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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蛋白高 F 值低聚肽的生产方法 

专利类型：发明专利 

专 利 号：ZL200410017037.6 

专利权人：吉林农业大学 

主要发明人：王大为  张艳荣 

专利简介 

1、产品性能：以玉米黄粉为原料，进行超临界 CO2流体萃取，脱除玉米黄粉中脂类物

质及异杂味物质后提取玉米醇溶蛋白。将玉米醇溶蛋白加适量水润料，在一定温度、压力下

进行挤出改性处理，提高其溶解度。利用 2 种蛋白酶在一定底物浓度、酶浓度、pH 值、时

间条件下对改性处理的玉米醇溶蛋白进行 2步酶解，然后进行分离、纯化、干燥、粉碎，获

得 F值大于 20的高 F值玉米蛋白低聚肽。与传统方法比较，采用本发明方法可使玉米醇溶

蛋白提取率至少提高 10%，玉米醇溶蛋白水解度至少提高 9%。本发明在制造玉米蛋白高 F

值低聚肽过程中原料被充分利用，无废渣、废汽产生，对环境无污染。 

2、主要作用：功能试验表明玉米蛋白高 F值低聚肽具有明显的抗疲劳、提高免疫力及

保肝作用，可将其开发为相关保健食品或药品。以其作为营养强化剂生产冰淇淋、面包、饼

干等食品，产品口感优良，无异杂味，是具有补充高 F值低聚肽功能的健康食品。 

3、主要特点：本发明产品原料天然安全，对人体无任何副作用，可长期食用，产品制

造过程中原料被充分利用，无废渣、废汽产生，对环境无污染。 

市场应用前景：本项目以玉米深加工企业的副产物为原料，原料来源丰富，成本较低，

具有高科技含量及显著的功效性。整个研究工作的开展均以产品工业化生产为目的，因此，

技术成熟、无环境污染、产业化程度高，产品市场潜力巨大，经济效益显著，适合吉林省乃

至我国玉米经济发展的需要，具有很好的应用和产业化前景。 

 

玉米蛋白油脂模拟品的生产方法 

专利类型：发明专利 

专 利 号：ZL200610170814.5 

专利权人：吉林农业大学 

主要发明人：王大为  张艳荣  胡耀辉 

专利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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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产品性能：本发明涉及一种玉米蛋白油脂模拟品的生产方法。将玉米胚中杂质去除

后进行干燥、粉碎处理，将所得玉米胚粉状物进行超临界 CO2流体萃取后，进行挤出处理，

然后干燥、粉碎，获得含适量疏水蛋白的玉米胚粕粉。将此玉米胚粕粉除去或不除去其中的

淀粉、糊精类碳水化合物成分后，按比例加入适量饮用水及黄原胶、单甘酯等辅助物质，进

行微粒化及乳化处理生产玉米蛋白油脂模拟品。本发明制造过程中原料被充分利用，无废渣、

废汽产生，对环境无污染。具有良好的拟脂性，口感与天然油脂类似，可用于低脂肪含量食

品的加工。 

2、主要作用：玉米蛋白油脂模拟品可用于生产低能量冰淇淋与雪糕，不但改善产品的

抗融性等综合素质，还使产品的热值大幅度下降；生产低能量裱花蛋糕，在使产品热值下降

的同时提高了产品的保形性。 

3、主要特点：本发明产品原料天然安全，对人体无任何副作用，可长期食用，产品制

造过程中原料被充分利用，无废液、废汽产生，对环境无污染。 

市场应用前景：以玉米胚或胚粕为原料，原料来源丰富，成本较低。整个研究工作的开

展均以产品工业化生产为目的，技术成熟、无环境污染、产业化程度高，且产品市场潜力巨

大，经济效益显著，可大幅度提升玉米深加工企业的综合利用效益，适合玉米经济发展的需

要。玉米蛋白油脂模拟品低能量食品,已受到广大消费者的青睐,可为企业创造较高的经济效

益。 

玉米淀粉发酵法生产赤藓糖醇的研究 

成果来源：吉林省科技厅 

主要完成人：胡耀辉 

成果简介 

1、主要技术特点：首次采用紫外诱变结合原生质体融合技术构建赤藓糖醇高产菌株，

采用生物统计优化技术方法，确定了高渗酵母发酵生产赤藓糖醇的培养基，建立完整的赤藓

糖醇发酵生产工艺和后处理生产工艺。具有明显的技术创新性，菌种选育技术和发酵水平达

到国内先进水平。建立了赤藓糖醇薄层层析定性和高碘酸氧化法定量检测方法，使赤藓糖醇

定性和定量方法简单易行。 

2、实施效果情况：对该产品赤藓糖醇进行了用于系列乳饮料和果汁饮料产品开发研究，

结果证明：赤藓糖醇可以作为甜味剂用于乳饮料和果汁饮料等产品生产，为目前最有应用潜

力的甜味剂。预计年投产1000 吨可获得利税225万元。 

3、获奖情况：2009年获吉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市场应用前景：为玉米深加工企业发展提供了一条新途径，是提高农副产品附加值、增

加农民收入的根本途径，对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完全符合国家和吉林省“十

一五”科技发展规划的要求。对摆脱发达国家的技术垄断具有重大意义。提供劳动力就业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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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有效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进程，符合我国农业产业政策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目标

发展方向，有利于解决“三农”问题，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玉米活性多糖的生产方法 

专利类型：发明专利 

专 利 号：ZL200410011357.6 

专利权人：吉林农业大学 

主要发明人：王大为  张艳荣 

专利简介 

1、产品性能：将玉米皮中杂质及淀粉去除后进行干燥、粉碎处理，将所得玉米皮粉状

物进行超临界 CO2流体萃取，脱除绝大部分脂类物质及异杂味后，按比例加入适量饮用水或

其它辅助物质，采用一定压力及温度进行挤出处理，然后干燥、粉碎，获得含大量可溶性膳

食纤维的玉米活性多糖。以玉米活性多糖为原料可制成玉米活性多糖片或玉米活性多糖片饼

等剂型的健康食品。 

2、主要作用：本发明产品经功能试验结果表明具有明显的降血脂、减肥及抗便秘作用。 

3、主要特点：本发明产品原料天然安全，对人体无任何副作用，可长期食用，产品制

造过程中原料被充分利用，无废渣、废汽产生，对环境无污染。 

市场应用前景：本项目以玉米酒精、玉米淀粉生产企业的副产物为原料，原料来源丰富，

成本较低，产品具有高科技含量及显著的功效性。整个研究工作的开展均以产品工业化生产

为目的，因此，本项目技术成熟、无环境污染、产业化程度高，且产品市场潜力巨大，经济

效益显著，可大幅度提升玉米深加工企业的综合利用效益，适合长春地区乃至吉林省玉米经

济发展的需要。所以，本项目具有很好的应用和产业化前景。 

 

玉米活性多糖及玉米瘦身洁肠膨润片的研制 

成果来源：吉林省科技厅 

    主要完成人：王大为  张艳荣 

成果简介 

1、主要技术特点：本项目以玉米皮为原料，采用超临界 CO2流体萃取及高压挤出等高

新技术，开发保健食品基料玉米活性多糖及健康食品玉米瘦身洁肠膨润片，并对产品的减肥、

抗便秘等作用进行了研究。采用本研究技术可使玉米皮中的粗纤维转化为具有明显生理活性

的玉米活性多糖，研究结果表明玉米瘦身洁肠膨润片是减肥、降血脂、治疗便秘及肠道保健

者的理想保健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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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施效果情况：本研究技术成果在吉林省奇健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及长春迪莉娅食品

有限公司进行中试、转化或应用，生产含玉米活性多糖的高纤维焙烤食品(全麦面包、高纤

维蛋糕、活性多糖月饼)及玉米瘦身洁肠膨润片等产品，受到消费者的欢迎，为企业带来极

大的经济效益。 

3、获奖情况：2008年获吉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市场应用前景：本项目产品以无污染天然物质为原料，采用高新食品工程技术精制而成，

技术成熟、可操作性强、无环境污染、产业化程度高，此项目的实施可大幅度提高玉米深加

工产品的附加值，延长玉米产业链，推动玉米精加工及综合利用技术的研究与新技术的应用。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保健意识在进一步加强，对特殊功能保健食品的需求

量也在逐年增加。本项目之产品以其天然安全性、使用方便性及功效显著性满足人们的健康

需要，市场潜力巨大，经济效益显著。另外，生产过程中实现原料全利用，无废弃物化生产，

对环境不造成任何污染，具有广阔的推广应用前景。 

 

ω-6 多不饱和脂肪酸的提取及玉米ω-6 软胶囊的研制 

成果来源：吉林省科技厅 

主要完成人：张艳荣 

成果简介 

1、主要技术特点：本项目以玉米胚为主要原料，采用微波震荡快速加热法，对原料进

行处理；采用加入复合夹带剂的超临界 CO2流体萃取技术，提取并纯化玉米ω-6多不饱和脂

肪酸；采用复合抗氧化技术精制而成玉米ω-6软胶囊。研究结果表明：本产品具有明显的

调节血脂及抑制血栓形成等功效，是降血脂、抗血栓、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理想的健康食品。 

2、实施效果情况：本研究技术成果在吉林省奇健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延边丹华山珍食

品有限责任公司等企业进行中试、转化及应用，生产ω-6多不饱和脂肪酸及玉米ω-6软胶

囊产品，受到消费者的欢迎，为企业带来了较大的经济效益。 

3、获奖情况：2009年获吉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市场应用前景：本产品具有明显的调节血脂及抑制血栓形成等功效，是降血脂、抗血栓、

缓解动脉硬化理想的保健康食品。目前，国际市场需此产品的人数在 4.5亿人以上，我国市

场需此产品的人数在 1亿人以上，如这其中仅有 1/10的人使用本项目产品，则市场年需本

产品总量为 9万吨，而目前国际、国内市场上同类产品年供给总量仅为 0.3万吨，所以本产

品市场潜力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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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玉米自由基清除剂谷胱甘肽的提取方法的生产方法 

专利类型：发明专利 

专 利 号：ZL200710055899.7 

专利权人：吉林农业大学 

主要发明人：王大为  张艳荣  刘婷婷 

专利简介 

1、产品性能：以玉米胚芽为原料，进行超临界 CO2流体脱脂及纯化处理，脱除玉米胚

芽中脂类物质及异杂味物质后进行玉米自由基清除剂的提取。将脱脂及纯化处理后的玉米胚

芽经适当粉碎后，调整固液比为固液比为、匀浆、微波处理后离心分离，上清液调整 pH3.0～

5.5，采用反胶束萃取法提取玉米自由基清除剂-还原型谷胱甘肽(GSH)。将得到的 GSH溶液

进一步纯化、浓缩、干燥、粉碎，获得纯度大于 90%的玉米自由基清除剂 GSH。本发明在提

取玉米自由基清除剂过程中无污染物产生，为环境友好型生产方法。 

2、主要作用：该产品可清除体内过多的自由基，具有解毒，延缓衰老、消除疲劳、防

止皮肤老化及色素沉淀，可有效抵抗许多疾病的发生，提高人体对自由基外界诱发因子烟雾、

辐射及有毒化学品的抵抗力。 

3、主要特点：本发明产品原料天然安全，对人体无任何副作用，可长期食用，产品制

造过程中原料被充分利用，无废液、废汽产生，对环境无污染。本技术可提高玉米胚粕的利

用价值，从而实现玉米的高附加综合值利用。 

市场应用前景：本项目以玉米深加工企业的副产物为原料，原料来源丰富，成本较低，

产品具有高科技含量及显著的功效性。整个研究工作的开展均以产品工业化生产为目的，因

此，本项目技术成熟、无环境污染、产业化程度高，产品市场潜力巨大，经济效益显著，可

大幅度提升玉米深加工企业的综合利用效益，适合吉林省乃至我国玉米经济发展的需要，本

项目具有很好的应用和产业化前景。 

 

植物种子中ω-6多不饱和脂肪酸的提取方法 

专利类型：发明专利 

专 利 号：ZL200510017294.X 

专利权人：吉林农业大学 

主要发明人：王大为  张艳荣 

专利简介 

1、产品性能：本发明属于植物种子中ω-6多不饱和脂肪酸的提取方法。将植物种子去

除杂质，并适当预处理后进行粗破碎、微波振荡破壁快速干燥、精粉碎制成一定粒度的粉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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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所得粉末进行超临界 CO2流体萃取，采用适当的萃取条件选择性提取、分离及纯化原料中

的ω-6 多不饱和脂肪酸。本发明产品生产过程中原料被充分利用，无废渣、废汽产生，对

环境无污染。产品生理活性高，口感优良。以ω-6 多不饱和脂肪酸为原料可生产软胶囊剂

型的产品 

2、主要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本产品具有明显的调节血脂及抑制血栓形成等功效，是

降血脂、抗血栓、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理想的健康食品。 

3、主要特点： 本发明产品原料天然安全，对人体无任何副作用，可长期食用，产品制

造过程中原料被充分利用，无废渣、废汽产生，对环境无污染。 

市场应用前景：本项目可以玉米深加工企业的副产物玉米胚为原料，原料来源丰富，成

本较低，产品具有高科技含量及显著的功效性。整个研究工作的开展均以产品工业化生产为

目的，因此，本项目技术成熟、无环境污染、产业化程度高，且产品市场潜力巨大，经济效

益显著，可大幅度提升玉米深加工企业的综合利用效益，适合吉林省乃至我国玉米经济发展

的需要，所以，本项目具有很好的应用和产业化前景。 

 

微生物和淀粉酶联合作用生产海藻糖的研究 

成果来源：吉林省科技厅 

主要完成人：胡耀辉 

成果简介 

1、主要技术特点：利用从水生栖热菌中提取的海藻糖合成酶，直接作用于经水解的淀

粉，一步酶法转化成海藻糖。该法工艺简单，可抑制生产过程中杂菌的污染，从而提高海藻

糖产率，降低生产成本。该项技术在国内外尚属首创，开创了利用玉米淀粉转化生产海藻糖

的新工艺。此外，在海藻糖的分离纯化的过程中，引入葡萄糖酶和特定菌种一次性去除酶解

液中的杂糖(麦芽糖、葡萄糖等)，这是本项目的又一创新点，解决了海藻糖与麦芽糖难于分

离的技术难题。该项研究成果居国内领先水平。 

2、实施效果情况：本项目采用玉米淀粉经一步酶法获得海藻糖后，使生产成本降低约

50%，本项目产品价格约在 2 万元/吨以下，这将进一步推动海藻糖的广泛应用和产业发展。 

3、获奖情况：2006年获吉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市场应用前景：以年产赤藓糖醇1000 吨计算，市场销售价格为5 万元/吨，可以实现年

销售收入5000万元，利税1450 万元，其中利润973 万元。其经济效益显著。 

 

10、长白山榛果资源综合利用及产业化开发研究 

成果来源：吉林省科技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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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人：刘景圣 

成果简介 

1、主要技术特点：本成果以长白山野生榛果为原料，采用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

提取榛仁油，工艺简单，操作方便，对热敏性、易挥发性物质具有良好的保护作用，克服了

压榨法得率低、传统溶剂提取法的溶剂残留等缺点；以超临界萃取得到的榛仁油为原料，开

发研究出榛仁油软胶囊、微胶囊产品，避免了榛仁油中因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极易氧化变质

及不宜贮存的缺点；以超临界萃取后得到的榛仁蛋白粉为原料，开发的榛仁蛋白露饮料，以

及发酵榛仁乳产品，可增强榛仁的营养保健功能，提高其应用价值；同时，以榛仁蛋白粉为

原料，酶解分离得到榛仁蛋白肽。为长白山坚果资源的综合利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实施效果情况：吉林市春光牧工商实业有限公司对本成果中研制的产品进行了试生

产。生产出的榛仁露色泽均匀一致，呈乳白色，组织细腻、均匀，具有榛子特有的香味，无

杂质、无异味；双歧杆菌发酵榛仁乳色泽均匀一致，呈乳白色，具有榛子特有的香味和发酵

香味，无杂质、无异味，组织细腻、均匀；榛仁开菲尔(Kefir)呈乳白色，色泽均匀，组织

细腻、具有榛子特有的香味和发酵味，无杂质、无异味。市场反响良好。经过一年的试生产，

年加工榛果总量为 100吨，实现了年产值 450万元，创利税 72万元。 

3、获奖情况：2007年获吉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市场应用前景：该项目的实施，可以促进我国野生榛果的垦复栽培，种植和榛果资源的

可持续利用，促进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填补我国榛仁系列功能性食品的生产空白，促进榛

果资源的深加工和高附加值转化，促进特色产品深加工产业高效、优质、快速发展，具有广

阔的市场发展前景和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 

 

五味子功能型沙拉酱的制备方法 

专利类型：发明专利 

专 利 号：200710055765.5 

专利权人：吉林农业大学 

主要发明人：胡耀辉  霍芳  董然 

专利简介 

1、产品性能：本发明采用长白山地区无污染的野生五味子为原料，经科学提取合理组

方研制而成，配比合理营养成份均衡，中西合璧。 

2、主要作用：本发明具有明显的营养保健作用，其中五味子有效成份木质素具有较高

的抗癌、抗衰老、提高免疫力的作用，是新一代的功能性保健类食品。 

3、主要特点：本发明色泽红亮，形态细腻，具有无为之特有的香气，口味清新，酸甜

适口伴有沙拉酱的乳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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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应用效果： 增加了沙拉酱的营养和功效。 

市场应用前景：本发明原料易得，价格合理，成本不高，为开发长白山野生植物资源开

辟了新的途径，为长白山区农民增收具有显著作用。 

 

枸杞子片保健品及其制备方法 

专利类型：发明专利 

专 利 号：ZL200610016984.8 

专利权人：吉林农业大学 

主要发明人：陈光  臧学丽  孙旸 

专利简介 

1、产品性能：一种具有保健功能的枸杞子片。 

2、主要作用：具有抗氧化、抗衰老、抗肿瘤、增强机体免疫、抗脂肪肝、保肝益肾、

降血糖、降血脂及抑菌等作用。 

3、主要特点：本发明涉及以中医药食同源的枸杞子为主要原料的保健品及其制备方法。

将枸杞子经加工制得的枸杞子片具有抗氧化、抗衰老、抗肿瘤、增强机体免疫、抗脂肪肝、

保肝益肾、降血糖、降血脂及抑菌等作用，而且制作工艺简单、携带方便、直接使用、酸甜

可口，又有利于人体的吸收。 

4、应用效果：具有抗氧化、抗衰老、抗肿瘤、增强机体免疫、抗脂肪肝、保肝益肾、

降血糖、降血脂及抑菌等作用，尤其对肾功能调节具有明显的功效。  

市场应用前景：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对自身的营养保健、美容及调整

功能等方面的要求越来越强烈，枸杞子片作为一种药食同源食品新产品，成为了人们迫切需

要，功效独特而且新颖的新食品、保健食品。枸杞子片具有抗氧化、抗衰老、抗肿瘤、增强

机体免疫、抗脂肪肝、保肝益肾、降血糖、降血脂及抑菌等作用，而且制作工艺简单、携带

方便、直接使用、酸甜可口，又有利于人体的吸收，将会有很好的社会效应和经济效益。 

 

藿香和香薷功能型烤酱的制备方法 

专利类型：发明专利 

专 利 号：200710055765.5 

专利权人：吉林农业大学 

主要发明人：胡耀辉  霍芳  董然 

专利简介 

1、产品性能：本发明采用长白山纯天然药食兼用植物为主要呈香、呈味原料，配方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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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配比合理，含多重功效成份，具有显著的保健功能。 

2、主要作用：适用于经常肠胃紊乱的人群，调节肠胃功能，增进食欲，促进消化。 

3、主要特点：可根据不同地域、人群、口味制成各类型的食品，适合各阶段、各年龄

段人食用。 

4、应用效果：将藿香和香薷浸提浓缩液复合在一起，作为辅料制作出一种功能型的烧

烤酱，可作为烧烤的刷料或加在烤前肉制品中，也可作为家庭中烹饪肉品的调味料，除可以

调节口味外，还可以赋予保健功能。 

市场应用前景：本发明食品使用方便，生产原料易得，价格便宜，成本低廉，具有广泛

的市场前景。  

藿香和紫苏复合鱼酱的制备方法 

专利类型：发明专利 

专 利 号：200710055766.X 

专利权人：吉林农业大学  

主要发明人：胡耀辉  霍芳  董然 

专利简介 

1、产品性能：本发明采用长白山地区无污染的植物藿香、香薷为主要原料，经合理组

分复配精制而成，是新一代功能性保健营养食品。 

2、主要作用：作为调味料使用。 

3、主要特点：原料易得，价格低廉，食用方便。 

4、应用效果：用量小、安全性高、不受 PH等优点，并兼有防腐和风味的双重效果，它

的特效是去腥味，若用来烧鱼堪称佳品。此外，其中添加的紫苏还具有降血脂、抗血栓、抗

衰老、抗癌能力。 

市场应用前景：本发明原料易得，价格低廉，成品成本较低，具有广泛的市场前景，为

长白山野生植物的开发提供了新的途径。 

 

姬松茸活性多糖的生产方法 

专利类型：发明专利 

专 利 号：ZL200510016579.1 

专利权人：吉林农业大学 

主要发明人：李玉  张艳荣  王大为 

专利简介 

1、产品性能：姬松茸活性多糖的生产方法属于保健食品加工技术。将姬松茸中杂质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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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后进行干燥、粉碎处理，将所得姬松茸粉状物进行超临界 CO2。 

2、主要作用：本发明可提高姬松茸活性多糖的提取率及生物活性，且提取过程中原料

无变性、无污染，原料可被充分利用，使生产过程无废渣、废汽、酸碱及有害物产生，对环

境无污染。 

3、主要特点：将姬松茸中杂质去除后进行干燥、粉碎处理，将所得姬松茸粉状物进行

超临界 CO2流体萃取，脱除绝大部分脂类物质及异杂味后，按比例加入适量饮水，在一定的

温度及时间条件下进行浸提处理，提取水溶性活性多糖，过滤得姬松茸活性多糖水溶液，再

经真空浓缩、醇沉、分离、干燥，即得姬松茸活性多糖干品，滤渣经适当处理可生产高纤维

食品。 

4、应用效果： 该专利属于菌类保健品加工技术，主要提高了萃取率和生物活性、保证

了提取过程中原料不变性且无环境污染物质产生等。已经在吉林丹华公司使用并取得了经济

效益。 

市场应用前景：在各菌类保健品加工工厂将被广泛应用。 

 

蜜环菌深层发酵工艺优化与产业化应用研究 

成果来源：吉林省科技厅 

主要完成人：刘景圣 

成果简介 

1、主要技术特点：蜜环菌是著名的食药兼用真菌，研究表明蜜环菌的菌丝体和发酵液

具有与天麻相似的药理作用和临床疗效，具有增智、镇静安神、脑保护等神经调节及改善心

脑血管等功能。本成果通过从长白山野生蜜环菌中分离具有调节睡眠功能的优良菌株，确定

食品级培养基和摇床液体培养条件；采用高效逆流色谱技术分离发酵产物，并经动物试验筛

选活性提取部位，明确了蜜环菌发酵产物中调节睡眠功能的提取部位，并以此提取部位的得

率为主要指标，进一步优化了蜜环菌液体深层发酵的生产工艺，以实现调节睡眠功能提取部

位有效得率的最大化；以工业化生产蜜环菌优化工艺所得到的发酵产物为原料，开发蜜环菌

口服液、蜜环菌菌丝粉胶囊及蜜环菌冲剂等改善睡眠系列产品。 

2、实施效果情况：本成果已在吉林省抚松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吉林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试生产三年，累计生产蜜环菌液体深层发酵产物

2850吨，累计销售收入 1.13亿元，利税 1724.8万元。 

3、获奖情况：2010年获吉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市场应用前景：该成果为蜜环菌液体深层发酵和系列产品的生产开发，提供了科学合理

的工艺技术，为蜜环菌发酵过程控制及其产品标准化提供了可靠的方法和依据，为实现蜜环

菌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加速真菌类功能性食品产业化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具有广阔

的市场应用前景。 

— 1508 —



 

 

免疫牛初乳与双歧杆菌复合微胶丸的制备方法 

 

专利类型：发明专利 

专 利 号：ZL 200810050364.5 

专利权人：吉林农业大学 

主要发明人：刘景圣 

专利简介 

1、产品性能：本发明将双歧杆菌以 1~10%接种量接种于经超高压灭菌的脱脂免疫牛初

乳中，培养 4~24h，获得双歧杆菌发酵免疫牛初乳。后经添加冻干保护剂后，进行真空冷冻

干燥，获得免疫牛初乳与双歧杆菌复合冻干粉。将母芯与复合冻干粉按质量比为 1：4~14

以空气悬浮造粒法制成免疫牛初乳与双歧杆菌复合冻干粉颗粒，以浓度为 5~50%的肠溶型欧

巴代包衣液为包埋剂在空气悬浮造粒机中进行肠溶包膜制得复合微胶丸，制得的产品具有免

疫和微生态双活性。 

2、主要作用：本发明所得复合微胶丸能够克服胃酸的杀伤，有效保持免疫与微生态双

活性，降低制品在生产、使用过程中免疫牛初乳与双歧杆菌的活性、数量及效价的损失，增

强制品对人体的保健功能。 

3、主要特点：本发明专利是以高活性免疫牛初乳和高密度培养的双歧杆菌为原料，采

用高密度培养、超高压、真空冷冻干燥、悬浮造粒和肠溶包膜技术制备免疫与微生态调节双

重活性的复合肠溶微胶丸。该制剂不仅有效保持高免疫和微生态调节双重活性，而且具有较

强的耐酸和抗消化酶特性，肠道内释放效果良好。 

4、应用效果：本发明解决了免疫与微生态双活性制品在生产、使用过程中免疫牛初乳

与双歧杆菌的活性、数量及效价损失严重的问题。 

市场应用前景：本发明为进一步开发新型乳制品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为开发功能性

食品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和空间，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全鹅综合加工系列方便食品研究 

成果来源：吉林省科技厅 

主要完成人：刘学军 

成果简介 

1、主要技术特点：针对鹅肉肌纤维粗大、嫩度较差的特点，先进的生物嫩化技术对鹅

肉进行了嫩化的研究，嫩化效果显著。根据市场的变化和现代人的需求，对鹅进行分割，然

后分部位加工，并形成了系列化生产。对鹅进行了综合加工，把分割下来的碎肉做成了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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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把以前废弃的肠道、食道加工成了高附加值的产品。采用了 2次杀菌技术，使产品既

美观又有良好的风味和较长的保存期，而且食用方便。成功地研制出了酥香鹅、麻辣鹅、熏

鹅、鹅肉灌肠、鹅肉圆、鹅肉串、鹅发制产品等 7个系列 30余种产品及 7个系列产品的标

准。 

2、实施效果情况：已在四平双山鸭厂生产，累计产量 1万吨以上，每吨产品经济效益

约 3000~5000元人民币。 

3、获奖情况： 2006年获吉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市场应用前景：该项目对鹅进行了综合加工，极大地提高了鹅的附加值，经济效益显著，

因此具有广阔的市场发展前景。还可以推动养鹅业的发展，增加农民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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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与生物药类 

人参果提取物的制备方法及治疗糖尿病的药物用途 

专利类型：发明专利 

专 利 号：ZL200410011122.7 

专利权人：吉林农业大学 

主要发明人：郑毅男 

专利简介 

1、产品性能：利用现代植物化学手段提取人参果中的有效成分，用于防治糖尿病药物

的开发。 

2、主要作用：降低 2型糖尿病餐后血糖及空腹血糖，显著改善糖尿病人的生活质量。 

3、主要特点：产品质量可控，药理活性效果突出。 

4、应用效果：2型糖尿病人群众多，作为植物补充治疗剂，应用前景广阔。 

市场应用前景：与市场同类降糖产品比较，本项目拟研制的人参果降糖产品含有目前世

界公认的降糖作用人参皂苷 Re外，产品中同时配合人参中其他抗糖尿病作用的活性物质，

如其他种人参皂苷，AFG、焦谷氨酸等。项目前期基础雄厚，有药理实验及临床观察基础。 

综合以上分析，本项目开展的人参不同组合物糖尿病补充治疗剂应该有着广阔的市场前景，

属于基础研究，风险较小。 

人参皂苷 Rb2 制备工艺 

专利类型：发明专利 

专 利 号：ZL200510016844.6 

专利权人：吉林农业大学 

主要发明人：孙光芝  李向高  刘志 

专利简介 

1、产品性能：用丙二酰基人参皂苷富集制备人参皂苷 Rb2，可以最大限度的获取人参

皂苷 Rb2，解决了现有制备工艺产品流失大的缺点。 

2、主要作用：本发明产品可以制成片剂、胶囊剂、粉剂或注射剂等药物学上的任何剂

型，用于治疗糖尿病，高血脂症，心肌或脑缺血，癌症,肿瘤，机体免疫功能受损，肾虚阳

萎，以及消化系统等疾病。 

3、主要特点：采用可进行工业化生产的柱层析加压办法，分离、制备人参单体皂苷 Rb2，

可最大限度地提取、富集人参皂苷 Rb2，达到简单、快速、低成本等目的。 

4、应用效果：ODS加压柱层析法制备纯度 90%以上，收率为 20％，转化温度小于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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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液在 3%-5%，PH=9～10，转化率 100%。 

市场应用前景：人参皂苷 Rb2具有多种生理功能，但由于其分离提纯较困难，制约了其

应用和产品开发，本发明提出了一种适于工业化大量富集制备人参皂苷 Rb2的工艺，工艺简

单，成本低廉，收率较高；为人参皂苷 Rb2工业化生产和新药制备提供工艺保证，因而具有

广泛的市场应用前景。 

 

人参皂苷次级苷 Compound k 的脂肪酸酯类化合物及制备方法 

专利类型：发明专利 

专 利 号：ZL200410010959.X 

专利权人：吉林农业大学 

主要发明人：郑毅男 

专利简介 

1、产品性能：化学法修饰人参皂苷 Compound K，抗癌活性更好，毒性较小，脂溶性强。 

2、主要作用：对多种癌细胞具有广泛的杀伤作用，体内活性表明可以有效抑制肿瘤的

增殖。 

3、主要特点：合成产率高，纯度可控。 

4、应用效果：具有独立的知识产权，可以作为一类新药的备选化合物开发。 

市场应用前景：癌症已成为人类第一杀手，开发天然抗癌药物已是高新产业的热门话题。

本项目是利用吉林省资源优势-人参，利用天然人参皂苷，并模拟人参皂苷在人体内合成代

谢途径，制造抗癌原料 OM1，即 Compound K 的酯类化合物，是世界首次出现的化合物，将

会具有独立的知识产权。由于该化合物是人体生合成代谢产物，抗癌活性强，毒性低，最有

希望成为一类抗癌新药。本项目完成后，将会给增加新的抗癌药物。也会使吉林省经济形成

一个新增长点。 

 

丙二酰基人参皂苷的制备工艺及其治疗糖尿病的药物用途 

专利类型：发明专利 

专 利 号：ZL200510016845.0 

专利权人：吉林农业大学 

主要发明人：孙光芝  李向高  王继彦 

专利简介 

1、产品性能：丙二酰基人参皂苷在人参总皂苷工业化生产中，常随水杂而流失，造成

资源的巨大浪费。本制备工艺可作为人参总皂苷生产的副产品，生产工艺简单，成本低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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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作用：降血糖，调节血脂，改善糖尿病各种症状。 

3、主要特点：降糖作用显著，无毒副作用。 

4、应用效果：按 100吨人参除了获得人参总皂苷提取物外，还可以获得 6吨丙二酰基

人参皂苷提取物，增加了人参的价值。 

市场应用前景：糖尿病是现代疾病中的第二杀手，其对人体的危害仅次于癌症。在 2002

年，全球销售额最高的药物中，就有 6个是抗糖尿病药物，总销售额高达 82亿美元。然而，

由于这些药物的专利保护到期或即将到期，治疗糖尿病药物市场的格局将发生巨大变化，市

场竞争变的更加激烈。为此，世界各国纷纷加大研发投入，力求开发出治疗糖尿病的“重磅

炸弹”式药物以占据市场优势。 

    由于西药口服降糖药的副作用及长期注射胰岛素引起的胰岛素依赖性和苏木杰效应。使

得人们迫切需要在中药中寻找降糖药物。我们使用的是中国传统名贵的中药人参作为原料，

其在我国治疗糖尿病已有上千年的历史，现代国内外的药理和临床实验也都证明人参的疗效

和没有毒副作用。这些人参疗效的名牌效应，使丙二酰基人参皂苷具有先天的推广前景，再

加之其显著的降糖效果，更容易被国内外糖尿病患者所认可；丙二酰基人参皂苷作为抗糖尿

病药物的上市，必将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人参复合生物叶面肥 

专利类型：发明专利 

专 利 号：ZL2009100664586 

专利权人：吉林农业大学 

主要发明人：赵英 

专利简介 

1、产品性能：将尿囊素、复合氨基酸和化学肥料等人参生长必须的营养元素配合后，

进行叶面喷施，可以促进人参生长发育、提高产量和质量。 

2、主要作用：随栽培年限延长，土壤中氮、磷、钾、铁、硼、锰、铜、锌、钼等元素

明显减少，由于土壤营养状况逐步恶化、肥力下降，削弱了人参的抗病能力，导致病害严重、

产量降低、质量下降，通过叶面施肥可解决这一问题。 

3、主要特点：不污染环境、无公害，各种营养成分是根据人参需肥规律及消耗情况而

确定的，针对性强，可以补充根部对养分吸收的不足。 

4、应用效果：用于非林地、老参地和新林土栽参，人参产量增加 12.4%～17.8%。 

市场应用前景：叶面施肥是防治人参缺素病的有效措施。在施肥时，可以根据人参各生

育期和土壤供肥情况分期喷施，充分发挥叶面肥反应迅速的特点，以保证人参在适宜的肥水

条件下，能够进行正常生长发育，达到高产优质的目的。叶面施肥具有肥效迅速、肥料利用

率高、用量少、使用简便等优点，应用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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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参磁化混合肥 

专利类型：发明专利 

专 利 号：ZL2006101316242 

专利权人：吉林农业大学 

主要发明人：赵英 

专利简介 

1、产品性能：以生物磁学和人参配方为依据，利用剩磁物质(铁、钴、镍等)为载体(粉

煤灰)并根据人参的需肥规律，加入适当比例的化学肥料，经过一定强度磁场处理加工而成

混合肥。 

2、主要作用：人参磁化复合肥带有剩磁，施入土壤中后可造成土壤微磁场改变，从而提

高土壤酶活性，加快植物体内的代谢活动。直接施用到人参根际附近，所具有的剩磁性可以

在根部形成一个较弱的磁场，使带有正(负)电荷的养分离子或原子团向根部聚集，加快土壤

中营养元素的移动速度，促进人参对养分的吸收。 

3、主要特点：除了可以供应人参生长所必需的氮、磷、钾、锌、锰、硼等营养之外，还

能在参根附近形成微弱的磁场，提高根际土壤磁感应强度，对土壤理化及生物学性状产生影

响。 

4、应用效果：施用剩磁含量为 0.1mT磁化肥，粉煤灰用量为 800g/m
2，人参增产 11.4%～

21.5%，经济效益显著。 

市场应用前景：人参磁化复合肥是一种人工配制的带有剩磁性的多元混合肥料，各种有效

成份是根据人参的需肥规律，按一定的数量比例加入的，组分含量合理，数量适宜，较好的

解决了人参配方施肥的问题，所含的各种养分起到了互补作用，生产上表现增产人参幅度大，

品质显著提高。 

  

人参叶面肥 

专利类型：发明专利 

专 利 号：ZL2008100505138 

专利权人：吉林农业大学 

主要发明人：赵英 

专利简介 

1、产品性能：根据人参的需肥规律，将化学肥料等人参生长必须的营养元素混合后，

进行叶面喷施，可以促进人参生长发育，提高产量和质量。 

2、主要作用：人参是多年生宿根植物，随栽培年限延长，土壤中的营养元素被大量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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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氮、磷、钾、铁、硼、锰、铜、锌、钼等元素明显减少。由于土壤营养状况逐步恶化、

肥力下降，削弱了人参的抗病能力，导致病害严重、产量降低、质量下降，通过叶面施肥可

解决这一问题。 

3、主要特点：各种营养成分的配比，是根据人参需肥规律和土壤养分消耗情况而确定

的，针对性强；有些营养元素施入土壤后很快被氧化或固定，转化成不能被吸收的状态，叶

面喷施可以补充根部对养分吸收的不足；叶面喷施用量仅为土壤施用的1/5～1/10，利用率

高，在人参生长发育过程中，可根据生长情况及时补充。 

4、应用效果：用于非林地、老参地和新林土栽参，主根长增加 9.8%～14.4%和，主根

粗增加 11.1%～17.0%和，参根病害(疫病、菌核病、锈腐病)发生率降低 22.4%～38.8%和，

产量增加 10.2%～14.3%。 

市场应用前景：叶面施肥可使营养物质从叶部直接进入植物体内，参与植物的新陈代谢

和有机物合成，比土壤施肥更为迅速有效，叶面施肥是防治人参缺素病的有效措施。在施肥

时，可以根据人参各生育期和土壤供肥情况分期喷施，充分发挥叶面肥反应迅速的特点，以

保证人参在适宜的肥水条件下，能够进行正常生长发育，达到高产优质的目的。因此，叶面

施肥具有肥效迅速、肥料利用率高、用量少、使用简便等优点，应用前景广阔。 

 

人参生物保鲜剂 

专利类型：发明专利 

专 利 号：ZL2008100505123 

专利权人：吉林农业大学 

主要发明人：赵英  

专利简介 

1、产品性能：用生物保鲜剂进行人参保鲜，可以保持人参 13个月后无腐败现象，优于

化学防腐剂(苯甲酸、山梨酸及其盐类)保鲜、辐射保鲜、气调保鲜、罐藏保鲜等方法。 

2、主要作用：可使人参长期保鲜 1年以上，同时色泽、口味、形态不发生变化，皂苷、

氨基酸含量不显著降低。 

3、主要特点：无残毒、工艺简单、成本低。 

4、应用效果：用生物保鲜剂处理的人参，13个月后无腐败现象，淡黄色，无异味，形

态无变化。细菌总数、大肠菌群、肠道致病菌等符合国家卫生标准，人参总皂苷和总氨基

酸含量与原料参相比差异不显著。 

市场应用前景：人参除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外，还是滋补保健佳品。因为鲜人参保质

期短，传统的商品参一般以干品为主，如生晒参、红参、糖参等，鲜参仅在收获后较短时

间内可以销售。近年来，随着医药、日用化工和食品工业的发展，对鲜参需求量越来越大，

要求鲜参供应期也越来越长，因此本产品市场应用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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壳聚糖人参保鲜剂 

专利类型：发明专利 

专 利 号：ZL2008100505104 

专利权人：吉林农业大学 

主要发明人：赵英 

专利简介 

1、产品性能：用壳聚糖人参保鲜剂贮藏人参，可以保持 8个月后仍无腐败，人参无残

毒、无污染。 

2、主要作用：鲜人参贮藏 8个月，色泽、口味、形态不发生变化，皂苷、氨基酸含量

不显著降低。 

3、主要特点：人参无残毒、工艺简单、成本低。 

4、应用效果：8个月后无腐败现象，淡黄色，无异味，形态无变化。细菌总数、大肠菌

群、肠道致病菌等符合国家卫生标准，人参总皂苷和总氨基酸含量与原料参相比差异不显著。 

市场应用前景：保持鲜人参在收获后短时间内不变质，可用于医药、日用化工和食品工

业的原料贮藏，市场有一定的应用前景。 

   

生物复合肥 

专利类型：发明专利 

专 利 号：ZL2009100669170 

专利权人：吉林农业大学 

主要发明人：赵英 

专利简介 

1、产品性能：将复合氨基酸和腐殖酸等混合制成生物复合肥，具有工艺简单、成本低

和增产效果好优点。 

2、主要作用：用于改善参地土壤理化性质、增加土壤肥力、提高人参产量和质量。 

3、主要特点：是一种高活性、高效能、无公害的绿色生态农业产品。 

4、应用效果：人参病害发生率明显降低，疫病、菌核病和锈腐病的发生率分别降低

63.5%、86.7%和 76.3%，人参产量增加 20.5%。 

市场应用前景：随着我国绿色中药产业的发展，生物肥或生物复合肥的应用越来越受到

人们的重视。将复合氨基酸和腐殖酸等混合制成生物复合肥，具有工艺简单、成本低和增产

效果好优点，同时还能改善土壤理化性质、增加土壤肥力、提高人参产量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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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东北地区道地药用菌榆黄蘑的降血脂活性研究 

成果来源：吉林省科技厅 

主要完成人：李玉  包海鹰  图力古尔 

成果简介： 

1、主要技术特点：本项目对东北地区道地药用菌榆黄蘑(Pleurotus citrinopileatus)

降血脂活性进行了研究。采用经典的天然产物化学方法和高效液相与质谱联机方法证明了在

榆黄蘑(金顶侧耳)子实体的甲醇提取物的氯仿萃取层中洛伐他汀的存在。洛伐他汀是日本和

美国从土壤土曲霉中发现的，以其为主要成分的药物 Mevinolin是美国 FDA批准的第一个抑

制 HMG-CoA还原酶的降血脂药物。本研究成果为榆黄蘑在民间传统地应用于预防和治疗高胆

固醇血脂症和为深入开发利用该菌提供了科学依据和研究基础。  

2、实施效果情况：以本成果为基础研制的产品金顶侧耳胶囊，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欢

迎。 

3、获奖情况：2006年获吉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市场应用前景：榆黄蘑是主产于我国东北地区的道地药用真菌。具有多种药用价值，尤

其是降血脂作用。以榆黄蘑为原料研制具有降血脂活性的保健品或新药具有良好的前景。 

   

簇生沿丝伞石油醚提取物及制备方法以及在制备治疗肿瘤的药物 

专利类型：发明专利 

专 利 号：200610126091.9 

专利权人：吉林农业大学 

主要发明人：包海鹰  丁燕  图力古尔 

专利简介 

1、产品性能：提供了从簇生沿丝伞子实体和菌丝体中提取上述物质的制备方法，适用

于工业化生产。公开了簇生沿丝伞石油醚提取物及麦角甾醇和麦角甾醇过氧化物在治疗肿瘤

药物中的用途。 

2、主要作用：具有抗人乳腺癌及肝癌的活性。 

3、主要特点：首次发现大型真菌的石油醚提取物及从中得到的两个化合物具有非常显

著的抗人乳腺癌和肝癌的活性，对以往认为大型真菌的抗肿瘤活性物质主要是多糖类的观点

进行了补充和更正。 

4、应用效果：簇生沿丝伞的石油醚提取物体外对人乳癌细胞的抑制率为 62.2%(剂量

500ug/mL)、57.3%(剂量为 100ug/mL)、34.2%(剂量为 50ug/mL)。簇生沿丝伞的石油醚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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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及麦角甾醇和麦角甾醇过氧化物体内对荷瘤 H22 肝癌小鼠的抑制率分别为 68.7%(剂量为

250mg/kg)、63.8%(剂量为 50mg/kg)、57.5(剂量为 50mg/kg)。并具有一定的促进免疫功能

的作用。 

市场应用前景：肿瘤的发病率在不断上升，已成为人类健康的头号杀手。抗肿瘤药物约

占世界药品市场总销售额的 4%左右，畅销品种除紫杉醇(目前销售额为 10亿美元左右)外，

还有吉西他滨、托泊替康、多西他赛。国内抗肿瘤药物来源一是国外近年来开发上市的新品

种，如长春瑞宾、替尼泊苷、表柔比星等；另一类是已经过专利保护期的仿制药。菌物用作

药材是我国利用菌物的一大特点，多彩丰富的菌物资源是十分重要而有开发潜力的药源处女

地。课题组对簇生沿丝伞的研究成果为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抗肿瘤药物提供了一个新的

药源和新的思路，具有非常好的市场应用前景。 

 

冰凌花低温胁迫转录因子 AaCBF 基因序列及其克隆和应用 

专利类型：发明专利 

专 利 号：ZL200810050628.7 

专利权人：吉林农业大学 

主要发明人：李海燕  周远航  李玉 

专利简介 

1、产品性能：本发明涉及冰凌花(Adonis amurensis)低温胁迫转录因子 AaCBF基因的

克隆、重组及抗寒性功能的分析和应用，属于分子生物学和生物技术领域。 

2、主要作用：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冰凌花低温胁迫转录因子 AaCBF基因序列，并提供

将该基因导入受体植物，获得具有抗寒能力的转基因植物。 

3、主要特点：从冰凌花中分离出低温胁迫转录因子 AaCBF基因的全长 cDNA片段。 

4、应用效果：由于 CBF基因在植物抗寒中具有重要作用，本发明人首次从冰凌花中分

离低温胁迫转录因子 AaCBF基因。 

市场应用前景：根据其它植物中发表的 CBF氨基酸序列，设计引物，分离得到中间片段

后，利用反向 PCR方法，从冰凌花中分离出低温胁迫转录因子 AaCBF基因全序列。将该基因

构建高效表达载体，转化烟草，转基因植株具有较高的抗寒力。该基因可用于植物的遗传转

化，提高植物的抗寒能力。 

 

植物油体表达载体和利用植物油体表达人表皮生长因子的方法 

专利类型：发明专利 

专 利 号：ZL2006101696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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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权人：吉林农业大学 

主要发明人：李校堃  李海燕  杨晶 

专利简介 

1、产品性能：利用转基因植物生产药用蛋白，近年来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在植物

油体中表达药用蛋白，使目的基因插到有提蛋白基因的 N端或 C端，构建成融合蛋白基因。 

2、主要作用：由于油体蛋白镶嵌在油体表面，构建的融合蛋白基因便可在受体植物种

子的油体中特异表达，这样可以大大提高外源蛋白在植物组织中的表达量，并利用油体亲脂

疏水分子的特性，将种子粉碎后，再经液体抽提离心的步骤，回收油相，便可将融合蛋白或

目的蛋白与细胞内的其它组分分开，这样可以明显简化目的蛋白的分离纯化过程，这种植物

油体表达体系有利于外源基因的表达及产业化研究，因此本发明采用油体表达技术在植物种

子中表达 h EGF,为 h EGF,的产业化研究打下了基础。 

3、主要特点：本发明的一个目的是提供在植物种子油体中表达 EGF的重组表达载体，

其中所说的表达载体包括与油体蛋白启动子可操作地连接的 hEGF 的全长核苷酸序列，且

hEGF全长核苷酸序列是按照植物偏好的密码子设计合成的。 

市场应用前景：目前 HEGF的生产主要通过基因工程技术在大肠杆菌和酵母中获得，但

表达产物往往形成包涵体，分离纯化时涉及到蛋白质变性和复性问题，以及给后处理和纯化

工艺带来繁衍的多步操作。为了解决这些难题，人们试图采用植物来表达药用蛋白，使蛋白

质正确折叠和糖基化，以此维持蛋白质的生物学活性。 

 

植物油体表达载体及利用植物油体表达人酸性成纤维细胞 

生长因子的方法 

专利类型：发明专利 

专 利 号：ZL200610169598.2 

专利权人：吉林农业大学 

主要发明人：李校堃  李海燕  庞实峰 

专利简介 

1、产品性能：本发明的一个目的是提供一种在植物中表达人酸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

的方法。 

2、主要作用：本发明涉及利用植物油体表达载体和利用植物油体表达人表皮生长因子

的方法 。 

3、主要特点：本发明的表达载体所用的启动子是油菜启动子，将大豆油体蛋白基因与

EGF基因融合后克隆进表达载体中，经农杆菌侵染转化进植物中进行表达。 

4、应用效果：由于 HEGF分子中二硫键及其他多种官能团的存在，因而化学合成的产物

纯度及产率无法满足工业化生产。目前 HEGF的生产主要通过基因工程技术在大肠杆菌和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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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中获得，但表达产物往往形成包涵体，分离纯化时涉及到蛋白质变性和复性问题，以及给

后处理和纯化工艺带来繁衍的多步操作。 

市场应用前景：由于油体蛋白镶嵌在油体表面，构建的融合蛋白基因便可在受体植物种

子的油体中特异表达，提高外源蛋白在植物组织中的表达量，并利用油体亲脂疏水分子的特

性，将种子粉碎后，再经液体抽提离心的步骤，回收油相，便可将融合蛋白或目的蛋白与细

胞内的其它组分分开，这样可以明显简化目的蛋白的分离纯化过程，这种植物油体表达体系

有利于外源基因的表达及产业化研究，因此本发明采用油体表达技术在植物种子中表达

HEGF,为 HEGF的产业化研究打下了基础。 

  

重组白喉毒素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 

 

专利类型：发明专利 

专 利 号：200610163285.6 

专利权人：吉林农业大学 

主要发明人：李泽鸿  张国利  岳玉环 

专利简介 

1、产品性能：一种经过基因工程构建的、针对黑色素瘤有靶向治疗作用的重组白喉毒

素。 

2、主要作用：对黑色素瘤具有靶向特异性攻击和杀伤作用。 

3、主要特点：本发明涉及白喉毒素-a促黑素重组毒素的制备方法与应用。重组白喉毒

素具有纯化方便，减少成本，收率高，提高重组毒素活性的优点；同时对恶性黑色素瘤具有

特异性攻击和杀伤的特性，而对正常细胞无伤害，达到有效治疗恶性黑色素瘤疾病的目的。 

4、应用效果：对恶性黑色素瘤具有特异性攻击和杀伤的特性，而对正常细胞无伤害，

可在治疗恶性黑色素瘤疾病中使用。  

市场应用前景：免疫毒素由于具有高特异性，高细胞毒活性，无疑是肿瘤治疗的主要方

面；市场需求量较高，既有广阔前景；将会有很好的社会效应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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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用机械类 

玉米秸秆饲草化装置 

专利类型：实用新型 

专 利 号：ZL201020151035.2 

专利权人：吉林农业大学 

主要发明人：刘庆福  王景立  潘世强 

专利简介 

1、产品性能：本实用新型属农业机械领域，重点解决了玉米秸秆饲草化装置的设计和

生产工艺问题，实现玉米秸秆的综合开发与利用。一机多用，使玉米秸秆变废为宝。 

2、主要作用：解决了玉米秸秆饲草化生产工艺，解决牧区牛羊等饲草缺乏问题，实现

玉米秸秆的综合开发利用；攻破玉米秸秆径的破细程度,使玉米秸秆饲草程度达到牛羊可食

用的营养秸秆型牧草；实现玉米秸秆饲草化装置与玉米联合收割机的对接和传动。 

3、主要特点：玉米秸秆饲草化装置的设计专门为特定的玉米摘穗秸秆兼收机型配套使

用，过程易于控制，便于操作；不缠草、不堵塞现象，安全可靠；加工后的营养秸秆型饲草

便于运输，牲畜吃后适口性好，动物采食量高。 

4、应用效果：成功实现了本装置与玉米联合收割机的对接，玉米秸秆被破碎成秸秆型

饲草。 

市场应用前景：本实用新型属农业机械领域，结构新颖、生产率高，是进行玉米秸秆综

合开发与利用的前提，极具市场竞争力。 

 

玉米摘穗秸秆饲草化打捆联合收割机装置 

专利类型：实用新型 

专 利 号：ZL201020294697.5 

专利权人：吉林农业大学、吉林省东风机械厂 

主要发明人：刘庆福  王景立  胡晓丽 

专利简介 

1、产品性能：本实用新型属农业机械领域，重点解决了玉米秸秆饲草化装置的设计和

生产工艺问题，实现玉米秸秆的综合开发与利用。一机多用，使玉米秸秆变废为宝。 

2、主要作用：解决了玉米秸秆饲草化生产工艺，并攻破玉米秸秆径的破细程度,为牧区

牛羊提供优质饲草，使玉米秸杆得以综合开发和利用；机械作业时，实现摘穗、秸秆饲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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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打捆一次完成，减轻劳动负担，是种粮农户收获玉米的理想帮手；打捆机的安装，解决了

玉米秸秆饲草化之后的储存和运输问题；采用立式组合对滚饲草辊，体积小，重量轻，饲草

效果好等显著优势。 

3、主要特点：该装置以摘穗和饲草化两个装置为主要部分，配有打捆机。真正实现玉

米收获全程机械一体化作业；结构新颖，生产率高，工作可靠、饲草性能好；成捆的饲草便

于储存和运输。 

4、应用效果：成功实现玉米摘穗、秸秆饲草化、打捆全程机械一体化作业；加工后的

营养秸秆型饲草便于储存和运输。 

市场应用前景：本实用新型属农业机械领域，实现玉米秸秆的综合开发与利用，具有一

定市场前景，技术成果易于推广转化，经济效益可观。 

  

水稻除草器 

专利类型：实用新型 

专 利 号：ZL200820072684.6 

专利权人：吉林农业大学 

主要发明人：马景勇  

专利简介 

1、产品性能：悬挂于推拉机架，,滚筒带动齿勾转动，齿勾能够轻便、省力的将土壤中的

草勾出,达到除草效果。 

2、主要作用：轻便、省力的清除水田杂草。 

3、主要特点：水稻除草器,属于农业机械水田除草机具类，是由机架组成的, 在机架前端

通过轮轴固定有一个滚筒；滚筒上焊合有左、中、右三排 齿勾,每排齿勾由周向有三个齿勾

组成；左排齿勾和右排齿勾分别向里侧倾斜。推拉机架,滚筒带动齿勾转动,齿勾将土壤中的

草勾出,有使用轻便和省力的特点。 

4、应用效果：轻便、省力，去除杂草效果好。 

市场应用前景：本专利轻便、省力，具有较大市场应用潜力。 

   

变量深施肥精密播种机 

专利类型：实用新型  

专 利 号：ZL200920092814.7  

专利权人：吉林农业大学  主要发明人：田耘  潘世强  汪昆仑 

  专利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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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产品性能：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因地制宜对施肥量进行控制，集变量深施肥与精密播

种于一体的变量施肥精密播种机。      

2、主要作用：根据地理信息系统实现实时变量施肥、按需施肥，采用机械式精密排种器，

播量准确。 

 3、主要特点：实现播量精确、单体仿形和单体驱动排种，改善了入土性能，减少了播种

机的滑移现象，保证了准确的播量和株距。变量施肥系统，采用液压马达驱动，结合测速雷

达测速，通过田间计算机控制使排肥更加准确可靠。       

   4、应用效果：在榆树科技示范区应用，效果很好，得到了广大村民的认可。       

   市场应用前景：本专利技术对现有的播种施肥机进行了改进设计，并采用了精准农业的

3S技术，很好的实现了变量施肥与精密播种，在使用中深受农民的好评，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可变力苗带镇压器 

专利类型：实用新型 

专 利 号：ZL200920093853.9 

专利权人：吉林农业大学 

主要发明人：王景立  杨亚洲  郭颖杰 

专利简介 

1、产品性能：可变力苗带镇压器能够随时测量镇压轮的镇压强度，并通过液压系统随

时改变镇压轮上的镇压强度，实现针对不同土壤墒情、不同地表状况及不同作物实施最佳镇

压强度的目的。 

2、主要作用：播后镇压其作用一是能提高土壤坚实度，使苗带土壤吸收地下水分的能力

增加，播后及时进行苗带镇压可使种床紧实度适宜，同时还使种子与周围湿土密接，提高种

子发芽出苗率。二是防风蚀，在垄的两侧形成 20厘米左右肩墙，避免大风对苗眼的侵袭。 

3、主要特点：采用弯曲和剪切测量方式的压力传感器检测镇压器对土壤的镇压力,利用

数字仪表和计算机显示记录数据，测试数据精度高，记录准确。利用拖拉机液压系统起落镇

压器，并改变镇压器压力，实现压力无级变化，适于不同垄距及大垄双行种植方式。 

4、应用效果：通过对玉米和大豆两种作物的田间实际播后镇压试验，获取了大量的田间

试验数据，适于作物出苗生长最佳镇压强度为 0.5～0.7 kg/cm
2，利用拖拉机液压系统调整

镇压力是控制最佳镇压强度的有效方法。可变力苗带镇压器克服传统播种作业过程中不论

土壤湿度大小采用同一镇压强度而造成镇压力过大或过小的缺点，实现了镇压强度的随时

测量与调整，达到种子发芽出苗所需最佳镇压力要求，提高播种镇压质量。 

市场应用前景：提高了播后镇压作业质量，改善了种床土壤理化性状和种子发芽出苗，

促进了旱作农业机械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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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弧铲式破茬深松机 

专利类型：实用新型 

专 利 号：ZL200920093841.6 

专利权人：吉林农业大学 

主要发明人：王景立  郭颖杰  胡晓丽 

专利简介 

1、产品性能：圆弧铲式破茬深松机是一种条带式深松机具，可以单项作业，也可进行

复式作业，与大中型拖拉机配套，配套动力 80～120马力，作业幅宽 1.5～3.0米。 

2、主要作用：疏松土壤，打破犁底层，增强降水入渗度和数量，作业后耕层土壤不乱，

动土量小，减少了由于翻耕后裸露土壤水分蒸发损失，能有效控制水土流失，增加土壤含水

率，改善土壤结构和理化性状，提高种子发芽和出苗率，增强作物抗旱与抗倒伏能力，提高

单位面积产量。 

3、主要特点：深松机的关键部件为圆弧形深松铲柄，刃口与地面夹角 40～50度之间，

具有良好的滑切作用，作业后地表平整。配置波纹圆盘刀切断茎秆、根茬和杂草，可在植被

覆盖率 50%以上地表进行作业，不壅土、不堵塞。增设了弹齿式压土部件进一步增强了压土

与碎土效果，不起土，不压苗。 

4、应用效果：作业深度与幅宽、行距均可调节。既可用于秋季深松，也可用于夏季结

合中耕进行深松作业，适于垄作和平作、均匀垄及大垄双行种植模式。最大深松深度可达

50cm，破茬部件工作深度 10～15cm，提高天然雨水入渗率 20%以上，降低地表径流 60％左

右，减少土壤流失 80％。 

市场应用前景：本实用新型专利属于农业机械领域，是基于机械化保护性耕作技术要求

研究设计的配套机具，适于我国北方旱地机械化耕整地作业要求，是传统深松机的换代产品，

既适于传统耕作法更适于保护性耕作法，应用前景广阔。 

  

组合式多功能深松机 

    专利类型：实用新型  

    专 利 号：ZL200920092814.7  

    专利权人：吉林农业大学   

    主要发明人：潘世强  王景立  杨亚洲 

专利简介 

1、产品性能：组合式多功能深松机解决现有深松秸秆堵塞等问题，可实现深松、施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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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垄的组合作业。      

2、主要作用：在深松的基础上增加施肥、起垄部件，可同时实现深松施肥、深松起垄

及深松施肥、起垄联合作业。 

  3、主要特点：通过优化深松部件与机器结构减少机具作业阻力，增加切碎装置改善秸

秆堵塞现象，增加弹齿防止大土块翻起，解决中耕深松土块压苗现象，实现深松、施肥、起

垄联合作业。      

  4、应用效果：在梨树科技示范区应用，效果很好，得到广大村民的认可。       

  市场应用前景：本专利技术是为保护性耕作技术匹配的作业机具，作业时不乱土层，打

破犁底层，建立土壤小水库，提高了抗旱保墒的能力。本技术是一机多用，减少了机具的进

地次数，在使用中深受农民的好评，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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