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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加加加加加加拿大再次获得了在糖尿病的根治探索研究领拿大再次获得了在糖尿病的根治探索研究领
域中的令人瞩目成果域中的令人瞩目成果.

加拿大阿尔伯塔省的卡加利大学和卑诗省的东
林生物研究公司最近发布了一个历经20年的研
究成果, 一种被命名为P-700的草药混合提取物
质, 它已被确认可以使2型糖尿病患者从苦难中
解脱出来重获得健康的自由.

依照他们最新的试验统计结果显示98%的糖尿
病人通过饮用ELEOTIN (P700的合成产品) 茶
产品可以使血糖水平降低并且可以达到近乎正
常,以致正常的水平, 甚至有70%的病人终止服
用治疗后仍能保持住正常的状况.

特别令人瞩目的是, 服用六个月左右后, 有30-
40%的糖尿病人的血糖值转变成正常并保持其
正常到目前已有六年之久, 另外30-40%转变为
轻微的糖尿病并且维持状况已超过2年或3年.
此外,当继续坚持以最小限度的使用ELEOTIN, 
(最初用的计量是1个夸特) 发现还是能够使血
糖转变到正常. 而且, 个别改进的案例特别是那
些老年视网膜恢复 (一些由于糖尿病而新近失
明的病理) 以及那些有特别意义的糖尿病例恢
复的案例还在观察研究当中.

澳大利亚的科学家独立的检测了ELEOTIN的效
果后评论到, 这个ELEOTIN的成果比加拿大多
仑多大学的科学家班亭博士 (Dr. Banting) 和 迈
克劳德博士 (McLeod) 在1921年首次分离出胰岛
素的成果更具有特别意义.

近来的最新的人类临床实验统计分析显示 (包
括80%的患病中的糖尿病患者和20%控制治疗
中的群组). 对于一个服用超过三个月的糖尿病
人, 相当可靠的预示了ELEOTIN对其病情有着
明显的转变功效.

在这个研究中, 有一个患糖尿病10年的55岁的
病人, 最初的血糖是300mg/dl, 服用ELEOTIN四
个月后, 血糖降到157mg/dl. 虽然这个数值还
不算正常,  但已经低于尿糖探测值 (RENAL 
THRESHOLD). 而且, 发现他的血糖是在继续
下降中, 这本身就超过了常规预期的时间.

东林生物研究公司同时透露,从1998年四月到
2000年十月, 有大约2万个糖尿病患者服用过
ELEOTIN, 事实上这些病例显示100%的有治
疗效果.

东林生物研究公司表示, ELEOTIN的所有的草
药成分都是作为食品在许多国家合法使用, 特
别是在东南亚国家. 一些国家的政府核准过这
些成分可以安全的制作食品.

对于毒性测试,方法是给50次比率的人类用的
剂量, 使用七个月后对人的器官没有任何损.

JR LAB 是加拿大食品和药品安全研究公司. 
这个公司对ELEOTIN每批都进行了严格全面
的安全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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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医学报告
Near-normalcy restoration for 70% of Type II diabetics

天然草药化合物使
70% 的的 2 型糖尿病恢复到近乎正常型糖尿病恢复到近乎正常.

2001春 (中文翻译稿)

EDITORIAL NOTE
The ‘American MediReport’ endeavours to report in a 

professional and accurate journalistic style with terminol-
ogy understandable to non-specialists in any given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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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OTIN比较以前方法的研究进程超过了20年, 
用产生的四种截然不同的化合物去控制血糖作
为主要线索和途径, 在天然草药的化合物实验了
千百次后, 发现有15种草药混合物具备再生胰腺
ß-细胞和胰腺受体再重建的功效.

这里重要的是, 这个增加再建功效的过程不象化
学药物的刺激效果伴有副作用产生, (如一种日
本公司生产的药REZULIN, 是在UK通过肝藏阻
断触发一个死亡的SPATE.)

而是, 这些经过改良的胰岛素敏感程度, 通过
ALPHA-胰高水解酶抑制导致血糖降低规格 , 
不是那种所谓的次要效果.

用温和的天然药物可以显著的再建胰腺ß-细胞
和提高调节胰岛素受体的活性, 以前从未见过. 
科学家们对这个结果非常兴奋.

损害性血糖波动的控制损害性血糖波动的控制..
依照著名的澳大利亚医学杂志医学生活报告报
道, 血糖代谢系统控制不好, 使糖尿病综合症恶
化, 其根源是血糖值的不规则的波动导致人体
微循环系统的损害, 进而产生常见的血管小球
的病变如肾病, 动脉硬化, 末稍循环部分的病
变如脚部坏死,和造成眼睛失明等. (人体微循
环障碍会使动脉粥样化, 血管壁增厚, 非规则
性过量渗透等) 实验结果发现, ELEOTIN 有效
的控制了这种血糖波动, ELEOTIN 作用于通过
减少ALPHA胰高水解酶和另外四项反映调节
物的生化指标调节碳水化合物的减弱, 这一过
程结合了ELEOTIN所产生的反糖尿病的功效. 
其实, 比起非糖尿病人, 最初10年内的糖尿病
人即使由药物和食物控制的方法使正常的胰岛
素维持了一个好的血糖水平, 仍然会导致血管
的病变.

所以, 在未来十年间, 如果ELEOTIN的若干作用
所产生的一个较小的百分率差异, 对于那些使用
了ELEOTIN 草药茶的人,  ELEOTIN 仍将引人

使用 仅三个月后, 结果显示ß-细胞
的活跃性明显改进, 在这个案例里包括有多于
10%的ß-细胞被活化. 跟踪这一增加胰岛素研
究成果的线索, 这个程序包括了三组1型糖尿
病志愿者, 三到四个月后,  血糖值每日的波动
显示减少, 同时报告真实反映这组人的常规健
康水平也有改进. 所有这些实验的小组的成员
都成功的减少了多于30%的每日所需胰岛素
剂量.

增加胰岛素分泌对非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的
结果被跟踪实验了六年, 去重点监控作用于ß-
细胞的效果, 与常规普通药物刺激胰岛素的产
生比较, 没有明显的副作用. 此外,  超过十五
年多方面的实验证实, 没有抗药性 (第二故障: 
因为服用药物产生的并发症) 的草药化合物
可改变表观功能, 这意味着ß-细胞不衰退的延
续反映. 这显示出草药化合物的温和特性,这
个特性是造成自然协同的作用于生物学的反
映,比已发现的单一分子的脚踏式起动的活性
更自然. 这就防止每年度5%到10%药力衰减, 
最主要的是它有效的终止了因果关系.(译者
注: 通常的化学药物被要求给出单一分子式, 
而这就不能防止人体对化学药物的对抗性 ,  
人体的自愈功能是自然对抗来自外界的侵蚀, 
通常说的免疫功能, 一般化学药物在人体内会
以每年5%到10%的药力衰减, 就是这因为人
体的抗药性,  ELEOTIN 是属于天然食品形式, 

人体对其没有对抗而且会自然的吸收, 像我们
平常的饮食, 人体会本能的根据需要吸收到最
需要的器官).

胰岛素受体的高端规定胰岛素受体的高端规定
因为大多数的 型糖尿病是由于肌肉和肝脏
的胰岛素受体细胞对胰岛素的抵御(反应缺
乏)造成的, (血糖在缺乏一个胰岛素密码的情
况下, 不能穿透细胞壁).ELEOTIN的恢复胰岛
素与受体细胞之间结合力的能力, 大大地提高
了ß-细胞被ELEOTIN诱发而增加分泌的那些
胰岛素的使用率,充分进行葡萄糖代谢. 时至
今日, 还没有任何其他的药物或健康食品有着
同样的表现

葡萄糖传输葡萄糖传输 浓度增加浓度增加..
葡萄糖传递单元2是在肝脏和胰脏中发现
的一个非常重要和有利的葡萄糖传递单
元.ELEOTIN已经被证明是可以增加这个单元
的工作水平,  从而更好地利用葡萄糖.

肝肾功能肝肾功能
被 JMDRC(朱利雅麦克法蓝糖尿病研究中
心 )开发出来的这个多样化而协同作用的
ELEOTIN的草药配方也包括了那些已被证明
对人体整个健康有增进作用的草药配方. 几
乎所有的参加过试验的患者都报告有更好的
健康, 更佳的睡眠和更细滑的皮肤. 臀部以
上的脂肪也随着被降低的血糖指数逐渐减
少 .ELEOTIN现在开始被做为预防剂来对抗
非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 (NID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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瞩目. 其有意义的数据是, 由于糖尿病的缘故导
致视力减弱的ELEOTIN的服用者, 在服用三个
ELEOTIN 后他们的视力有了显著的改进.

ELEOTIN
“你只有两个选择 要么我们为你做截肢手术, 要
么就是死亡." 
这是发生在大约在25年前,  在加拿大阿尔伯塔
省的卡加利大学医学院, 一个患有严重糖尿病
并伴有严重的肾病综合症和周围脉管并发症的
虚弱的亚裔老妇人所面对一个人生的重大选
择,医生的忠告是二者只能取其一, 是要没有双
腿的生命, 还是要没有生命-死亡? 

她拒绝了截肢手术并决定立刻起程去亚洲度假
去享受她生命最后的时光.

这次亚洲之行, 她有意识的去发现那些传统的
疗法, 象民间草药以及舆现代疗法的结合的疗
法, 以及那些,有着成功和趣闻轶事样的具有价
值的, 相关的历史记载.

她无所顾虑的服用每一种可能的具有治疗作用
食品和草药.  六个月后,  她开始感觉自己非常
强壮. 她的旅行给了她一种全新的内心宁静和

对生活的新感觉.  回到加拿大后,  她被要求去
做了一系列的例行检查, 她的医生惊讶的发现
这个病人的严重的肾病综合症和周围脉管并发
症已经明显好转,  已没有截肢的必要了.  医生
们对于这个严重糖尿病痊愈的病例感到惊讶 , 
在了解了这个妇人的经历后他们确信其中的科
学性价值.

后来, 卡加利大学医学院糖尿病研究小组开始
寻迹老妇人旅行过的地区,并研究她曾服用过
的传统草药. 首先, 研究小组任意测试了多数
老妇人服用过的草药,并在动物上实验. 后来, 
一些糖尿病的志愿人员尝试了多数草药提取的
化合物. 其中有一个加利大学医学院的退休护
士, 她看到了那个老妇人令人鼓舞的变化, 这
个护士同样有严重的2型糖尿病, 后来这个护
士是这个实验中成功治愈糖尿病的患者之一, 
而且现在她已治愈了12年.

由于当地方言名称和其他语言方面的障碍, 以
及草药质量控制的差异对糖尿病有影响的因
素,  加之需要长途的旅行,  研究小组花费了四
年的时间去通过患者探索七种草药的提取物 . 
其间, 这项课题研究的主要研究对象及病人自
身, 连续服用至康复, 并且没有任何并发症,  
检测表明她已经恢复正常状态.

胰乐啶对比常规药物胰乐啶对比常规药物
新的糖尿病人应该考虑继续服用他们当前用
的治疗药物, 并在监控他们血糖值接近常规的
时候, 告知他们的医生. 随着时间, 血糖水平将
会达到正常水平, 这意味着可能是口服或是注
射药物的作用, 另外服用者报告有意的改良的
草本功效导致人体本能的稳定, 包括:

•  improvement in sleep quality, 改进睡眠的质
量.
•  less nerve pain, 减少神经痛
•  less frequent urination + increased quantity, 改
进尿频, 增加尿量.
•  greater energy levels 大大提高精神水平.
•  improvement in skin quality and tone 改进皮
肤的质量和色泽.

这些有益的功效于启动的条件和使用年限是
相互均衡的. 一个轻微的糖尿病患者 (小于三
年) 在1到3个月有改进, 6个月能有希望到正
常. 中等的糖尿病患者3到6个月有改进, 1到2年
可到达正常. 严重的糖尿病患者 (大于6年的): 
6到12个月有改变, 正常需要2年或更多的时间. 
对比通常的长期效果, 用标准的疗法是逐渐靠
身体本能的恢复型治疗, 最主要的糖尿病典型
终期后果, 象心脏的问题, 肠胃紊乱的问题, 低

血糖, 新陈代谢的改变导致体重增加和皮肤搔
痒. ELEOTIN是已知的对这些症状能够用于象
常规药物治疗的化合物, 没有任何相互作用的
理由同任何当前使用的糖尿病疗法与其相比. 
如同用任何治疗法则, 最好的结果是见到均衡
食疗和运动疗法的联合效果. 

使用实验灰鼠 (通常患6到8周的糖尿病) 发病
前监控血糖用ELEOTIN 和碳水化合物开始调
控三个星期. 十周内, 控制组的灰鼠有70%患了
糖尿病, 但使用ELEOTIN的组只有10%得了糖
尿病:
(BGL’s 354 ± 39) vs. (BGL’s 168 ± 40). 结论: 
ELEOTIN 可防止糖尿病的发生.

其他控制实验考察的果效机制. 包括定点组织
学的细胞胰岛素受体实验 (肝细胞和骨胳肌
肉),  胰腺的ß-细胞和ALPHA胰高水解酶的反
作用抑制测量法实验. 研究显示ELEOTIN改善
了肝细胞的胰岛素受体的敏感度, 肌肉细胞的
胰岛素受体同样也得到改善.

所有P-700 (ELEOTIN的基本物质) 的实验包括
人类实验的跟踪发现都是经过权威性的生化
检测方法及功效校对.

3



American MediReport • Spring 2001

参考信息参考信息

Details of the recent test statistics can be found 
at  www.eastwoodcos.com/Science/statsum.
html.  This trial was done by Eastwood Biomedical 
Research Inc. 

2    Alberta Report (August 24, 1998)  
3    These cases are still of anecdotal nature. 

More studies are needed for more concrete 
conclusions. 

4    Medifl e Volume 3 Issue 1. Australian scientists 
are known to have tested Eleotin on 15 patients 
independently of the aforementioned  trial which 
is based on 80 user patients vs. 20 patient control 
group. The results are available upon requests. 

5    Republic of Korea, Japan,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6    Also,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the modes of 
actions, refer to the science section of www.
eastwoodcos.com, or, Townsend Letter  May 
1999. Inquiries and correspondence can be sent 
to biotec@eastwoodcos.com

7    As observed in the changes in C-peptide levels. 
One should be careful in the interpretation.  This 
should not be interpreted to mean that Type 
I diabetes is cured by Eleotin, even though 
there  are a few cases in which Type I patients 
experience improvement in their ability to control 
BGL. For more detail, see www.eastwoodcos.
com/Science Inquiries and correspondence can 

be sent to biotec@eastwoodcos.com
8    As observed in the changes in plasma insulin 

levels, and, insulin binding rates. 
9    March 2000 edition.
10  This part of the report is mostly quoted from the 

aforementioned Medifi le. 
11  US Research Reports Inc. Metairie, Los Angeles, 

1999: Experiments on Eleotin's Effects on 
Diabetes, University of Calgary

12  Healthy Living Nov/Dec 1998.

下一步是原始资源追踪和草药量的研究和实验.
回到卡加利大学, 研究人员们开始长期和辛勤
的药理学注解和功效的作业.他们的研究显示
出, 追溯历史, 草药是被重视的, 而且多用于功
能性的滋补食品已使用了数千年. 这些草药食
品主要可以通过利尿和净化血液的功效改善健
康. 此外, 草药食品没有毒性的副作用和不产生
抗药性. 为改善原始化合物的质量, 研究小组仔
细研究世界草药的药碘.许多个大学参与了这个
工作, 以致研究小组可以有能力研究了令人惊
愕的草药化合物的目录,这样的国际间的合作的
周期进行了七年, 并由卡加利大学的科学家制
定了合乎资格的标准. 最终, 在1992年, 终于获
得了草药的合成成分并选择和命名这个成分为
P-700. (后成为ELEOTIN 的核心成分-译者注)

进一步的工作在没有化学毒性和重金属的前提
下找出增加功效的方法, 制造成茶产品和其他
易于服用的产品, 并且发展成专利的生产工艺
技术, 最大限度的达到其成品的功效效果.

Some testimonies from trial results 
实验结果中的一些见证实验结果中的一些见证..

1. D: 曾经是护士在卡加利大学, 70岁
"我在60岁年末时确疹为糖尿病, 那时由于我每

天要吃30片止疼片为了止疼, 所以我长时间不能
入睡, 我的下肢已经部分坏死, 而且我需要经常
注射胰岛素. 糖尿病研究所是我工作过的地方,  
他们推荐我服用ELEOTIN (P-700).  我服用了四
个月后,  我所有的以前糖尿的症状全部消失了,  
从那以后,  我两年没有再服用ELEOTIN而且感
觉很好, 这是我以前从没期望过这样好的感觉. 
"

2. B: 曾经是参与过糖尿病临床实验的患者.
"我服用ELEOTIN 想感觉服用ELEOTIN 后胰
腺胰岛素怎样的分泌改变. 服用ELEOTN 十分
钟后胰岛素的分泌增加了0.5nmol/min, 55分
钟后最高是增加到3.0nmol/min. 比较以前胰腺
胰岛素的分泌, 服用过ELEOTIN 比以前增加
1.5到2倍."

3. HG: 非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患者.
"我患有糖尿尿并有14年. 自从我服用了四个月
ELEOTIN 后. 我的血糖水平降到187mg/dl, 使
用前是最高是425mg/dl. 其间我仍然注射胰岛
素."

4. S.L. : 非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患者.
"我服用两个星期ELEOTIN 后, 我感觉轻松如
同在空气中散步. 我的血糖最终降到380到120."

www.eastwoodcos.com/Science
Tel: 1-604-247-2100
Fax: 1-604-247-2101

Email: biotec@eastwoodco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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