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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鲜驴胎盘提取胎盘素的工艺及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鲜驴胎盘提取驴胎盘素

的工艺及方法，属于生物技术领域。本发明在获

取原料之前对活驴进行检疫，活驴宰杀的过程中

直接取出新鲜的驴胎盘组织，新鲜的驴胎盘组织

生物活性高，易提取胎盘素，同时本发明始终保

持在无菌的条件下进行，有利于保持胰蛋白酶以

及胎盘素内小分子成分的生物活性，本发明方法

设置有去腥过滤一体装置，通过在罐体内部设置

有去腥装置和过滤箱，将上清液通过进料口倒入

去腥装置中，经过膨松棉和活性炭的除腥过滤进

入到过滤箱中，利用真空抽滤泵进行抽滤，经除

腥后的上清液通过微孔滤膜的过滤可得到澄清

液，本发明方法采用的去腥过滤一体装置不仅节

省了驴胎盘素的提取时间，也大大提高了胎盘素

的提取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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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鲜驴胎盘提取驴胎盘素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对活驴检疫后再送入大型屠宰场屠宰，活驴屠宰后进入食品级生产加工环境，宰杀

过程中，从母驴的腹中迅速取下新鲜的驴胎盘组织并清洗干净，再将驴胎盘组织放入真空

冷冻干燥机中冷冻保存备用；

S2、取出S1中冷冻干燥的驴胎盘组织，在无菌条件下用组织粉碎机进行粉碎，制得驴胎

盘组织原粉；

S3、保持在无菌条件下，称取适量的S2中的驴胎盘组织原粉，按照质量比为1:1-1:5的

比例，向驴胎盘组织原粉中加入适量的已灭菌的去离子水，并采用匀浆机进行匀浆，制得驴

胎盘组织匀浆液；

S4、打开高速离心机进行预冷，将S3中制得的驴胎盘组织匀浆液置于预冷后的高速离

心机中，设置离心机的转速为8000-12000r/min，离心时间为20-30min进行充分离心；

S5、取出S4中的离心液，并倒出上清液，按照驴胎盘组织原粉质量的1-5%的比例，向上

清液中加入适量的胰蛋白酶进行酶解，制得酶解液；

S6、按照固液比为1-5%的比例，向S5中制得的酶解液中加入适量的TCA-DOC微量蛋白沉

淀浓缩试剂，制得驴胎盘组织蛋白浓缩溶液，将组织浓缩溶液置于预冷后的高速离心机中

进行离心，设置离心机的转速为8000-12000r/min，离心时间为20-30min，离心结束后倒出

上清液；

S7、采用去腥过滤一体装置对S6中制得驴胎盘组织蛋白浓缩上清液进行去腥过滤处

理，向过滤后的滤液中加入3倍体积的95%的乙醇，采用旋转蒸发仪将混合溶液进行减压浓

缩，除去有机溶剂，得到微黄色的透明液体；

所述去腥过滤一体装置包括有罐体（1）、过滤箱（4）和翻盖（8），还包括去腥装置（12），

所述罐体（1）下端右侧设置有放液口（2），所述放液口（2）右侧固定安装有放液阀（3），所述

罐体（1）内部下端设置有储液槽（21），所述储液槽（21）上端中部与过滤箱（4）底部固定连

接，所述过滤箱（4）顶端与去腥装置（12）底端固定连接，所述过滤箱（4）上侧与去腥装置

（12）下侧之间设置有轴承（20），所述罐体（1）上端右侧设置有进料口（6），所述进料口（6）下

端贯穿罐体（1）右侧壁面并与去腥装置（12）上端右侧固定连接，所述罐体（1）顶端设置有翻

盖（8），所述翻盖（8）底部设置有紫外线消毒灯（7）；

所述去腥装置（12）内部上端设置有膨松棉（9），所述去腥装置（12）内部中间设置有活

性炭（5），所述去腥装置（12）内部下端设置有滤纸（10），所述储液槽（21）右侧上端设置有真

空抽滤泵（18），所述真空抽滤泵（18）左侧与真空抽滤管道（19）右侧固定连接，所述真空抽

滤管道（19）左侧贯穿过滤箱（4）中部并与储液槽（21）左侧上端固定连接，所述过滤箱（4）内

部底端设置有微孔滤膜（11），所述真空抽滤管道（19）内部中间设置有风扇（15），所述风扇

（15）中部与转轴（14）一端固定连接，所述转轴（14）另一端与蜗轮（13）中部固定连接，所述

蜗轮（13）右侧与蜗杆（16）左侧啮合连接，所述蜗杆（16）上端与轴承（20）下端轴心位置活动

连接，所述蜗杆（16）下端贯穿真空抽滤管道（19）中部并延伸至过滤箱（4）内部下端，所述蜗

杆（16）下端左右两侧固定安装有搅拌棒（17）；

S8、将S7中制得的微黄色透明液体置于真空冷冻干燥机中进行冷冻干燥处理，冷冻干

燥24-48h,制得驴胎盘素结晶。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鲜驴胎盘提取驴胎盘素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还包括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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驴胎盘组织蛋白浓缩液去腥过滤的方法，其步骤为：

A1、将S6中制得的上清液从进料口倒入去腥装置，上清液经过膨松棉、活性炭和滤纸的

吸附处理直接流入到过滤箱中；

A2、打开真空抽滤泵进行抽滤，真空抽滤的过程中，真空抽滤管道产生气流，气流带动

风扇开始转动，从而带动转轴开始转动，促使与转轴固定连接的蜗轮开始转动，随之与蜗轮

啮合连接的蜗杆开始转动，蜗杆带动搅拌棒转动，在对滤液抽滤的过程同时对滤液进行搅

拌；

A3、经搅拌抽滤后的滤液再流入到储液槽中，打开放液阀，将滤液从放液口处放出。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鲜驴胎盘提取驴胎盘素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S1中新

鲜的驴胎盘组织冷冻干燥时间不超过48h。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鲜驴胎盘提取驴胎盘素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S4中高

速离心机预冷温度至4℃。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鲜驴胎盘提取驴胎盘素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S5中加

入的胰蛋白酶酶解的时间为2h。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鲜驴胎盘提取驴胎盘素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S7中微

孔滤膜的孔径≤5μm。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鲜驴胎盘提取驴胎盘素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S7中混

合溶液减压浓缩温度不超过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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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鲜驴胎盘提取胎盘素的工艺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生物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鲜驴胎盘提取胎盘素的工艺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胎盘素，通俗的说，分为来自动物的胎盘素和人胎素两种，而实际中，来自动物的

胎盘素又被称为羊胎素。但是人胎素只能来自取自于人的胎盘。它们都不是哪一种具体的

产品名称，而只是某类产品的统称。胎盘素为常用保健品，是由胎盘提取的具有免疫活性的

小分子化合物，又被称为“胎盘肽”。中医理论认为胎盘性干，具有补气、养血和益精等功能，

其对皮肤有保健作用、对免疫能力和运动能力有很大影响、抗疲劳作用、抗衰老作用和细胞

免疫等作用。

[0003] 由于胎盘的诸多功效，使用现代生物技术的方法及现代化学方法提取胎和分离其

有效成分（多肽、SOD、ATP、HASF和EGF等），已经成为研究的热点。采用透析和超滤的方法提

取羊胎盘素并把其加工成高科技产品应用于临床医学和护肤化妆品等的方法早有报道。一

般胎盘素所含有的主要成份包括蛋白质、核酸、磷脂类、多醣体、氨基酸、矿物质、维生素类

等，其精华所在为小分子的肽类物质和核酸片段，它同时也是活化细胞的基本要素，因此在

提取胎盘素的同时，需要去除杂质，并且保留有效成分的活性。而现有技术中常采用蒸煮的

方法对胎盘原料进行预处理，高温会破坏胎盘素中的有效成分，并且在对胎盘组织浓缩液

进行脱腥过滤处理过程繁琐，脱腥效果差。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高温预处理胎盘提取胎盘素的方法

会破坏胎盘素中的有效成分，并且现有技术中脱腥处理过程简单、脱腥效果差的问题，而提

出的一种鲜驴胎盘提取驴胎盘素的工艺及方法。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了如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鲜驴胎盘提取驴胎盘素的工艺及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7] S1、对活驴检疫后再送入大型屠宰场屠宰，活驴屠宰后进入食品级生产加工环境，

宰杀过程中，从母驴的腹中迅速取下新鲜的驴胎盘组织并清洗干净，再将驴胎盘组织放入

真空冷冻干燥机中冷冻保存备用；

[0008] S2、取出S1中冷冻干燥的驴胎盘组织，在无菌条件下用组织粉碎机进行粉碎，制得

驴胎盘组织原粉；

[0009] S3、保持在无菌条件下，称取适量的S2中的驴胎盘组织原粉，按照质量比为1:1-1:

5的比例，向驴胎盘组织原粉中加入适量的已灭菌的去离子水，并采用匀浆机进行匀浆，制

得驴胎盘组织匀浆液；

[0010] S4、打开高速离心机进行预冷，将S3中制得的驴胎盘组织匀浆液置于预冷后的高

速离心机中，设置离心机的转速为8000-12000r/min，离心时间为20-30min进行充分离心；

[0011] S5、取出S4中的离心液，并倒出上清液，按照驴胎盘组织原粉质量的1-5%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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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清液中加入适量的胰蛋白酶进行酶解，制得酶解液；

[0012] S6、按照固液比为1-5%的比例，向S5中制得的酶解液中加入适量的TCA-DOC微量蛋

白沉淀浓缩试剂，制得驴胎盘组织蛋白浓缩溶液，将组织浓缩溶液置于预冷后的高速离心

机中进行离心，设置离心机的转速为8000-12000r/min，离心时间为20-30min，离心结束后

倒出上清液；

[0013] S7、采用去腥过滤一体装置对S6中制得驴胎盘组织蛋白浓缩上清液进行去腥过滤

处理，向过滤后的滤液中加入3倍体积的95%的乙醇，采用旋转蒸发仪将混合溶液进行减压

浓缩，除去有机溶剂，得到微黄色的透明液体；

[0014] S8、将S7中制得的微黄色透明液体置于真空冷冻干燥机中进行冷冻干燥处理，冷

冻干燥24-48h,制得驴胎盘素结晶。

[0015] 一种驴胎盘组织蛋白浓缩液去腥过滤的方法，其步骤为：

[0016] A1、将S6中制得的上清液从进料口倒入去腥装置，上清液经过膨松棉、活性炭和滤

纸的吸附处理直接流入到过滤箱中；

[0017] A2、打开真空抽滤泵进行抽滤，真空抽滤的过程中，真空抽滤管道产生气流，气流

带动风扇开始转动，从而带动转轴开始转动，促使与转轴固定连接的蜗轮开始转动，随之与

蜗轮啮合连接的蜗杆开始转动，蜗杆带动搅拌棒转动，在对滤液抽滤的过程同时对滤液进

行搅拌；

[0018] A3、经搅拌抽滤后的滤液再流入到储液槽中，打开放液阀，将滤液从放液口处放

出。

[0019] 进一步优化的，所述S1中新鲜的驴胎盘组织冷冻干燥时间不超过48h。

[0020] 进一步优化的，所述S4中高速离心机预冷温度至4℃。

[0021] 进一步优化的，所述S5中加入的胰蛋白酶酶解的时间为2h。

[0022] 进一步优化的，所述S7中微孔滤膜的孔径≤5μm。

[0023] 进一步优化的，所述S7中混合溶液减压浓缩温度不超过37℃。

[0024] 一种鲜驴胎盘提取驴胎盘素的设备，所述设备应用于任意一项的鲜驴胎盘提取驴

胎盘素的方法，所述去腥过滤一体装置包括罐体、过滤箱和翻盖，还包括去腥装置，所述罐

体下端右侧设置有放液口，所述放液口右侧固定安装有放液阀，所述罐体内部下端设置有

储液槽，所述储液槽上端中部与过滤箱底部固定连接，所述过滤箱顶端与去腥装置底端固

定连接，所述过滤箱上侧与去腥装置下侧之间设置有轴承，所述罐体上端右侧设置有进料

口，所述进料口下端贯穿罐体右侧壁面并与去腥装置上端右侧固定连接，所述罐体顶端设

置有翻盖，所述翻盖底部设置有紫外线消毒灯；

[0025] 所述去腥装置内部上端设置有膨松棉，所述去腥装置内部中间设置有活性炭，所

述去腥装置内部下端设置有滤纸，所述储液槽右侧上端设置有真空抽滤泵，所述真空抽滤

泵左侧与真空抽滤管道右侧固定连接，所述真空抽滤管道左侧贯穿过滤箱中部并与储液槽

左侧上端固定连接，所述过滤箱内部底端设置有微孔滤膜，所述真空抽滤管道内部中间设

置有风扇，所述风扇中部与转轴一端固定连接，所述转轴另一端与蜗轮中部固定连接，所述

蜗轮右侧与蜗杆左侧啮合连接，所述蜗杆上端与轴承下端轴心位置活动连接，所述蜗杆下

端贯穿真空抽滤管道中部并延伸至过滤箱内部下端，所述蜗杆下端左右两侧固定安装有搅

拌棒。

说　明　书 2/6 页

5

CN 109172607 B

5



[002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熬制阿胶前的驴皮处理方法及工艺流程，具

备以下有益效果：

[0027] （1）本发明方法采用新鲜的驴胎盘，胎盘素具有高纯度、高品质和高安全性的特

点，因此在提取胎盘素的过程中，首先需要对原料进行安全性检验，确保原料是没有受到污

染，并且是不含任何可能致病因子的，如排除病毒、梅毒、艾滋病毒等危险因素，因此本发明

在获取原料之前对活驴进行检疫，活驴宰杀的过程中直接取出新鲜的驴胎盘组织，新鲜的

驴胎盘组织生物活性高，易提取胎盘素，将驴胎盘清洗干净后冷冻干燥备用，本发明始终保

持在无菌的条件下进行，有利于保持胰蛋白酶的生物活性；

[0028] （2）本发明方法采用常用的冷冻干燥法预处理驴胎盘组织，一般胎盘素所含有的

主要成份包括蛋白质、核酸、磷脂类、多醣体、氨基酸、矿物质、维生素类等，其精华所在为小

分子的肽类物质和核酸片段，它同时也是活化细胞的基本要素，因此在提取胎盘素的同时，

需要去除杂质，并且保留有效成分的活性，而现有技术中常采用蒸煮的方法对胎盘原料进

行预处理，高温会破坏胎盘素中的有效成分，因此本发明方法采用常用的冷冻干燥法对驴

胎盘组织进行预处理，并且在驴胎盘素提取过程中，对高速离心机进行预冷，有利于固液分

离，本发明在去腥处理结束后，采用旋转蒸发仪对处理液进行减压浓缩，可有效提高驴胎盘

素的提取效率；

[0029] （3）本发明方法采用的去腥过滤一体装置，对驴胎盘组织蛋白浓缩上清液进行除

腥过滤处理，传统的胎盘素提取除腥操作主要是，直接向驴胎盘组织蛋白浓缩上清液中加

入活性炭，再将活性炭过滤出来，之后再将滤液用微孔滤膜进行过滤，这样不仅操作繁琐，

浪费时间，并且使用过的活性炭不可重复利用，造成资源的浪费，因此本发明方法设置有去

腥过滤一体装置，将制得的驴胎盘组织蛋白浓缩上清液从进料口倒入去腥装置，上清液经

过膨松棉、活性炭和滤纸的吸附处理直接流入到过滤箱中，打开真空抽滤泵进行抽滤，真空

抽滤的过程中，真空抽滤管道产生气流，气流带动风扇开始转动，从而带动转轴开始转动，

促使与转轴固定连接的蜗轮开始转动，随之与蜗轮啮合连接的蜗杆开始转动，蜗杆带动搅

拌棒转动，在对滤液抽滤的过程同时对滤液进行搅拌，经搅拌抽滤后的滤液再流入到储液

槽中，打开放液阀，将滤液从放液口处放出，本发明方法采用的去腥过滤一体装置不仅节省

了驴胎盘素的提取时间，也大大提高了驴胎盘素的提取效率。

附图说明

[0030] 图1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鲜驴胎盘提取驴胎盘素的工艺及方法的流程示意图；

[0031] 图2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鲜驴胎盘提取驴胎盘素的工艺及方法的去腥过滤一体装

置的结构示意图；

[0032] 图3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鲜驴胎盘提取驴胎盘素的工艺及方法的去腥过滤一体装

置的透视结构示意图。

[0033] 图中标号说明：

[0034] 1罐体、2放液口、3放液阀、4过滤箱、5活性炭、6进料口、7紫外消毒灯、8翻盖、9膨松

棉、10滤纸、11微孔滤膜、12去腥装置、13蜗轮、14转轴、15风扇、16蜗杆、17搅拌棒、18真空抽

滤泵、19真空抽滤管道、20轴承、21储液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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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

[0036] 在本发明的描述中，需要理解的是，术语“上”、“下”、“前”、“后”、“左”、“右”、“顶”、

“底”、“内”、“外”等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基于附图所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仅是为了便

于描述本发明和简化描述，而不是指示或暗示所指的装置或元件必须具有特定的方位、以

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

[0037] 实施例1：一种鲜驴胎盘提取驴胎盘素的工艺及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8] S1、对活驴检疫后再送入大型屠宰场屠宰，活驴屠宰后进入食品级生产加工环境，

宰杀过程中，从母驴的腹中迅速取下新鲜的驴胎盘组织并清洗干净，再将驴胎盘组织放入

真空冷冻干燥机中冷冻保存备用；

[0039] S2、取出S1中冷冻干燥的驴胎盘组织，在无菌条件下用组织粉碎机进行粉碎，制得

驴胎盘组织原粉；

[0040] S3、保持在无菌条件下，称取适量的S2中的驴胎盘组织原粉，按照质量比为1:1-1:

5的比例，向驴胎盘组织原粉中加入适量的已灭菌的去离子水，并采用匀浆机进行匀浆，制

得驴胎盘组织匀浆液；

[0041] S4、打开高速离心机进行预冷，将S3中制得的驴胎盘组织匀浆液置于预冷后的高

速离心机中，设置离心机的转速为8000-12000r/min，离心时间为20-30min进行充分离心；

[0042] S5、取出S4中的离心液，并倒出上清液，按照驴胎盘组织原粉质量的1-5%的比例，

向上清液中加入适量的胰蛋白酶进行酶解，制得酶解液。

[0043] S1中新鲜的驴胎盘组织冷冻干燥时间不超过48h。

[0044] S4中高速离心机预冷温度至4℃。

[0045] S5中加入的胰蛋白酶酶解的时间为2h。

[0046] S7中微孔滤膜的孔径≤5μm。

[0047] S7中混合溶液减压浓缩温度不超过37℃。

[0048] 本发明方法采用新鲜的驴胎盘，胎盘素具有高纯度、高品质和高安全性的特点，因

此在提取胎盘素的过程中，首先需要对原料进行安全性检验，确保原料是没有受到污染，并

且是不含任何可能致病因子的，如排除病毒、梅毒、艾滋病毒等危险因素，因此本发明在获

取原料之前对活驴进行检疫，活驴宰杀的过程中直接取出新鲜的驴胎盘组织，新鲜的驴胎

盘组织生物活性高，易提取胎盘素，将驴胎盘清洗干净后冷冻干燥备用，本发明始终保持在

无菌的条件下进行，有利于保持胰蛋白酶的生物活性。

[0049] 实施例2：基于实施例1但有所不同的是，按照固液比为1%的比例，向制得的酶解液

中加入适量的TCA-DOC微量蛋白沉淀浓缩试剂，制得驴胎盘组织蛋白浓缩溶液，将组织浓缩

溶液置于预冷后的高速离心机中进行离心，设置离心机的转速为8000r/min，离心时间为

20min，离心结束后倒出上清液，采用去腥过滤一体装置对制得上清液进行去腥处理，处理

后得到的滤液用微孔滤膜进行超滤，向超滤后的滤液中加入3倍体积的95%的乙醇，采用旋

转蒸发仪将混合溶液进行减压浓缩，除去有机溶剂，得到微黄色的透明液体，将制得的微黄

色透明液体置于真空冷冻干燥机中进行冷冻干燥处理，冷冻干燥24h,制得驴胎盘素结晶。

[0050] 本发明方法采用常用的冷冻干燥法预处理驴胎盘组织，一般胎盘素所含有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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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份包括蛋白质、核酸、磷脂类、多醣体、氨基酸、矿物质、维生素类等，其精华所在为小分子

的肽类物质和核酸片段，它同时也是活化细胞的基本要素，因此在提取胎盘素的同时，需要

去除杂质，并且保留有效成分的活性，而现有技术中常采用蒸煮的方法对胎盘原料进行预

处理，高温会破坏胎盘素中的有效成分，因此本发明方法采用常用的冷冻干燥法对驴胎盘

组织进行预处理，并且在驴胎盘素提取过程中，对高速离心机进行预冷，有利于固液分离，

本发明在去腥处理结束后，采用旋转蒸发仪对处理液进行减压浓缩，可有效提高驴胎盘素

的提取效率。

[0051] 实施例3：一种驴胎盘组织蛋白浓缩液去腥过滤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52] A1、将S6中制得的上清液从进料口倒入去腥装置，上清液经过膨松棉、活性炭和滤

纸的吸附处理直接流入到过滤箱中；

[0053] A2、打开真空抽滤泵进行抽滤，真空抽滤的过程中，真空抽滤管道产生气流，气流

带动风扇开始转动，从而带动转轴开始转动，促使与转轴固定连接的蜗轮开始转动，随之与

蜗轮啮合连接的蜗杆开始转动，蜗杆带动搅拌棒转动，在对滤液抽滤的过程同时对滤液进

行搅拌；

[0054] A3、经搅拌抽滤后的滤液再流入到储液槽中，打开放液阀，将滤液从放液口处放

出。

[0055] 一种鲜驴胎盘提取驴胎盘素的设备，去腥过滤一体装置包括罐体1、过滤箱4和翻

盖8，还包括去腥装置12，罐体1下端右侧设置有放液口2，放液口2右侧固定安装有放液阀3，

罐体1内部下端设置有储液槽21，储液槽21上端中部与过滤箱4底部固定连接，过滤箱4顶端

与去腥装置12底端固定连接，过滤箱4上侧与去腥装置12下侧之间设置有轴承20，罐体1上

端右侧设置有进料口6，进料口6下端贯穿罐体1右侧壁面并与去腥装置12上端右侧固定连

接，罐体1顶端设置有翻盖8，翻盖8底部设置有紫外线消毒灯7；

[0056] 去腥装置12内部上端设置有膨松棉9，去腥装置12内部中间设置有活性炭5，去腥

装置12内部下端设置有滤纸10，储液槽3右侧上端设置有真空抽滤泵18，真空抽滤泵18左侧

与真空抽滤管道19右侧固定连接，真空抽滤管道19左侧贯穿过滤箱4中部并与储液槽21左

侧上端固定连接，过滤箱4内部底端设置有微孔滤膜11，真空抽滤管道19内部中间设置有风

扇15，风扇15中部与转轴14一端固定连接，转轴14另一端与蜗轮13中部固定连接，蜗轮13右

侧与蜗杆16左侧啮合连接，蜗杆16上端与轴承20下端轴心位置活动连接，蜗杆16下端贯穿

真空抽滤管道19中部并延伸至过滤箱4内部下端，蜗杆16下端左右两侧固定安装有搅拌棒

17。

[0057] 本发明方法采用的去腥过滤一体装置，对驴胎盘组织蛋白浓缩上清液进行除腥过

滤处理，传统的胎盘素提取除腥操作主要是，直接向驴胎盘组织蛋白浓缩上清液中加入活

性炭，再将活性炭过滤出来，之后再将滤液用微孔滤膜进行过滤，这样不仅操作繁琐，浪费

时间，并且使用过的活性炭不可重复利用，造成资源的浪费，因此本发明方法采用的去腥过

滤一体装置不仅节省了驴胎盘素的提取时间，也大大提高了驴胎盘素的提取效率。

[0058] 实施例4：基于实施例1、2和3但有所不同的是，对活驴检疫后再送入大型屠宰场屠

宰，活驴屠宰后进入食品级生产加工环境，宰杀过程中，从母驴的腹中迅速取下新鲜的驴胎

盘组织并清洗干净，在无菌条件下用组织粉碎机进行粉碎，制得驴胎盘组织原粉，按照质量

比为1:3的比例，向驴胎盘组织原粉中加入适量的已灭菌的去离子水，并采用匀浆机进行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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浆，制得驴胎盘组织匀浆液，将驴胎盘组织匀浆液置于预冷后的高速离心机中，设置离心机

的转速为10000r/min，离心时间为25min进行充分离心，倒出上清液，按照驴胎盘组织原粉

质量的2%的比例，向上清液中加入适量的胰蛋白酶进行酶解，制得酶解液，按照固液比为2%

的比例，向制得的酶解液中加入适量的TCA-DOC微量蛋白沉淀浓缩试剂，制得驴胎盘组织蛋

白浓缩溶液，将组织浓缩溶液置于预冷后的高速离心机中进行离心，设置离心机的转速为

10000r/min，离心时间为25min，离心结束后倒出上清液，采用去腥过滤一体装置制得上清

液进行去腥处理，处理后得到的滤液用微孔滤膜进行超滤，向超滤后的滤液中加入3倍体积

的95%的乙醇，采用旋转蒸发仪将混合溶液进行减压浓缩，除去有机溶剂，得到微黄色的透

明液体，将微黄色透明液体置于真空冷冻干燥机中进行冷冻干燥处理，冷冻干燥30h，制得

驴胎盘素结晶。

[0059]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

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及其

发明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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