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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MN 行业系列研究之一：NMN 治愈

55 岁新冠重症，其产业化进程值得关注 

——NMN行业动态点评 

 

 

 NMN 临床治愈 55 岁新冠重症，再度证明其重要功效。美国哈佛大学医

学博士罗伯特·休伊赞佳医生发表了一篇震动医学界的病例报告：一位

55 岁的新冠肺炎白人患者在被确诊的第 12 天晚上，通过接受基于 NMN

（β-烟酰胺单核苷酸）的鸡尾酒疗法，在用药 12 小时后其免疫水平提升

了 85%，2 天后发烧头痛、胸闷乏力等典型症状明显好转，用药 10 天后

检测即转为阴性，成功出院。而继罗伯特·休伊赞佳医生的这一神奇治愈

病例后，美国西达塞纳医学中心分别又在 2 位老年患者的临床治疗中发

现，NMN 鸡尾酒疗法使其出现了明显的症状改善。此类物质作为新冠肺

炎的备用疗法和预防手段，其基于的共同理论基础在于：人体细胞内的

PARPs（参与 DNA 修复、细胞能量代谢等关键生理活动的蛋白酶）在新

冠病毒感染状态下会被过度激活，加速消耗、降低人体内 NMN 水平，从

而引发多种病理性反应。 

 学术研究：历史达百年之久，NMN/NAD
+多种功效被证实。NMN 在人体

中是 NAD
+（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又叫辅酶 I）的前体，其功能通过

NAD
+体现。NAD

+是三羧酸循环（三羧酸循环在体内提供了超过 95%的

能量，是生命体的能量枢纽）的重要辅酶，促进糖、脂肪、氨基酸的代谢，

参与能量的合成，也是辅酶 I 消耗酶的唯一底物。NAD
+自 1904 年被英国

亚瑟·哈登爵士发现并命名以来，围绕其的研究已超过百年历史，诞生了

6 位诺贝尔奖得主。NMN 被证实是补充 NAD
+的有效方式。2013 年，NMN

的衰老抑制效用被哈佛医学院 David Sinclair 教授首先发现，在此之后发

表于国际最权威的学术杂志 Science、Nature、Cell 上的研究成果证明补充 

NMN 可有效地增加和恢复体内 NAD
+水平，大幅延缓衰老和防止老年痴

呆症等多种神经元退化疾病，并由此从根本上调理和改善衰老的各种症

状。其它研究还涉及癌症、不孕不育、肥胖、脑出血、心脏衰竭、心脏损

伤、血管老化、急性肾衰竭、糖尿病等，表明补充 NMN 具有多方面的医

疗和保健潜力。同时，NMN 在所有实验中均未发现任何有毒物质。 

 临床应用：效果较为积极。披露的 NMN 临床有 4 例，日本 3 例美国 1 例。

目前来自美国、日本的相关科研机构已顺利完成了测试剂量与瑞维拓相当

的 NMN 临床 I 期、II 期的人体安全性评估及临床反馈，效果积极。2019

年 2 月 19 日，日本 Shinkowa（新兴和）制药有限公司发布了“长期（24

周）口服 NMN 对人体的益处”的临床试验中期报告，世界上首次临床证

实：人体口服 NMN 后长寿蛋白表达增加，并且多种类型激素表达也都有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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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业化进程：仍处于起步阶段，主流公司较少。目前主流的 NMN 产品大

多数来自美国、香港、日本等地，其中以美国的 Herbalmax，香港的

GeneHarbor 和日本的 Shinkowa 等公司的知名品牌为主。临床评估显示，

NMN 的有效口服剂量为 200mg/天，即每月 6000mg。2016 年，日本

Shinkowa 公司首次将 NMN 实现产品化（品牌 Mirai Lab），但其服用成本

高达 2 万/月，市场化之路走得并不顺利，目前产品售价最高（NMN9000

京东售价 22588 元）。2018 年，在美国 Herbalmax 公司和加州理工学院、

宾夕法尼亚大学等世界顶尖科研机构科学家的联合下，经过安全性评估及

临床反馈，采用先进的酶催化法使 NMN 的成本降低了 95%以上，在全球

突破性实现了将超越有效剂量食品级高纯度 NMN 产品（品牌

Reinvigorator，瑞维拓）的价格降低至 500 美元以下（目前标准版 NMN9600

京东售价 2980 元）。2019 年 7 月，巴菲特旗下的全球供应链巨头麦克莱

恩（McLane）公司与 Herbalmax 达成战略合作，进一步推动了瑞维拓在

全球范围内的普及。随后，瑞维拓推出价格更为普适的“基础版”，将价

格进一步拉低至 250 美元（NMN 基础版京东售价 1980 元）。而香港的

GeneHarbor 使用全酶法工业化生产 NMN，目前产品艾沐茵 NMN9000 官

网售价 1500 元。 

 重点关注：在学术研究上，NMN/NAD
+的抗衰老、DNA 修复等重要功效

及机理已被反复证实，在模型动物试验上也取得很好的效果，只是尚未大

规模临床应用于人类身上。在产业化进程上，涌入该领域的全球各路资本

接踵而来，努力将 NMN 研发成果转化为产品，推向市场。展望未来，人

们对抗衰老、延年益寿的希冀依然强烈，该商业化领域正处于起步阶段，

仍然大有可为。建议关注国内能够具备规模化生产 NMN 条件的企业，填

补国内领域空白，在中国广阔市场打开成长空间。 

 风险提示：行业竞争加剧、产品研发进展不佳、下游需求不及预期、大规

模临床应用效果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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