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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R)-人参皂苷Rg3在制备用于治疗骨质疏

松症的药物或保健品中的应用及药物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20(R)-人参皂苷Rg3在制

备用于治疗骨质疏松症的药物中的新应用。试验

证明，20(R)-人参皂苷Rg3治疗骨质疏松症的疗

效显著，见效快、毒副作用小、是一种安全、高效、

稳定、制备工艺简单的治疗骨质疏松症药物，适

于工业化生产，易于推广。本发明为治疗骨质疏

松症提供了一种新的药物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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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R)-人参皂苷Rg3作为唯一活性成分在制备用于治疗骨质疏松症的药物或保健品

中的应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应用，其特征是所述药物由20(R)-人参皂苷Rg3和药学上可接

受的载体组成。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应用，其特征是所述药物以片剂、胶囊剂、丸剂、散剂、颗粒

剂、糖浆剂、溶液剂、乳剂、注射剂、喷雾剂、气雾剂、凝胶剂、霜剂、酊剂或贴膏剂形式存在。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应用，其特征是所述所述药物以巴布剂或橡胶贴膏剂形式

存在。

5.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应用，其特征是所述的20(R)-人参皂苷Rg3的含量≥98％。

6.一种治疗骨质疏松症的药物或保健品，其特征是由如下配比的原料组成：

取人参皂苷Rg3用少量乙醇溶解后，加入丹参提取物、黑芝麻提取物和葡萄糖糖浆，最

后补加去离子水至1000ml。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药物或保健品，其特征是所述的20(R)-人参皂苷Rg3的含量为

≥98％。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05816469 B

2



20(R)-人参皂苷Rg3在制备用于治疗骨质疏松症的药物或保

健品中的应用及药物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医药领域，涉及一种治疗骨质疏松症的药物或保健食品，特别涉及一

种中药人参提取成分在治疗骨质疏松症药物或保健食品中的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骨质疏松症主要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原发性除特发性外，分为I型和II型，I型又

称为绝经后骨质疏松，为高转换型，主要原因为雌性激素缺乏；II型又称为老年性骨质疏

松，为低转换型，由于年龄的老化。骨质疏松症由多种因素所致，它的基本病理机理是骨代

谢过程中骨吸收和骨形成的偶联出现缺陷，导致人体内的钙磷代谢不平衡，使骨密度逐渐

减少而引起的临床症状。

[0003] 原发性骨质疏松症最常见的症症，以腰背痛多见，占疼痛患者中的70％～80％。疼

痛沿脊柱向两侧扩散，仰卧或坐位时疼痛减轻，直立时后伸或久立、久坐时疼痛加剧，日间

疼痛轻，夜间和清晨醒来时加重，弯腰、肌肉运动、咳嗽、大便用力时加重。一般骨量丢失

12％以上时即可出现骨痛。老年骨质疏松症时，椎体骨小梁萎缩，数量减少，椎体压缩变形，

脊柱前屈，腰疹肌为了纠正脊柱前屈，加倍收缩，肌肉疲劳甚至痉挛，产生疼痛。新近胸腰椎

压缩性骨折，亦可产生急性疼痛，相应部位的脊柱棘突可有强烈压痛及叩击痛，一般2～3周

后可逐渐减轻，部分患者可呈慢性腰痛。若压迫相应的脊神经可产生四肢放射痛、双下肢感

觉运动障碍、肋间神经痛、胸骨后疼痛类似心绞痛，也可出现上腹痛类似急腹症。若压迫脊

髓、马尾还中影响膀胱、直肠功能。多在疼痛后出现。脊椎椎体前部几乎多为松质骨组成，而

且此部位是身体的支柱，负重量大，尤其第11、12胸椎及第3腰椎，负荷量更大，容易压缩变

形，使脊椎前倾，背曲加剧，形成驼背，随着年龄增长，骨质疏松加重，驼背曲度加大，致使膝

关节挛拘显著。每人有24节椎体，正常人每一椎体高度约2cm左右，老年人骨质疏松时椎体

压缩，每椎体缩短2mm左右，身长平均缩短3～6cm。胸、腰椎压缩性骨折，脊椎后弯，胸廓畸

形，可使肺活量和最大换气量显著减少，患者往往可出现胸闷、气短、呼吸困难等症状。

[0004] 绝经后和老年性骨质疏松症的诊断，首先需排除其他各种原因所致的继发性骨质

疏松症，如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和多发性骨髓瘤、骨质软化症、肾性骨营养不良、儿童的成骨

不全、转移瘤、白血病以及淋巴瘤等。

[0005] 骨质疏松症进行分级诊断：正常为BMD或BMC在正常成人骨密度平均值的1个标准

差(SD)之内；骨质减少为BMD或BMC较正常成人骨密度平均值降低1～2.5个标准差；骨质疏

松症为BMD或BMC较正常成人骨密度平均值降低2.5个标准差以上；严重骨质疏松症为BMD或

BMC较正常成人骨密度平均值降低2.5个标准差以上并伴有1个或1个以上的脆性骨折。该诊

断标准中BMD或BMC可在中轴骨或外周骨骼测定。

[0006] 临床上用来防治骨质疏松的药物有：钙制剂，包括有逸得乐、凯思立，钙尔奇D、乐

力、葡萄糖酸钙口服液、龙昌钙+D口服液、劲得钙、巨能钙和超微钙；抑制骨吸收药物，如去

氢孕嗣、倍美力片和利维爱等；双膦酸盐类，如福善美、骨麟、邦得林和吉力舒宁；成骨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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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如特乐定；促进矿化的维生素类药物，如法能(lα-羟基维生素D3)、罗钙全(钙三醇)、

萌格旺(阿法骨化醇)、立庆(阿法骨化醇片)。

[0007] 只有在因骨质疏松症发生骨折以后，才需外科治疗，其目的在于治疗骨折，尽早恢

复正常功能。

[0008] 人参中药中名贵药材，现代医学研究表明人参的主要功效和作用有：对于神经中

枢系统的作用，抗癌抗肿瘤作用，免疫功能调节作用，抗糖尿病的作用，增强肝功能作用，心

脑血管障碍改善，抗动脉硬化作用，血压调节作用，以及更年期障碍和抗骨质疏松作用，抗

疲劳，抗氧化，抑制衰老等。人参皂苷作为人参的主要有效成分，被广泛研究和使用，其中以

20(R)-人参皂苷Rg3最为引人瞩目，其作为人参的主要有效成分，安全性良好，已经被制成

抗肿瘤口服制剂应用于临床，作为注射剂被深入研究。

[0009] 本发明人通过大量的现代科学研究，采用先进的分离纯化技术从人参药材中提取

其治疗骨质疏松症的有效成分20(R)-人参皂苷Rg3，并对20(R)-人参皂苷Rg3及其相应的药

物制剂进行了治疗骨质疏松症的药效学、药理学研究，结果表明20(R)-人参皂苷Rg3单体药

理作用清楚，治疗骨质疏松症功效强，毒副作用低，安全性高，可以为治疗骨质疏松症提供

一种高效低毒的药物。

发明内容

[0010] 本发明的首要目的是针对上述现有治疗骨质疏松症的药物或保健品中存在的技

术问题，提供20(R)-人参皂苷Rg3治疗骨质疏松症的性能和功效，并针对上述现有技术存在

的问题，提供20(R)-人参皂苷Rg3新的药用用途，即在治疗骨质疏松症的药物或保健食品中

的新应用。

[0011] 为实现本发明的目的，本发明一方面提供一种20(R)-人参皂苷Rg3在制备用于治

疗骨质疏松症的药物或保健品中的应用。

[0012] 在筛选具有治疗骨质疏松症作用的天然活性成分的过程中，发明人发现人参的化

学成分中20(R)-人参皂苷Rg3具有强烈的治疗骨质疏松症的作用。

[0013] 其中，所述药物或保健品由20(R)-人参皂苷Rg3和药学上可接受的载体组成。

[0014] 其中，所述的20(R)-人参皂苷Rg3含量≥1％，优选为≥30％，进一步优选为≥

60％，更进一步优选为≥80％，再更进一步优选为≥98％。

[0015] 特别是，所述的20(R)-人参皂苷Rg3含量为1％～98％；优选为30～80％，进一步优

选为60％。

[0016] 特别是，药学上可接受的载体通常被保健专家认可用于这一目的且作为药剂的非

活性成分。有关药学上可接受的载体的汇编可以在《药物赋形剂手册》(Handbook  of 

Pharmaceutical  excipients，第2版，由A .Wade和P .J .Weller编辑；American 

Pharmaceutical  Association出版，Washington  and  The  Pharmaceutical  Press ,

London,1994)等工具书中找到。

[0017] 尤其是，所述的载体包括赋形剂，如淀粉、水等；润滑剂，如硬脂酸镁等；崩解剂，如

微晶纤维素等；填充剂，如乳糖等；粘结剂，如预胶化淀粉、糊精等；甜味剂；抗氧化剂；防腐

剂、矫味剂、香料等。

[0018] 其中，所述药物以片剂、胶囊剂、丸剂、散剂、颗粒剂、糖浆剂、溶液剂、乳剂、注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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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喷雾剂、气雾剂、凝胶型、霜剂、酊剂、巴布剂、橡胶贴膏剂或贴膏剂形式存在。

[0019] 特别是，所述的20(R)-人参皂苷Rg3含量≥1％，优选为≥30％，进一步优选为≥

60％，更进一步优选为≥80％，再更进一步优选为≥98％。

[0020] 本发明另一方面提供一种含有20(R)-人参皂苷Rg3的治疗骨质疏松症的药物或保

健品。

[0021] 其中，所述的20(R)-人参皂苷Rg3含量≥1％，优选为≥30％，进一步优选为≥

60％，更进一步优选为≥80％，再更进一步优选为≥98％。

[0022] 特别是，所述的20(R)-人参皂苷Rg3含量优选为1％～98％；进一步优选为30～

80％，更进一步优选为60％。

[0023] 特别是，所述20(R)-人参皂苷Rg3的重量与所述药物或保健品的总重量之比为

0.01-10：100，优选为0.1～10：100，进一步优选为1～10：100。

[0024] 特别是，所述药物或保健品中还黄芪提取物、丹参提取物、淫羊藿提取物、山茱萸

提取物、甘草提取物、黑芝麻提取物、生姜提取物、葡萄子提取物、石榴子提取物、植物精油、

熊果苷、维生素C及其衍生物或维生素E及其衍生物中的一种或多种。

[0025] 所述药物可以采用本领域公知的方法制成各种剂型，如片剂、胶囊剂、丸剂、散剂、

颗粒剂、糖浆剂、溶液剂、注射剂、喷雾剂、气雾剂、凝胶型、霜剂、酊剂、巴布剂、橡胶贴膏剂

或贴膏剂等。

[0026]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治疗骨质疏松症的方法，包括向受试者给予治疗有效量的20

(R)-人参皂苷Rg3的药物组合物，其治疗有效量为0.6～12mg/kg·d，优选为1～6mg/kg·d，

进一步优选为1.5～3mg/kg·d。

[0027] 除非另外说明，本文所用的术语“治疗有效量”为需要产生有效作用的药物的用

量；“治疗有效量”是可以调整和变化的，最终由医务人员确定，其所考虑的因素包括给药途

径和制剂的性质、接受者的体重、年龄等一般情况以及所治疗疾病的性质和严重程度。

[0028]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的明显优点：

[0029] 1、本发明对已知化合物20(R)-人参皂苷Rg3发掘了新的药用价值，将其用于预防、

治疗骨质疏松症，并可制备成治疗骨质疏松症的药物或保健食品，从而为人参药材的应用

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

[0030] 2、本发明的系列试验研究证明20(R)-人参皂苷Rg3具有显著的治疗骨质疏松症的

功效。

[0031] 3、本发明的20(R)-人参皂苷Rg3药理作用强，治疗骨质疏松症的功效显著，见效

快、毒副作用小、安全性好，能够长期服用，具有良好的药用前景。

[0032] 4、本发明的产品原料来源丰富、价廉、临床使用安全，制备工艺简单，可制成各种

剂型，且服量小，使用方便，因此易于推广。

[0033] 5、本发明既可采用单一成分的20(R)-人参皂苷Rg3活性成分制备治疗骨质疏松症

的药物，又可采用20(R)-人参皂苷Rg3与其它活性成分(例如与黄芪、丹参、淫羊藿、山茱萸、

甘草、黑芝麻提取物、生姜提取物、葡萄子提取物、石榴子提取物、植物精油、熊果苷、维生素

C及其衍生物或维生素E及其衍生物)共同组方，制备治疗骨质疏松症的复方药物。

[0034] 具体实施例方式

[0035] 下面通过具体实施方式来进一步描述本发明所述配方的有益效果。这些实施例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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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范例性的，并不对本发明的范围构成任何限制。本领域技术人员应该理解的是，在不偏离

本发明的配方思路、用途范围下可以对本发明技术方案的细节和形式进行修改或替换，但

这些修改和替换均落入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0036] 下列实施例中未注明具体实验条件的实验方法，通常按照常规条件，或按照厂商

所建议的条件。以下通过试验例来进一步阐述本发明所述药物的有益效果，这些试验例包

括了本发明药物的药效学试验。

[0037] 实施例1  Rg3片剂

[0038] 1、按照如下配比准备原料

[0039]

[0040] 将人参皂苷Rg3和淀粉混合均匀后，制成颗粒，加入滑石粉和硬脂酸镁混合均匀后

压制成10000片。

[0041] 实施例2  Rg3胶囊剂

[0042] 1、按照如下配比准备原料

[0043] 人参皂苷Rg3(含量63％)   200g

[0044] 淀粉                    1000g

[0045] 将人参皂苷Rg3和淀粉混合均匀后，装入胶囊，制成10000粒。

[0046] 实施例3  Rg3颗粒剂

[0047] 1、按照如下配比准备原料

[0048] 人参皂苷Rg3(含量98％)  10g

[0049] 微晶纤维素             1000g

[0050] 将人参皂苷Rg3和微晶纤维素混合均匀后制成颗粒，装袋，制成10000袋。

[0051] 实施例4  Rg3片剂

[0052] 1、按照如下配比准备原料

[0053]

[0054] 将人参皂苷rg3、甘草提取物、维生素C和淀粉混合均匀后，制粒，加入滑石粉和硬

脂酸镁混匀后压制成10000片。

[0055] 实施例5  Rg3胶囊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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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6]

[0057] 将人参皂苷Rg3、黄芪提取物、维生素C和淀粉混合均匀后装入胶囊，制成10000粒。

[0058] 实施例6  Rg3颗粒剂

[0059]

[0060] 将人参皂苷Rg3、山茱萸提取物、维生素C和蔗糖粉混合均匀制成颗粒后装袋，制成

10000袋。

[0061] 实施例7  Rg3口服液

[0062] 1、按照如下配比准备原料

[0063]

[0064] 取人参皂苷Rg3用少量乙醇溶解后，加入丹参提取物、黑芝麻提取物和葡萄糖糖

浆，最后补加去离子水至100ml，即得。

[0065] 试验例1  20(R)-人参皂苷Rg3抗骨质疏松症药效学实验

[0066] 1实验材料

[0067] 1.1药物与试剂

[0068] 20(R)-人参皂苷Rg3，大连富生天然药物开发有限公司药物制剂研究室提供，批

号：2012303；以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提供的人参皂苷Rg3标准品对照并进行HPLC标定，

含量为98.2％；

[0069] 阳性对照药物：尼尔雌醇片由北京四环制药有限公司生产，国药准字Hl1020123

号，lmg/片，10片/盒。使用前在碾钵中碾细后并以0.5％CMC-Na助悬配成0.05mg/m1混悬液；

[0070] 阴性对照药物：生理盐水，宁夏启元国药有限公司提供，批号员100221-1；

[0071] 麻醉药：10％水合氯醛；

[0072] 其余试剂均为分析纯。

[0073] 1.2实验动物

[0074] 8月龄Wistar雌性大鼠、体重220-310g，购自大连医科大学实验动物中心，质量合

格证号：SCXK(13)2012-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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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5] 1.3实验仪器

[0076] BIO-RAD型洗板机、Model-680型酶标仪、DHP-9082型电热恒温培养箱、

OlympusAU2700全自动生化分析仪、TD5A-WS台式低速离心机等由宁夏医科大学提供。

[0077] 2实验方法

[0078] 2.1造模方法

[0079] 去卵巢模型鼠：10％水合氯醛30mg/kg腹腔注射麻醉，严格无菌操作，取腹部正中

切口，进入腹腔，完整摘除双侧卵巢，彻底止血后，分两层依次缝合肌肉和皮肤，切除的卵巢

均经病理学证实：假手术组切口同前，进入腹腔后切除左、右肠系膜各一段，取出双侧卵巢

于体外放置lmin后还纳，其重量基本与两侧卵巢一致，不去卵巢，止血缝合。伤口撒青霉素

粉末，术后伤口无感染，按期愈合。卵巢切除后5天连续阴道涂片无周期性的变化，尸检时子

宫萎缩。

[0080] 2.2动物分组及给药方法

[0081] 造模后将48只Wistar大鼠按体重分层随机分为RG3高剂量组(简称高剂量组)、RG3

中剂量组(简称中剂量组)，RG3低剂量组(简称低剂量组)、阳性对照组、模型空白组、假手术

组共6组，每组均8只大鼠，均于术后半月给药。模型组给予生理盐水灌胃，2ml/kg体重，每日

一次连续12周，假手术组处理同模型组。RG3高、中、低剂量组分别给予6mg/kg、3mg/kg、

1.5mg/kg。每日一次，连续12周。阳性对照组，以尼尔雌醇0.15mg/kg每周灌胃一次，另每周

灌蒸馏水6次，2ml/kg，连续12周。在同样环境中自由饮水、摄食12周，控制食量。

[0082] 药物干预12周月后，各组动物于末次给药后，腹腔注射10％水合氯醛(30ml/kg)麻

醉后，俯卧位置于双能X线骨密度诊断仪，用小动物测量软件在高分辨率模式下对大鼠第1-

5腰椎和股骨进行扫描，扫描参数为：l.0xl.0mm，60mm/s，12.00cm  REV3.9.3/2.1.0，精密度

1.5％，准确度90％。

[0083] 3实验结果

[0084] 采用SPSS11 .0处理，所有数据先行正态性和方差齐性检验。各组大鼠骨密度测定

结果的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组间两两比较采用SNK-q检验，检验水准α＝0.05，测定结

果如表1所示。

[0085] 表1  RG3对去势雌鼠骨密度的影响(x±s  n＝8)

[0086]

[0087] 注：与模型组比较*：P<0.01，**：P<0.001。

[0088] 由表1的实验结果可知：模型组与假手术组比较，股骨、腰椎骨及全身的骨密度明

显下降(p<0.01)，表明去卵巢雌鼠的骨矿含量明显下降；RG3高、中剂量组与模型组比较，显

著提高了去卵巢雌鼠雌鼠相应部位的骨密度(p<0.01，p<0.001)，表明RG3与尼尔雌醇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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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增加去卵巢大鼠的骨矿含量。

[0089] 试验例2  20(R)-人参皂苷Rg3对骨质疏松作用的实验研究

[0090] 1实验材料

[0091] 1.1药物与试剂

[0092] 20(R)-人参皂苷Rg3(含量＞98％)，大连富生天然药物开发有限公司生产，批号：

2012303；以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提供的人参皂苷Rg3标准品对照并进行HPLC标定，含

量为98.2％；

[0093] 阳性对照药：尼尔雌醇片由北京四环制药有限公司生产，国药准字Hl1020123号，

lmg/片，10片/盒。

[0094] 维甲酸片，山东良福制药有限公司生产，国药准字H20083494，10mg/片，20片/盒。

[0095] 雌二醇(E2)定量测定试剂盒(化学发光法)厦门波生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0096] 骨钙素(BGP)检测试剂盒上海谷研实业有限公司。

[0097] 人降钙素(CT)酶联免疫检测试剂盒上海朗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0098]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受体I/Ⅱ(IGF-I/ⅡR)ELISA试剂盒上海江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0099] 1.2实验动物

[0100] Wistar大鼠，50只，雌雄各半，体重180g～220，3月龄，购自大连医科大学实验动物

中心，质量合格证号：SCXK(13)2012-0003。

[0101] 2实验方法

[0102] 2.1动物模型制作

[0103] 大鼠适应性喂养3天，随机挑选10只作为正常对照组，其余40只造模，每只按

[0104] 75mg/kg.d维甲酸灌喂15d，对照组用同等量的蒸馏水灌胃。

[0105] 2.2动物分组

[0106] 选择30只成模鼠随机分为模型组、RG3组、尼尔雌醇治疗对照组，另加正常组，共4

组，每组10只。

[0107] 2.3治疗方法

[0108] 造模成功并分组后，各组大鼠即开始按lml/100g剂量灌胃治疗，正常组：灌服

0.9％生理盐水；模型组：灌服0.9％生理盐水；rg3组：灌服6mg/1kg体重的rg3；上述四组大

鼠每日灌胃一次，对照组：灌服尼尔雌醇，使用前用生理盐水配成浓度为0.2mg/m1的混悬

液，lml/100g每周一次灌胃，均不限制进食及饮水，周期为8周。

[0109] 2.4观察指标与指标检测方法

[0110] 大鼠血清学检查：实验结束后，各组大鼠分别采用摘眼球取血，离心分离血清，放

于－20℃冰箱中保存，应用放免测定法，分别测定大鼠血清如下指标：雌二醇(E2)、骨钙素

(BGP)、降钙素(CT)、胰岛素样生长因子－I(IGI-I)，以上均严格按试剂盒说明书进行。

[0111] 3实验结果

[0112] 3.1RG3对大鼠血清E2的影响

[0113] 大鼠血清中雌二醇(E2)的测定结果见表2。

[0114] 表2  RG3对大鼠血清E2的影响(x±s)

[0115] 组别 例数 E2(n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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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对照组 10 49.13±3.42

模型对照组 10 4.28±0.89*

RG3组 10 31.07±3.16*△□

阳性药物对照组 10 23.25±2.84*△

[0116] 注：与正常组比较*：P<0.01，与模型组比较△：P<0.01，与尼尔雌醇组比较□：P<

0.01。

[0117] 表1的实验结果表明：给药8周后，正常对照组大鼠血清雌二醇含量最高，RG3组给

药后可明显升高动物雌二醇含量，与模型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1)并明显优于对照

组(P<0.01)说明RG3能明显升高实验动物雌二醇含量。

[0118] 3.2RG3对大鼠血清骨钙素(BGP)的影响的影响

[0119] 大鼠血清中骨钙素(BGP)的测定结果见表3。

[0120] 表3  RG3对大鼠血清骨钙素(BGP)的影响(x±s)

[0121]

[0122] 注：与正常组比较*：P<0.01，与模型组比较△：P<0.01，与尼尔雌醇组比较□：P<

0.01。

[0123] 由表3可见：药物治疗后，大鼠血清骨钙素水平比较，模型对照组与正常对照组比

较，有非常显著性差异(P<0.01)，RG3治疗组与模型组及阳性药物(尼尔雌醇)组相比较有显

著性差异(P<0.01)。

[0124] 3.3RG3对大鼠血清降钙素(CT)的影响的影响

[0125] 大鼠血清中降钙素(CT)的测定结果见表4。

[0126] 表4  RG3对大鼠CT的影响(x±s)

[0127]

[0128] 注：与正常组比较*：P<0.01，与模型组比较△：P<0.01，与尼尔雌醇组比较□：P<

0.01。

[0129] 由表4的测定结果可知：两个治疗组及正常对照组血清降钙素高于模型组(P<

0.01)，RG3组与阳性药物(尼尔雌醇)组比较效果明显(P<0.01)，本实验表明，RG3能够显著

提高骨质疏松大鼠血清降钙素水平。

[0130] 3.4RG3对大鼠血清IGI-I(胰岛素样生长因子－I)的影响的影响

[0131] 大鼠血清中IGI-I(胰岛素样生长因子－I)的测定结果见表5。

[0132] 表5  RG3对大鼠IGI-I的影响(x±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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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3]

[0134]

[0135] 注：与正常组比较*：P<0.01，与模型组△：P<0.01，□与尼尔雌醇组：P<0.01。

[0136] 由表5可见：给药8周后，正常对照组大鼠血清IGI-I含量最高，RG3组给药后可明显

升高动物IGI-I含量，与模型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1)组间比较，RG3组给药第8周后

明显优于对照组(P<0.01)，说明RG3能明显升高实验动物IGI-I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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