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名称：全长类人胶原蛋白的发酵合成及其新型修复材料的创制与应用 

提名者：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提名意见： 

生物材料的相容性和功效性是制约组织工程、３Ｄ器官打印等新技术发展的

关键因素。人源型胶原类材料尤其是全氨基酸序列长度的类人胶原（全长类人胶

原蛋白）因其在生物相容性和功效性方面的优势成为理想的首选材料。美国、日

本等多国科学家及美国的 FibroGen 公司等一直致力于该项技术的研究，但其分

子量过大、表达量低、易降解等难题使得其体外合成技术一直处于实验室水平。 

在国家“863”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资助下，该项目发明了全长

类人胶原蛋白的发酵合成的方法并创制了系列新型医用修复材料。通过基因共表

达、基因敲除、温敏开关元件的控制表达等技术系统设计了全长类人胶原蛋白的

全新表达途径，攻克了其表达量低及产物易降解的难题，创建了体外合成不同功

效需求的全长类人胶原蛋白的方法；创制了针对不同用途、不同修复功效的系列

胶原基新型湿性修复敷料；攻克了规模生产中高粘蛋白体系的混合与传递、无菌

保持以及蛋白类医用敷料的功效保持问题。经专家鉴定：“全长类人胶原的发酵

合成技术国际领先”，“系列敷料产品属国际首创”。 
该项目获授权发明专利 13 件，注册证 4件。系列产品应用在全国 30 多个省

市，医用产品在全国 1000 多家医院广泛应用，受益病患 1000 余万例，产品有效

率达到 95%以上，明显高于同类产品，近三年生产企业直接销售额 7.2 亿元，取

得了显著经济和社会效益。 

经审查，项目推荐书及附件材料真实有效，相关栏目填写符合国家科技奖励

要求，候选人、候选单位、知识产权和应用单位经公示无异议。 

推荐该项目为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项目简介： 
该研究属于生物化学工程领域。 

生物材料的相容性和功效性是制约组织工程、３Ｄ器官打印和新型医疗器械

等新技术发展的关键因素，人源型胶原类材料尤其是具有人胶原完整氨基酸序列

的类人胶原（全长类人胶原蛋白）因其在生物相容性和功效性方面的优势成为理

想的首选材料。美国、日本等多国科学家及美国的 FibroGen 公司等一直致力于

该项技术的研究，但由于全长类人胶原蛋白分子量过大、表达量低、易降解等难



题使得其体外合成技术一直处于实验室水平。 

在国家“863”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资助下，通过克隆全长人胶

原成熟肽基因，构建了高效分泌表达的大肠杆菌、毕赤酵母、酿酒酵母基因工程

菌，建立了其相应的高密度发酵工艺，获得了工业规模级的新型重组全长人胶原

蛋白产品，并根据其结构特征、生物活性进行了生物医用材料方面的应用研究，

获得了系列新型修复材料。主要研究内容： 

1.发明了 3 种体系全长类人胶原蛋白的发酵合成方法：采用基因工程技术将

不同类型的全长人胶原蛋白基因分别重组于大肠杆菌、毕赤酵母、酿酒酵母等不

同的表达体系中，经高密度发酵、分离纯化工艺获得了 3 种全长类人胶原蛋白； 

2. 发现了不同结构全长类人胶原蛋白的特异性功效：不同类型的全长类人

胶原蛋白（Ⅰ型、Ⅱ型和Ⅲ型）在促成纤维细胞生长、促成骨细胞生长、粘膜修

复和止血等方面各具不同的突出性能； 

3.创制了系列新型修复敷料及其生产技术：构筑了可满足不同临床需求的、适

合不同受损组织微环境的系列新型湿性修复敷料，攻克了其规模生产中高粘蛋白体

系的混合与传递、无菌保持以及蛋白类医用敷料的功效保持问题。 

研究成果共获得授权发明专利 13 件，获得Ⅱ类医疗器械注册证 4 件，发表

学术论文 90余篇，其中 SCI收录 33篇，EI收录 24篇，培养博士研究生 10名，

硕士研究生 25名。系列新型医用敷料已在国内 30个省市广泛应用，受益各类患

者 1000 余万例，总有效率大于 95%。新型重组全长人胶原蛋白产品的应用，提

升了相关产业的国际竞争力。重组全长人胶原材料的发酵合成成果经陕西省科技

厅组织鉴定认为“该三种类人胶原蛋白的发酵及制备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新型修复敷料成果经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组织鉴定认为“类人胶原蛋白系

列敷料产品属国际首创，制备工艺技术达到国际先进”。 
五、客观评价 

一．技术先进性评价 
（1）2016年4月，陕西省科技厅组织“大肠杆菌、毕赤酵母、酿酒酵母制备

I-Ⅲ型类人胶原蛋白及功效研究”项目鉴定，由张生勇院士等组成的专家组鉴定

认为：“生产的三种类人胶原蛋白具有促粘膜细胞生长、粘膜修复和止血等功能。

该三种类人胶原蛋白的发酵及制备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2）2016年5月，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组织 “高粘类人胶原蛋白体

系医用敷料制备的关键技术”项目鉴定，由欧阳平凯院士等组成的专家组鉴定认

为：“类人胶原蛋白系列敷料产品属国际首创，制备工艺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3）代表性项目验收意见：2017年5月，863项目“类人胶原蛋白的发酵合



成及酶法修饰”验收通过并被推荐为优秀项目；2015年12月， 科技部创新基金

“类人胶原蛋白敷料产业化”验收通过 ，专家组给予100分的评价。 

二、公开评价（代表性） 
1. 德国维尔茨堡大学功能材料系的 Jürgen Groll 等人发表在“Chem. Rev.，

2016,116,1496-1539”的文章认为“由类人胶原蛋白和丝素蛋白构建的融合

蛋白能够大大提高细胞的活性和增殖”。 

2.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的 Samand Pashneh-Tala 等人发表在

“Tissue Eng.,2016,22(1):68-100”的文章认为“以类人胶原蛋白和壳聚糖

为材料制备的血管支架不仅能够促进血管细胞的粘附和增殖，而且呈现出良

好的体内植入生物相容性”。 

3. 印度医学科学院药学系的Sharif Ahmad等人发表在“JMCB，2014,2:147-166”

的文章认为“类人胶原蛋白水凝胶可以对软组织缺损进行填充，如皮肤、皱

纹和手术引起的组织缺损”。 

4. 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生物医学材料工程实验室的 JZ Wang 等人发表在“MSE C，

2016,62:215-225”的文章认为“类人胶原蛋白和壳聚糖构建成支架后对细胞

具有很好的粘附性能取决于类人胶原蛋白具有特殊的细胞粘附序列”。 

5. 中国海洋大学海洋生物科学学院的 XG Chen 等人发表在“Carbohydrate 

Polymers，2015,117:524–536”的文章认为 “类人胶原蛋白与壳聚糖等自

组装形成的水凝胶不仅抗降解能力提高而且植入后炎性反应大大降低”； 

6.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皮肤科的路雪艳发表在“《实用皮肤病学杂志》，2014,7(1)：

25-27”的文章证实“类人胶原蛋白敷料有助于皮炎部位皮肤屏障功能的修

复。” 

7. 大庆医院皮科杨海龙教授等其发表在“《中国医学美容》，2016，2: 51-52”

的文章证实“点阵激光联合类人胶原蛋白敷料可提高凹陷性痤疮瘢痕的临床

效果，缩短结痂、脱痂及愈合时间。” 

8. 兴义市人民医院的丰秋婧等发表在“《全科口腔医学杂志》，2016，3（3）：

108-109”的文章证实“外用类人胶原蛋白治疗复发性口腔溃疡安全有效，能

显著缩短溃疡愈合时间。” 

三、行政许可 
1. 类人胶原蛋白口腔粘膜修复液产品医疗器械注册证。 

2. 类人胶原蛋白疤痕修复硅凝胶产品医疗器械注册证。 

3. 类人胶原蛋白修复敷料产品医疗器械注册证。 

4. 类人胶原蛋白敷料产品医疗器械注册证。 

5. 相关产品共计取得国家商标注册证12件。 

四、 产品检测报告 
1. 类人胶原蛋白敷料产品医疗器械检测中心检验合格报告。 

2. 注射用胶原蛋白-交联透明质酸钠凝胶产品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质量评



价报告。 

3. 胶原蛋白海绵产品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检验报告。 

五、获奖情况 
（1）科技奖励： 

项目“重组全长胶原蛋白的创制及应用”获得2017年度陕西省科学技

术奖技术发明类一等奖； 

项目“系列新型湿性修复敷料的研制与应用”获得2016年中国石油和

化学工业联合会科学技术奖技术发明类一等奖。 

（2）其他奖励： 

类人胶原蛋白敷料获得国家重点新产品称号。 

类人胶原蛋白敷料获得陕西省及西安市名牌产品称号。 

推广应用情况 

本项目成果发酵合成了系列重组全长类人胶原蛋白材料，带动形成了胶

原蛋白的全新产业链。研发的系列新型修复敷料---可复美胶原蛋白敷料、可愈

胶原蛋白修复敷料、可复平口腔粘膜修复敷料、可痕疤痕修复敷料四种产品均

获得《Ⅱ类医疗器械注册证》并上市销售，系列修复材料年产达到 4000 万支（片、

管）。正在临床及型检的产品有鼻粘膜修复敷料、肛肠粘膜修复敷料、妇科粘

膜修复敷料、体内止血敷料和体内填充敷料等。 

系列产品可促进创面愈合与受损组织修复，适用于预防和修复口腔粘膜、

口腔溃疡；预防、辅助治疗因烧烫伤、创伤和外科所引起的疤痕形成；抑制和

缓解皮肤炎症，辅助治疗特应性皮炎、儿童湿疹等。到目前为止，系列产品在

国内 30 个省市 1000 多家医院广泛应用，受益各类患者 1000 余万例，总有效率

95%以上。系列产品可加速受损组织愈合时间，减轻患者痛苦，临床功效显著高

于同类产品，提升了我国医用修复材料的国际竞争力，创造了很好的经济和社

会效益。 

部分应用单位使用情况 

 应用单位名称 应用成果 

应用起止 

时间 

应用单位 

联系人及电话 

经济/社会效

益（万元/例） 

1 陕西巨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全套技术 2012-今 叶娟 18509221372 38232 

2 西安巨子生物基因技术公司 全套技术 2012-今 严建亚 13319296090 33762 

3 上海迹然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产品 2015-今 汤金辉 13770835859 1076 

4 北京华誉德润化工产品有限公司 产品 2013-今 杨英泽 13511061731 1010 

5 成都诺力医疗技术有限公司 产品 2013-今 于文 13910952603 7525 

6 广州素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产品 2013-今 卢旺 18940055833 4108 

7 杭州可丽金贸易有限公司 产品 2014-今 赖春芳 18857121215 1937 



8 北京康美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产品 2013-今 宇良 13601017367   7980 

9 青岛亿嘉琏美容保健有限公司 产品 2013-今 邳凤娟 13581990512 1418 

10 北京盛妆家化有限公司 产品 2013-今 刘海伦 13911783651 8165 

11 四川禾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产品 2013-今 黄辉 13980730063 3519 

12 四川省天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 2014-今 黄雷 18116681111 2600 

13 西安创客村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 产品 2015-今 严健 18602960199 51530 

14 北京军区总医院 产品 2013-今 宋克敏 13552833355  

15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总医院 产品 2013-今 魏晓凤 13681113168  

 

主要知识产权证明目录（不超过 10 件） 

知识产权

类别 

知识产权

具体名称 

国家 

（地区） 

授权号 

授权

日期 

证书编号 权利人 发明人 

发明专利

有效状态 

发明专利 

重组胶原

蛋白 

中国 

ZL2011

103278

73.X 

2013

.12.

18 

1363240 

陕西 

巨子 

范代娣 

马晓轩 

严建亚 

张兵 

有效 

发明专利 

一株高效

表达类人

胶原蛋白

的 ptsG 基

因敲除重

组菌及构

建方法和

蛋白表达 

中国 

ZL2013

101574

11.7 

2015

.01.

07 

1563250 

西北 

大学 

范代娣 

骆艳娥 

马晓轩 

有效 

发明专利 

一种具有

生物修复

活性及优

良降解性

能的水凝

胶及制备

方法 

中国 

ZL2013

102640

46.X 

2015

.07

．29 

1739406 

陕西 

巨子 

范代娣 

马晓轩 

张婧婧 

有效 

发明专利 

一种制备

可生物降

解组织工

程用仿生

人工骨材

料的方法 

中国 

ZL2009

100230

01.7 

2013

.03.

06 

1144888 

西北 

大学 

范代娣 

朱晨辉 

马晓轩 

米钰 

马沛 

朱晓丽 

薛文娇 

有效 



惠俊峰 

骆艳娥 

高琛 

发明专利 

一种降解

速率可控

的微孔淀

粉及其制

备方法 

中国 

ZL2013

106986

17.0 

2015

.05.

06 

1657706 

西北 

大学 

范代娣 

马晓轩 

段志广 

杨婵媛 

蒙俊桦 

王琪凯 

有效 

发明专利 

重组胶原

蛋白及含

氟纳米羟

基磷灰石

复合胶原

蛋白人工

骨 

中国 

ZL2011

103631

43.5 

2013

.08.

14 

1253217 

陕西 

巨子 

范代娣 

惠俊峰 

严建亚 

有效 

发明专利 

类人胶原

蛋白及类

人胶原蛋

白注射型

软组织填

充材料 

中国 

ZL2011

103631

21.9 

2014

.05.

21 

1407112 

陕西 

巨子 

范代娣 

马晓轩 

严建亚 

有效 

发明专利 

一种双亲

性单分散

羟基磷灰

石单晶纳

米棒的制

备方法 

中国 

ZL2011

103631

23.8 

2014

.09.

03 

1474337 

陕西 

巨子 

范代娣 

惠俊峰 

严建亚 

有效 

发明专利 

一种增强

成骨活性

的复合人

工骨及其

制备方法 

中国 

ZL2014

101598

05.0 

2016

．02

．17 

1956506 

陕西 

巨子 

范代娣 

惠俊峰 

马晓轩 

米钰 

范慧 

有效 

发明专利 

一种增强

生物相容

性的人工

骨支架材

料及其制

备方法 

中国 

ZL2014

101610

18.X 

2016

．05

．25 

2081983 

陕西 

巨子 

范代娣 

马晓轩 

惠俊峰 

有效 

 

 



主要完成人情况表 

姓    名 范代娣 性别 女 排    名 1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65-12-23 

出 生 地 陕西蒲城 民    族 
汉 

身份证号 
610103196512233664 

归国人员 是 归国时间 
2000-7-12 

技术职称 
教授 

最高学历 博士 最高学位 
博士 

毕业学校 
华东理工大学 

毕业时间 1994.7 所学专业 
生物化工 

电子邮箱 
fandaidi@nwu.edu.cn 

办公电话 02988305118 移动电话 
13809193640 

通讯地址 西安碑林区太白北路 229号西北大学化工学院 邮政编码 710069 

工作单位 西北大学 行政职务 院长 

二级单位 化工学院&生物医药研究院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西北大学 

所 在 地 陕西西安 

单位性质 事业单位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2007-6-1至 2013-12-31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项目负责人，13件授权发明专利的发明人，对发明点的（1）-（3）均有重大贡献。主要贡

献包括：（1）整体负责项目的选题、筹划、实施、审核和方案制定；（2）带领课题组基于

生物学性能优异的类人胶原蛋白研发系列新型湿性可修复敷料，并解决了其规模生产中高

粘蛋白体系的混合与传递、无菌保持以及蛋白类医用敷料的常温保存问题，成功实现了系

列类人胶原蛋白敷料的产业化，相关产品有 4 种已获得《Ⅱ类医疗器械注册证》并上市销

售，“可复美类人胶原蛋白敷料”获得国家重点新产品、西安名牌产品称号。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情况： 

2013 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类人胶原蛋白生物材料的创制及应用》，

1/6,2013-F-306-2-01-R01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国家科学技术

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守评审工

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

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

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

形。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被提名的唯一项目。如有材料

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

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

成人情况表内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

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

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

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

的情形。如产生争议，愿意积极配合

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

人被提名无异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姓    名 马晓轩 性别 男 排    名 2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77 年 2月 

出 生 地 陕西西安 民    族 
汉 

身份证号 
610103197702013632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教授 

最高学历 博士 最高学位 
博士 

毕业学校 
西北大学 

毕业时间 2005.7 所学专业 
生物化工 

电子邮箱 
xiaoxuanma@163.com 

办公电话 02988305118 移动电话 
13572071508 

通讯地址 西安市高新区锦业路 69号创业研发园 C区 20号 邮政编码 710077 

工作单位 陕西巨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行政职务 总经理 

二级单位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陕西巨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所 在 地 陕西西安 

单位性质 企业单位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2007-6-1至 2013-12-31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项目主要参加者，10件授权专利的发明人，对发明点的（1）-（3）均有重大贡献。主要贡

献包括：（1）负责类人胶原蛋白生物材料的发酵生产研究，为系列新型湿性可修复敷料的

研制提供基础原料。（2）负责系列类人胶原蛋白敷料产品的 II类医疗器械报批工作。（3）

负责可复美类人胶原敷料、可愈类人胶原敷料、可复平粘膜修复敷料、可痕疤痕修复敷料

的规模化生产研究。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情况： 

2013 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类人胶原蛋白生物材料的创制及应用》，

2/6,2013-F-306-2-01-R02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国家科学技术

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守评审工

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

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

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

形。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被提名的唯一项目。如有材料

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

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

成人情况表内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

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

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

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

的情形。如产生争议，愿意积极配合

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

人被提名无异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姓    名 惠俊峰 性别 男 排    名 3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75 年 7 月 

出 生 地 陕西蒲城 民    族 
汉 

身份证号 
612101197507270018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教授 

最高学历 博士 最高学位 
博士 

毕业学校 
西北大学 

毕业时间 2010.6 所学专业 
生物化工 

电子邮箱 
huijunfeng@126.com 

办公电话 02988305118 移动电话 
13571975094 

通讯地址 西安碑林区太白北路 229号西北大学化工学院 邮政编码 710069 

工作单位 
西北大学 

行政职务 系主任 

二级单位 
化工学院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西北大学 

所 在 地 陕西西安 

单位性质 事业单位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2007-6-1至 2013-12-31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项目主要参加者，7 件授权专利的发明人，对发明点的（1）-（3）均有重大贡献。主要贡

献包括：（1）主要进行了可复美类人胶原蛋白敷料的制备工艺优化、理化性质和生物学性

能等方面的研究工作；（2）研究开发了适合于制备高粘蛋白体系剪切不耐受型敷料的新型

多涡流混合搅拌器。该多涡流搅拌器可以在低剪切力下实现高粘性蛋白物料的均匀混合，

解决了过度灭菌引起敷料功效损失而缩短灭菌时间可能引起局部微生物残留导致临床安全

隐患的矛盾，保证了医用敷料的临床安全性。本项目的工作时间占本人同期工作总量的 70%

左右。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情况： 

2013 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类人胶原蛋白生物材料的创制及应用》，

4/6,2013-F-306-2-01-R04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国家科学技术

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守评审工

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

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

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

形。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被提名的唯一项目。如有材料

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

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

成人情况表内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

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

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

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

的情形。如产生争议，愿意积极配合

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

人被提名无异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姓    名 米钰 性别 男 排    名 4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68 年 11 月 

出 生 地 陕西西安 民    族 
汉 

身份证号 
610103196811273658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教授 

最高学历 博士 最高学位 
博士 

毕业学校 
西北大学 

毕业时间 2005.7 所学专业 
生物化工 

电子邮箱 
mi_yu@nwu.edu.cn 

办公电话 02988305118 移动电话 
13572539005 

通讯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创业研发园 C区 20号 邮政编码 710069 

工作单位 
西安巨子生物基因技术有限公司 

行政职务  

二级单位 
 

党    派 致公党 

完成单位 西安巨子生物基因技术有限公司 

所 在 地 陕西西安 

单位性质 企业单位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2007-6-1至 2013-12-31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项目主要参加者，3 件授权专利的发明人，对发明点的（1）-（3）均有重大贡献。主要贡

献包括：（1）主要进行乳剂、膏剂、霜剂及凝胶型类人胶原蛋白不同功效敷料及制备技术

研究，通过构建合适的水相-油相-胶原蛋白分子与皮肤表面之间的微环境，研发出针对不

同用途、不同肤质及高效透皮吸收速率的湿性敷料；（2）主要从事类人胶原蛋白敷料的中

试放大工艺的方案设计及研究，确立了影响敷料性质的工程因素及限制因素，揭示了敷料

的物理性状、生物相容性与关键工艺参数的偶联性，获得了类人胶原蛋白敷料的中试放大

工艺，为早日实现产业化并应用于临床奠定基础。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情况： 

2013 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类人胶原蛋白生物材料的创制及应用》，

5/6,2013-F-306-2-01-R05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国家科学技术

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守评审工

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

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

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

形。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被提名的唯一项目。如有材料

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

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

成人情况表内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

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

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

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

的情形。如产生争议，愿意积极配合

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

人被提名无异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姓    名 马沛 性别 男 排    名 5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71 年 4 月 

出 生 地 陕西西安 民    族 
汉 

身份证号 
110108197104306316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副教授 

最高学历 博士 最高学位 
博士 

毕业学校 
西北大学 

毕业时间 2013.7 所学专业 
生物化工 

电子邮箱 
mapei@nwu.edu.cn 

办公电话 02988305118 移动电话 
13720619066 

通讯地址 西安碑林区太白北路 229号 西北大学化工学院 邮政编码 710069 

工作单位 
西北大学 

行政职务  

二级单位 
化工学院 

党    派  

完成单位 西北大学 

所 在 地 陕西西安 

单位性质 事业单位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2007-6-1至 2013-12-31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项目主要参加者，1件授权专利的发明人，2项鉴定成果的参与人，对发明点的（1）、（3）

有重大贡献。主要贡献包括：（1）主要进行乳剂、膏剂、霜剂及凝胶型类人胶原蛋白不同

功效敷料及制备技术研究；（2）主要进行敷料常温保藏的研究，通过构建具有电荷屏蔽和

空间位阻的大分子聚合物稳定体系来提高蛋白产品的稳定性，使研发的新型敷料具有很好

的温度适应性，无须冷链保存，在温度不大于 40℃常温范围两年内功效维持不变。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情况：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国家科学技术

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守评审工

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

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

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

形。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被提名的唯一项目。如有材料

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

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

成人情况表内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

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

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

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

的情形。如产生争议，愿意积极配合

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

人被提名无异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姓    名 朱晨辉 性别 女 排    名 6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72 年 1 月 

出 生 地 陕西大荔 民    族 
汉 

身份证号 
612127197201068662 

归国人员 是 归国时间 
2013.7 

技术职称 
教授 

最高学历 博士 最高学位 
博士 

毕业学校 
西北大学 

毕业时间 2008.7 所学专业 
生物化工 

电子邮箱 
1092062646@qq.com 

办公电话 02988305118 移动电话 
13572061132 

通讯地址 西安碑林区太白北路 229号 西北大学化工学院 邮政编码 710069 

工作单位 
西北大学 

行政职务  

二级单位 
化工学院 

党    派 致公党 

完成单位 西北大学 

所 在 地 陕西西安 

单位性质 事业单位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2007-6-1至 2013-12-31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项目主要参加者，2件授权专利的发明人，对发明点的（2）、（3）有重大贡献。（1）负责类

人胶原材料促促细胞生长功能的研发及生物相容性等方面的研发工作。（2）以类人胶原蛋

白为基础研制开发了针对不同用途、不同肤质及高效透皮吸收速率的湿性敷料。（3）负责

类人胶原蛋白敷料材料的生物相容性研究。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情况： 

2013 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类人胶原蛋白生物材料的创制及应用》，

3/6,2013-F-306-2-01-R03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国家科学技术

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守评审工

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

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

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

形。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被提名的唯一项目。如有材料

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

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

成人情况表内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

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

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

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

的情形。如产生争议，愿意积极配合

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

人被提名无异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 

完成人范代娣、惠俊峰、马沛、朱晨辉均为西北大学化工学院教师及陕西省生

物材料创新团队核心成员，马晓轩为陕西巨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米钰

为西安巨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核心研究人员，上述人员已进行了长期的合作。  

范代娣为本项目负责人，是本项目ZL 201110327873.X等13项专利的主要发明

人，是本项目多篇论文的主要作者，是陕西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项目“重组全长人胶

原蛋白的发酵合成及应用”以及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技术发明奖一等奖项目

“系列新型湿性修复敷料的研制与应用”的第一完成人。惠俊峰、马沛、朱晨辉均为

本项目骨干，分别为本项目多项专利的发明人、多篇研究论文的作者以及成果鉴定

的完成人，在体系构建、发酵工艺、分离纯化、系列敷料的制备工艺研发、中试及

产业化生产、系列敷料的不同剂型的制备技术及功效性研究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马晓轩在本项目中主要负责系列敷料产品的中试和产业化生产，米钰主要负责

基因工程菌高密度发酵制备及工艺优化，均是本项目相关鉴定成果或发明专利的重

要完成人。上述二人与西北大学团队长期合作，联合攻关，在产业化生产、GMP车间

的设计和改造、相关生产设备的设计和检测仪器的配置及相关标准的制订、临床实

验和注册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为系列修复敷料产品的开发提供了可靠的资金和

硬件、软环境及生产质量体系方面的保证，对西北大学成果在其所在企业的应用转

化和产业化进程做出了重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