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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解决宠物泪痕的功能性食品及其制备

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宠物食品及食品加工技术领域，

具体涉及一种解决宠物泪痕的功能性食品及其

制备方法。一种解决宠物泪痕的功能性食品，包

括以下重量份的制备原料：鸡胸肉20‑40份、牛肉

5‑10份、巴沙鱼肉8‑12份、鸡蛋黄2‑6份、淀粉12‑

18份、芥蓝4‑7份、加酶益生素3‑6份、胡萝卜3‑8

份、食盐1‑2份、植物油2‑6份、维生素1‑5份、矿物

元素螯合物1‑3份、蓝莓提取物4‑8份、丁香1‑6

份、油茶壳提取物10‑18份。本发明的宠物保健品

适口性好，稳定性强，营养均衡，易于消化吸收，

清热降火，能够抑制眼部细菌的繁殖。长期使用

还可以提高宠物皮毛光泽，使其光泽鲜亮，光滑

柔顺，增强宠物免疫力，预防骨质疏松、提升宠物

体能。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11页

CN 110651895 B

2022.12.20

CN
 1
10
65
18
95
 B



1.一种解决宠物泪痕的功能性食品，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重量份的制备原料：鸡胸肉

20‑40份、牛肉5‑10份、巴沙鱼肉8‑12份、鸡蛋黄2‑6份、淀粉12‑18份、芥蓝4‑7份、加酶益生

素3‑6份、胡萝卜3‑8份、食盐1‑2份、植物油2‑6份、维生素1‑5份、矿物元素螯合物1‑3份、蓝

莓提取物4‑8份、丁香1‑6份、油茶壳提取物10‑18份、10‑20份改性壳聚糖；所述改性壳聚糖

为羧甲基改性壳聚糖微球；

所述解决宠物泪痕的功能性食品的制备原料还包括马齿苋提取物；

所述马齿苋提取物的提取方法至少包括以下步骤：

a将马齿苋药材晒干，粉碎过65目筛，得到马齿苋粉末；

b将马齿苋粉末加入搅拌器内，避光条件下加入料液比为1：1，质量分数为1.5‑2.5％的

草酸溶液，搅拌均匀，随后加入质量分数为0.8‑1.2％的草酸溶液稀释，摇匀，过滤，将滤液

浓缩，干燥，即得；

所述齿苋提取物的质量为油茶壳提取物质量的12‑16%；

所述油茶壳提取物的提取方法至少包括以下步骤：将油茶壳洗净晾干，粉碎过40目筛

得到油茶壳粉末，取适量油茶壳粉末加入乙醇水溶液，使料液比为1：15，在55‑75℃下提取

90min，再将提取液进行真空抽滤，滤液在35‑45℃下真空浓缩，再次冷冻干燥，低温保存，得

到油茶壳提取物；

所述乙醇水溶液为质量分数是70%的乙醇水溶液。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解决宠物泪痕的功能性食品，其特征在于，所述淀粉选自大米淀

粉、玉米淀粉、马铃薯淀粉、木薯淀粉中的至少一种。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解决宠物泪痕的功能性食品，其特征在于，所述植物油选自橄榄

油、花生油、葡萄籽油、椰子油、大豆油、菜籽油、黑芝麻油、白芝麻油、核桃油、山茶籽油、棉

子油、葵花子油、亚麻油、薏仁油、米糠油中的至少一种。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解决宠物泪痕的功能性食品，其特征在于，所述维生素选自维生

素A、维生素B1、维生素B2、维生素B3、维生素B6、维生素B12、维生素C、维生素E、维生素D、叶酸、

泛酸和生物素中的至少一种。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解决宠物泪痕的功能性食品，其特征在于，所述矿物元素螯合物

选自螯合铁、螯合锰、螯合锌、螯合铜中的至少一种。

6.一种根据权利要求1‑5任一项所述解决宠物泪痕的功能性食品的制备方法，其特征

在于，至少包括以下步骤：

（1）将上述原料加入斩拌机内斩拌并混合均匀，得到混合物料；

（2）将混合物料通过挤出装置挤出，烘干，烘干温度35‑45℃，时间6‑8h；室温冷却1‑2h，

杀菌、切断、包装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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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解决宠物泪痕的功能性食品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宠物食品及食品加工技术领域，更具体地，本发明涉及一种解决宠物

泪痕的功能性食品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宠物的认识和养宠的观念也在

不断改进，宠物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情况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有些品种的宠物由于特

殊的生理结构导致容易流眼泪，过多的眼泪会顺着眼角流下，从而在眼睛附近形成泪痕，特

别是一些浅色毛发的宠物更为明显，严重影响了宠物的美观度。

[0003] 导致宠物形成泪斑的原因很多，一般根据其成因将其分为外源性和内源性因素，

而其中内源性因素占到了90％以上。宠物泪腺分泌泪液过多，无法从鼻泪目管排除，就会从

眼角流出眼泪，过量泪水沾湿毛发会成为细菌的滋生地，留下泪痕，影响美观，泪痕的产生

除了与宠物自身泪道狭窄或闭塞有关外，宠物的膳食也会影响泪痕的形成和加重。

[0004] 目前，饲养宠物的首选是商品粮，如猫粮，狗粮等，因为每一种宠物粮都是由专业

的宠物营养师根据宠物的自身生理营养需求而设计的，里面含有宠物必需的蛋白质、维生

素、矿物质等，而且易于保存，不易变质，但是市售的商品宠物粮只能满足宠物的基本营养

需求，如果要从根本解决宠物泪痕的问题则需要特殊的营养成分，研究表明，一些中草药提

取物在解决宠物泪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目前，一些商品宠物粮的营养改善方案是直接添

加改善泪痕的中草药，而这在实际生产中存在香味不够浓郁、适口性差、成本高的、宠物稳

定性、营养不均衡问题。因此，研制开发一种成本低廉、营养全面、功能丰富、绿色健康、适合

大众消费的全新配方宠物功能性食品将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第一个方面提供了一种解决宠物泪痕的功能性食品，

包括以下重量份的制备原料：鸡胸肉20‑40份、牛肉5‑10份、巴沙鱼肉8‑12份、鸡蛋黄2‑6份、

淀粉12‑18份、芥蓝4‑7份、加酶益生素3‑6份、胡萝卜3‑8份、食盐1‑2份、植物油2‑6份、维生

素1‑5份、矿物元素螯合物1‑3份、蓝莓提取物4‑8份、丁香1‑6份、油茶壳提取物10‑18份。

[0006] 作为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解决宠物泪痕的功能性食品的制备原料还包括

10‑20份改性壳聚糖。

[0007] 作为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改性壳聚糖为羧甲基改性壳聚糖微球。

[0008] 作为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淀粉选自大米淀粉、玉米淀粉、马铃薯淀粉、木薯

淀粉中的至少一种。

[0009] 作为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植物油选自橄榄油、花生油、葡萄籽油、椰子油、大

豆油、菜籽油、黑芝麻油、白芝麻油、核桃油、山茶籽油、棉子油、葵花子油、亚麻油、薏仁油、

米糠油中的至少一种。

[0010] 作为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维生素包括维生素A、维生素B1、维生素B2、维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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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维生素B6、维生素B12、维生素C、维生素E、维生素D、叶酸、泛酸和生物素中的至少一种。

[0011] 作为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矿物元素螯合物选自螯合铁、螯合锰、螯合锌、螯

合铜中的至少一种。

[0012] 作为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解决宠物泪痕的功能性食品的制备原料还包括马

齿苋提取物。

[0013] 作为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马齿苋提取物的质量为油茶壳提取物质量的12‑

16％。

[0014] 本发明第二个方面提供了如上所述一种解决宠物泪痕的功能性食品的制备方法，

至少包括以下步骤：

[0015] (1)将上述原料加入斩拌机内斩拌并混合均匀，得到混合物料；

[0016] (2)将混合物料通过挤出装置挤出，烘干，烘干温度35‑45℃，时间6‑8h；室温冷却

1‑2h，杀菌、切断、包装即可。

[0017] 有益效果：本发明通过对制备原料的筛选和组合，使制得的宠物功能性食品具有

类似肉味且较为清香的味道，适口性好，稳定性强，营养均衡，易于消化吸收，清热降火，能

够抑制眼部细菌的繁殖。长期使用还可以提高宠物皮毛光泽，使其光泽鲜亮，光滑柔顺，增

强宠物免疫力，预防骨质疏松、提升宠物体能。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参选以下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法的详述以及包括的实施例可更容易地理解本发

明的内容。除非另有限定，本文使用的所有技术以及科学术语具有与本发明所属领域普通

技术人员通常理解的相同的含义。当存在矛盾时，以本说明书中的定义为准。

[0019] 如本文所用术语“由…制备”与“包括”同义。本文中所用的术语“包括”、“具有”、

“含有”或其任何其它变形，意在覆盖非排它性的包括。例如，包括所列要素的组合物、步骤、

方法、制品或装置不必仅限于那些要素，而是可以包括未明确列出的其它要素或此种组合

物、步骤、方法、制品或装置所固有的要素。

[0020] 连接词“由…组成”排除任何未指出的要素、步骤或组分。如果用于权利要求中，此

短语将使权利要求为封闭式，使其不包括除那些描述的材料以外的材料，但与其相关的常

规杂质除外。当短语“由…组成”出现在权利要求主体的子句中而不是紧接在主题之后时，

其仅限定在该子句中描述的要素；其它要素并不被排除在作为整体的所述权利要求之外。

[0021] 当量、浓度、或者其它值或参数以范围、优选范围、或一系列上限优选值和下限优

选值限定的范围表示时，这应当被理解为具体公开了由任何范围上限或优选值与任何范围

下限或优选值的任一配对所形成的所有范围，而不论该范围是否单独公开了。例如，当公开

了范围“1至5”时，所描述的范围应被解释为包括范围“1至4”、“1至3”、“1至2”、“1至2和4至

5”、“1至3和5”等。当数值范围在本文中被描述时，除非另外说明，否则该范围意图包括其端

值和在该范围内的所有整数和分数。

[0022] 单数形式包括复数讨论对象，除非上下文中另外清楚地指明。“任选的”或者“任意

一种”是指其后描述的事项或事件可以发生或不发生，而且该描述包括事件发生的情形和

事件不发生的情形。

[0023] 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中的近似用语用来修饰数量，表示本发明并不限定于该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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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还包括与该数量接近的可接受的而不会导致相关基本功能性的改变的修正的部分。

相应的，用“大约”、“约”等修饰一个数值，意为本发明不限于该精确数值。在某些例子中，近

似用语可能对应于测量数值的仪器的精度。在本申请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中，范围限定可

以组合和/或互换，如果没有另外说明这些范围包括其间所含有的所有子范围。

[0024] 此外，本发明要素或组分前的不定冠词“一种”和“一个”对要素或组分的数量要求

(即出现次数)无限制性。因此“一个”或“一种”应被解读为包括一个或至少一个，并且单数

形式的要素或组分也包括复数形式，除非所述数量明显旨指单数形式。

[0025] 本发明第一个方面提供了一种解决宠物泪痕的功能性食品，包括以下重量份的制

备原料：鸡胸肉20‑40份、牛肉5‑10份、巴沙鱼肉8‑12份、鸡蛋黄2‑6份、淀粉12‑18份、芥蓝4‑

7份、加酶益生素3‑6份、胡萝卜3‑8份、食盐1‑2份、植物油2‑6份、维生素1‑5份、矿物元素螯

合物1‑3份、蓝莓提取物4‑8份、丁香1‑6份、油茶壳提取物10‑18份。

[0026] 在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中，所述解决宠物泪痕的功能性食品的制备原料还包括

10‑20份改性壳聚糖。

[0027] 在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中，所述解决宠物泪痕的功能性食品的制备原料还包括马

齿苋提取物。

[0028] 改性壳聚糖

[0029] 本发明所述改性壳聚糖是指对壳聚糖结构中的羟基和氨基进行改性，使其发挥更

大的抑菌、保鲜、提升食品品质的功效。

[0030] 在一种实施方式中，所述改性壳聚糖为羧甲基改性壳聚糖微球。

[0031] 在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中，所述羧甲基改性壳聚糖微球的制备方法至少包括以下

步骤：

[0032] A将重均分子量在3000‑50000的低聚壳聚糖溶于水中，膨化24h，慢慢加入单氯乙

酸，搅拌完全溶解后加入碳酸钠溶液调节pH至7.5‑8.5，随后在85‑95℃下反应3h，冷却后过

滤，滤液用盐酸溶液调pH，析出沉淀，静置，去除上清液，沉淀用乙醇洗涤，55‑65℃干燥后将

其溶于醋酸溶液中，得到改性壳聚糖醋酸溶液；

[0033] B取液体石蜡作为油相，加入一定量的表面活性剂Span  80，搅拌均匀后，得到含有

Span  80的液体石蜡；将改性壳聚糖醋酸溶液缓慢逐滴加到含有Span  80的液体石蜡中，35‑

45℃下乳化1.5‑2.5h，形成稳定的油包水乳液，然后逐滴加入甲醛溶液，交联固化3‑5h后冷

却至室温，将产物经离心分离，弃去上层油相，得到的离心产物经无水乙醇洗涤、干燥得到

改性壳聚糖微球。

[0034] 所述碳酸钠溶液为质量分数是10％的碳酸钠水溶液。

[0035] 所述盐酸溶液为质量分数是1％的盐酸水溶液。

[0036] 所述醋酸溶液为质量分数是3％的醋酸水溶液。

[0037] 发明人在研究过程中发现，本申请通过加入改性壳聚糖微球，可提高抑菌能力、防

止骨质疏松、提高免疫力。可能的原因是，对壳聚糖引入羧甲基，可以改变氨基的正电性强

弱，增强壳聚糖的杀菌抑菌活性，另外，改性后的壳聚糖呈微球状，由于其尺寸小，比表面积

大，功能基在表面的富集，具有良好的鳌合能力，它和磷酸钙的鳌合有利于成骨作用，可预

防骨质疏松。另外，经过长期研究本发明人还发现，改性壳聚糖能够吸附油茶壳提取物中的

鞣酸，从而去除涩味，提高宠物粮食的适口性，另外，改性壳聚糖微球还可以作为酶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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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酶的稳定性，提高加酶益生素的使用率。

[0038] 马齿苋提取物

[0039] 本发明所述马齿苋取物是指将马齿苋中药进行提取得到的物质。所述马齿苋为石

竹目、马齿苋科一年生肉质草本植物，是药食同源野生植物之一，既有保健功能，又有药用

价值。马齿苋含有丰富的二羟乙胺、苹果酸、葡萄糖、钙、磷、铁以及维生素E、胡萝卜素、维生

素B、维生素C等营养物质。马齿苋在营养上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它的ω‑3脂肪酸含量高于人

和植物。ω‑3脂肪酸能抑制人体对胆固酸的吸收，降低血液胆固醇浓度，改善血管壁弹性，

对防治心血管疾病很有利。

[0040] 在一种实施方式中，所述马齿苋提取物的质量为油茶壳提取物质量的12‑16％。

[0041] 在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中，所述马齿苋提取物的提取方法至少包括以下步骤：

[0042] a将马齿苋药材晒干，粉碎过65目筛，得到马齿苋粉末；

[0043] b将马齿苋粉末加入搅拌器内，避光条件下加入料液比为1：1，质量分数为1.5‑

2.5％的草酸溶液，搅拌均匀，随后加入质量分数为0.8‑1.2％的草酸溶液稀释，摇匀，过滤，

将滤液浓缩，干燥，即得。

[0044] 所述料液比为马齿苋粉末的质量和草酸溶液的体积之比。

[0045] 发明人经过长时间的研究发现，马齿苋提取物的添加量为油茶壳提取物质量的

12‑16％时，宠物功能性食品可以起到清热护眼、提高免疫力和稳定性的效果。可能的原因

是油茶壳提取物中具有多电子的羟基部分且芳环上的共轭双键使电子在分子中得到稳定，

可在体内形成惰性化合物，保护和稳定马齿苋提取物，有助于马齿苋提取物中营养物质的

吸收和利用，延长马齿苋提取物中的营养物质在宠物体内发生功效的时间，最大发挥清热

护眼、提高免疫力的效果，进而也提高了功能性食品的稳定性。另外，马齿苋提取物还具有

维持消化系统正常运转、提高宠物的免疫调节的功能。

[0046] 鸡胸肉

[0047] 本发明所述鸡胸肉，是鸡身上最大的两块肉。鸡胸肉是在胸部里侧的肉，形状像斗

笠，胸脯肉。肉质细嫩，滋味鲜美，营养丰富，能滋补养身。鸡胸肉蛋白质含量较高，且易被吸

收利用，有增强体力、强壮身体的作用，所含对生长发育有重要作用的磷脂类。同时鸡肉有

益五脏，补虚损，补虚健胃、强筋壮骨、活血通络、调月经、止白带等作用。鸡胸肉中富含的咪

唑二肽具有改善记忆功能的作用。

[0048] 本发明所述的鸡胸肉为符合卫生标准的市售产品。

[0049] 牛肉

[0050] 本发明所述牛肉为牛科动物黄牛的肉。黄牛肉性温，具有补脾胃、益气血、强筋骨

等功能。主治脾胃虚弱、气血不足、虚劳赢瘦、腰膝酸软、消渴、吐泻、痞积、水肿等。牛肉的主

要成分包括蛋白质、脂肪、维生素B1、维生素B2、钙、锌、磷、血红素铁、胆甾醇，具有高蛋白质、

低脂肪、矿物质多等特点。牛肉蛋白质所含必需氨基酸甚多，故其营养价值甚高。

[0051] 本发明所述的鸡胸肉为符合卫生标准的市售产品。

[0052] 巴沙鱼肉

[0053] 本发明所述巴沙鱼肉，其肉质细腻、味道鲜美，含丰富维生素、矿物质(主要是钙)

等营养元素。所述巴沙鱼，是东南亚国家重要的淡水养殖品种。它属鲶形目鱼类，属芒鲶属

的芒鲶为无鳞鱼类。是湄公河流域中一种特有的优质经济鱼类，越南音译为“卡巴沙”，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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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三块脂肪鱼”，因为该鱼在生长过程中，腹腔内积累有三块较大的油脂，约占体重的

58％。巴沙鱼的适应性很强，它食性广、耐缺氧、不易生病，对水质要求不高，特别适合高密

度养殖，而且它生长十分迅速，鱼苗投放8个月就能长到商品鱼规格。巴沙鱼相对于龙利鱼

来说性价比高，在营养上并没有显著差异，但价格便宜很多。巴沙鱼肉质白嫩，无肌间小刺，

利于加工，且没有土腥气，可做成各种鱼制品小零食。

[0054] 鸡蛋黄

[0055] 本发明所述鸡蛋黄是指鸡蛋里面的蛋黄。蛋黄中含有丰富的脂肪，包括中性脂肪、

卵磷脂、胆固醇等；也含有丰富的钙、磷、铁等矿物质；同时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是高生

物价的蛋白质；而且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其中以维生素A、维生素D、维生素B最多。

[0056] 蛋黄中的卵磷脂被人体消化后可以释放出胆碱，胆碱通过血液到达大脑，可以避

免智力衰退，增强记忆力；医学专家说卵磷脂为老年性痴呆的克星；蛋黄中的卵磷脂可促进

肝细胞再生，还可提高人体血浆蛋白的含量，促进机体的新陈代谢，增强免疫力。

[0057] 淀粉

[0058] 本发明所述淀粉是高分子碳水化合物，是由葡萄糖分子聚合而成的。其基本构成

单位为α‑D‑吡喃葡萄糖，分子式为C6H12O6。

[0059] 在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中，所述淀粉选自大米淀粉、玉米淀粉、马铃薯淀粉、木薯

淀粉中的至少一种。

[0060] 在一种更优选的实施方式中，所述淀粉为玉米淀粉。

[0061] 在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中，所述玉米淀粉的粒径为0.8‑1.0mm。

[0062] 芥蓝

[0063] 本发明所述芥蓝为十字花科、芸薹属一年生草本植物。芥蓝中有一种独特的苦味

成分是金鸡纳霜，能抑制过度兴奋的体温中枢，起到消暑解热作用。它还含有大量膳食纤

维，能防止便秘。降低胆固醇，软化血管，预防心脏病等功效。有利水化痰、解毒祛风、消暑解

热、解劳乏、清心明目等功效，能润肠祛热气、下虚火、止牙龈出血，对肠胃热重、熬夜失眠、

虚火上升、牙龈肿胀出血等也有辅助治疗效果。

[0064] 加酶益生素

[0065] 本发明所述加酶益生素为多种有益菌、酶制剂和寡聚糖按一定比例搭配而成的复

合微生态制剂。有益菌主要包括芽孢杆菌、双歧杆菌、乳酸菌、酵母菌、光合菌等几十个菌

种；酶制剂主要包括纤维酶、半纤维素酶、果胶酶等酶制剂；寡聚糖主要包括果寡糖和甘露

寡糖等。所述加酶益生素在机体内还可代谢产生多种消化酶，多种未知促生长因子，B族维

生素，类胡萝卜素和抗菌物质。

[0066] 所述加酶益生素购买自四川威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0067] 胡萝卜

[0068] 本发明所述胡萝卜为伞形科植物胡萝卜的根。胡萝卜是一种质脆味美、营养丰富

的家常蔬菜，素有“小人参”之称。胡萝卜富含糖类、脂肪、蛋白质、挥发油、胡萝卜素、维生素

A、维生素B1、维生素B2、维生素C、花青素、铁、钙、铁等营养成分，另含果胶、淀粉、无机盐和多

种氨基酸。胡萝卜味甘、辛、性平，归脾、肝、肺经，功能主治：健脾和中；滋肝明目；化痰止咳；

清热解毒。主脾虚食少；体虚乏力；脘腹痛；泄痢；视物昏花；雀目；咳喘，百日咳；咽喉肿痛；

麻疹；水痘；疖肿；汤火伤；痔漏。长期食用胡萝卜，有助于健康长寿，能防止血管硬化，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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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压及减少心脏病，增强免疫功能，并具有益肝明目、通便、抗过敏、美丽容颜、预防感冒等

功效。

[0069] 植物油

[0070] 本发明所述植物油是由不饱和脂肪酸和甘油化合而成的化合物，广泛分布于自然

界中，是从植物的果实、种子、胚芽中得到的油脂。

[0071] 在一种实施方式中，所述植物油选自橄榄油、花生油、葡萄籽油、椰子油、大豆油、

菜籽油、黑芝麻油、白芝麻油、核桃油、山茶籽油、棉子油、葵花子油、亚麻油、薏仁油、米糠油

中的至少一种。

[0072] 在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中，所述植物油为葵花子油。

[0073] 维生素

[0074] 本发明所述维生素是人和动物为维持正常的生理功能而必须从食物中获得的一

类微量有机物质，在生长、代谢、发育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维生素既不参与构成人体

细胞，也不为人体提供能量。

[0075] 在一种实施方式中，所述维生素选自维生素A、维生素B1、维生素B2、维生素B3、维生

素B6、维生素B12、维生素C、维生素E、维生素D、叶酸、泛酸和生物素中的至少一种。

[0076] 在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中，所述维生素选自维生素A、维生素B1、维生素B2、维生素

B3、维生素B6、维生素B12、维生素C、维生素E、维生素D、叶酸、泛酸和生物素。

[0077] 所述维生素A、维生素B1、维生素B2、维生素B3、维生素B6、维生素B12、维生素C、维生

素E、维生素D、叶酸、泛酸和生物素的重量比为10：10：10：0.1：100：0.1：0.1：0.2：0.2：12：5：

55。

[0078] 所述维生素A对角膜细胞的成熟和角质层的形成至关重要，可以促进视觉细胞内

感官色素形成；所述维生素C对角质膜层中的脂质的形成起到一定作用并支持胶原蛋白合

成；所述维生素E有助于限制脂肪酸的氧化；所述维生素B3增加游离脂肪酸和神经酰胺的浓

度；所述维生素B7对脂质代谢和角质化过程极为重要，其与锌元素协同促进角质蛋白的形

成，从而改善被毛结构，并降低被毛的脆性，减少掉毛量。

[0079] 矿物元素螯合物

[0080] 本发明所述矿物元素螯合物是指用螯合剂与宠物必需的矿物元素制成的螯合物。

[0081] 在一种实施方式中，所述矿物元素螯合物选自螯合铁、螯合锰、螯合锌、螯合铜中

的至少一种。

[0082] 在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中，所述矿物元素螯合物为螯合铁、螯合锰、螯合锌的混合

物。

[0083] 在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中，所述螯合铁、螯合锰、螯合锌的质量比为1：1：2。

[0084] 蓝莓提取物

[0085] 本发明所述蓝莓提取物是指将蓝莓果实进行提取得到的物质。所述蓝莓果实色泽

美丽、悦目、蓝色，果肉细腻，种子极小，具清淡芳香。蓝莓果实中除了常规的糖、酸和VC外，

富含VE、VA、VB、SOD、熊果苷、蛋白质、花青苷、食用纤维以及丰富的K、Fe、Zn、Ca等矿质元素。

其中，由于蓝莓富含花青素，具有活化视网膜功效，可以强化视力，防止眼球疲劳而备受注

目。也是世界粮农组织推荐的五大健康水果之一。并且据美国、日本、欧洲科学家研究，经常

食用蓝莓制品，还可明显地增强视力，消除眼睛疲劳。医学临床报告也显示，蓝莓中的花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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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可以促进视网膜细胞中的视紫质再生，预防近视，增进视力。

[0086] 在一种实施方式中，所述蓝莓提取物的提取方法至少包括以下步骤：将蓝莓果实

烘干、粉碎后，加入乙醇，45‑55℃水浴加热提取0.5‑1.5h，重复1‑3次，过滤，合并滤液并浓

缩干燥，即得。

[0087] 在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中，所述蓝莓提取物的提取方法至少包括以下步骤：将蓝

莓果实于45‑55℃烘干、粉碎后，加入95％乙醇，45‑55℃水浴加热提取1h，重复2次，过滤，合

并滤液并浓缩干燥，即得。

[0088] 在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中，所述蓝莓为华南地区，坡度不超过10％的山坡地，土壤

pH为4.1‑5.4生长的蓝莓。

[0089] 所述华南地区包括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

行政区。

[0090] 所述坡度是地表单元陡缓的程度，通常把坡面的垂直高度和水平方向的距离的比

叫做坡度(或叫做坡比)。

[0091] 发明人经过长时间的研究发现，本申请中的蓝莓提取物，可以起到清热护眼、明目

去泪痕的效果。可能的原因是，当所述蓝莓选自坡度不超过10％的山坡地，土壤pH为4.1‑

5.4生长的蓝莓时，一方面适当的光照、气候以及土壤成分提高了合成黄酮类物质的活性基

团的反应活性，从而使生长出的蓝莓具有高含量的花青素；另一方面蓝莓韧皮薄壁细胞之

间以及与果肉细胞之间的胞间连丝密度较低，有利于花青素的溶出。另外，提取过程中乙醇

与花青素相互作用力较强，破坏了花青素分子结构内的氢键，从而促进花青素的析出。

[0092] 实施例中蓝莓购买自华南地区，平均重0.5‑2.5g，最大重5g，包括但不限于购买自

广州市万顺果品有限公司。

[0093] 丁香

[0094] 本发明所述丁香，为木犀科丁香属落叶灌木或小乔木。是紫丁香的简称。含丁香

油，油中主要含有丁香油酚、乙酰丁香油酚、甲基正戊基酮、水杨酸甲酯、葎草烯、苯甲醛、苄

醇、间甲氧基苯甲醛、乙酸苄酯、胡椒酚等。加入其可以提高宠物功能性食品的适口性。

[0095] 油茶壳提取物

[0096] 本发明所述油茶壳提取物中富含原花青素、木质素、黄酮、木糖醇等物质。油茶是

属山茶科，是一种常绿小乔木，是世界四大木本油料之一，油茶壳占油茶果重量的50‑60％。

[0097] 在一种实施方式中，所述油茶壳提取物的提取方法至少包括以下步骤：将油茶壳

洗净晾干，粉碎过40目筛得到油茶壳粉末。取适量油茶壳粉末加入乙醇水溶液，使料液比为

1：15，在55‑75℃下提取90min，再将提取液进行真空抽滤，滤液在35‑45℃下真空浓缩，再次

冷冻干燥，低温保存，得到油茶壳提取物。

[0098] 所述乙醇水溶液为质量分数是70％的乙醇水溶液。

[0099] 所述料液比为油茶壳粉末的质量和乙醇水溶液的体积之比。

[0100] 本发明第二个方面提供了如上所述一种解决宠物泪痕的功能性食品的制备方法，

至少包括以下步骤：

[0101] (1)将上述原料加入斩拌机内斩拌并混合均匀，得到混合物料；

[0102] (2)将混合物料通过挤出装置挤出，烘干，烘干温度35‑45℃，时间6‑8h；室温冷却

1‑2h，杀菌、切断、包装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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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3] 实施例

[0104] 为了更好的理解上述技术方案，下面将结合具体的实施方式对上述技术方案进行

详细的说明。有必要在此指出的是，以下实施例只用于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不能理解为

对本发明保护范围的限制，该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根据上述本发明的内容做出的一些非本

质的改进和调整，仍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另外，如果没有其它说明，所用原料都是市售

的。

[0105] 实施例1

[0106] 实施例1提供了一种解决宠物泪痕的功能性食品，包括以下重量份的制备原料：鸡

胸肉30份、牛肉7.5份、巴沙鱼肉10份、鸡蛋黄4份、淀粉15份、芥蓝5.5份、加酶益生素4.5份、

胡萝卜5.5份、食盐1.5份、植物油4份、维生素3份、矿物元素螯合物2份、蓝莓提取物6份、丁

香3.5份、油茶壳提取物14份、改性壳聚糖15份、马齿苋提取物2份。

[0107] 所述淀粉为玉米淀粉。

[0108] 所述植物油为葵花子油。

[0109] 所述矿物元素螯合物为螯合铁、螯合锰、螯合锌的混合物。

[0110] 所述螯合铁、螯合锰、螯合锌的质量比为1：1：2。

[0111] 所述维生素选自维生素A、维生素B1、维生素B2、维生素B3、维生素B6、维生素B12、维

生素C、维生素E、维生素D、叶酸、泛酸和生物素。

[0112] 所述维生素A、维生素B1、维生素B2、维生素B3、维生素B6、维生素B12、维生素C、维生

素E、维生素D、叶酸、泛酸和生物素的重量比为10：10：10：0.1：100：0.1：0.1：0.2：0.2：12：5：

55。

[0113] 所述蓝莓提取物的提取方法至少包括以下步骤：将蓝莓果实于50℃烘干、粉碎后，

加入质量分数为90％的乙醇水溶液，50℃水浴加热提取1h，重复2次，过滤，合并滤液并浓缩

干燥，即得。

[0114] 所述蓝莓购买自广州市万顺果品有限公司。

[0115] 所述油茶壳提取物的提取方法至少包括以下步骤：

[0116] 将油茶壳洗净晾干，粉碎过40目筛得到油茶壳粉末。取适量油茶壳粉末加入质量

分数为70％的乙醇水溶液，使料液比为1：15(g/ml)，在65℃的条件下提取90min，再将提取

液进行真空抽滤，滤液在40℃下真空浓缩，再次冷冻干燥，低温保存，得到油茶壳提取物。

[0117] 所述改性壳聚糖为羧甲基改性壳聚糖微球。

[0118] 所述羧甲基改性壳聚糖微球的制备方法至少包括以下步骤：

[0119] A将重均分子量在45000的低聚壳聚糖溶于水中，膨化24h，慢慢加入单氯乙酸，剧

烈搅拌完全溶解后加入质量分数为10％的碳酸钠溶液调节pH至8，随后在90℃下反应3h，冷

却后过滤，滤液用质量分数为1％的盐酸溶液调pH，析出沉淀，静置，去除上清液，沉淀用乙

醇洗涤，60℃干燥后将其溶于质量分数围为3％的醋酸溶液中，得到改性壳聚糖醋酸溶液；

[0120] B取液体石蜡作为油相，加入一定量的表面活性剂Span  80，搅拌均匀后，得到含有

Span  80的液体石蜡；将改性壳聚糖醋酸溶液缓慢逐滴加到含有Span  80的液体石蜡中，40

℃下乳化2h，形成稳定的油包水乳液，然后逐滴加入甲醛溶液，交联固化4h后冷却至室温，

将产物经离心分离，弃去上层油相，得到的离心产物经无水乙醇洗涤、干燥得到改性壳聚糖

微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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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1] 所述马齿苋提取物的提取方法至少包括以下步骤：

[0122] a将马齿苋药材晒干，粉碎过65目筛，得到马齿苋粉末；

[0123] b将马齿苋粉末加入搅拌器内，避光条件下加入料液比为1：1(g/ml)，质量分数为

2％的草酸溶液，搅拌均匀，随后加入质量分数为1％的草酸溶液稀释，摇匀，过滤，将滤液浓

缩，干燥，即得。

[0124] 上述一种解决宠物泪痕的功能性食品的制备方法，至少包括以下步骤：

[0125] 将上述各组分混合后粉碎，过80目筛，得到细粉；将细粉、水、羧甲基淀粉钠加入搅

拌机内搅拌均匀，随后于16目筛制粒，得湿粒；将所得湿粒烘干，14目筛整粒，最后用旋转式

压片机进行压片，即得。

[0126] 实施例2

[0127] 实施例2与实施例1基本相同，区别仅在于，包括以下重量份的制备原料：鸡胸肉20

份、牛肉5份、巴沙鱼肉8份、鸡蛋黄2份、淀粉12份、芥蓝4份、加酶益生素3份、胡萝卜3份、食

盐1份、植物油2份、维生素1份、矿物元素螯合物1份、蓝莓提取物4份、丁香1份、油茶壳提取

物10份、改性壳聚糖10份、马齿苋提取物1.2份。

[0128] 实施例3

[0129] 实施例3与实施例1基本相同，区别仅在于，包括以下重量份的制备原料：包括以下

重量份的制备原料：鸡胸肉40份、牛肉10份、巴沙鱼肉12份、鸡蛋黄6份、淀粉18份、芥蓝7份、

加酶益生素6份、胡萝卜8份、食盐2份、植物油6份、维生素5份、矿物元素螯合物3份、蓝莓提

取物8份、丁香6份、油茶壳提取物18份、改性壳聚糖20份、马齿苋提取物3.0份。

[0130] 对比例1

[0131] 对比例1与实施例1基本相同，区别仅在于，包括以下重量份的制备原料：鸡胸肉30

份、牛肉7.5份、巴沙鱼肉10份、鸡蛋黄4份、淀粉15份、芥蓝5.5份、加酶益生素4.5份、胡萝卜

5.5份、食盐1.5份、植物油4份、维生素3份、矿物元素螯合物2份、蓝莓提取物6份、丁香3.5

份、油茶壳提取物14份、改性壳聚糖15份。

[0132] 对比例2

[0133] 对比例2与实施例1基本相同，区别仅在于，包括以下重量份的制备原料：鸡胸肉30

份、牛肉7.5份、巴沙鱼肉10份、鸡蛋黄4份、淀粉15份、芥蓝5.5份、加酶益生素4.5份、胡萝卜

5.5份、食盐1.5份、植物油4份、维生素3份、矿物元素螯合物2份、蓝莓提取物6份、丁香3.5

份、油茶壳提取物14份、改性壳聚糖15份、马齿苋提取物0.7份。

[0134] 对比例3

[0135] 对比例3与实施例1基本相同，区别仅在于，包括以下重量份的制备原料：鸡胸肉30

份、牛肉7.5份、巴沙鱼肉10份、鸡蛋黄4份、淀粉15份、芥蓝5.5份、加酶益生素4.5份、胡萝卜

5.5份、食盐1.5份、植物油4份、维生素3份、矿物元素螯合物2份、蓝莓提取物6份、丁香3.5

份、油茶壳提取物14份、改性壳聚糖15份、马齿苋提取物3.5份。

[0136] 对比例4

[0137] 对比例4与实施例1基本相同，区别仅在于，

[0138] 所述马齿苋提取物的提取方法至少包括以下步骤：

[0139] a将马齿苋药材晒干，粉碎过65目筛，得到马齿苋粉末；

[0140] b将马齿苋粉末加入搅拌器内，避光条件下加入料液比为1：1(g/ml)，质量分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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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的草酸溶液，搅拌均匀，随后加入质量分数为0.1％的草酸溶液稀释，摇匀，过滤，将滤

液浓缩，干燥，即得。

[0141] 对比例5

[0142] 对比例5与实施例1基本相同，区别仅在于，

[0143] 鸡胸肉30份、牛肉7.5份、巴沙鱼肉10份、鸡蛋黄4份、淀粉15份、芥蓝5.5份、加酶益

生素4.5份、胡萝卜5.5份、食盐1.5份、植物油4份、维生素3份、矿物元素螯合物2份、蓝莓提

取物6份、丁香3.5份、油茶壳提取物14份、马齿苋提取物2份。

[0144] 对比例6

[0145] 鸡胸肉30份、牛肉7.5份、巴沙鱼肉10份、鸡蛋黄4份、淀粉15份、芥蓝5.5份、加酶益

生素4.5份、胡萝卜5.5份、食盐1.5份、植物油4份、维生素3份、矿物元素螯合物2份、蓝莓提

取物6份、丁香3.5份、油茶壳提取物14份、壳聚糖15份、马齿苋提取物2份。

[0146] 对比例7

[0147] 对比例7与实施例1基本相同，区别仅在于，所述改性壳聚糖为羧甲基改性壳聚糖。

[0148] 对比例8

[0149] 对比例8与实施例1基本相同，区别仅在于，包括以下重量份的制备原料：鸡胸肉30

份、牛肉7.5份、巴沙鱼肉10份、鸡蛋黄4份、淀粉15份、芥蓝5.5份、益生素2份、胡萝卜5.5份、

食盐1.5份、植物油4份、维生素3份、矿物元素螯合物2份、蓝莓提取物6份、丁香3.5份、油茶

壳提取物14份、改性壳聚糖15份、马齿苋提取物2份。

[0150] 所述益生素为啤酒酵母。

[0151] 对比例9

[0152] 对比例9与实施例1基本相同，区别仅在于，

[0153] 所述蓝莓提取物的提取方法至少包括以下步骤：将蓝莓果实于50℃烘干、粉碎后，

加入20wt％的醋酸水溶液，42℃恒温提取3h，过滤，合并滤液，滤液用水洗，并浓缩干燥，即

得。

[0154] 所述20wt％的醋酸水溶液的制备方法：将100克冰醋酸溶于400克蒸馏水中，混匀

即得。

[0155] 性能评价

[0156] 选择健康活泼的12月龄以上的金毛60只，根据体重及性别比例相近的原则，试验

分6组，对照组，基础日粮，试验组为基础日粮+实施例中组合物(基础日粮的1％)，试验饲喂

期：60天。基础日粮的配方为：玉米30％，豆粕8％，面粉10％，鸡肉粉25％，肉骨粉5％，油

10％，大米12％。

[0157] 供试犬的饲养管理，供试犬采用室内笼养式饲养，每条犬所占面积为2m2，室内保

持良好通风，每天早晨清粪便后用水龙头清洗犬含，每天定时将犬栓系在犬舍外进行适当

运动，定时饲喂，分早、中、晚三次饲喂，自由饮水。

[0158] 检测指标：分别于实验开始和结束时，在喂料前1h称犬重，每天观察采食情况、眼

屎情况、被毛手感力度、柔顺度、光亮度，测量梳子掉毛量，并做详细记录，实验结束后对实

验结果进行数理统计分析。另外，饲养结束后对其血液生化进行测评。

[0159] 被毛感官品质评分方法：

[0160] 手感力度以抚摸被毛时被毛对手掌的作用力度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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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61] 光亮度以自然光作为光源，被毛亮度为标准；

[0162] 柔顺度以被毛外观方向的一致性和手感综合判断；

[0163] 均以10分制计量，手感力度越大、被毛越亮、越柔顺则分数越高。

[0164] 组合物稳定性：样品(本发明中组合物)37‑40℃，相对湿度75％保存90天、120天与

保存0天进行对比，优：外观基本无差异；好：外观有一点差异，但也不影响产品质量；差：外

观有很大差异，并且影响产品质量。

[0165] 实验结果见下表：

[0166] 表1：实施例和对比例所得宠物食品的性能测试数据

[0167]

[0168]

[0169] 根据上述表格数据可以看出，本发明提供的一种解决宠物泪痕的功能性食品，稳

定性好，可以解决宠物泪痕的症状，改善宠物美观度。促进被毛柔软光亮，消除毛发粗糙症

状，改善宠物美观度，全面提升免疫力，抑制炎症的发生，全面使爱犬始终保持健康、充满活

力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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