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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摇 胸腺的解剖与劝能
胸腺位于胸腔前纵隔，胸骨后上，靠近卜脏。底部位于卜包

和大血管上方，上端延伸至颈部，接近气管分为不对称左右两
叶，呈长扁条状，灰赤色，由淋巴组织构成。胚胎后期和初生时，
人胸腺重 员园 耀员缘 早。随年龄增长，胸腺继续发育，青春期 猿园 耀
源园 早，圆园岁后，胸腺逐渐退化，淋巴细胞减少，脂肪细胞增多，至
老年其重量仅 员缘 早。中年前，胸腺以每年 猿豫的水平萎缩。中年
后，每年减少 员豫，直至老年。远园 岁时，大部分胸腺组织已被脂
肪组织代替。仅残留 员园豫 耀员缘豫的胸腺细胞［员鄄员远］。

人的一生中胸腺一直都在不断的发育、萎缩、衰老。圆园 世
纪 远园年代中期，人类才发现胸腺是中枢免疫器官，在人体免
疫系统中居于中枢地位，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胸腺与寿命
长短密切相关，已被现代科学所证实［圆鄄猿］。胸腺是由皮质和髓
质组成，皮质以淋巴细胞为主，网状上皮细胞少；髓质是以网
状上皮细胞为主，淋巴细胞少。胸腺是 栽 淋巴细胞分化、发
育、成熟的场所，可以促进 栽细胞发育成熟，表达不同的分化
抗原。胸腺的功能状态直接决定机体细胞免疫功能，并间接
影响体液免疫功能，胸腺基质细胞可分泌一系列活性的多种
多肽类，激素总称为胸腺素。小牛精制的胸腺激素中包括：胸
腺肽又称胸腺素（ 贼澡赠皂燥泽蚤灶）、胸腺体液因子（ 贼澡赠皂怎泽澡怎皂燥则葬造
枣葬糟贼燥则）、胸腺生成素（贼澡赠皂燥责蚤藻贼蚤灶）和胸腺因子（贼澡赠皂蚤糟 枣葬糟贼燥则）等
多种激素因子。它能调节和控制 栽 淋巴细胞的分化、成熟及
功能的表达。血液中胸腺激素浓度在 圆园 岁时最高。胸腺是
一个神秘的器官，更是免疫器官大王［员苑鄄圆员］。

圆摇 胸腺、免疫与衰老
人到中年时，胸腺已明显萎缩，并发现很多基因与增龄

性萎缩有关，其发生的机制目前尚不完全清楚。胸腺发育衰
老过程分为 猿 个阶段：①胸腺原基形成阶段。此阶段与 云燥曾鄄
灶造、栽遭曾员、悦砸栽粤酝、砸怎灶曾造基因相关。②胸腺内 栽 细胞的迁移
及免疫耐受性选择阶段。此阶段与 匀燥曾葬猿孕葬曾 基因，悦糟则怨 与
悦糟则苑 基因，悦凿员缘缘 基因相关。③增龄性胸腺萎缩阶段。与
悦糟则缘 基因、云燥曾灶造 基因、糟鄄悦月蕴 基因、宰灶贼葬 和 蕴粤孕 基因、酝葬枣月鄄
员鄄、皂蚤砸晕粤等相关［员］。

胸腺衰老是一个复杂的多因素变化过程，这个过程主要
涉及 栽细胞的变化。影响胸腺衰老的因素包括神经内分泌

系统、祖细胞胸腺的微环境、细胞突变、细胞端粒、以及抗原
对特异性 栽细胞反复刺激是造成端粒缩短、细胞凋亡等。研
究表明，胸腺的生理功能和 栽细胞的分化发育受神经肽及多
肽激素调节。胸腺内复杂的神经分布主要是植物神经系统。
胸腺内还存在多种神经肽，参与了胸腺细胞的发育。如此说
明，植物神经系统、中枢神经以及各种神经肽调节胸腺。内
分泌系统是通过胸腺细胞上的激素受体来调节胸腺的发育
及胸腺细胞增殖和分化。胸腺与神经内分泌相互调节，研究
表明，胰岛素样生长因子鄄员 和生长激素 猿 能延缓鼠的增龄性
胸腺萎缩，促进胸腺细胞的增生。

研究人员发现，衰老是由于人体免疫降低的结果。免疫
系统是机体对内外环境变化的适应和反应系统，免疫与衰老
的降低程序平衡。应用免疫调节药物能增强免疫功能，延缓
衰老。衰老是生物体的必然规律，它是进行性的，多细胞普
遍存在的，不可逆的功能减退状态，不同细胞的衰老形式和
进程不完全相同，如脑、生殖系统的免疫功能衰老出现较早，
表现明显。衰老学说包括基因论、突变论、自由基论等，近年
又提出衰老的免疫学说［圆，愿鄄怨］。衰老时免疫功能变化包括：
①骨髓干细胞在胸腺中成熟分化为不同功能的 栽细胞，起着
免疫调节和监护作用。②免疫功能降低主要取决于免疫活
性细胞功能减退细胞实力减少，效率降低。

员怨远圆年，美国加利福尼亚病理学家 宰葬造鄄枣燥则凿教授首先提
出免疫衰老学说。然而美国学者研究证明，骨髓细胞和胸腺
细胞提取物有延缓衰老的作用。胸腺、免疫、衰老三者间有
着较紧密的内在联系并相互调控［猿，员园］。

猿摇 胸腺增龄性萎缩
胸腺的萎缩是人体衰老的序幕。婴儿出生后，免疫功能

下降时胸腺萎缩速度加快成为机体衰老的重要原因。出生
时胸腺重量为 员圆 耀 员缘 早，逐渐长大，到青春期重量为 猿园 耀
源园 早，其后十分缓慢地萎缩，到 圆缘 岁明显缩小。源园 岁时，几
乎退化萎缩成一团柔软脂肪组织。胸腺是人体最早衰老的
器官，衰老导致免疫功能下降。胸腺受年龄因素影响明显，
青春期后开始萎缩，这种随年龄增长发展明显萎缩的现象称
胸腺增龄性萎缩（葬早藻鄄则藻造葬贼藻凿 贼澡赠皂蚤糟 蚤灶增燥造葬贼蚤燥灶），属生理萎缩，
这种萎缩表现在体积缩小，质量减轻，细胞结构破坏，脂肪细
胞积累，细胞增殖能力下降等。这将会影响免疫系统对抗原
的反应，增加老人患自身免疫性疾病及病原感染的风险。虽
然胸腺已发生增龄性萎缩，但来源于骨髓的淋巴细胞持续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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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地迁移胸腺分化、成熟。胸腺虽然会发生萎缩，但其仍是
栽细胞成熟、储存的场所，但总体是随着增龄而降低。胸腺
增龄性萎缩成为免疫衰老的直接原因和主要表现。所以了
解胸腺增龄性萎缩发展机制就会延缓免疫衰老［员员鄄员圆，圆员］。

增龄性萎缩的机制包括：①激素等外源因子的影响。由
生长激素和甲状腺激素的减少引起。②骨髓 垣淋巴细胞缺少
所致。③胸腺微环境内胸腺基质细胞缺少。④免疫调控转录
因子 云燥曾灶造、细胞因子，如角质细胞因子、白介素鄄苑 的作用。上
述细胞和细胞因子在胸腺内的复杂生理过程目前尚不明确。
源摇 胸腺与再生

老化的胸腺表现为严重萎缩和脂肪增多，栽淋巴细胞减少。
缘园多岁时，胸腺上皮细胞的空间减少接近 怨园豫，脂肪细胞大大
增加，人在 圆园岁时胸腺中仅含有 圆园豫左右脂肪细胞，但到 缘园 耀
远园岁时，上升至 苑园豫 耀 愿园豫以上。因此，人类研究胸腺再生，防
止胸腺的萎缩成为一项新的技术［圆圆鄄缘员］。其包括：①甲状旁腺素
或称甲状旁腺素相关蛋白激活，改善成骨细胞功能可促进胸腺
再生。②促黄体生成素频繁释放激素激动剂可明显逆转胸腺退
化，并恢复胸腺和骨髓的细胞构成及功能，使免疫能力恢复到青
年期水平。③角质细胞生长因子或称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鄄苑是
一种由间质细胞产生的具有旁分泌作用的上皮细胞分裂素。
④生长激素和胰岛样生长因子。随着年龄增长，生长因子鄄员、生
长激素和胰岛素样生长因子鄄员或胰岛素样生长因子鄄圆的产量逐
渐降低，胰岛素样生长因子是由生长激素诱导产生的，具有生长
激素的某些作用。给予生长激素和胰岛素样生长因子鄄员或胰岛
素样生长因子鄄圆可增加胸腺细胞，阻止 栽细胞产量的下降，增加
栽淋巴细胞增殖。⑤生长激素促泌素和 郧澡则藻造蚤灶。近年来，郧澡则藻鄄
造蚤灶和生长激素促泌素对胸腺具有明显的再生作用，可改善胸腺
细胞构成，增加 栽细胞的产量。⑥白介素鄄苑、白介素鄄员缘、白介素鄄
员圆对胸腺基质细胞产生，胸腺细胞增殖起作用。⑦云蚤贼造猿研究表
明，增加 栽细胞的重建。⑧栽细胞前体移植有助于造血干细胞
移植后胸腺快速增生，增强 栽细胞的重建。⑨胡梦梦报道，何首
乌提取物对小鼠 栽淋巴及淋巴细胞免疫功能均有增强作用，具
有一定的抗衰老作用［圆缘］。

综上所述，胸腺是人体的“珍惜濒危器官”，不仅可以维持
免疫系统特异性 栽细胞的输出，同时对避免自身免疫疾病及
免疫缺陷病有着重要的意义。它具有重要的复杂功能，消耗
大量能量的同时，成为人体最早衰老的器官之一。因此，在抗
衰老过程中，保护胸腺具有不可替代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圆苑鄄圆愿］。

缘摇 胸腺肽与抗衰老
胸腺是 栽细胞发育分化和成熟的场所，也是分泌多种肽

类激素，如胸腺肽（栽澡赠皂燥泽蚤灶）、胸腺五肽、胸腺肽 α员 等。胸
腺内以旁分泌的方式调节 栽 细胞发育、分化和成熟，进入血
液影响免疫器官和神经内分泌系统的功能。因此，胸腺是免
疫神经内分泌网络中的一个重要器官。胸腺肽可促进生长
激素的释放，且二者相互促进［员鄄员园］。

胸腺肽是由胸腺产生的一种蛋白质和多肽激素。在我国
临床应用已有 圆园多年的历史。最早产品是 员怨愿园 年意大利研
究人员从小牛胸腺中提取的一种胸腺因子。其后在欧美注

册、上市，进行临床应用。由于生产和标准的不同，临床疗效
也不同，其具有抗衰老、抗病毒复制、抗肿瘤细胞分化，可减少
脱发、促进头发再生等作用。胸腺肽的剂型主要包括：冻干粉
针剂、注射液、肠溶片、肠溶胶囊和胸腺肽氯化钠注射液 缘 种，
生产厂家已超过百余家。不良反应中，严重过敏反应发生频
率较高，同时有皮疹、发热、寒战、畏寒、胸闷、呼吸困难、头疼、
紫绪等不良反应发生，使用前需做皮内试验［员鄄圆，苑鄄怨］（表 员）。

胸腺五肽由精氨酸、赖氨酸、天门冬氨酸、缅氨酸、酪氨
酸 缘 种氨基酸组成，是胸腺分泌物的一种胸腺生成素Ⅱ的有
效部分。胸腺生成素Ⅱ是从胸腺激素中分离出来的单一多
肽化合物，由 源怨 个氨基酸组成，与胸腺肽有相同的生理功
能。其药物纯度高，含量稳定、安全可靠，其有效成分是从动
物胸腺中提取物质的 愿源 耀 员园圆 借。胸腺五肽可提高血液中
超氧化物歧化酶的含量，降低氧自由基的含量。我国第一个
生产厂家是海南中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截至 圆园园远 年，杂云阅粤
已核准 猿远 家生产胸腺肽原料。其价格便宜，可与许多其他
药物合用，无任何干扰，如干扰素、消炎药、激素、镇痛药、降
压药、利尿剂、心血管、中枢神经系统药等（表 圆）。

综上所述，胸腺肽、胸腺五肽、胸腺肽 α员 都是胸腺激素类
的免疫调节剂，作用机制相同，能调节 栽淋巴细胞发育。胸腺
肽是胸腺肽中的高端产品，该药是一种小分子生物活性多肽，
由 圆愿种氨基酸排列而成，分子量 猿员园愿援 猿苑，是由胸腺素分中分
离纯化的产品，具有较高的免疫增强活性刺激血管内皮细胞
迁移，促进血管上涨和伤口愈合等。圆园 世纪末意大利赛生公
司产品“日达先”进入我国市场。圆园园圆 年，我国 杂云阅粤 批准四
川源基质要有效公司生产原料。市面上的胸腺肽 α员 与胸腺
五肽一样，具有明确的结构，纯度高达 怨怨豫以上［缘圆鄄缘缘］（表 猿）。

胸腺肽、胸腺五肽、胸腺肽α员是胸腺激素类的免疫调节

表 员摇 胸腺肽剂型 及产品名称

剂型 产品名称

冻干粉针剂 迪赛针、胸腺肽、注射用胸腺肽

注射液 胸腺肽注射液、泰普生

肠溶片 奇莫欣、迪赛片

肠溶胶囊 康司艾

氯化钠注射液 安珐布、新状泰

表 圆摇 胸腺五肽剂型、规格及产品名称

剂型 规格 产品名称

冻干粉针 员 皂早 太普汀、和信、翰宁、澳肽信、点五泰、泽肽
员园 皂早 和信、翰强、五肽

注射液 员 皂早 和信（预充式）

员园 皂早 和信（预充式）

表 猿摇 胸腺肽 α员产品列表

剂型 产品名称

摇 摇 摇 摇 冻干粉针剂 摇 摇 摇 摇 摇 迈普新

摇 摇 摇 摇 注射液 摇 摇 摇 摇 摇 日达仙、和日、基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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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作用机制相同，有调节 栽淋巴细胞发育、分化和成熟的作
用。而胸腺五肽和胸腺肽 α员 是人体胸腺激素中重要的活
性组分，两者都是高效的免疫调节剂，其分子量在 员园园园 耀
员缘园园园 阅，由人工合成，有效成分确切，作用机制清楚，无需皮
试［缘远］（表 源）。
远摇 德国黑森林抗衰老中心的综合抗衰老方案

黑森林抗衰老中心成立于 员怨苑源 年。花费近 源园 年的时间

总结了一套抗衰老方案。主要措施是：①粤运栽陨灾 输液。输液
成分为维生素 悦，叶酸，维生素 月员、月远、月员圆。②胸腺肽（栽澡赠皂燥鄄
泽葬灶凿或 栽澡赠皂燥则藻造造） 小牛胸腺肽注射液（栽孕陨鄄地莫森）
的应用。③针灸顺势疗法（杂葬灶燥枣则燥责蚤噪葬）。该顺势疗法是由德
国医师塞缨尔·哈尼曼创立的。圆园世纪 怨园 年代，顺势疗法在
全世界获得顺利、快速的发展。针灸与顺势疗法有机结合，是
一种自然疗法，也是两者的协调融合［缘源鄄缘远］。

表 源摇 胸腺肽注射液、胸腺五肽和胸腺肽 α员的比较

项目 胸腺肽注射液 胸腺五肽 胸腺肽 α员

主要成分
为动物胸腺提取物，化

学结构式不明确

为人工合成的胸腺五肽，化学结构式明

确
结构、化学式明确的 圆愿个氨基酸组成

有效成分含量
有效成分含量随批量

不同而变化

有效成分含量稳定，为动物胸腺提取物

的 愿源 耀员园圆借

有效成分明确。分子量 猿员园愿援 猿苑；纯品胸腺

肽 α员免疫学活性是市售胸腺肽的 圆园园园 耀

猿园园园借

生产方式及标准

产品不是单一化合物，

有效成份用效价表示
（单位）

原料药为人工合成的胸腺五肽，采用固

相合成法制成，纯度高（怨怨豫以上），含

量稳定

采用国际上先进的多肽固相合成法合成，

经液相色谱分离纯化、精制而成。原料及

制剂均按 郧酝孕要求生产

不良反应

有大分子蛋白质，患者

有可能有过敏反应，一

般要求先做皮试

不含致敏蛋白质，无过敏反应，无须皮

试

为化学单体化合物，无异原蛋白，无过敏反

应，使用前无须皮试，安全方便，未发现毒

副作用

市场销售
国内生产厂家达 圆园园

余家，未进入国际市场

从 员怨怨缘 年开始在国际市场上销售，在

国内是海南中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

创，已经获得卫生部新药证书，目前正

畅销于国内各大城市和部分国际市场

生产厂家少

世界卫生组织（宰匀韵）对

免疫增强剂的五项标准
不符合 符合标准 符合

摇 摇 注：世界卫生组织（宰匀韵）对免疫增强剂的 缘 项标准：①化学成份明确；②易于降解；③刺激作用适中；④无致癌及致突变作用；

⑤无毒性及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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憎憎憎援 糟澡蚤灶葬责澡葬则皂援 糟燥皂援 糟灶 辕 澡贼皂造 辕 凿葬贼葬遭葬泽藻 辕 凿则怎早皂葬灶怎葬造 辕 员园缘园 辕

皂则皂圆怨圆源猿苑园员园怨圆园园缘糟造藻援 澡贼皂造援

［猿猿］摇 搜狐健康频道援 胸腺肽的临床应用及副作用［耘月 辕 韵蕴］援［圆园员圆鄄

园缘鄄员员］援 澡贼贼责：辕 辕 澡藻葬造贼澡援 泽燥澡怎援 糟燥皂 辕 猿缘 辕 远园 辕 澡葬则贼蚤糟造藻员苑猿缘远园猿缘援 泽澡贼皂造援

［猿源］摇 段建平援 胸腺肽抗衰老作用实验研究［允］援 抗感染药学 员怨怨愿，

愿（圆）：圆远鄄圆苑援

［猿缘］摇 北京康复新药特药援 小牛胸腺五肽、胸腺肽 α员 与胸腺肽针剂

的区别［耘月 辕 韵蕴］援［圆园员圆鄄园缘鄄员员］援 澡贼贼责：辕 辕 憎憎憎援 则蚤凿扎曾蚤葬灶援 糟燥皂 辕

赠躁躁扎 辕 圆园员圆园源圆缘缘远源远援 澡贼皂造援

［猿远］摇 月葬蚤凿怎百科援 胸腺肽［耘月 辕 韵蕴］援［圆园员圆鄄园缘鄄员员］援 澡贼贼责：辕 辕 遭葬蚤噪藻援

遭葬蚤凿怎援 糟燥皂 辕 增蚤藻憎 辕 猿怨源园缘怨援 澡贼皂援

［猿苑］摇 王亦根，胡宗慷，陈惠英，等援 小牛胸腺肽抗衰老的临床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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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猿愿］摇 互动百科援 胸腺肽［耘月 辕 韵蕴］援［圆园员圆鄄园缘鄄员员］援 澡贼贼责：辕 辕 憎憎憎援 澡怎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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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猿怨］摇 栽藻泽泽藻造葬葬则 运，酝蚤藻凿藻皂葬 云援 郧则燥憎贼澡 澡燥则皂燥灶藻 则藻泽怎则则藻糟贼泽 葬凿怎造贼 澡怎皂葬灶

贼澡赠皂怎泽 凿怎则蚤灶早 匀陨灾鄄员 蚤灶枣藻糟贼蚤燥灶［允］援 允 悦造蚤灶 陨灶增藻泽贼，圆园园愿，员员愿（猿）：

愿源源鄄愿源苑援

［源园］摇 晕葬责燥造蚤贼葬灶燥 蕴粤，杂糟澡皂蚤凿贼 阅，郧燥贼憎葬赠 酝月，藻贼 葬造援 郧则燥憎贼澡 澡燥则皂燥灶藻

藻灶澡葬灶糟藻泽 贼澡赠皂蚤糟 枣怎灶糟贼蚤燥灶 蚤灶 匀陨灾鄄员鄄蚤灶枣藻糟贼藻凿 葬凿怎造贼泽［允］援 允 悦造蚤灶 陨灶鄄

增藻泽贼，圆园园愿，员员愿（猿）：员园愿缘鄄员园怨愿援

［源员］摇 酝燥则则澡葬赠藻 郧，运藻则皂葬灶蚤 匀，蕴藻早则燥泽 允允，藻贼 葬造援 陨皂责葬糟贼 燥枣 早则燥憎贼澡 澡燥则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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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圆］摇 凿藻 酝藻造造燥鄄悦燥藻造澡燥 灾，杂葬增蚤灶燥 宰，孕燥泽贼藻造鄄灾蚤灶葬赠 酝悦，藻贼 葬造援 砸燥造藻 燥枣

责则燥造葬糟贼蚤灶 葬灶凿 早则燥憎贼澡 澡燥则皂燥灶藻 燥灶 贼澡赠皂怎泽 责澡赠泽蚤燥造燥早赠［ 允］援 阅藻增 陨皂鄄

皂怎灶燥造，员怨怨愿，远（猿鄄源）：猿员苑鄄猿圆猿援

［源猿］摇 郧燥赠葬 砸郧，郧葬早灶藻则葬怎造贼 酝悦，阅藻 酝燥则葬藻泽 酝悦，藻贼 葬造援 陨灶 增蚤增燥 藻枣枣藻糟贼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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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远］摇 杂葬增蚤灶燥 宰，阅葬则凿藻灶灶藻 酝援 孕造藻蚤燥贼则燥责蚤糟 皂燥凿怎造葬贼蚤燥灶 燥枣 贼澡赠皂蚤糟 枣怎灶糟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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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苑］摇 粤凿则蚤葬灶葬 允 砸燥凿则侏早怎藻扎鄄酝佴灶凿藻扎，酝葬则贼澡葬 耘援 悦葬则则葬灶扎葬 悦葬则造燥泽 粤则佗皂遭怎则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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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怨］摇 杂皂葬灶蚤燥贼贼燥 杂，酝葬则贼蚤灶泽鄄晕藻贼燥 粤粤，阅葬则凿藻灶灶藻 酝，藻贼 葬造援 郧则燥憎贼澡 澡燥则鄄

皂燥灶藻 蚤泽 葬 皂燥凿怎造葬贼燥则 燥枣 造赠皂责澡燥糟赠贼藻 皂蚤早则葬贼蚤燥灶［ 允］援 晕藻怎则燥蚤皂皂怎灶燥鄄

皂燥凿怎造葬贼蚤燥灶，圆园员员，员愿（缘）：猿园怨鄄猿员猿援

［缘园］摇 运藻则皂葬灶蚤 匀，郧燥枣枣蚤灶藻贼 蕴，酝燥贼贼藻贼 酝，藻贼 葬造援 耘曾责则藻泽泽蚤燥灶 燥枣 贼澡藻 早则燥憎贼澡

澡燥则皂燥灶藻 辕 蚤灶泽怎造蚤灶鄄造蚤噪藻 早则燥憎贼澡 枣葬糟贼燥则 葬曾蚤泽 凿怎则蚤灶早 月葬造遭 辕 糟 贼澡赠皂怎泽 燥灶鄄

贼燥早藻灶赠 葬灶凿 藻枣枣藻糟贼泽 燥枣 早则燥憎贼澡 澡燥则皂燥灶藻 怎责燥灶 藻曾 增蚤增燥 栽 糟藻造造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贼蚤鄄

葬贼蚤燥灶［允］援 晕藻怎则燥蚤皂皂怎灶燥皂燥凿怎造葬贼蚤燥灶，圆园员圆，员怨（猿）：员猿苑鄄员源苑援

［缘员］摇 酝燥贼贼藻贼 酝，郧燥枣枣蚤灶藻贼 蕴，月藻糟噪藻则泽 粤，藻贼 葬造援 栽澡藻 则燥造藻 燥枣 贼澡藻 贼澡赠皂怎泽 蚤灶

贼澡藻 蚤灶贼藻早则葬贼藻凿 藻增燥造怎贼蚤燥灶 燥枣 贼澡藻 则藻糟燥皂遭蚤灶葬泽藻鄄凿藻责藻灶凿藻灶贼 葬凿葬责贼蚤增藻 蚤皂鄄

皂怎灶藻 则藻泽责燥灶泽藻 葬灶凿 贼澡藻 灶藻怎则燥藻灶凿燥糟则蚤灶藻 泽赠泽贼藻皂［允］援 晕藻怎则燥蚤皂皂怎灶燥鄄

皂燥凿怎造葬贼蚤燥灶，圆园员员，员愿（缘）：猿员源鄄猿员怨援

［缘圆］摇 医学百科援 胸腺素［耘月 辕 韵蕴］援［圆园员圆鄄园缘鄄员员］援 澡贼贼责：辕 辕 憎憎憎援 憎蚤鄄

噪蚤愿援 糟燥皂 辕 曾蚤燥灶早曾蚤葬灶泽怎赃圆苑愿园园 辕 援

［缘猿］摇 医学百科援 胸腺肽注射液［耘月 辕 韵蕴］援［圆园员圆鄄园缘鄄员员］援 澡贼贼责：辕 辕

憎憎憎援 憎蚤噪蚤愿援 糟燥皂 辕 曾蚤燥灶早曾蚤葬灶贼葬蚤扎澡怎泽澡藻赠藻赃圆愿园怨源 辕 援

［缘源］摇 医学百科援 胸腺肽［耘月 辕 韵蕴］援［圆园员圆鄄园缘鄄员员］援 澡贼贼责：辕 辕 憎憎憎援 憎蚤鄄

噪蚤愿援 糟燥皂 辕 曾蚤燥灶早曾蚤葬灶贼葬蚤赃圆苑苑怨怨 辕 援

［缘缘］摇 匀蚤躁燥赠海悦药业援 注射用胸腺肽 辕胸腺肽注射液［耘月辕 韵蕴］援［圆园员圆鄄

园缘鄄员员］援 憎憎憎援 澡葬蚤赠怎藻援 灶藻贼援 糟灶 辕 糟澡蚤灶藻泽藻 辕 责则燥凿怎糟贼鄄泽皂鄄员缘源援 澡贼皂造援

［缘远］摇 杂云阅粤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援 药品不良反应信息通报
［耘月 辕 韵蕴］援［圆园员圆鄄园缘鄄员员］援 澡贼贼责：辕 辕 憎憎憎援 泽凿葬援 早燥增援 糟灶 辕 宰杂园员 辕

悦蕴园园苑愿 辕 远远圆苑远援 澡贼皂造援

（收稿日期：圆园员圆鄄园愿鄄圆愿）摇 摇

·员园苑·中国美容整形外科杂志 圆园员圆 年 员员 月第 圆猿 卷第 员员 期摇 悦澡蚤灶 允 粤藻泽贼澡 孕造葬泽贼 杂怎则早，晕燥增 圆园员圆 灾燥造援 圆猿 晕燥援 员员

万方数据



胸腺与抗衰老
作者： 高景恒

作者单位： 沈阳,辽宁省人民医院,辽宁,110016

刊名：
中国美容整形外科杂志

英文刊名： CHINESE JOURNAL OF AESTHETIC AND PLASTIC SURGERY

年，卷(期)： 2012,23(11)

  

 
本文链接：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symrzxwkzz201211019.aspx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symrzxwkzz201211019.aspx
http://g.wanfangdata.com.cn/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9%ab%98%e6%99%af%e6%81%92%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Organization%3a%22%e6%b2%88%e9%98%b3%2c%e8%be%bd%e5%ae%81%e7%9c%81%e4%ba%ba%e6%b0%91%e5%8c%bb%e9%99%a2%2c%e8%be%bd%e5%ae%81%2c110016%22+DBID%3aWF_QK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symrzxwkzz.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symrzxwkzz.aspx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symrzxwkzz201211019.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