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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钙解决吸收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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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对健康只起8%作用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

席韩启德《对疾病危险因素

控制和疾病筛查的

思考》的报告。医

疗对健康只起8%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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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才是硬道理

骨质疏松：青年埋祸，老年遭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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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密度值 - T值

 68%的壮年人骨密度会落在平均值附近的一个范围内，这个范围就

是“正负一个标准差”。检查骨密度时的T值的单位就是“标准差”。

 T值低于-1，代表86%的壮年人骨密度比你高 - “低骨密度人群”

 T值低于-2.5，代表98%的壮年人人骨密度比你高，“骨质疏松” ，

 骨质疏松，骨质比起最高峰时，已至少减少了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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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质疏松发病率

2013年10月10日，世界骨质疏松症基金会（IOF）发布一份

公报——全世界已有两亿骨质疏松的女性。只要能活到平均

寿命，女性一辈子有三分之一的几率会在50岁后遭遇骨折，

对男性来说，骨折几率也有五分之一。而曾经骨折过的人，

再次骨折的风险比之前又翻了一倍。倘若骨折处是髋部大腿

骨，更会让人难以行动，长期卧床不起，感染血栓等并发症

也随之而来……据统计，髋部骨折一年内就有高达20%的死

亡率与50%的致残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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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普遍缺钙

1) 人体严重缺乏的第一位营养素

(1) 粮食产地-土壤的酸性化 → 包括钙在内的微量元素损失

(2) 过多摄取含磷酸化合物的快捷食品, 碳酸饮料等，妨碍钙的吸收。

2) 引发所有疾病的“主犯”- 营养不均衡

钙的吸收和代谢

1) 体内钙 99%存在于骨骼和牙齿等硬组织剩余1%分别存在于血液 0.1%,细胞0.9%

→ 体液和软组织的1%对于人体代谢、细胞功能、神经运动、蛋白激素合成等至关重要

2) 如果钙吸收量少于排出量，血中钙含量降低

→ 甲状旁腺激素分泌增多

→甲状旁腺激素为维持血中钙浓度，释放骨骼中的钙导致骨质疏松症

钙流失导致骨质疏松症及多种疾病



快捷食品里含有大量磷酸盐，妨碍钙的吸收，降低钙的利用率

冰激淋，巧克力，面包等食品里的大量白糖也促使钙排出体外

钙的主要功能与缺钙症状

1) 安神 : 爱哭闹的小孩，大多是因为缺钙

失眠也是缺钙引起的

2) 肌肉收缩/松弛 : 钙促使心脏搏动
→ 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眼睑、手指痉挛)

3) 分泌/调节荷尔蒙 (除胰岛素)

快捷食品妨碍钙吸收



4) 保持体液弱碱性及止血作用

→ 划伤时，用钙粉剂处理伤口可迅速止血

→ 交通事故的主要死因是肠出血， 平时充分补钙可以增强凝血作用而提高生还率。

5) 增强免疫力 : 活化白细胞

6) 活化精子/卵子

精子细胞外有一万倍浓度的钙所包围着，这样的浓度差可使细胞接受外界信号，开

始活动。 如果缺钙，精子的活动缓慢。

卵子细胞内外没有充分钙浓度差，就不能接受精子而不能完成受精。

钙的主要功能与缺钙症状



钙 与 疾 病

1) <肩膀酸痛/头痛>
血液循环不好，会引起肌肉痉挛、头痛

2) <糖尿病>
糖尿病的病因掌控在胰岛素，胰岛素是由钙发出信号而分泌的。

3) <高血压 >
高血压的病因不仅是摄取过多盐分，钙不足才是更主要的原因。

骨骼释放的钙可使平滑肌收缩，从而导致血压升高。

摄取充足的钙等于服用了钙通道拮抗剂（降压药）。

4) <动脉硬化/心肌梗塞> 

心肌梗塞病因不仅仅是因为胆固醇。

骨骼释放的多余钙会引起胆固醇的聚集，堆积在动脉里最终导致动脉硬化。

钙离子失衡与动脉硬化有关。



5) <肥胖和钙>
肥胖是由荷尔蒙分泌失衡引起的，钙可以稳定情绪控制食欲，抑制肠吸收脂肪

6) <癌症与钙> 
钙不足会降低免疫力而使人体容易得癌症
体内钙浓度失衡，妨碍免疫细胞的信号传递系统 → 不利于癌症康复

骨质疏松症和骨折

1) 骨质疏松症的主要原因
① 高龄化 : 一般骨骼到30岁就终止生长，35岁左右骨密度最高。之后每年减少约1%。

② 环境污染严重和快捷食品的泛滥，嗜烟酒，可乐，咖啡，茶，盐过量，少吃或多吃肉

③ 缺乏运动: 如果不适当运动，机体从骨骼释放钙来补充自身需要

④ 女性荷尔蒙减少 : 闭经，卵巢切除术→ 雌激素防止钙的流失，提高钙吸收率。

钙 与 疾 病



2) 易骨折的部位: 脊椎, 股骨颈, 手腕, 肋骨等

3) 女性钙储存量比男性低 20~30%。

年龄 正常 骨量减少症 骨质疏松症

50岁 36% 46% 18%

60岁 26% 34% 40%

70岁 16% 10% 74%

骨质疏松症发病率

骨质疏松症与骨折



正常 骨质疏松

正常人与骨质疏松症患者的骨组织



女性的骨质疏松症

易发骨质疏松症人群（年龄）
1. 体格娇小偏瘦的女性
2. 闭经较早的女性
3. 未曾生育的女性
4. 切除卵巢的女性
5. 有家族病史的人
6. 钙摄取极少的人
7. 缺乏运动的女性
8. 饮酒吸烟的女性
9. 过多摄取咖啡等咖啡因的人群

正常人与骨质疏松症患者的X-光比较

骨质疏松症是缩短生命，迅速老化，
悄然夺走生命的可怕疾病

[ 骨质疏松症 症状]

1. 无任何症状
2. 易骨折（如髋关节，脊椎，腕关节等）
3. 腰痛、驼背
4. 抑制生长



钙的生理功能

❖骨骼: 维持正常骨骼, 
预防骨量损失

❖神经: 传达兴奋和刺激

❖肌肉: 收缩，伸展

❖凝血作用



每日钙实际摄入量和推荐量的比较

人群 实际摄入量（毫克/日） 推荐量（毫克/日）

儿童 300 800—1000

少年 400 1000-1200

成人 500 800

孕妇 600 1500

绝经妇 300 1000-1500

老年人 300 1000

注：摘自《人体钙营养》一书，第四十六页



每日钙需求量（膳食摄入390毫克）

• 美国人

年龄 参考量(毫克/天)

出生-6个月 210

6个月 -1岁 270

1-3岁 500

4-8岁 800

9-18岁 1300

19-50岁 1000

51-70岁 1200

70岁以上 1200

孕妇及哺乳 1200

14-18 1300

19-50 1000

• 韩国人

年龄 参考量(毫克/天)

儿童 10-12岁 800

男性 13-19岁 900

>20岁 700

女性 13-19岁 800

>20岁 700

孕妇 1000

哺乳期 1100

National Acdemy of Sciences(NAS) 韩国营养学会 第七次 修订版 (2000)



髋关节

① 骨质疏松症导致的三大骨折

- 脊椎,髋关节, 腕关节

② 高发疾病： 脑中风为第一位

髋关节骨折第二位

髋关节 骨折



全球首创 –尖端干式纳米粉碎 (世界独有)

蚕 30~70nm

1㎛隔膜

* 桑叶颜色
* 香味儿
* 高蛋白

1㎛隔膜

* 黑褐色
* 有恶臭味儿
* 破坏营养素

未
粉
碎

热
风
烘
干

蛋白质注射液

融合
纳米
技术

一般技术加工方法



NANO CALCIUM POWDER

纳 米 钙



彻底解决吸收利用难题 – (将改写教材内容)

◈ 钙和纤维不易被人体吸收.

通过干式融合纳米技术加工的钙和纤维，易被人体吸收。

4~5㎛

1㎛

30~70nm

◈ 陶瓷材料经过纳米处理后展现出的特性。

*吸附力强
*热传导快



1) 吸收率低

钙剂颗粒约 40µm，吸收率低。大部分都排出体外

2) 离子钙

牛奶加工厂使用离子钙，虽然吸收率高，但丧失了钙的特有功能，没有补钙效果

3) 荷尔蒙注射剂

需终生注射荷尔蒙来维持,  有可能发生副作用(乳癌)

4) 维生素D3促进钙吸收是没有依据的

2006年 2月 15日 美国某期刊发布的消息指出，医学界一直主张维生素D3可促

进钙的吸收，但实际上，维生素D3虽有促进钙吸收的作用，但没有相应活性物质的

帮助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

普通钙制剂



1) 优质原材料 :  含钙量达到 39%以上，
东医宝鉴, 本草纲目上所介绍的功能- 抑制胃酸分泌, 促进
血液循环，预防肝炎、肝硬化、肝癌，保护心脏(镇静剂）的作用

2) 治愈骨质疏松症 : 服用1~2年(骨质疏松症III期为准)

3) 动物实验 :  世宗大学 郭海修 教授组(纳米食品工程系) 通过动物实验证明了纳米钙治
愈骨质疏松症, 相关论文刊登在SCI级国际论文期刊 (白鼠3个月试验结果等同于人
体1~3年试验。）

4) 临床试验 : 美国FDA在韩国的实验-浦项医疗机构, 朴庆南内科(首尔三星洞)
仁济白医院(首尔 上溪洞 白医院), 其他

纳米钙 : 治愈骨质疏松症!



对胃无刺激 : 不是锐型颗粒，而是球型颗粒

活性化能量: 有助于钙吸收 → 维生素D3的作用

“砌砖技术”(羟磷灰石) : 骨组织排列整齐→ 就像砌砖时黏合剂作用一样

其他公司产品 纳米钙



1) 儿童，青少年的骨骼发育缓慢。

2) 抑郁症, 情绪不稳, 失眠症, 记忆力降低，肌肉抽搐（肌肉痉挛）手脚酸麻，抽搐的症状。

3) 指甲易折，肌肉痛，骨痛，白发，龋齿，牙周疾病，高血压，动脉硬化

4) 女性痛经，经前征候群，儿童注意力下降，散漫行为等等。

5) 肥胖 - 有燃烧脂肪作用的线粒体发生功能障碍，不能有效利用能量源而堆积脂肪。脂肪分

解成能量需要维生素，钙等物质。因缺钙不能有效分解脂肪，所以说补钙很重要。

6) 膝关节痛 – 持续刺激膝关节可产生热而导致炎症。

7) 心脏 – 100年前英国一位博士作离体蛙心试验，证明钙可以促进心脏搏动。

8) 脊椎里骨髓造血细胞（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

9) 钙参与细胞的分裂和生长。

10)缺钙引起的钙矛盾 (Paradox)现象- 诱发各种成人疾病

钙缺乏



① 骨组织中大概20%的钙是活动的，它与新摄取的钙交换位置。体现为重复利

用的钙不易恢复骨组织。

② 钙矛盾发生原因- 雌激素的缺乏 (促进钙吸收)症状- 腰背疼痛，易疲劳，影响身高。

结果- 股骨骨折时6个月死亡率为20% , 50% 生存患者只能依靠轮椅来生活,

25%患者需要长期特殊治疗。

危险因子- 身材偏瘦, 高龄, 闭经后子宫切除术, 使用肾上腺皮质激素，使用抗痉挛剂，

缺乏运动的人，吸烟，饮酒过量，闭经后5~7年骨损失达20%以上者。

骨质疏松症



我们的技术优势

一般粉碎技术加工过的依曲康唑（制药：抗真菌剂）

干式纳米粉碎后干式纳米粉碎前(一般纳米粉碎的局限性)



纳米粉碎制药材料

纳米粉末提供单位：（株）爱博斯科技



纳米钙治愈骨质疏松症 动物试验（SCI级 国际论文期刊）

[ 通过动物试验证明纳米钙对闭经后女性骨质疏松症的预防和治愈效果 ]
给24只7周龄SD种雌性小白鼠人为切除卵巢手术，导致骨质疏松症。之后，给这些小白鼠喂食三

个月纳米钙和其他种类钙剂与牛奶的混合物，再检测骨密度。如图所示，可以观察到用其他钙剂喂
食的小白鼠骨组织几乎看不到骨密度增加，但喂纳米钙和牛奶的小白鼠骨组织已经恢复到正常骨组

织的骨密度。

骨质疏松症加重（牛奶） 缓解骨质疏松症(市面钙剂+牛奶) 缓解骨质疏松症(离子钙+牛奶) 治愈骨质疏松症(纳米钙+牛奶)

通过动物试验证明纳米钙治疗骨质疏松症的效果
( 以下图片是骨质疏松症小白鼠骨组织的图片比较)



服用后(服用6个月后)

T score= 2.2

骨密度值 0.8 效果显著

服用后(服用约15个月后)

临床实例 – 男，71岁 服用约15个月

70岁老人（男）的骨骼恢复成25岁的骨组织

T score= 1.4



根据上述诊断书内容，此患者如果不接受手术治疗，很可能行动都不能自如。
服用纳米钙半年之后，恢复日常活动及适当的运动。

服用6个月后的健康状态服用6个月后

临床实例 女，50岁 椎管狭窄症患者恢复活动



骨密度值
T-score =+0.23(102%)     

临床实例 – 女，50岁，连续服用8个月



T score= -1.99
骨密度值提高了 2.75，
现已恢复至骨量减少症

T score = -4.74(骨质疏松症非常严重 –需要治疗)
此患者40岁时因子宫肿瘤切除子宫和双侧输卵管后，出现了

迅速老化（70岁程度）现象，继发严重的骨质疏松症。

服用前 服用后

临床实例 – 女，62岁–服用24个月



T score= +0.47(106%)
骨密度值为1.22(23%)，效果显著，已治愈。

服用前 服用后

临床实例 –男，59岁– 服用30个月

T-score = -1.69(83%)
骨质疏松症前期(-2.5)。



服用前 服用6个月后

T-score= -3.86    诊断: 骨质疏松症严重
–2.5以下为骨质疏松症

T-score= -2.62(80%) 
骨密度提高1.24

临床实例 – 女，56岁-服用6个月纳米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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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预防及根治骨多空症
2. 改善糖尿病 : 胰岛素依钙信号分泌，故能改善糖尿病。
3. 防止发生钙自相矛盾，对预防和根治各种血管疾病有效。

(高血压, 动脉硬化, 心肌梗塞, 脑梗塞, 脑出血 等) 
4. 有天然神经安定剂作用，对癌症, 肥胖，结石，肝脏病，头痛，退行性关节炎，

膝盖和手指关节，脊椎管狹窄症有效(维持神经细胞，肌肉细胞机能）
5. 对牙痛，牙齿痛症有效。
6. 长身体

※ 什么叫钙矛盾 Calcium Paradox？
人体内的钙 99%在骨和牙齿，剩余 1%在细胞内外的血液中存在。
钙不足时，副甲狀腺的 PTH激素从脊椎或坐骨等骨中溶化钙，维持血液浓度。
由此发生骨质疏松症，因必有以上的再生钙，血液出现浑浊现象（注意动脉硬
化，发生血栓）。细胞内外突然的钙浓度差 - 这叫钙矛盾。

其他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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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用方法 : 开始服用少量,逐渐增大用量. 用水或喜欢的饮料服用

❖ 正常人以预防骨质疏松症 : 1日 2次, 1次 1个胶囊. 

❖ 患有骨质疏松症, 骨量减少时 : 1日 2次, 1次 2-3个胶囊

❖ 患严重骨质疏松症及退行性关节炎时 : 1日 3次, 1回 2-3个胶囊

❖ 注意事项

服用量过多时会伴有便秘, 必要时服用纤维素,便秘会消除. 

莱诺纳米钙 NANO-C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