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物技术

绿色农业种植集成技术体系
治疗Rheb-Y35N突变肿瘤的药物
高纯海藻酸盐生物材料
高效多糖降解酶
寡糖生物农用制剂
线粒体荧光染料
脂滴荧光探针
超分辨成像DF荧光染料
外泌体富集试剂盒
临床蛋白质组样品处理试剂盒
鹿生物活性组分制备技术
代谢组学技术
单分散微米硅胶填料
功能寡糖规模化生产
蛋白质组样品处理试剂盒
毛细管色谱柱及一体式电喷雾质谱喷针
微生物油脂及生物柴油技术
辽东地区特色农副产品的深加工
低分子果胶制备技术
羟甲基糠醛制备技术

目     录

辽宁省大连市中山路 457 号 116023       Tel: 0411-84379752       http://www.dicp.ac.cn



辽宁省大连市中山路 457 号  116023  Tel: 0411-84379025  http://www.dicp.ac.cn

绿色农业种植集成技术体系 

负责人：尹恒        联络人：尹恒  

电话：0411-84379061   传真：0411-84379061   Email：yinheng@dicp.ac.cn 

学科领域：生物技术                                    项目阶段：其它  

 项目简介及应用领域 

寡糖来源自然界的几丁质、海藻及果胶等多糖，具有诱导植物抗病、抗逆、

提高品质和增产等多重功效。本成果在研究组前期工作基础上，以提高植物免疫

力为核心技术，集成中科院研究所的微生物杀菌剂、病毒生物农药、天敌、微生

物肥料、控缓释肥、肥料增效剂和国内其他单位的植物源农药等产品和技术，研

究出了应用于设施蔬菜、露地蔬菜、茶叶、枸杞、猕猴桃、樱桃、梨、苹果、小

麦、水稻等作物的绿色生产集成技术体系，实现了地上、地下综合控制作物的病

虫害，取得了良好效果，规模示范或推广显示寡糖产品及集成使用在不提高成本

的前提下具有抗病、抗逆、提高产量、品质、降农残等效果，提高农业的效益。 

 投资与收益 

本成果已进行了大面积试验示范，该成果在蔬菜上应用，降低了农药和化

肥的投入在 30～50 %，提高产量 30 %以上；在水果生产上提高果蔬的抗病和抗

寒性性，降低化学农药使用量 30 %左右，提高产量 30 %以上，提高商品性状。

在小麦、水稻上使用，提高产量 10 %左右。本成果可与农产品生产企业对接，

合作生产绿色高端农产品，基本可依托企业现有资源开展，投资小，收益高。 

 合作方式 

技术服务 

 投资规模 

20 万～100 万

http://www.dicp.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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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 Rheb‑Y35N 突变肿瘤的药物 

负责人：刘扬        联络人：耿鹏宇  

电话：0411-84770960        Email：yliuqq@dicp.ac.cn 

学科领域：生物技术                              项目阶段：实验室开发  

 项目简介及应用领域 

Rheb (Ras homolog enriched in brain)是 PI3K/AKT/mT0R 信号通路一个重

要的介导分子， 它是是小 G 蛋白 Ras 的同源蛋白，具有 GTP 酶的活性。Rheb

在体内有两种存在方式，与 GDP 结合 的方式(GDP-Rheb)和与 GTP 结合的方式

(GTP-Rheb)，后者具有相应的生物学活性，通过激活下游 mTOR 复合物，再磷

酸化 pS6K/pS6/4E-BP-1，从而促进了蛋白的翻译过程。研究发现 Rheb 基因在

肿瘤患者中有高频率的激活突变，且多以 Rheb_Y35N 型突变为主。 

    mTOR 激酶抑制剂，Rapamycin；MAPK 激酶抑制剂，SCH772984。这两种

抑制剂的质量比 1:5--1:20，联合使用能够显著抑制 Rheb-Y35N 突变的细胞的

增殖、克隆形成以及抑制细胞的存活率，可以用于制备治疗 Rheb-Y35N 突变的

肿瘤的药物。 

 合作方式 

技术转让 

 投资规模 

100 万～500 万

http://www.dicp.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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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纯海藻酸盐生物材料 

负责人：谢红国        联络人：谢红国  

电话：0411-84379061        Email:xiehg@dicp.ac.cn 

学科领域：生物技术                                 项目阶段：中试放大  

 项目简介及应用领域 

海藻酸钠是从天然植物中提取的多糖盐，是一种线性大分子。其水和能力

强，可溶于水形成粘稠胶体，并能与钙离子等多价离子交联固化形成水凝胶。其

优异的保水性、胶凝性及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在医药及生物领域表现出广阔的应用

前景。目前，基于海藻酸盐的骨移植、组织再生、创面修复、血管栓塞、心衰治

疗等产品国内外均有相关商品销售。该类产品要求其制备原材料海藻酸钠必须为

高纯材料。而高纯海藻酸盐材料目前仅有 Novamatrix 销售。我们在研究组前期

研究基础上，开发了高纯海藻酸盐制备工艺，制备的海藻酸盐中杂质蛋白含量

<0.3%，内毒素含量<100EU/g，无菌，无细胞毒性，无急性全身毒性等。 

 投资与收益 

Novamatrix公司目前出售高纯海藻酸盐的价格为 100￥/g，无菌高纯海藻酸

盐的价格为 800￥/g。该项目建成后，无菌高纯海藻酸盐产品价格按 2000￥/g 

，年销售按 2kg 计，常规高纯海藻酸盐价格按 200￥/g，年销售按 20kg 计，年

产值可达近千万。 

 合作方式 

合作开发 

 投资规模 

500万～1000万

http://www.dicp.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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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多糖降解酶 

负责人：尹恒        联络人：尹恒  

电话：84379061   传真：84379061   Email：yinheng@dicp.ac.cn 

学科领域：生物技术                              项目阶段：工业化实验  

 项目简介及应用领域 

寡糖具有多种生物活性，已广泛应用于医药、保健食品、饲料添加剂和农

业等领域。清洁高效的制备技术是实现寡糖产业的关键，多糖降解酶是寡糖酶法

生产的核心环节，其优劣从根本上决定了酶解反应的效率、成本与产品质量。本

成果通过筛选获得系列具有多糖降解能力的微生物，进一步通过基因组建库与基

因挖掘等技术,从这些微生物中克隆获得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几丁质酶、壳聚

糖酶、褐藻胶裂解酶、葡甘聚糖酶等多糖降解酶基因 30 余个，鉴定其性质并构

建了系列基因工程菌，获得了十余个高表达多糖降解酶的工程菌株，获得的壳聚

糖酶、褐藻胶裂解酶、菊粉酶等活性均优于商品化产品。这些多糖降解酶可被广

泛应用于多种多糖降解，所得产物可应用于医药、农业、食品等诸多领域，具有

很好的市场应用前景。 

 合作方式 

合作开发 

 投资规模 

100 万～500 万

http://www.dicp.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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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糖生物农用制剂 

负责人：尹恒        联络人：尹恒  

电话：84379061   传真：84379061   Email：yinheng@dicp.ac.cn 

学科领域：生物技术                                项目阶段：成熟产品  

 项目简介及应用领域 

本成果利用来源丰富的农副产品为原料，采用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寡

糖酶法制备技术，研制开发出的系列寡糖农用制剂产品。获得多个农药和肥料登

记证，部分产品已产业化，并投入市场。本成果主要应用于农业生产中植物抗病、

抗逆、促生长、改善品质等领域。目前已形成寡糖寡糖农用制剂在农业生产上的

应用技术规范 10 余项，对于一年生作物采用拌种或浸种，苗期及成株期喷施；

多年生水果在花期、幼果期、膨大期及成熟前喷施。防治病害的使用浓度为 50 

ppm，抗寒及抗旱的使用浓度为 75 ppm，促生长的浓度为 5～10 ppm。目前该成

果已在海南正业中农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西大华特股份有限公司等多家公司产业

化，经济效益可观。多年来在全国的推广应用证明能够减少杀菌剂使用 15 %以

上，提高产量 2 %～25 %，确保农民增收节支，目前已得到农业生产部门、植物

保护部门、农民的一致认可，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是解决我国农业高产、优

质、生态、安全发展的有效途径。 

 投资与收益 

本成果已实现工业化生产与实际应用。相关技术在国内属于领先水平，生

物农药及肥料产业的发展迅速，市场规模可达百亿元。寡糖生物农用制剂产品由

于质量稳定可控、多功能等特性，竞争优势明显，在生物农药市场中前景广阔。 

 合作方式 

技术服务 

 投资规模 

100 万～500 万

http://www.dicp.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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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粒体荧光染料 

负责人：徐兆超        联络人：徐兆超  

电话：84379648   传真：84379648   Email：zcxu@dicp.ac.cn 

学科领域：生物技术                               项目阶段：成熟产品  

 项目简介及应用领域 

线粒体（Mitochondrion）是一种存在于大多数真核细胞中的重要细胞器，

是细胞内有氧呼吸的主要场所，提供了细胞内生命活动的绝大多数能量，有“细

胞动力工厂”之称。它在细胞内呈动态分布，形状为短棒状或圆球状，数量和形

态会随细胞内新陈代谢或其他生理病理活动的改变而变化。随着对线粒体结构功

能的不断深入研究，开发性质优良的线粒体染料对于监测线粒体的工作过程具有

重要意义。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分子探针与荧光成像研究组开发 DF-Mito 系列

荧光染料对线粒体高选择性染色，光谱涵盖 450～800 nm，具有荧光强度高和光

稳定性等特点，与目前商品化线粒体染料相比，突出的优点是染色速度快（2 分

钟之内），荧光波长不受细胞环境影响（发射波长恒定），适用于宽场显微镜、共

聚焦显微镜、超分辨显微镜、流式细胞仪、免疫荧光检测等。 

 合作方式 

技术许可 

 投资规模 

500 万～1000 万

http://www.dicp.ac.cn/


辽宁省大连市中山路 457 号  116023  Tel: 0411-84379025  http://www.dicp.ac.cn

脂滴荧光探针 

负责人：徐兆超        联络人：徐兆超  

电话：84379648   传真：84379648   Email：zcxu@dicp.ac.cn 

学科领域：生物技术                               项目阶段：成熟产品  

 项目简介及应用领域 

脂滴是一种在细菌到哺乳细胞中都存在的重要细胞器，主要功能是动态调

节细胞的能量平衡，并与膜的运输、蛋白降解、组蛋白存储、新陈代谢、病毒识

别等生理活动息息相关。开发的 DF-LD 系列质滴荧光探针涵盖绿色、黄色、红

色和近红外荧光光谱波段，能够高选择性对不同细胞的脂滴染色，具有染色速度

快（10 分钟之内），荧光强度高和光稳定性等特点，满足活细胞中的多色成像，

适用于共聚焦显微镜和超分辨显微镜成像。其中 DF-LD 680 染料是世界上首个

近红外脂滴染料，激发波长 680 nm，发射波长 711 nm，能够有效降低背景干扰，

更加适应于组织和活体的深层次三维成像。 

 合作方式 

技术许可 

 投资规模 

100 万～500 万

http://www.dicp.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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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分辨成像 DF 荧光染料 

负责人：徐兆超        联络人：徐兆超  

电话：84379648   传真：84379648   Email：zcxu@dicp.ac.cn 

学科领域：生物技术                              项目阶段：实验室开发  

 项目简介及应用领域 

超分辨荧光成像突破光学衍射极限，能够观察到细胞精细结构，对蛋白等

生物大分子实现单分子层次上实时跟踪。尽管超分辨显微系统价格昂贵，通常在

300～500 万人民币，但对于生物学研究意义重大，因此超分辨显微镜也逐渐成

为生命科学研究中的必备工具。最近 5 年，根据尼康、莱卡、GE 和冷泉四个主

要厂家的销售统计可知已有超过 100 家国内科研院所、高校和医院搭建了超分辨

系统，预示着荧光成像已慢慢步入超分辨的时代。超分辨成像的物质基础是光性

能优异的荧光染料，这些染料不同于传统用于共聚焦成像的染料，在性能上要求

光强度和光稳定性要格外优异，然而目前满足这些要求的染料非常短缺，只有

Alexa Fluor，Atto Dyes，Dy Dyes 和 Cyanine Dyes 中的个别染料满足超高分辨

成像的需求，这严重限制了超分辨显微研究的推广和深入。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

研究所分子探针与荧光成像研究团队利用理论计算和有机合成相结合的方法，深

刻理解荧光团的荧光发光与化合物结构之间的关系，形成了一套自主产权的荧光

染料研发系统，建立了对母体染料做最微小结构改动的同时，能够有目标的提高

荧光染料光学性能的方法。开发出的DF系列荧光染料具有完全新颖的化学结构，

具有超高的荧光强度和光稳定性，荧光波长涵盖 400～800 nm，可用于不同的超

分辨成像系统。同时也满足荧光光谱仪、流式细胞仪、基因测序仪、免疫荧光、

各种荧光检测设备的要求。市场巨大，客户群包括科研单位、生物试剂公司和生

物仪器公司，主要用于抗体、多肽、蛋白的检测。 

 合作方式 

合作开发 

 投资规模 

500 万～1000 万

http://www.dicp.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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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泌体富集试剂盒 

负责人：张丽华        联络人：梁振  

电话：0411-84379720           Email:liangzhen@dicp.ac.cn 

学科领域：生物技术                               项目阶段：成熟产品  

 项目简介及应用领域 

项目介绍：外泌体，由于携带脂类、蛋白质、RNA等多种重要的生物功能分

子，因此，在临床诊断和治疗监控中具有重要应用价值。然而，外泌体的环境组

成非常复杂，因此，如何获得高纯度的外泌体是首要解决的关键问题。目前，分

离外泌体的金标准方法是超速离心法，然而，该方法采用多次重复的超高速离心

会造成外泌体破碎，回收率很低。此外， System Biosciences 和 Life 

Technologies 等公司也先后开发了一系列针对不同样品来源的外泌体提取试剂

盒，然而此类试剂盒不仅处理时间长，而且纯度较低。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研

究团队开发了一种普适性的外泌体富集试剂盒，通过聚合物沉降协同尺寸筛分快

速获得高纯外泌体，具有样品用量少（血液样品 20-100 µL，尿液样品 1-2 mL）；

操作条件简单、外泌体富集时间短（<1小时）,富集纯度和回收率高等优点，外

泌体纯度可达到。目前已申请 4项国家发明专利。合作要求及方式技术转让、技

术服务、技术入股、合作开发。 

 合作方式 

技术转让 

 投资规模 

100万～500万

http://www.dicp.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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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蛋白质组样品处理试剂盒 

负责人：张丽华        联络人：梁振  

电话：0411-84379720   传真：   Email:liangzhen@dicp.ac.cn 

学科领域：生物技术                         项目阶段：成熟产品  

 项目简介及应用领域 

产品介绍： 

    面向基体复杂的微量临床样品，如何实现高效、高回收率的蛋白质组样品处

理是当前普遍关注的问题。本团队研发的临床蛋白质组样品处理试剂盒，通过将

蛋白质共价固定在材料表面，可快速实现一站式蛋白质还原烷基化和在线酶解，

并且可以避免样品中其它非蛋白质组份的干扰，大大提高蛋白质学样品预处理的

回收率；整个样品处理过程只需 3-5小时。该试剂盒可与任何一种表面活性剂、

有机溶剂、盐等蛋白质提取试剂兼容，操作条件简单，需要普通离心机和恒温混

匀仪即可，适用于临床体液和组织样品的处理。已申请 5项发明专利，其中美国

专利 1项，3项获得授权。  

 合作方式 

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入股、合作开发 

 投资规模 

100万～5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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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生物活性组分制备技术 

负责人：靳艳        联络人：靳艳  

电话：84379576      Email：yanjin@dicp.ac.cn 

学科领域：生物技术                            项目阶段：实验室开发  

 项目简介及应用领域 

鹿是东北特色资源。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及基础研究薄弱等原因造成鹿下游

产业技术落后、资料浪费严重，输出渠道的梗阻严重制约了鹿产业的发展。本研

究团队近十年一直开展鹿功能性组分制备技术研究，突破性地开发了具有降血压

功能的鹿血肽制备技术，研究成果“鹿功能性组分制备关键技术及产业化”获得

2015 年辽宁省技术发明二等奖，核心技术获得 2016 年中国专利优秀奖。申请鹿

相关发明专利 18 项。现有以下技术可共同开发或者产业化： 

1. 以鹿血为原料的鹿血肽制备技术； 

2. 以鹿皮、鹿筋为原料的鹿胶原肽制备技术； 

3. 去骨化鹿茸活性组分制备技术； 

4. 以鹿茸为原料的鹿骨肽螯合钙制备技术； 

5. 改善记忆障碍的鹿茸活性组分制备技术。 

 合作方式 

合作开发、技术转让、技术许可、技术入股、技术服务等 

 投资规模 

20 万～1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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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谢组学技术 

负责人：许国旺        联络人：周丽娜  

电话：84379757           Email:lnzhou@126.com 

学科领域：生物技术                                  项目阶段：成熟产品  

 项目简介及应用领域 

代谢组学(Metabolomics or metabonomics)是 20世纪 90年代中期发展起来

的一门新兴学科，是系统生物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谢组学通过检测内源性代谢

产物在扰动下的变化，对生物系统进行整体及其动态变化规律的研究，已被广泛

应用于疾病诊断、医药研制开发、营养食品科学、毒理学、环境学，植物学等与

人类健康密切相关的领域。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是国内最早开展代谢

组学研究的科研机构，承担并已完成了国家“863”第一个关于代谢组学技术平

台的研究项目，以及国家杰出青年基金、重点基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等。已构

建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针对不同研究目的，从代谢物的靶标分析、非靶标分析

和拟靶标分析 3 个层次的一整套基于色谱-质谱联用技术的代谢组学平台，并将

其应用于病变标记物的发现和疾病分型，疗效评价和作用机理研究以及植物和微

生物的代谢组学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基于色谱-质谱联用技术的代谢

组学分析平台及应用”，2012 年获辽宁省科技发明奖二等奖。“基于液相色谱-

质谱联用的高覆盖代谢组学方法开发及应用”，2020年获中国分析测试协会科学

技术奖 CAIA 奖。在科研实践中，已实现了代谢组学在样品采集、运输、存储、

分析、数据处理各个环节的标准化操作，授权发明专利和软件著作权 10 余项，

涉及样本采集、分析方法、数据处理、标志物发现等，为本项目提供了良好的技

术平台。  

    该技术已用于疾病生物标记物的发现，营养代谢组学，植物、微生物代谢组

学的研究。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是国内最早开展代谢组学技术服务的单位，构建

的多层次代谢组学平台具有国际先进水平，并享有良好的国内外知名度。我们已

经成功解决了困扰质谱代谢组学研究的几个瓶颈，实现了高通量大规模样品分析

到海量数据分析的整个研究过程的 SOP，基本可以“定制式”地把整个平台应用

于农业、植物、临床医学、药物或营养等领域的项目研究中去。合作方式：以技

术入股方式合作成立代谢组学研究院，合作方提供仪器、场地等硬件投入和市场

推广，大连化物所提供全套代谢组学技术，及后期的技术的整合和优化及新方法

开发。此外，大连化物所代谢组学技术经过长期的科研应用，已实现组学技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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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同时对糖尿病、糖尿病眼病、卵巢癌、肝癌、前列腺癌等疾病的代谢特

征和潜在标志物研究取得了良好的成果，目前已经申请了 10 余项标志物试剂盒

专利。项目实施风险较低。 

 投资与收益 

可参照深圳“华大基因”的方法，建立《代谢组学研究院》。合作方投资金

额不少于 1000 万元，用于购置实验设备、场地和人员等支出。合资公司将以大

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的代谢组学平台为核心，构建面向全国的大型代谢组学科研服

务中心，为科研及产业界提供国家先进水平的代谢组学技术服务，在此基础上致

力于将现有的代谢组学研究积累转化为能够在临床大规模应用的实用技术，构建

临床代谢组学表形中心，实现代谢组学在健康产业的应用。健康产业作为一个朝

阳产业，而代谢组学及靶向代谢分析在疾病的早期发现、疾病的分型、疗效评价

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因此项目将具有可观的投资回报

率。 

 合作方式 

技术入股 

 投资规模 

1000万～50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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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分散微米硅胶填料 

负责人：王树东        联络人：苏宏久  

电话：84379052   传真：84652365   Email:wangsd@dicp.ac.cn 

学科领域：生物技术                              项目阶段：中试放大  

 项目简介及应用领域 

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能源工程研究团队在已有的催化剂设计和合成

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合成单分散微米硅胶填料的创新制备新工艺，合成出了孔

径分布窄，尺度为介孔，球形度和均一度高的微米硅球。由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

研究所-能源环境工程研合成的单分散微米硅胶填料(DIChromPreSil)的特点如

下:（1）单分散微米硅胶的颗粒尺度可控制备(可控尺度范围为 1-10μm)（2）

单分散微米硅胶填料的孔径分布集中，孔径尺度为介孔；（3）单分散微米硅胶

的颗粒尺度均一；（4）单分散微米硅胶的广谱性高；（5）单分散微米硅胶的机

械强度高等制备的单分散微米硅胶的物理性能指标如下表所示： 

 

 

经过一系列的色谱检测(疏水性测试、酸性条件下亲硅醇基活性测试、中性

条件下亲硅醇基活性测试 )，结果显示研究组制备单分散微米硅胶

(DIChromPreSil) 在柱效、柱压、分离度、机械强度、物理性能、均一性、球形

度等方面均满足要求，可以完全作为制备液相色谱和分析液相色谱填料使用。 

 投资与收益 

高效液相色谱技术不仅是一种高效地分析、检测手段，而且是一种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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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技术，其广泛的应用于中药及天然产物有效成分的分离纯化、合成药品和生

物制药的分离纯化等方面。色谱柱中的分离填料是高效液相色谱技术的核心，硅

胶材料在色谱填料中的应用占到了 80%。在硅胶填料的制备过程中，其中的瓶颈

是如何控制填料材料的孔径尺度、集中度以及颗粒的微米尺度、球形度和均一性。

目前高端的氧化硅填料基本被国外的几大公司垄断，国内合成的硅球填料性能难

以满足高效液相色谱的要求。单分散氧化硅微米硅胶的制备技术落后，极大的限

制了我国高效液相色谱在分析检测和药物分离中的应用。目前，国内使用的硅胶

填料是瑞典 Akzol Noble公司生产的 Kromasil品牌硅胶填料，其生产的 10微米

硅胶填料不向国内提供裸硅胶，输出的基本都是键和后的硅胶填料，价格比较贵，

一般是～20000 元/公斤；此外，国内市场使用最广的是日本富士、大曹公司等

生产的 FUJI, DAISOGEL品牌硅胶填料，10微米的裸硅胶价格大约为 8000-10000

元/公斤，键和后的硅胶价格为～130000 元/公斤；对于 5 微米的硅胶填料，目

前由于国内无法生产，裸硅胶的价格为 70000 元/公斤，由于硅胶填料的价格昂

贵，提高了分离纯化的成本，因而造成国内药品的品质与国外有很大差距。中科

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能源工程研究团队开发的单分散微米硅胶填料工艺大大

提高了微米硅胶填料的可控制备性能，且研究团队自主研发和设计的规模为 2吨

/年的单分散微米硅胶填料生产线成功制备出了孔径分布窄，均一度高的单分散

介孔微米硅球填料。经过一系列的检测测试，该微米硅胶填料在机械强度、物理

性能、均一性、球形度等方面均满足要求，可以完全作为色谱填料使用。此外，

研究组开发的微米硅胶制备工艺具有重复性高、可控性高的巨大优势。 

 合作方式 

合作开发 

 投资规模 

500万～10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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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寡糖规模化生产 

负责人：尹恒        联络人：尹恒  

电话：84379061   传真：84379061   Email：yinheng@dicp.ac.cn 

学科领域：生物技术                                项目阶段：中试放大  

 项目简介及应用领域 

功能寡糖在绿色农业、健康养殖及食品安全等领域应用广泛。本项目团队

长期致力于绿色清洁的寡糖制备技术研发和产品研制，重点在于活性高、稳定性

好的糖苷水解酶的筛选、定向改造、发酵优化和应用性能评价等。到目前为止，

围绕着功能寡糖的生产及应用已形成多项专利，开发并得到多种具有产业化应用

价值的生物酶或基因工程菌，可用于海藻酸寡糖、壳寡糖、果寡糖、卡拉胶寡糖、

葡寡糖、葡甘寡糖等功能寡糖的规模化生产，这些寡糖可广泛应用于医药、农业

与食品等行业。另外，本团队具有先进的液相分离和糖化合物检测技术平台，可

用于功能寡糖单体的分离纯化和制备。 

 投资与收益 

功能寡糖作为一种广谱的免疫调节剂，可部分替代化学农药和抗生素。近

几年来，随着国家对于绿色农业、健康养殖及食品安全等方面的持续关注，功能

寡糖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认可。据报道，功能寡糖的市场容量呈迅速增长的趋

势，目前行业年产值已超百亿元，主要用于食品和农业领域。产品价格主要取决

于寡糖的来源、寡糖生产的技术、产品的纯度和含量等，大概价格为每吨 50～100

万。项目前期投资主要为设备投资，包括工程菌发酵罐、膜分离系统、反应釜、

喷雾干燥等，大约需 300～500 万，投资回报丰厚，预期 3 年内可全部回收前期

设备投资成本。 

 合作方式 
合作开发、技术转让、技术许可、技术入股 

 投资规模 

500 万～10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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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质组样品处理试剂盒 

负责人：张丽华        联络人：梁振  

电话：84379720   传真：84379720   Email:liangzhen@dicp.ac.cn 

学科领域：生物技术                              项目阶段：成熟产品  

 项目简介及应用领域 

蛋白质组样品提取和处理试剂盒膜蛋白质等疏水性蛋白质存在着疏水性强，

在样品预处理过程中难以溶解与酶解的问题，严重制约了膜蛋白质组和全蛋白质

组分析的鉴定覆盖度。本团队研发的样品提取和处理试剂盒能够实现常规量或微

量组织、细胞和体液样品中蛋白质的高效提取、溶解与酶解，尤其适合膜蛋白质

等强疏水性蛋白质或全蛋白质组的深度覆盖定性和定量研究。已申请 6项发明专

利，其中 2项获得授权。试剂盒中配有：蛋白质提取试剂（10 mL）、超滤离心管、

蛋白质处理试剂 1和 2，以及缓冲液（50 mL）。该试剂盒具有以下优点：高溶解

度提取——较现有的商品化试剂具有更强的溶解能力（右图）普适性——适合所

有的组织、细胞和体液样品预处理兼容性——酶解产物无需纯化，能直接与任何

色谱分离模式及 ESI源或 MALDI源质谱联用简便快捷——样品中蛋白质从提取到

酶解前仅需 4小时无需额外设备——仅需一台微型台式离心机、组织匀浆器和移

液器即可满足要求采用该试剂盒对 1000个 HeLa细胞进行处理，采用 Lumos三合

一质谱仪（Thermo Fisher）鉴定，分离梯度 60 min，单次分析可实现 3000个以

上蛋白质的高效鉴定。 

 合作方式 

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入股、合作开发 

 投资规模 

500万～10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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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细管色谱柱及一体式电喷雾质谱喷针 

负责人：张丽华        联络人：梁振  

电话：84379720   传真：84379720   Email:liangzhen@dicp.ac.cn 

学科领域：生物技术                                项目阶段：成熟产品  

 项目简介及应用领域               

    毛细管色谱柱毛细管色谱柱被广泛用于微纳升液相色谱及液质联用系

统，应用领域涉及到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生物医药、食品安全等。本团

队开发了不同种类和不同型号的毛细管整体柱和填充柱。 

    目前，已申请 16项发明专利，其中 11项获得授权。开发的毛细管整体

柱具有背压低（1米柱背压<20Mpa）、柱效高（>10理论塔板数万/米）、化学

稳定性好（适用 pH范围 2-10）、分离重现性高（保留时间 RSD<5%）、可选择

型号多（内径 20-200μm，柱长 10-150cm）等优点。广泛适用于小分子、多

肽、蛋白质等分析物的分离分析。开发的填充型毛细管一体喷针柱具有柱效

高（多肽分离的平均峰宽为 12-18s）、峰容量大（>300/h）、可选型号多（内

径 50-150μm，柱长 15-50 cm）等优点，此外，制作成本低，具有较大的应

用市场和利润空间。二、一体式毛细管镀层喷针毛细管喷针作为液相色谱和

质谱的联用接口，对于保证分析的高灵敏度至关重要。本团队研制的一体式

毛细管镀层喷针具有导电性好（电阻<200 Ω）、制备重现性好（喷针壁厚3μm，

批间制备厚度 RSD<3.6%）、喷雾稳定（TICRSD<5%）、镀层稳定（可连续喷雾

一周以上）、价格低廉等优势，可广泛用于基于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的组

学分析、生物医药、食品安全等领域，具有较大的应用市场和利润空间。 

 合作方式 

技术转让、合作开发 

 投资规模 

100万～5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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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大连市中山路 457 号  116023  Tel: 0411-84379025  http://www.dicp.ac.cn

微生物油脂及生物柴油技术 

负责人：赵宗保        联络人：赵宗保  

电话：84379211   传真：84379211   Email:zhaozb@dicp.ac.cn 

学科领域：生物技术                                项目阶段：中试放大  

 项目简介及应用领域 

我国油脂资源短缺，长期大量进口油脂。2019年我国进口食用植物油 1125

万吨，进口植物油籽 9330 万吨，油脂资源进口依存度远高于原油。由于我国耕

地资源匮乏，油脂加工相关行业迅速发展，油脂资源供给问题是当前及未来相当

长时间内生物柴油及相关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  

    利用微生物转化碳水化合物为油脂，实现连续、可控、规模化生产微生物油

脂，属于生物化工领域的新技术。碳水化合物可以是单糖、纤维素水解液、淀粉

水解液、菊芋水解液、废甘油等。微生物油脂的脂肪酸组成和植物油相近，以 

C16和 C18系脂肪酸，如油酸、棕榈酸和亚油酸为主。当前油脂发酵主要技术参

数为：菌体油脂含量 65wt%以上、干菌体密度 100 g/L 以上、油脂生产强度 0.8 

g/(L•h)以上、糖油转化率大于 20wt%，已完成 1000-L 规模放大试验。以处理过

的玉米秸杆为原料，油脂转化率达到 16wt%。建立了有效的碳水化合物原料制备

方法和油脂回收技术。以含油菌体或粗微生物油脂为原料，分别利用化学法和脂

肪酶催化法制备得到生物柴油，收率大于 95%，产品十六烷值高于 55。基于本成

果的生物柴油技术原材料来源丰富、几乎不额外占用耕地、可连续生产、适合中

小规模加工过程。目前与项目直接相关的研究已发表论文 40余篇，申请专利 20 

件，获专利授权 9件，基本形成集成技术。研究成果曾获辽宁省科学技术二等奖

和大连市技术发明一等奖。 

我国生物质资源丰富，农作物秸秆年产量达 7亿吨（干重），林业剩余物约

3亿多吨，具有转化为超过 1亿吨生物柴油的潜力。本成果的推广应用不仅可为

生物质能发展提供新路线，促进生物柴油产业可持续发展，还将拉动农林废弃生

物质材料利用，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合作方式 
合作开发 

 投资规模 
100万～500万

http://www.dicp.ac.cn/


辽宁省大连市中山路 457 号  116023  Tel: 0411-84379025  http://www.dicp.ac.cn

辽东地区特色农副产品的深加工 

负责人：栾宏伟        联络人：栾宏伟  

      电话：84379317        Email：lhw@dicp.ac.cn 

学科领域：生物技术                              项目阶段：中试放大  

 项目简介及应用领域 

依托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技术平台，围绕辽东地区特色资源，

我们开展了一系列食品、保健食品的研发工作。主要的品种包括软枣猕猴桃，玉

竹，人参，红豆杉，五味子等。 

通过对各种资源进行评价，了解资源的特点与优势，进而通过物理的，化

学的，生物的方法，富集其中功能成分，再通过剂型设计及口感设计，形成最终

的产品。     

本项目希望与有资源、有实力的企业合作。具体项目和品种可面议。 

 合作方式 

合作开发 

 投资规模 

20 万～100 万

http://www.dicp.ac.cn/


辽宁省大连市中山路 457 号  116023  Tel: 0411-84379025  http://www.dicp.ac.cn

低分子果胶制备技术 

负责人：孙广炜        联络人：张英  

电话：82463027   传真：82463027   Email：zhanying@dicp.ac.cn 

学科领域：生物技术                             项目阶段：实验室开发  

 项目简介及应用领域 

果胶是人体第七大营养素膳食纤维的主要成分，具有多种食用和药用价值。

而低分子果胶(MCP)由于水溶性好容易被肠道吸收，因此在保健食品、医药等

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低分子果胶具有多种生物活性，可以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

浓度、抑制肝脏中油脂的积累及提高机体免疫力等，它还可以与血液中的重金属

结合进而促使其排出体外。由于具有丰富的半乳糖单体，所以低分子果胶具有抑

制肿瘤的功能，对所有具有半乳糖凝集素-3 的肿瘤均有作用，且其有效率与半

乳糖凝集素-3 的表达成正比。据文献报道，MCP 对常见的 19 种肿瘤都有效这

些肿瘤包括：前列腺癌、肾癌、卡波济氏肉瘤、慢性白血病、乳腺癌、肉瘤、卵

巢癌、结直肠癌、咽喉癌、淋巴瘤, 黑色素瘤、小肠肿瘤、膀胱肿瘤、肺癌、支

气管癌、咽部鳞状细胞癌、肠癌、胃癌、皮肤癌、肝癌、脑癌、胶质纤维瘤、甲

状腺癌和骨髓癌等。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转化医学中心干细胞研究组通过集成微滤

膜过滤、凝胶清洗、选择性吸附与沉淀等分离纯化方法建立了果胶纯化方法，杂

质去除率超过99 %，采用低分子果胶制备技术可以将果胶水解成分子量为5000～

35000 Da，酯化度为 2～30 %的果胶制品。低分子果胶具有多种生物活性，可以

开发成保健食品，在肿瘤预防与治疗、心血管疾病防治与治疗、抗菌消炎、抗氧

化、抗自由基、调节免疫、降血脂等方面具有巨大的应用前景。 

 合作方式 

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合作开发 

 投资规模 

20 万～100 万

http://www.dicp.ac.cn/


辽宁省大连市中山路 457 号  116023  Tel: 0411-84379025  http://www.dicp.ac.cn

羟甲基糠醛制备技术 

负责人：赵宗保        联络人：赵宗保  

电话：84379211   传真：84379211   Email:zhaozb@dicp.ac.cn 

学科领域：生物技术                                项目阶段：中试放大  

 项目简介及应用领域 

酸催化六碳糖脱水可得到羟甲基糠醛（HMF）。通过加氢、氧化、酯化、卤

化、聚合和水解等反应，HMF可用于合成医药、日化、塑料和液体燃料等。预计

到 2025 年，HMF 年需求量将超过 100 万吨，而 HMF 衍生的聚合物材料和生物燃

料等的市场潜力可达数千万吨规模。因此，HMF被认为是链接于碳水化合物资源

与石油工业之间的桥梁。 

六碳糖脱水转化制备 HMF 的常规技术路线使用不同反应介质，如水、质子

惰性溶剂、双相体系以及离子液体，和不同催化剂，如有机酸、无机酸、盐以及

固体酸催化剂等，存在以下技术缺陷，如：反应条件苛刻、选择性低、产率低、

产物不易分离纯化、使用挥发性有机溶剂、能耗高、或污染严重等。 

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生物质高效转化研究组开发了新的 HMF 制备技术。该

技术以离子液体为溶剂，以 CrCl3为催化剂，常压、150 ºC以下反应。果糖为原

料时转化率 100%，HMF选择性 98%以上；葡萄糖为原料时转化率 100%，HMF分离

收率 91%；纤维素为原料时直接“一锅法”转化，HMF 分离收率 68%；玉米秸秆、

松木粉为原料时，HMF 收率 45–52%。根据离子液体和 HMF 物理化学性质的差别，

设计了有效的产物分离方法。该技术具有反应时间短、选择性高、产品纯度高、

无三废污染等特点，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目前与项目直接相关的研究已发表论文

20 余篇，获专利授权 3 件，基本形成集成技术。研究成果曾获辽宁省科学技术

二等奖和大连市技术发明一等奖。 

本技术可进行 HMF 连续生产，工艺流程简短，将突破 HMF 工业化生产的技

术壁垒，促进生物质资源转化利用技术迈上新台阶，对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 

 合作方式 
合作开发 

 投资规模 
100万～500万

http://www.dicp.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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