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名山东省科学技术进步奖项目公示 

一、 项目名称 

几种典型辛辣蔬菜高值化加工关键技术创新与应用 

二、 提名单位意见 

我单位认真审阅了该项目提名书及其附件材料，确认全部材料真实有效，相关栏目内容

均符合省科学技术奖励办公室填写要求。相关单位均已按要求对项目情况进行了公示，目前

无异议。 

辛辣蔬菜是人们饮食不可缺少的调味品，但近年来出现以大蒜为代表的“蒜你狠”到“蒜

你贱”价格的暴涨暴跌的“蒜周期”，严重的影响了农民的种植积极性及产业的发展。破解

辛辣蔬菜产业发展中产销失衡的矛盾，需要发挥高值化加工在辛辣蔬菜产业中的调节作用，

保障辛辣蔬菜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辛辣蔬菜加工仍存在高值成分提取困难，加工副产物

综合利用程度差，新产品开发力度不足等瓶颈问题。项目申报单位通过系统的理论和技术创

新，攻克了高色价辣椒红素、高纯度辣椒碱加工核心技术，促进了辣椒产业向精深方向发展。

阐明了大蒜素合成机理，集成创新了大蒜综合、绿色加工技术，形成了大蒜产业发展的新动

能。建立了大葱高值成分连续提取技术，为大葱综合加工开辟了新方向。开发了富含功效成

分的辛辣蔬菜系列食品，实现辛辣蔬菜的高值化开发。基于上述创新内容，项目获得授权专

利 23项，其中发明专利 16项，发表论文 35篇，通过成果鉴定 5项。项目在武城、金乡、

章丘辛辣蔬菜主产区的龙头企业实现了产业化，近 3年共实现新增产值 11.08 亿元，新增利

税 1.91亿元，为推动辛辣蔬菜产业的进步和农民增收起到了强劲的推动作用。 

参照山东省科学技术进步奖授奖条件，我厅提名该项目为山东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三、 项目简介 

本项目属于轻工技术领域，食品科学技术学科。 

辛辣蔬菜是人民餐桌的不可缺少的调味品，也是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典型农产品。目前

我国以辣椒、大蒜、大葱为代表的辛辣蔬菜年产超过 4000 万吨。近年来，以大蒜为代表的

价格暴涨、暴跌的“蒜周期”极大的伤害了农民的种植积极性和产业的健康发展。延长辛辣

蔬菜产业链条、开展精深加工是保障产业的稳定发展的必由之路。而目前辛辣蔬菜深加工滞

后主要由于：高值成分提取技术落后，加工副产物综合利用程度差，新型产品开发力度不足。

针对上述问题，本项目发明了以辣椒、大蒜、大葱为代表的典型辛辣蔬菜高值化加工技术，

形成了系列创新性成果： 

1.发明辣椒高值成分制备技术，实现辣椒产业升级。创新使用生物法处理辣椒颗粒，形

成连续制备辣椒红素和果胶技术，万吨产能设备投资节约 30%，综合能耗下降 20%；用模

拟移动床设备连续制备辣椒碱类化合物（纯度 98%），溶剂循环回用 95%，形成连续快速纯

化辣椒碱类物质技术，填补国内外技术空白；利用分子蒸馏设备制备油溶性无色辣椒精，经

皂化、结晶技术得辣椒碱晶体产品；利用低成本 SKP-10-4300 树脂替代传统反相填料，实现

辣椒碱及二氢辣椒碱的高效分离，单体纯度分别为 98.5%和 99%，填补国内产品空缺。 

2.创新大蒜高值成分的综合提取技术，提升了大蒜产业的抗波动能力。创新使用微波灭

活蒜氨酸酶，实现了蒜氨酸反胶束高效提取技术的突破，形成一步分离纯度达到 85%，节

约用水 60%；基于大蒜素合成规律的研究，形成超临界萃取大蒜素高效提取技术，大蒜素

提取率提高 26%；利用生物酶法处理蒜渣制备大蒜多糖，实现了蒜渣的综合利用；结合纳

滤/反渗透预处理工艺，利用固定化复合酶、分子印迹树脂回收大蒜加工废水中的大蒜多糖、

大蒜素，实现了大蒜加工的绿色制造。 



3.发明大葱功效成分的连续提取技术，形成了大葱加工的新方向。优选了深加工大葱品

种，建立了低成本水蒸汽蒸馏大葱挥发油，鉴定了大葱油的化学成分；以挥发油提取后的大

葱为原料，形成了大葱多糖、黄酮、膳食纤维的系列提取技术；建立了大葱谷胱甘肽过氧化

物酶的制备及酶学性质分析方法。 

4.创新辛辣蔬菜功能性食品，实现辛辣蔬菜的高端化加工。形成了椒渣制备辣椒酱的新

工艺，创制了发酵型鲜食辣椒酱的生产技术；优化大葱油、植物油复配比例，开发了大葱油

软胶囊，利用废弃葱叶开发大葱调味油；开发出生物发酵法制备风味独特的大蒜醋的方法，

提出液态黑蒜发酵新工艺，明确了液态黑蒜发酵的最佳工艺参数。 

项目获得授权 23 项，其中发明专利 16 项，其中实用新型专利 7 项，形成了涵盖辣椒、

蒜、葱高值成分高效制备、副产物深度利用、产品创新开发的系统技术。发表论文 35 篇，

通过成果鉴定 7 项，获得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科技创新奖三等奖 1 项。项目在武城、金乡、

章丘辛辣蔬菜主产区的龙头企业实现了产业化，2016-2018 共实现新增产值约 11.08 亿元，

新增利税 1.91 亿元，经济和社会效益显著，为推动辛辣蔬菜产业的进步和农民增收起到了

强劲的推动作用。 

四、 客观评价 

（一）成果评价 

项目相关技术通过山东省科技厅等多项省部级鉴定，整体技术水平达到国际先进。具体

表现在： 

（1）根据鲁健协（评）字[2019]第 1 号，主要评价如下：以辣椒精油为原料，通过双

水相萃取技术、模拟移动床设备、柱层析技术、分子蒸馏设备制备了高附加值辣椒碱产品；

对辣椒及辣椒红深加工制备了辣椒红色素和果胶；对椒渣进行脱溶实现了溶剂回收及热能利

用；对辣椒干进行直接加工制备了香脆椒产品。探索了超声波辅助、反胶束、双水相提取蒜

氨酸的生产工艺，研究了大蒜素的形成规律，建立了连续提取大蒜素的工业化生产方法。并

对蒜氨酸、大蒜素加工废水进行回收利用，形成了蒜氨酸、大蒜素的高效、绿色提取技术。

建立了大葱油的方法，通过浸提、醇沉、漂白等工序有效提取大葱油，将葱渣进一步加工成

大葱膳食纤维，大葱油与保健油复配，形成保健性能明显的大葱油，实现了大葱的综合加工

利用。开发出辛辣蔬菜高值成分及新型产品的生产工艺，并实现了规模产业化，经济及社会

效益显著。该项目整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2）根据鲁科成鉴字[2013]第 1196 号，主要鉴定意见如下：采用酶解及乳酸菌发酵工

艺处理原料，降解了非目的物，提高了辣椒红和辣椒精的收率及纯度，具有创新性。通过该

工艺技术参数的优化，使得色价由 100提高到 200，收率达 96%，吸光比由 0.975提高到 0.995，

提高了产品的经济效益，是附加值提高了 20%。鉴定验收委员会一致认为，该项目综合技

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3）根据鲁科成鉴字[2013]第 1195 号，主要鉴定意见如下：采用了符合溶剂提取工艺，

充分提取了辣椒中的有效成分，纯化了辣椒红色素，提高了辣椒红色的吸光比，从而增加了

辣椒红色素的得率，色价及总类胡萝卜素字表大幅提高，具有创新性。通过工艺技术参数的

优化，使得辣椒红色素色价由 160 提高到 200 以上，回收率达 97%以上，扩大了产品的应

用范围，提高了产品的经济效益，使得附加值增加了 25%以上。.鉴定委员会一致认为，该

项目综合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同意通过鉴定。 

（4）根据鲁科成鉴字[2012]第 496 号，主要鉴定意见如下：.项目采用了分子蒸馏技术，

使辣椒素含量达到 40%以上，色价小于 0.0005，提取率大于 90%，为生产无色水荣幸辣椒

精奠定了基础。通过皂化技术进一步生产出无色水溶性辣椒精，产品附加值较高，应用前景

广泛，经济效益显著。该项目在国内同行业中率先将分子蒸馏和皂化技术相结合，实现了无



色水溶性辣椒精的产业化，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5）根据鲁科成鉴字[2011]第 38 号，主要鉴定意见如下：项目以章丘大葱为原料，对

大葱挥发油提取工艺进行了系统研究，建立了有机溶剂额提取和蒸汽蒸馏两种方法提取大葱

挥发油的工艺，提取率分别达到 0.2603%（鲜重）和 0.2224%（鲜重）。通过 GC-MS 分析得

到的挥发油化学成分，水蒸气提取法得到的挥发油内硫醚类物质和三硫化物的含量高于有机

溶剂法得到的挥发油。并研究了大葱挥发油体外抗氧化活性，结果表明其对自由基和超氧阴

离子自由基均具有较强的抑制作用，抑制效果优于同等质量浓度的 Vc；对胃癌细胞增殖也

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在此基础上开发处大葱油软胶囊产品。项目对大葱谷胱甘肽过氧化物

酶（GSH-Px）的提取工艺进行了研究和优化，酶活提取率达到 6510U/100g 大葱（鲜重），

为进一步研发奠定了基础。项目对大葱挥发油、GSH-Px 提取副产物的资源化利用进行了系

统研究。建立了大葱膳食纤维的制备技术，提高大葱副产品的综合利用价值，项目符合国家

产业政策，具有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该项目研究方案合理、可行，综合技术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 

（二）结题报告 

山东省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项目“大蒜精深加工制备功能食品关键技术及产业化示范”

（编号：2015nz08）验收意见如下： 

1.项目提供的验收材料齐全规范、数据真实可靠，符合验收要求。 

2.通过对大蒜膳食纤维提取技术研究，开发了黑蒜、话蒜、黑蒜酵素、黑蒜米果、纤蒜

早餐 5 个品种，建成了黑蒜、黑蒜酵素、纤蒜早餐 3 条产品生产线，实现了产业化和示范化；

通过了质量管理体系、HACCP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等认证。建立了无公害大蒜、有机大蒜等

标准化示范基地 5 个，推广了土壤改良、病虫害综合防控、测土配方施肥等大蒜种植技术 6

项；与 3 个贫困村结成帮扶对子，科技普及相关培训 54 次，带动农民增收 1500 万元以上。 

3.发酵制备的青贮饲料 pH4.2，颜色呈黄绿色，具有酸香味，粗蛋白含量提高了 18.03%，

粗纤维降低了 18.48%。带动示范企业年产大蒜秸秆饲料化微生物菌剂 15000kg，可处理新

鲜大蒜秸秆 15 万吨，大蒜秸秆按照收购价格每吨 100 元计算，预计为权限大蒜种植户增加

收入 1500 万元。 

五、推广应用情况 

以辣椒、蒜、葱为代表的辛辣蔬菜是我国农业种植结构调整的重要经济作物，已成为许

多省市县的主要经济支柱作物。传统上以鲜食和初加工为主，深加工严重滞后。从 2010 年

开始，项目组围绕辛辣蔬菜加工产业发展升级的实际需要和加工技术难题的解决，有针对性

的开展了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产品开发，推动新工艺、新技术在辛辣蔬菜加工中的应

用。8 年来，项目组始终以产业发展需求为导向，通过产学研结合，形成了辣椒碱、辣椒红

素、辣椒果胶、蒜氨酸、蒜素、蒜多糖、葱油、葱纤维等多种高值产品，提高了辛辣蔬菜附

加值和综合利用率，整体技术成果在辛辣蔬菜主产区武城、金乡、章丘等地龙头领军企业应

用，具体应用情况如下： 

2014 年开始，上述技术陆续在合作单位中椒英潮辣业发展有限公司、济宁东运食品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晶荣食品有限公司等 5 家龙头企业贵广应用，形成辣椒碱、辣椒红素、

蒜氨酸、蒜素、蒜多糖、葱油、葱纤维等辛辣蔬菜深加工产品 12 种，为企业新增销售额 110777

万元，新增利税 19086 万元。此外，新增就业人员 35 人，项目培养了辣椒、蒜、葱等领域

相关科技人才 12 人，推动了该领域的科技进步，取得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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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主要知识产权证明目录 

序号 知识产权名称 
知识产权类

别 
发明人 知识产权人 知识产权号 取得日期 国（区）别 

发明专利 

有效状态 
证明材料 

第一完成人

是否参与 

第一完成单

位是否参与 

1 
一种连续式制备高纯度辣

椒碱类物质的方法 
发明专利 

崔波；赵培培；檀琮萍；

卢艳敏 
齐鲁工业大学 ZL201410287884.3 2016.4.20 中国 有效 附件 1 是 是 

2 
一种反胶束体系萃取蒜氨

酸的方法 
发明专利 

崔波; 于瑞; 檀琮萍; 于

滨; 卢艳敏 
齐鲁工业大学 ZL201510942009.9 2017.5.24 中国 有效 附件 2 是 是 

3 
一种大葱油及大葱膳食纤

维的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崔波; 檀琮萍; 隗苗苗 山东轻工业学院 ZL201110210073.X 2013.4.10 中国 有效 附件 3 是 是 

4 
一种制备辣椒碱和二氢辣

椒碱单体的方法 
发明专利 崔波;孙菲菲;檀琮萍 山东轻工业学院 ZL201110385818.6 2014.2.26 中国 有效 附件 4 是 是 

5 
利用双相萃取技术从辣椒

精中提取辣椒碱的方法 
发明专利 

崔波;赵培培;檀琮萍;卢艳

敏 
齐鲁工业大学 ZL201410287885.8 2016.1.20 中国 有效 附件 5 是 是 

6 
从辣椒红离心物中分离红

色素及果胶的新工艺 
发明专利 

谈振永 ; 谭英潮 ; 刘涛 ; 

王春红 

武城县英潮经贸

有限公司 
ZL201110418511.1 2013.12.11 中国 有效 附件 6 否 否 

7 
一种用反相树脂纯化辣椒

碱单体的方法 
发明专利 

崔波 ; 赵培培 ; 檀琮萍 ; 

卢艳敏 
齐鲁工业大学 ZL201410288181.2 2015.12.30 中国 有效 附件 7 是 是 

8 
一种超声辅助双水相提取

蒜氨酸的方法 
发明专利 

崔波 ; 姜秀敏 ; 檀琮萍 ; 

卢艳敏 
齐鲁工业大学 ZL201410296457.1 2016.8.17 中国 有效 附件 8 是 是 

9 大葱油软胶囊 发明专利 崔波; 檀琮萍; 隗苗苗 山东轻工业学院 ZL201110210105.6 2012.12.05 中国 有效 附件 9 是 是 

10 
一种生物发酵法制备大蒜

醋的方法 
发明专利 

马龙传 ; 姜广军 ; 刘旭 ; 

王国艺; 荆建涛 

金乡县大蒜研究

所 
ZL201410115396.4 2015.4.15 中国 有效 附件 10 否 否 



序号 论文专著名称 发表刊物（出版社） 
发表（出版）

时间 
作者（按刊物发表顺序） 证明材料 

第一完成人

是否参与 

第一完成单位

是否参与 

1 
Extraction and purification of capsaicin from capsicum oleoresin 

using an aqueous two-phase system combined with chromatography 

Journal of 

Chromatography B 
2017.7.8 

Yong Fan, Yanmin Lu, Bin Yu, 

Congping Tan, Bo Cui 
附件 11 是 是 

2 

Aqueous two-phase extraction combined with chromatography: new 

strategies for preparative separation and purification of capsaicin 

from capsicum oleoresin 

Applied biochemistry and 

biotechnology 
2014.10.30 

Peipei Zhao, Yanmin Lu, 

Congping Tan, Yan Liang, Bo Cui 
附件 12 是 是 

3 双水相法提取天然辣椒碱 中国调味品 2016.10.9 
范勇， 卢艳敏， 檀琮萍， 梁

艳， 崔波 
附件 13 是 是 

4 从辣椒精中超声提取辣椒碱 食品工业 2011.1.6 张晓旭， 崔波， 孙菲菲 附件 14 是 是 

5 

Combination of aqueous two-phase extraction and cation-exchange 

chromatography: New strategies for separation and purification of 

alliin from garlic powder 

Journal of 

Chromatography B 
2014.3.2 

Xiumin Jiang, Yanmin Lu, 

Congping Tan, Yan Liang, Bo Cu 
附件 15 是 是 

6 反胶束法萃取蒜氨酸前萃工艺的优化 中国调味品 2016.7.6 
于瑞， 卢艳敏， 檀琮萍， 梁

艳， 崔波 
附件 16 是 是 

7 Plackett-Burman 设计对蒜氨酸提取中显著影响因子的筛选 
山东轻工业学院学报(自

然科学版) 
2013.12.6 

姜秀敏， 张雷， 卢艳敏， 檀

琮萍， 梁艳，崔波 
附件 17 是 是 

8 大葱中活性物质的研究进展 食品与发酵科技 2010.10.9 
隗苗苗， 崔波， 张建磊， 李

丽 
附件 18 是 是 

9 章丘大葱油提取工艺的优化及成分鉴定 食品与机械 2010.9.7 
隗苗苗， 崔波， 于海峰， 张

建磊 
附件 19 是 是 

10 海带辣椒酱的研制 中国酿造 2008.11.6 
袁传祯， 崔波， 魏英勤， 韩

伟， 马猛华 
附件 20 是 是 



七、 主要完成人情况 

1 崔波 

项目主持人，全面负责项目的规划、立项、方案、实施。对创新点 1、2、3 做出了突出贡

献，其中对创新点 1 的贡献：研究了辣椒碱提取工艺的研究，支撑材料为：专利（附件 1、

4-5、7）、论文（附件 11-14）、客观评价（附件 21-23）；对创新点 2 的贡献：研究了蒜氨酸

提取工艺支撑材料为：专利（附件 2、8）、论文（附件 15-17）、客观评价（附件 21-23）；

对创新点 3 的贡献是：研究了大葱油和大葱纤维，支撑材料为：专利（附件 3、9）、论文（附

件 18-19）、客观评价（附件 21-23、30-32）。对创新点 4 的贡献是：开发了海带辣椒酱，支

撑材料为：论文（附件 20） 

2 于滨 

项目主要完成人，完成实验室研究、中试技术性工作。对创新点 1、2、4 做出了突出贡献，

其中对创新点 1 的贡献是：研究了辣椒碱及辣椒碱单体的提纯技术，完成了辣椒碱中试研究

工作，支撑材料为：论文（附件 11）、客观评价（附件 21-23）；对创新点 2 的贡献是：参与

完成超声辅助提取蒜氨酸的研究工作，对大蒜素的中试研究工作，支撑材料为：专利（附件

2），客观评价（附件 21-23）；对创新点 4 的贡献是：完成了大葱调味油的配方设计和工厂

实践，支撑材料为：客观评价（附件 21-23）； 

3 马龙传 

项目主要完成人，对创新点 2，4 做出了贡献，其中对创新点 2 的贡献：完成提取、纯化大

蒜功能性成分蒜氨酸和大蒜多糖方法，形成蒜氨酸和大蒜多糖联产工艺，支撑材料为：客观

评价（附件 21-23）；其中对创新点 4 的贡献：开发了大蒜醋、黑蒜醋、蒜氨酸和大蒜多糖

等产品。支撑材料为：专利（附件 10），客观评价（附件 21-23、33-35）。 

4 卢艳敏 

项目主要完成人，参与实验室研究工作。对创新点 1、2 做出了突出贡献，对创新点 1 的

贡献是：研究了辣椒碱及辣椒红素提取工作，支撑材料为：专利（1、5、7）、论文（附件 11-13）、

客观评价（附件 21-23）；对创新点 2 的贡献是：完成了蒜氨酸及大蒜素的提取研究工作，

支撑材料为：专利（附件 2、8）、论文（附件 15-17）、客观评价（附件 21-23）。 

5 谭英潮 

项目主要完成人，主要完成辣椒精深加工的工厂生产调试工作。对创新点 1 做出了突出贡献，

对创新点 1 的贡献是：建立了辣椒碱、辣椒红素、辣椒果胶的工业化提取生产线，并调试

生产，支撑材料为：专利（附件 6）、客观评价（附件 21-29）；。 

6 韩允利 

项目主要完成人，主要完成大蒜深加工的工厂生产调试工作。对创新点 2，4 做出了突出贡

献，其中对创新点 2 的贡献是：建立了蒜氨酸、大蒜素、大蒜多糖的工业化提取生产线，并

调试生产，支撑材料为：客观评价（附件 21-23）。对创新点 4 的贡献是：建立大蒜醋、黑

蒜醋的新型大蒜制品，客观评价（附件 21-23）。 

7 檀琮萍 

项目主要完成人，参与实验室研究工作。对创新点 1、2、3 做出了突出贡献，其中对创新

点 1 的贡献是：研究了辣椒碱及辣椒红素提取工作，支撑材料为：专利（1、4-5、7）、论

文（附件 11-13）、客观评价（附件 21-23）；对创新点 2 的贡献是：完成了蒜氨酸及大蒜素

的提取研究工作，支撑材料为：专利（附件 2、8）、论文（附件 15-17）、客观评价（附件 21-23）。

对创新点 3 的贡献是：完成了大葱油提取工作，支撑材料为：专利（附件 3、9）、客观评价

（附件 21-23）。 

8 李静 

项目主要完成人，主要完成大葱深加工的工厂生产调试工作。对创新点 3，4 做出了突出贡

献，对创新点 2 的贡献是：建立了大葱油、大葱纤维的工业化提取生产线，并调试生产，支

撑材料为：客观评价（附件 21-23）。对创新点 4 的贡献是：建立大葱粉、大葱调味油的产

品工艺生产线，支撑材料为：客观评价（附件 21-23）。 

9 吴正宗 

项目主要完成人，主要完成大蒜、大葱产品开发工作。对创新点 4 做出了突出贡献，其中对



创新点 4 的贡献是：参与开发黑蒜醋、大葱粉、大葱调味油，并参与了生产工艺、设备调试

工作，支撑材料为：客观评价（附件 21-23）。 

10 张洪霞 

项目主要完成人，主要完成大葱深加工的工厂生产调试工作。对创新点 3，4 做出了突出贡

献，对创新点 2 的贡献是：建立了大葱油、大葱纤维的工业化提取生产线，并调试生产，支

撑材料为：客观评价（附件 21-23）。对创新点 4 的贡献是：建立大葱油软胶囊、大葱调味

油的产品工艺生产线，支撑材料为：客观评价（附件 21-23）。 

11 谢国印 

项目主要完成人，主要完成辣椒精深加工的工厂生产调试工作。对创新点 1，4 做出了突出

贡献，其中对创新点 1 的贡献是：建立了辣椒碱、辣椒红素、辣椒果胶的工业化提取生产线，

并调试生产，支撑材料为：客观评价（附件 21-23）。对创新点 4 的贡献是：建立了辣椒酱

的生产工艺和产业化调试，支撑材料为：客观评价（附件 21-23）。 

12 王涛涛 

项目主要完成人，主要完成大蒜深加工的工厂生产调试工作。对创新点 2，4 做出了突出贡

献，其中对创新点 2 的贡献是：建立了蒜氨酸、大蒜素、大蒜多糖的工业化提取生产线，并

调试生产，支撑材料为：客观评价（附件 21-23）。对创新点 4 的贡献是：建立大蒜醋、黑

蒜醋的新型大蒜制品，客观评价（附件 21-23）。 

八、 主要完成单位及创新推广贡献 

1 齐鲁工业大学 

全面负责项目系统设计、协调、组织实施关键技术开发研究、中试及应用推广。为项目

的顺利执行提供必要的实验场地和仪器设备，及时解决课题研究所需的工作条件，督促课题

按计划完成研究任务。该项目针对我国辛辣蔬菜精深加工、综合加工方面的不足，开发了以

辣椒、大蒜、大葱为代表的辛辣蔬菜精深加工技术研究与示范。本单位发明了辣椒碱、辣椒

碱单体的高效制备技术，研究了影响大蒜素形成及蒜氨酸酶活性的因素，建立了大蒜素、蒜

氨酸、大蒜多糖的工业制备技术。研究了大葱油、大葱纤维、多糖、黄酮的提取技术。创制

了辣椒酱、大葱油软胶囊、大葱调味油等新型保健品、食品。本单位就开发的系列辛辣蔬菜

加工技术完成中试研究，并协助中椒英潮辣业发展有限公司、济宁市东运食品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山东晶荣食品有限公司完成该技术的投产工作。通过与企业合作建立的紧密联系纽带，

该成果不断得到推广应用，取得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2中椒英潮辣业发展有限公司 

中椒英潮辣业发展有限公司是该项目的合作单位之一，在项目研究中，主要负责部分研

发经费的支持、生产设备的配套、中试、生产和生产人员的组织及产品的销售，将辣椒红素、

辣椒碱、辣椒酱等关键技术进行转化，实现了辣椒精深加工、综合加工的产业化。该项目的

关键技术均在在该单位进行实施，利用该技术生产辣椒红素、辣椒碱，产品品质稳定、产率

高。 

3金乡县大蒜研究所 

金乡县大蒜研究所是该项目的合作单位之一，在项目研究中，主要负责部分大蒜深加工

技术的研究及中试生产工作，研究了大蒜多糖提取技术、大蒜废水回收利用技术，发明了大

蒜醋、液体法制备黑蒜技术，辅助齐鲁工业大学完成蒜氨酸、大蒜素提取的研究工作。 

4 济宁市东运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济宁市东运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该项目的合作单位之一，在项目研究中，主要负责

部分研发经费的支持、生产设备的配套、中试、生产和生产人员的组织及产品的销售，将大

蒜素、蒜氨酸、大蒜多糖、大蒜醋等关键技术进行转化，实现了大蒜精深加工、综合加工的

产业化。该项目的关键技术均在在该单位进行实施，利用该技术生产大蒜素、大蒜多糖、大

蒜醋，产品品质稳定、产率高，年生产总值超过 1 亿元。 

5 山东晶荣食品有限公司 

山东晶荣食品有限公司是该项目的合作单位之一，在项目研究中，主要负责部分研发经

费的支持、生产设备的配套、中试、生产和生产人员的组织及产品的销售，将大葱油、大葱

纤维、大葱软胶囊、大葱调味油等关键技术进行转化，实现了大葱精深加工、综合加工的产

http://www.baidu.com/link?url=e5XB-J51kAPQfgwfjcZayuDfo3OV9nwV9obmWPtPc66gmJOceSd0mFNFPHjWgFthJJDZz-LQjNgb9dIZdIbixB2msn-WpXKHBpJar4Z6CNtdKzY2mM1yi5shwgGy1QA9o_IH0ib-QQu4NT8gJgIVtDERcZ7jHKEN2HiasbW_hZvB3TQH1mkdLpcdZVWDdcr2iv7-90x4eje5P3z9oCYh7j_pnttnKraQ3AXsm6_7qj_Bjdvy8WSg8iKOUvzuYCy0FVf16zGOHUv_LXlWjQ0YeewmxRsddHxrujeW-NRbMNuByW7NdTEFYW91kNzIDlN0


业化。该项目的关键技术均在在该单位进行实施，利用该技术生产大葱纤维、大葱软胶囊、

大葱调味油，产品品质稳定、产率高，受到了消费的欢迎。 

九、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 
由齐鲁工业大学负责，联合中椒英潮辣业发展有限公司、金乡县大蒜研究所、济宁市东

运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晶荣食品有限公司四家单位开展“几种典型辛辣蔬菜精深加

工关键技术创新与应用”项目的研究。各单位分工明确，各尽其责，成果归属清洗，主要合

作内容如下： 

1.辣椒精深加工关键技术创新与应用 

齐鲁工业大学与中椒英潮辣业发展有限公司联合开展辣椒碱、辣椒碱单体、辣椒素、辣

椒食品的制备工作，共同申请轻工联合会科技进步奖，齐鲁工业大学负责实验室及中试研究

工作，中椒英潮辣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中试及投产工作。 

主要完成人：崔波、于滨、卢艳梅、檀琮萍、谭英潮、谢国印、张波 

2、大蒜精深加工关键技术创新与应用 

齐鲁工业大学与金乡县大蒜研究所、济宁市东运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开展大蒜素、

蒜氨酸、大蒜多糖、大蒜食品制备工作，齐鲁工业大学负责蒜氨酸、大蒜多糖实验室及中试

研究工作，金乡县大蒜研究所负责大蒜多糖、大蒜素及大蒜食品的开发工作，济宁市东运食

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中试及投产工作。 

主要完成人：崔波、于滨、卢艳梅、檀琮萍、吴正宗、马龙传、韩允利、王涛涛 

3、大葱精深加工关键技术创新与应用 

齐鲁工业大学与山东晶荣食品有限公司横向合作，开展大葱油、大葱纤维、大葱食品的

制备工作，并形成鉴定成果，其中齐鲁工业大学负责大葱油、大葱纤维、大葱食品实验室及

中试研究工作，山东晶荣食品有限公司负责投产工作。 

主要完成人：崔波、于滨、檀琮萍、吴正宗、张洪霞、李静 

承诺：本人作为项目第一完成人，对本项目完成人合作关系及上述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特此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