國家食品監督管理局批准的雲芝糖肽膠囊

質量標準中對於顏色的規定也是「淺褐色至褐色粉末的顆粒」。當

然，我們也在不斷努力改善，盡量縮少批次與批次之間的差異。

再者，藥粉顏色深淺，也是由於藥粉顆粒的粒徑大小差異所致，因

為色素 總量是基本恆定的，但顆粒大會導致藥粉表面面積減少，
顏色就會 深一些；藥粉粒徑少一些，顏色就會淺一些，所有這些變
化只是外 觀的變化，不會影響藥物的內在質量的療效，可以放心使
用。





癌症患者家屬 Patient’s Family

Please send the completed form to Wellness Club by mail or fax:

Rm 301-303, 3/F., Tai Yip Building, 
141 Thomson Road, Wanchai, Hong Kong.

香港灣仔譚臣道141號大業大廈3樓301-303室

We sincerely invite you to join the Wellness CIub. You will be updated 
with latest product information, medical news & health care related 
promotional activities from time to time.



地址 Address :
香港灣仔譚臣道141號
大業大廈3樓301-303室
Rm 301-303, 3/F., Tai Yip Building,
141 Thomson Road, Wanchai,
Hong Kong.
服務專線 Service Hotline :
852-3107 8307
網址 Website :
www.sealand-hk.com
電郵 Email :
info@sealand-h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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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康®雲芝糖肽PSP 為廣大癌症患者帶來抗病的
天然輔助自然制劑，也為中醫現代化帶來指導性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