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度青岛市科学技术奖推荐项目公示内容 

一、项目名称 

藻酸盐组织工程材料制备与产业化 

二、推荐单位意见 

海藻酸盐作为生物医用材料在组织工程支架，介入治疗栓塞剂及药物控

释剂型等生物医学研究领域呈现显著优势。然而国际上仅美国杜邦公司供应

组织工程级海藻酸盐，售价高昂，且对我国严格封锁。 

该项目针对海藻酸盐纯化过程中杂质及热源难祛除的技术难题，首创了

以吸附、膜分离、超速离心、选择性沉淀等方法为主，高效去除蛋白质、多

酚、内毒素等杂质，建立了藻酸盐材料的分离纯化集成技术体系。完整的解

决了组织工程级海藻酸盐制备及工程化生产等行业“卡脖子”关键共性难题，

实现了组织工程级海藻酸盐的国产化，打破了超纯海藻酸钠供应长期受美国

限制的窘状，有利于推动我国海藻酸盐在人体植介入材料及细胞移植等下游

领域的发展，加快开发用于肿瘤、糖尿病、心力衰竭、尿失禁及急性肝衰竭

等疾病治疗的高端医疗器械的进程，成果具有实用性和经济优势较强。 

经审核，确认该项目的推荐材料的内容属实，申报单位与项目完成人员

的排序无误；经在项目完成人所在单位、完成单位和推荐单位公示无异议。 

推荐该项目为青岛市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三、项目简介 

该成果通过对藻酸盐组织工程材料的系列研究，建立了藻酸盐材料的分

离纯化集成技术，以吸附、膜分离、超速离心、选择性沉淀等方法为主，高

效去除蛋白质、多酚、内毒素等杂质，开发了技术优势显著的组织工程级海

藻酸盐材料，实现了组织工程级海藻酸盐的国产化。该技术成果解决了超纯



海藻酸钠供应长期受美国限制的“卡脖子”窘状，打破国际海藻酸盐高端材

料的封锁及垄断，填补了国内相关领域空白。 

该项目的主要技术内容包括： 

1、海藻酸钠材料中杂质成分去除技术 

2、海藻酸钠古罗糖醛酸单元含量及分子量分布控制技术 

3、海藻酸钠材料中杂质成分表征方法建立 

4、材料分离纯化中试集成技术研究 

该项目已获得3项国家发明专利授权：一种组织工程用海藻酸钠的制备

方法（ZL200910010654.1）、一种体内植入用水溶性海藻酸盐的制备方法

（ ZL201911130613.6 ） 、 一 种 海 藻 酸 钠 及 其 制 备 方 法 和 应 用

（ZL201711434751.4），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对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有较大

的推动作用。 

开发出的组织工程级海藻酸盐：灰分≤27%，砷含量≤0.00015%，铅含

量≤0.001%，蛋白含量＜0.1%，内毒素含量≤65EU/g，微生物限度达到无菌，

相关指标达到国家SFDA标准。 

该成果成功应用于生产,已实现年产医药级海藻酸盐1500吨、组织工程

级海藻酸盐200公斤的生产规模。青岛明月海藻集团有限公司累计实现销售

收入31180万元、青岛明月藻酸盐组织工程材料有限公司累计实现销售收入

30万元、青岛海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累计实现销售收入3010万元，经济效益

良好。苏州百迈生物医药有限公司、宁波迪创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分别使用该

项目组织工程级海藻酸盐用于体内缓释药物研发生产和体内可注射水凝胶

医疗制品研发生产，应用情况良好。 

该成果以医药用关键原材料形式产出，有效推动海藻酸盐在人体植介入



材料及细胞移植等下游领域的发展，加快开发用于肿瘤、糖尿病、心力衰竭、

尿失禁及急性肝衰竭等疾病治疗的高端医疗器械的进程。 

四、客观评价 

（一）科技成果评价 

“藻酸盐组织工程材料制备与产业化”成果评价：由青岛明月海藻集团

有限公司委托青岛本真科技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于2019年11月20日进行科技

成果评价。 

青岛本真科技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根据国家标准GB/T22900-2009《科学技

术研究项目评价通则》和青岛市服务业标准规范DB3702/ FWKJ003-2017《科

技成果标准化评价规范》，本着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按照必要的程序

对待评成果实施了调查与分析，并出具评价结论如下： 

该成果通过对藻酸盐组织工程材料的一系列研究，建立了海藻酸盐材料

的分离纯化集成技术，以吸附、膜分离、超速离心、选择性沉淀等方法为主，

高效去除蛋白质、多酚、内毒素等杂质，纯化后的材料性能指标达到国家CFDA

标准。开发了技术优势显著的组织工程级海藻酸盐材料产品，实现了组织工

程级新材料领域的一批关键技术突破，推动我国海藻生物产业技术进步。有

助于提升海藻行业技术水平及产品附加值，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及产品升级。 

该成果技术成熟度为9级，技术创新度为4级，技术先进度为6级，经济

效益显著，该成果整体水平达到国际先进级水平。 

（二）外检报告 

组织工程级海藻酸钠检验报告：由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委托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于2016年11月15日进行组织工程级海藻酸钠检验

检测。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出具了该项目产品组织工程级海藻酸钠的检

测报告，检验结论为按YY/T0606.8-2008组织工程医疗产品第8部分：海藻酸

钠检验，在样品状态正常和检测环境符合要求的情况下对产品的细菌内毒

素、蛋白质含量、灰分、重金属含量、微生物限度等指标进行了检测，检测

结果为各项指标均检测合格，符合产品指标要求。 

五、主要完成人情况 

姓    名 马小军 排  名 1 

技术职称 研究员 行政职务 无 

工作单位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

究所 完成单位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项目主要负责人,负责该项目的整体设计、合作组织实施和技术体系建立，对该项

目的第 1项主要创新点作出了创造性贡献。系统开展了基础研究和技术攻关，以吸附、

膜分离、超速离心、选择性沉淀等方法为主，建立了海藻酸盐材料的分离纯化集成技

术体系，并推动了相关技术的工程化和产品的产业化。 

 

姓    名 张德蒙 排  名 2 

技术职称 高级工程师 行政职务 经理 

工作单位 
青岛明月藻酸盐组织工程材料

有限公司 完成单位 
青岛明月藻酸盐组织工程

材料有限公司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项目核心成员，负责该项目中海藻酸盐分离提取及纯化工艺研究。对该项目的第 2、

3项主要创新点作出了创造性贡献。从产品的小试研发，到中试工艺的设计，通过反复

的论证，探索了真实有效的生产数据系统有效的完成了相关技术的工程化。 

 

姓    名 谢红国 排  名 3 

技术职称 副研究员 行政职务 无 

工作单位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

所 完成单位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

研究所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项目核心成员，负责该项目海藻酸盐纯化工程化工艺验证。对该项目的第 1 项主

要创新点作出了创造性贡献。凭借过硬的专业技术水平，完成项目生产过程工程化和

工艺验证。 

 

姓    名 于炜婷 排  名 4 

技术职称 研究员 行政职务 部长 

工作单位 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完成单位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

研究所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项目核心成员，主要从事细胞微环境模拟、细胞三维培养与细胞间通讯的基础研

究，负责该项目中纯化海藻酸盐生物安全性及临床转化研究。对该项目的第 1、2项主

要创新点作出了创造性贡献。多年从事技术创新工作，具备较高的理论水平和实践经

验，构建起生物活性评价与质量控制体系。 

 

姓    名 王发合 排  名 5 

技术职称 高级工程师 行政职务 主任助理 

工作单位 青岛明月海藻集团有限公司 完成单位 
青岛明月海藻集团有限公

司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项目骨干，负责该项目产品应用研究与工业化研究。对该项目的第 2 项主要创新

点作出了创造性贡献。设计了项目产业化路线，制定了操作规程和生产规范。 

 

姓    名 张梦雪 排  名 6 

技术职称 中级工程师 行政职务 副经理 

工作单位 
青岛明月藻酸盐组织工程材料

有限公司 完成单位 
青岛明月藻酸盐组织工程

材料有限公司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项目骨干，对该项目的第 2 项主要创新点作出了创造性贡献。负责该项目海藻酸

盐产品检测及质量分析。 

 



姓    名 来永强 排  名 7 

技术职称 中级工程师 行政职务 副经理 

工作单位 
青岛明月藻酸盐组织工程材料

有限公司 完成单位 
青岛明月藻酸盐组织工程

材料有限公司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项目骨干，对该项目的第 2 项主要创新点作出了创造性贡献。负责该项目产业化

设计、工程化运行和管理。 

 

姓    名 谢威杨 排  名 8 

技术职称 高级工程师 行政职务 技术顾问 

工作单位 青岛明月海藻集团有限公司 完成单位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

研究所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项目骨干，主要从事化工工程工艺及细胞微胶囊技术相关的材料和设备研究工作，

负责该项目中生产线工程过程控制、设备设计等研究。对该项目的第 1、2 项主要创新

点作出了创造性贡献。不断研究国外产品技术，找准差距和原因，解决了制约该项目

产品发展的关键。 

 

六、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 

“藻酸盐组织工程材料制备与产业化”作为推荐项目参加 2021 年度青

岛市科技进步奖评审，项目完成人青岛明月海藻集团有限公司：王发合、谢

威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马小军、谢红国，青岛明月藻酸盐

组织工程材料有限公司：张德蒙、张梦雪、来永强，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于炜婷等组成技术团队，长期合作，联合攻关，共同完成该项目。 

第一完成人马小军，作为项目负责人，负责整个项目的整体设计、合作

组织实施和技术体系建立。获得“一种组织工程用海藻酸钠的制备方法”国

家发明专利授权。完成青岛市科技成果评价“藻酸盐组织工程材料制备与产

业化”。 

第二完成人张德蒙，与第一完成人合作完成青岛市科技成果评价“藻酸



盐组织工程材料制备与产业化”。获得“一种体内植入用水溶性海藻酸盐的

制备方法”、“一种海藻酸钠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等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2

项。 

第三完成人谢红国，与第一完成人共同获得“一种组织工程用海藻酸钠

的制备方法”国家发明专利授权。与第一完成人合作完成青岛市科技成果评

价“藻酸盐组织工程材料制备与产业化”。与第二完成人合作完成青岛市科

技成果评价“藻酸盐组织工程材料制备与产业化”。 

第四完成人于炜婷，与第一完成人共同获得“一种组织工程用海藻酸钠

的制备方法”国家发明专利授权。与第二完成人共同获得“一种体内植入用

水溶性海藻酸盐的制备方法”国家发明专利授权。与第三完成人共同获得“一

种组织工程用海藻酸钠的制备方法”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第五完成人王发合，与第一完成人合作完成青岛市科技成果评价“藻酸

盐组织工程材料制备与产业化”。与第二完成人共同获得“一种体内植入用

水溶性海藻酸盐的制备方法”国家发明专利授权。与第二完成人合作完成青

岛市科技成果评价“藻酸盐组织工程材料制备与产业化”。与第三完成人合

作完成青岛市科技成果评价“藻酸盐组织工程材料制备与产业化”。与第四

完成人共同获得“一种体内植入用水溶性海藻酸盐的制备方法”国家发明专

利授权。 

第六完成人张梦雪，与第一完成人合作完成青岛市科技成果评价“藻酸

盐组织工程材料制备与产业化”。与第二完成人共同获得“一种体内植入用

水溶性海藻酸盐的制备方法”国家发明专利授权。与第二完成人合作完成青

岛市科技成果评价“藻酸盐组织工程材料制备与产业化”。与第三完成人合

作完成青岛市科技成果评价“藻酸盐组织工程材料制备与产业化”。与第四

完成人共同获得“一种体内植入用水溶性海藻酸盐的制备方法”国家发明专

利授权。与第五完成人共同获得“一种体内植入用水溶性海藻酸盐的制备方

法”国家发明专利授权。与第五完成人合作完成青岛市科技成果评价“藻酸

盐组织工程材料制备与产业化”。 



第七完成人来永强，与第一完成人合作完成青岛市科技成果评价“藻酸

盐组织工程材料制备与产业化”。与第二完成人共同获得“一种体内植入用

水溶性海藻酸盐的制备方法”国家发明专利授权。与第二完成人合作完成青

岛市科技成果评价“藻酸盐组织工程材料制备与产业化”。与第三完成人合

作完成青岛市科技成果评价“藻酸盐组织工程材料制备与产业化”。与第四

完成人共同获得“一种体内植入用水溶性海藻酸盐的制备方法”国家发明专

利授权。与第五完成人共同获得“一种体内植入用水溶性海藻酸盐的制备方

法”国家发明专利授权。与第五完成人合作完成青岛市科技成果评价“藻酸

盐组织工程材料制备与产业化”。与第六完成人共同获得“一种体内植入用

水溶性海藻酸盐的制备方法”国家发明专利授权。与第六完成人合作完成青

岛市科技成果评价“藻酸盐组织工程材料制备与产业化”。 

第八完成人谢威杨，与第一完成人共同获得“一种组织工程用海藻酸钠

的制备方法”国家发明专利授权。与第一完成人合作完成青岛市科技成果评

价“藻酸盐组织工程材料制备与产业化”。与第二完成人共同获得“一种体

内植入用水溶性海藻酸盐的制备方法”国家发明专利授权。与第二完成人合

作完成青岛市科技成果评价“藻酸盐组织工程材料制备与产业化”。与第三

完成人共同获得“一种组织工程用海藻酸钠的制备方法”国家发明专利授

权。与第三完成人合作完成青岛市科技成果评价“藻酸盐组织工程材料制备

与产业化”。与第四完成人共同获得“一种组织工程用海藻酸钠的制备方

法”、“一种体内植入用水溶性海藻酸盐的制备方法”等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2 项。与第五完成人共同获得“一种体内植入用水溶性海藻酸盐的制备方法”

国家发明专利授权。与第五完成人合作完成青岛市科技成果评价“藻酸盐组

织工程材料制备与产业化”。与第六完成人共同获得“一种体内植入用水溶

性海藻酸盐的制备方法”国家发明专利授权。与第六完成人合作完成青岛市

科技成果评价“藻酸盐组织工程材料制备与产业化”。与第七完成人共同获

得“一种体内植入用水溶性海藻酸盐的制备方法”国家发明专利授权。与第

七完成人合作完成青岛市科技成果评价“藻酸盐组织工程材料制备与产业



化”。 

七、应用情况 

主要应用单位情况表 

序号 单位名称 应用的技术 
应用对象 

及规模 
应用起止时间 

单位联系人/

电话 

1 

青岛明月

海藻集团

有限公司 

藻酸盐组织工

程材料制备与

产业化 

年产医药级海

藻酸盐 1500

吨 

2018.01-2020.12 
张宗培

/15265252425 

2 

青岛明月

藻酸盐组

织工程材

料有限公

司 

藻酸盐组织工

程材料制备与

产业化 

年产组织工程

级海藻酸盐

200公斤 

2018.01-2020.12 
徐超

/18669827113 

3 

青岛海伽

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藻酸盐组织工

程材料制备与

产业化 

以海藻酸盐为

基础原料的医

疗器械 

2018.01-2020.12 
李萍萍

/17667653077 

4 

苏州百迈

生物医药

有限公司 

藻酸盐组织工

程材料制备与

产业化 

组织工程级海

藻酸盐 1.2公

斤 

2020.01-2021.05 
许欢

/13862137239 

5 

宁波迪创

医疗科技

有限公司 

藻酸盐组织工

程材料制备与

产业化 

组织工程级海

藻酸盐 0.4公

斤 

2020.01-2021.12 
陈超

/15216777817 

 

青岛明月海藻集团有限公司：该技术在青岛明月海藻集团有限公司已成

功应用于生产,已实现年产医药级海藻盐钠 1500 吨的生产规模。2018 年 01

月至 2020 年 12 月,累计销售产品 3118 吨,累计实现销售收入 31180 万元、

新增利税 9354 万元。应用证明技术成熟可靠，产品质量稳定。项目技术具

有高收率、低能耗的特点，实现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青岛明月藻酸盐组织工程材料有限公司：该技术在青岛明月藻酸盐组织

工程材料有限公司已成功应用于生产,已实现年产组织工程级海藻酸盐 200

公斤的生产规模。2018 年 01 月至 2020 年 12 月,累计销售产品 1.5 公斤,累

计实现销售收入 30万元、新增利税 22.5 万元，应用状况良好。 

青岛海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使用该项目产品医药级海藻酸盐，用于生

产以海藻酸盐为基础原料的医疗器械，2018 年 1 月至 2020 年 12月，累计新



增销售额 3010 万元、利税 1513万元，应用情况良好。 

苏州百迈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使用该项目产品组织工程级海藻酸盐，用

于体内缓释药物研发生产，2020 年 1 月至 2021 年 5 月累计采购使用组织工

程级海藻酸盐 1200 克。超纯海藻酸钠的国产化，打破了国外垄断，大大降

低成本的同时将每公斤供货周期由国外 3-6 个月，缩短到 4 周内，为公司新

产品开发提供了可靠的原材料保障。 

宁波迪创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使用该项目产品组织工程级海藻酸盐，用

于体内可注射水凝胶医疗制品研发生产，2020 年 1月至 2021 年 12 月累计采

购超低内毒海藻酸钠 400 余克。该公司实现超纯海藻酸钠的国产化，打破了

美国 IFF 旗下 Novamatrix 系列产品的长期垄断，大大提高了原料供应可靠

性。关键指标细菌内毒素含量<50eu/g，优于 IFF 公司同类产品。该创新成

果的产业化实现，为公司体内植入高端医疗产品的开发提供了可靠的原材料

保障。 

八、主要知识产权和标准规范等目录 

知识产

权（标

准）类别 

知识产权

（标准）

具体名称 

国家 

（地区） 

授权号

（标准编

号） 

授权（标

准发布）

日期 

证书编号 

（标准批

准发布部

门） 

权利人

（标准

起草单

位） 

发明人

（标准

起草人） 

发明专利

（标准）有

效状态 

发明专

利权 

一种组织

工程用海

藻酸钠的

制备方法 

中国 
ZL200910

010654.1 

2011.11

.16 

证书号第

864610号 

中国科

学院大

连化学

物理研

究所 

马小军、

朱静、谢

威杨、于

炜婷、谢

红国、张

英 

有效 

发明专

利权 

一种体内

植入用水

溶性海藻

酸盐的制

备方法 

中国 
ZL201911

130613.6 

2021.11

.23 

证书号第

4811026

号 

青岛明

月藻酸

盐组织

工程材

料有限

公司 

张德蒙、

张梦雪、

于炜婷、

谢威杨、

王发合、

来永强 

有效 

发明专

利权 

一种海藻

酸钠及其

制备方法

和应用 

中国 
ZL201711

434751.4 

2019.07

.26 

证书号第

3469126

号 

青岛明

月海藻

集团有

限公司 

王超、杨

照悦、张

德蒙、徐

泽斌、张

健、王鹏 

有效 

 



九、主要完成单位及创新推广贡献 

单位名称 青岛明月海藻集团有限公司 排  名 1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应用推广情况的贡献： 

青岛明月海藻集团有限公司致力于利用海藻种类筛选，进行海藻酸盐分子量和 G

含量调控及分级精制。同时，作为推广应用示范单位，建立了年产 1500吨医药级海藻

酸盐生产线，解决了海藻生物行业产品应用技术水平低、消耗成本高等问题，提高了

我国海藻生物产业技术水平，满足巨大的市场缺口，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2018-2020

年，项目产品给企业带来了新增收入 31180万元，新增利税 9354万元，产品投入市场

以来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1、海藻酸盐生产工艺提升。 

利用钙化“二步法”工艺流程及流化床-微波组合干燥技术，降低海藻酸盐生产过

程中的黏度损失，提高产品初始黏度。突破流化床-微波组合干燥技术，实现低温、高

效去除多糖内部结合水分，海藻酸盐粘度下降率由 15%降低到 5%。应用定向裂解酶制

剂，实现分子链精准切割，分子量分布均一，多分散系数控制在 2.0 以下，满足医药

级、药用辅料及组织工程材料对海藻酸盐特性的不同需求。 

2、海藻酸盐定向裂合酶促反应动力学研究及分子量控制工艺优化。 

研究海藻酸钠初始分子量、G含量及海藻酸钠裂合酶浓度、添加比例及酶解温度、

时间对终产物分子量的影响。 

3、海藻原料中海藻酸盐 G含量快速检测方法优化。 

海藻酸盐 G 含量测定通常为核磁法，该项目建立了 G 含量快速检测方法，利用不

同分子片段的溶解度差异，无需生产，可直接快速测定海藻原料中的海藻酸 G 含量，

结果稳定、可靠。 

 

单位名称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排  名 2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应用推广情况的贡献：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致力于组织工程级海藻酸盐基础研究和技术攻

关，以吸附、膜分离、超速离心、选择性沉淀等方法为主，高效去除蛋白质、多酚、

内毒素等杂质，建立了海藻酸盐材料的分离纯化集成技术体系。 

1、杂蛋白、内毒素、杂多酚等杂质在不同溶剂体系中的溶解度研究。 

多组分梯度洗脱，集成膜分离、高速离心、凝胶态除杂、亲和吸附等分离纯化单

元，其核心为溶质-溶剂扩散平衡与高校分离。明确杂质在溶剂中溶解度，可指导溶剂

用量、溶出时间及分离方式的优化。 

2、利用正交设计法构建不同溶剂及配比彻底去除海藻酸盐中杂质的技术体系。 

海藻酸盐中杂质种类多样，主要为杂蛋白、内毒素及杂多酚，同时溶剂种类、配

比也有多种选择，而纯化过程温度、压力、pH 等条件更有多种组合。不同杂质的去除

需要对溶剂体系配比及纯化环境条件进行优化。 

3、完成纯化海藻酸盐理化特性分析及生物安全性评价。 

参考 SFDA公布的组织工程级海藻酸钠(YY/T 0606.8-2008)标准和国家组织工程级

材料生物学评价要求，由国家药监局认证的 GLP 实验室完成材料生物安全性评价：细

胞毒性反应≤1 级 ，原发性刺激指数（PⅡ）≤0.4，无皮肤致敏反应，无急性全身毒

性反应，溶血率≤5%，无遗传毒性，达到 SFDA要求。 



 

单位名称 青岛明月藻酸盐组织工程材料有限公司 排  名 3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应用推广情况的贡献： 

青岛明月藻酸盐组织工程材料有限公司致力于组织工程级海藻酸盐规模化制备，

攻克纯化工艺规模化放大时，高粘度流体储存、输送、反应、过滤及干燥技术，过程

无菌控制技术。开发高粘度液体适用的混合、反应、传输设备及工艺，在过程无菌且

不降低黏度的前提下将组织工程级海藻酸盐纯化技术进行工程放大，实现规模化生产。

海藻酸盐为天然高分子，可与环氧乙烷发生酯化反应，放射线照射或高温作用下分子

链断裂降解，因此海藻酸盐灭菌不能采用常规的高压灭菌、放射线照射或环氧乙烷灭

菌，而只能采用无菌过滤及过程无菌控制。 

同时，作为推广应用示范单位，建立了年产 200 公斤组织工程级海藻酸盐示范线，

实现了组织工程级海藻酸盐国产化、规模化和绿色化制备生产，大幅度提高了我国海

藻酸盐材料的产品品质，提高产品附加值。2018-2020 年，累计新增收入 30 万元，新

增利税 22.5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