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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动物胶原蛋白的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焦道龙，陆剑锋 *，张伟伟，林  琳，殷章敏，姜绍通

(合肥工业大学生物与食品工程学院，安徽 合肥      230009)

摘   要：胶原蛋白是生物体内一种重要的蛋白质，也是结缔组织的主要蛋白成分。目前至少已发现 27 种不同的胶

原类型。水产胶原蛋白由于其优良的理化性质和生理活性功能，已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本文简要综述水产动物

胶原蛋白的研究进展、提取方法以及胶原蛋白在食品、生物医学等领域中的应用，并对今后的研究前景进行了展

望 。

关键词：水产动物；胶原蛋白；提取工艺；应用

Current Research Status and Development of Aquatic Animal Collagen

JIAO Dao-long，LU Jian-feng*，ZHANG Wei-wei，LIN Lin，YIN Zhang-min，JIANG Shao-tong
(School of Biotechnology and Food Engineering,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efei      230009, China)

Abstract：Collagen is one of the predominant proteins in the living body, and the essential protein component in conn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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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原(collagen)是一种生物性高分子物质，在动物细

胞中扮演结合组织的角色，是动物结缔组织中的主要成

分。胶原是哺乳动物体内含量 多、分布 广与各种

组织和器官功能相关的功能性蛋白，占蛋白质总量的

25%～30%，现已证实胶原蛋白是具有生理活性的蛋白

质，它与组织的形成、成熟、细胞间信息的传递，与

细胞增生、分化、运动、细胞免疫、肿瘤转移以及

关节润滑、伤口愈合、钙化作用、血液凝固和衰老等

有着密切的关系，也与许多结缔组织胶原病的发生密切

相关[1-2]。胶原蛋白也是生物科技产业 具关键性的原材

料之一，在医学材料、化妆品、食品工业、研究用

途等有着广泛应用。

长期以来，人们都是使用猪、牛的皮和骨提取胶

原蛋白和明胶。但随着疯牛病(BSE)、口蹄疫(FMD)等
牲畜疾病的爆发，使人们对牲畜胶原制品安全性产生疑

虑。另外，由于宗教和习俗等原因，有些地区也不能

使用牲畜胶原蛋白制品[3]。因此寻找猪、牛皮和骨以外

的胶原蛋白原料制备明胶和相关制品成为当务之急，而

水产加工废弃物鱼皮、鱼鳞等就成为 理想和现实的替

代原料[4]。随着世界各国水产加工业的发展，产生越来

越多的水产废弃物，结合研究的不断深入，目前人们

已经能从鱼皮、鱼鳞等废弃物中提取胶原蛋白加以利

用，这不仅可以促进水产加工废弃物的综合利用、提

高产值，而且还可以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1 水产胶原蛋白的特点

胶原蛋白的定义[2]：它是细胞外基质(ECM)的一种

结构蛋白，含有一个或几个由α- 链组成的三螺旋结构

的区域，即胶原域。

目前确认的胶蛋白已有 27 种不同的类型[2,5]，按照

发现的先后顺序分别称为Ⅰ型胶原、Ⅱ型胶原、Ⅲ型

胶原等，其中以Ⅰ型胶原蛋白的含量 多(广泛存在于

皮肤、骨骼、血管等结缔组织中)。一般的蛋白质是双

螺旋结构，而胶原蛋白 普遍的结构特征是三螺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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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条α链)，呈白色、不透明，无支链的纤维状的硬蛋

白。3 条左手螺旋链相互缠绕成右手螺旋结构，即超螺

旋结构 [ 6 ]。按功能，可将胶原分为两组，第一组是成

纤维胶原，包括第Ⅰ、Ⅱ、Ⅲ、Ⅺ、ⅩⅩⅣ和ⅩⅩ

Ⅶ型胶原；其余是第二组，非成纤维胶原。非成纤维

胶原的α- 链既含有三螺旋域(胶原域，COL)，还含有

非三螺旋域(非胶原域，N C)，其中成纤维胶原约占胶

原总数的 90%[7]。

在水产动物中，人们只发现少数几种胶原蛋白，

目前已从鱼类中分离鉴定出的胶原类型有：广泛分布在

真皮、骨、鳞、鳔、肌肉等处的 I 型、软骨和脊索

的Ⅱ型和Ⅺ型以及肌肉的 V 型[8]。Ⅰ型胶原蛋白是水产

品加工废弃物(皮、骨和鳞)含量 多的蛋白质，占全部

胶原蛋白含量的 90% 左右，在医学上的应用 为广泛[9-10]。

此外，还发现ⅩⅧ型胶原，然而哺乳动物中含量比较丰富

的Ⅲ型胶原，目前在水产动物中却没有发现[11]。

胶原蛋白明显的三肽周期结构，即氨基酸呈现

(GLY-X-Y)n 周期性排列，甘氨酸仍为三肽中的固定组

成，其含量几乎占了 1/3，胶原中缺少或者含有很少量

的胱氨酸( C y s )和色氨酸( T r p )，胶原中存在羟脯氨酸

(Hyp)和羟赖氨酸(Hyl)，羟脯氨酸不是以现成的形式参

与胶原的生物合成，而是从已经合成的胶原的肽链中的

脯氨酸(Pro)经羟化酶作用转化来的。其他蛋白质中不存

在羟赖氨酸，也很少含有羟脯氨酸，而胶原中的脯氨

酸和羟脯氨酸的含量是各种蛋白质中 高的。与陆生动

物相比，水生动物中的胶原蛋白，其脯氨酸和羟脯氨

酸的总量少，而含硫元素的蛋氨酸(Met)含量要远大于陆

生动物中的胶原蛋白[2 ,12]。

2 水产胶原蛋白的研究现状

2.1 成纤维胶原

2.1.1 Ⅰ型原

Ⅰ型胶原分子长度约 300nm，直径约 1.5nm，呈棒

状，由三条肽链组成，其中有两条α(Ⅰ)链，一条α

(Ⅱ)链。α(Ⅰ)链和α(Ⅱ) 链只是在氨基酸顺序上有微小

差异，而通常硬骨鱼类的胶原由 3 条异α链所形成的单

一型杂分子α1(Ⅰ)、α2(Ⅰ)、α3(Ⅰ)组成，这条α3(Ⅰ)
链却不存在鲨鱼、七鳃鳗当中，更不存在于河豚当中，

这种鱼类的Ⅰ型胶原仍与陆生生物相同，是[α11(Ⅰ)]2
α2(Ⅰ) [11,13]。

Ⅰ型胶原广泛存在于鱼皮、鱼鳞、鱼骨和鱼肉

中。曾名勇等[14]利用水产加工废弃物研究了鳙鱼、鲈鱼

和鲫鱼鱼皮胶原蛋白的氨基酸组成，结果表明，3 种鱼

皮的胶原蛋白氨基酸符合标准Ⅰ型胶原蛋白氨基酸组成

特征。鱼鳞和鱼骨同为钙化组织，Wang 等[15]对尖吻平

鲉的皮、鳞和骨胶原进行了研究，经氨基酸分析和 SDS-
PAGE 电泳确定为Ⅰ型胶原。在鱼的普通肉中，至少存

在两种胶原蛋白，其中一个就是Ⅰ型胶原蛋白，并且

被认为是主要胶原蛋白，而在鱼骨胶原蛋白中，至少

含有两个不同的α链(α1和α2)，这说明骨中的主要胶原

蛋白类型是Ⅰ型胶原蛋白，即使存在α3链，由于电泳

条件的限制也没法使α3与α1分离开来[16-17]。

由于Ⅰ型胶原的广泛存在，所以人们对Ⅰ型胶原的

研究 为透彻。Ⅰ型胶原在鱼类胶原中一个 显著的的

特点是热稳定性比较低，并呈现有鱼种的特异性[8]。胶

原的热稳定性是指测定其在水系中纤维的热收缩温度

(T s)，或溶液中分子的热变性温度(T d)。T s 和 T d 之差一

般不受鱼种影响，大致在 20～25℃，而 T s 值较 T d 值容

易测定。T d 表示胶原螺旋被破坏的温度，这与水产动

物的生存环境和体温有关[18]，另外还与其亚氨基酸(脯氨

酸和羟脯氨酸)的含量有关，尤其是羟脯氨酸含量，它

们之间存在正相关[14,18,20-22](表 1)，冷水性鱼类的羟脯氨

酸含量 低，所以一般冷水性鱼类胶原蛋白 Td 值明显低

于暖水性鱼类，而又都低于陆生动物。但鱼皮胶原蛋

白与鱼肉胶原蛋白相比，其真皮的 Td 要比肌肉的低 1℃
左右，这与肌肉胶原中脯氨酸的羟基化率较真皮胶原高

有关[19]。曾名勇等[14]研究了鲈鱼、鲫鱼和鳙鱼鱼皮胶原

蛋白的热变性温度分别为 25、27 和 30℃，它们的栖息

水温分别为 26～27、29 和 32℃，亚氨基酸含量分别为

17.2%、18.1% 和 18.6%，与 3 种鱼皮胶原的热变性温度

相吻合。

种类 胶原蛋白的羟脯氨酸含量(%) 热变性温度(℃)
鲈鱼 17.2* 25
鲫鱼 18.1* 27
鳙鱼 18.6* 30
鲤鱼 11.0 27.6
鲭鱼 9.7 26.1
狭鳕 8.2 16.8
真鱈 7.7 13
猪  13.1& 37
牛 12.5 40.8

表1   猪、牛与不同鱼皮中胶原蛋白的羟脯氨酸含量和热稳定性温度

Table 1   Hydroxyproline contents and thermal stability tempera-
tures of different collagen proteins from skin of pigs, cattles and

fishes

注：* .亚氨基含量；& .猪皮明胶含量。

2.1.2 Ⅱ型胶原和Ⅺ型胶原

Ⅱ型胶原由三条α1肽链组成，即[α1(Ⅱ) ] 3，富含

羟赖氨酸，并且糖化率高，含糖量可达 4 % ，是软骨

中的主要胶原 [ 2 ]。Ⅺ型胶原是异三聚体，其组成为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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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Ⅺ)α2(Ⅺ)α3(Ⅺ)，Ⅺ型胶原是软骨的微量成分，在软

骨胶原纤维的形成和软骨基质本身的组成过程中起着重

要作用，且常与Ⅱ型胶原共存 [ 8 ]。

由于陆生生物的软骨组织较一般较水生生物含量高

的多，所以Ⅱ型胶原的研究的对象大多是陆生生物，

如：姜旭淦等[23]对鸡软骨Ⅱ型胶原的研究，建立了提取

纯化可溶性Ⅱ型胶原蛋白的可靠方法，所得产品纯度

高，符合Ⅱ型胶原的特征；Xi 等[24 ]对鸡的Ⅱ型原胶原

基因的分子克隆，鉴定和定位研究，为重组鸡Ⅱ型胶

原和更好的了解正常的关节软骨的发展提供了有用的资

料。虽然早在 1984 年，已经从鲨鱼的软骨中分离出来

Ⅱ型胶原[8]，但是关于从水产动物提取Ⅱ型胶原的研究

并不多。

2.2 非成纤维胶原

Ⅴ型胶原的肽链由 2 条α1链和 1 条α2 链或由3条α1

链组成，存在 3 种组装形式：[α1(Ⅴ)]3、[α1(Ⅴ)]2 α2(Ⅴ)
和α1(Ⅴ)、α2(Ⅴ)、α3(Ⅴ)，其中以[α1(Ⅴ)]2 α2(Ⅴ) 为
主。Ⅴ型胶原分布在细胞周围以及Ⅰ型胶原的周围，可

能在基膜和结缔组织之间起着桥梁作用，已经从数种鱼

类肌肉中分离出来，另外从腔肠动物海蜇的中胶、节

足动物虾类和蟹类中也有分离出来[8]。Nishimoto 等[25]研

究了日本牙鲆中普通肉和深色肉中的胶原蛋白，发现除

含量较多的 I 型胶原外，Ⅴ型胶原蛋白含量也较多，仅

次于Ⅰ型胶原。

ⅩⅧ型胶原发现的相对较晚，同源性较高，还有

不同的亚类，主要存在于肺、肝脏和肾脏等组织中。

ⅩⅧ型胶原属于被称之为 multi-plexin 的特殊胶原亚族，

含有其他胶原所没有的 C 末端非三螺旋区(non-triple-heli-
cal regions，NC1)，这一特殊结构使其与其他仅由三螺

旋结构组成的胶原相比拥有更好的灵活性[26]。关于ⅩⅧ

型胶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医学和分子生物学领域，如

Haftek 等[27]研究了ⅩⅧ型胶原的 NC1区(内皮抑素)在斑马

鱼中胚胎中的转录表达。

3 水产胶原蛋白的提取工艺与发展应用

3.1 提取工艺

水产动物中胶原蛋白的提取方法主要可以分为四

种：即热水浸提、酸法浸提、碱法浸提与酶法浸提等，

其基本的原理都是根据胶原蛋白的特性，改变蛋白质所

在的外界环境，把胶原蛋白从其他蛋白质中分离出来，

但在实际提取过程中经常将不同方法相互结合。

李闻欣等[28]研究了淡水鱼鳞(鲤鱼、草鱼、鲫鱼)水
法制胶的工艺流程：鱼鳞→预处理→熬胶→减压抽提→

检测。此种方法一般制备的是明胶，在制胶工艺中不

加酸、碱、盐，减少了对环境的污染。结果表明，

佳的制胶条件为固液比(鱼鳞与水的质量比)1:1～1:1.5、
温度 60～70℃、时间 2～3h。Cho 等[29]用鲨鱼软骨制备

明胶时，先经氢氧化钠处理后，再用 65℃热水浸提 3.4h，
能得到 79.9% 的 大产出率。另外，Liu 等[30]研究了利

用斑点叉尾鮰鱼鱼皮制备明胶的工艺，先在氢氧化钙溶

液处理后，再在 43.2℃的热水里浸提 5.73h，此法获得

的明胶有较大的强度。

酸法浸提，所用的酸多数为乙酸，还有的用柠檬

酸、磷酸等，柠檬酸因不产生颜色和异味得以广泛使

用于食品工业的胶原蛋白的提取中。取样经前处理后，

匀浆在低温下用酸浸提，离心即可得酸溶性胶原蛋白

(acid-soluble collagen，ASC)。Nagai 等[31]用乙酸从小

须鲸上的鲸须提取胶原蛋白，实验过程一直保持在 4℃
下，得到的 ASC 较好的保持了胶原的三螺旋结构。在

对草鱼鱼皮 A S C 提取的研究中得到 优化条件是

0.54mol/L 乙酸在 24.7℃下浸提 32.1h[32]。

碱法提取胶原蛋白，常用的处理剂有石灰、氢氧

化钠等。一般的是把样品匀浆后，用碱溶液多次溶胀

后，再离心提取。碱法提取胶原蛋白的报道相对较少，

大多是和其他方法结合使用。Kolodziejska 等[33]在对鱿

鱼鱼皮胶原蛋白的提取参数研究中提到，用氢氧化钠浸

提时效果较好。

酶法提取时，用对胶原作用较弱的酶处理样品，

只作用于胶原的非螺旋端肽，而不会改变胶原的三螺旋

结构，如木瓜蛋白酶和胃蛋白酶等。目前应用于实际

生产中的酶主要有碱性蛋白酶、中性蛋白酶、胃蛋白

酶、木瓜蛋白酶、胰蛋白酶等。曾明勇等 [ 3 4 ]利用胃蛋

白酶、胰蛋白酶、394 2 中性蛋白酶、木瓜蛋白酶、菠

萝蛋白酶、Alcalase2.4L(碱性蛋白酶)等 6 种蛋白酶对

红非鲫鱼鱼皮胶原蛋白进行酶解，研究表明，Alcalase
2.4L 和菠萝蛋白酶比其他几种蛋白酶更适合水解红非鲫

皮胶原蛋白，以制备具有抑制血管紧张素转换酶(ACE)
抑制活性的低聚肽。Woo 等[35]对黄鳍金枪鱼背部鱼皮胶

原蛋白提取因素研究，确定了 佳酶解条件，经氢氧

化钠处理后，胃蛋白酶加入 0.98%(V/m)浸提 23.5h 效果

佳 。

3.2 发展应用

胶原蛋白独特的三重螺旋结构，使其分子结构非常

稳定，并且具有低免疫原性和良好的生物相容性等。结

构决定性质，性质决定用途，胶原蛋白的结构的多样

性和复杂性决定其在许多领域的重要地位。

3.2.1 在食品中的主要应用

胶原蛋白具有适用于食品的一些属性：食用级胶原

通常外观为白色，口感柔和，味道清淡，易消化。胶

原多肽是胶原或明胶经蛋白酶等降解处理后制得的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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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消化吸收性、分子量约为 2000～30000 的产物，不

具有明胶的凝胶性能，目前市场上销售的胶原几乎都是

胶原多肽 [ 1 7 ]。

胶原蛋白可以作为一种补钙食品。骨骼中主要是 I
型胶原，Mizuno 等[36]的实验发现 I 型胶原基质凝胶诱导

成骨细胞分化骨髓细胞。胶原数量减少或分子结构的改

变必然影响其对骨细胞的调节作用， 终会导致骨质减少

乃至骨质疏松症的发生。因此在补钙的同时补充胶原多

肽，能增强骨密度、促进生长发育、改善骨质疏松等。

胶原蛋白可以作为食品添加剂，胶原蛋白可以影响

肉类的嫩度和肉类蒸煮后肌肉的纹理，研究表明主要是

肌肉中胶原蛋白在起作用，其含量和存在状态与肉制品

的嫩度密切相关 [ 3 7 - 3 8 ]。通过破坏胶原蛋白分子内的氢

键，使其原有的紧密超螺旋结构破坏，形成分子较小、

结构较为松散的明胶，即可改善结缔组织的嫩度，提

高其食用价值。此外，利用其优良的物理性质，通常

还可以作为食品的乳化剂、黏合剂、稳定剂、胶凝剂、

澄清剂、增稠剂、发泡剂等使用。

3.2.2 在医学上的主要应用

胶原蛋白是一种天然存在的具有很高利用价值的生

物物质，其特有的极低的抗原性、可生物降解性、生

物吸收性、止血性能和促进细胞生长的功能，使得近

年来在医药工业和医学临床的研究和应用日益广泛。

胶原蛋白生物敷料可用于治疗烧伤、烫伤，对皮

肤具有修补、治疗和护理作用。胶原蛋白作为天然的

生物材料，本身无毒性，其降解产物可被肌体吸收。

Ma 等[39]制备组织工程化人工皮肤并进行功能性测定和观

察，结论是构建的组织工程化人工皮肤具有合成、分

泌细胞外基质胶原蛋白和蛋白多糖的功能。此外，胶

原蛋白能够促进角膜上皮细胞的损伤的修复和细胞生

长，它作为眼球保护膜在眼科中也被广泛研究和应用[40-41]。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发病与Ⅱ型胶原

自身免疫反应有关，用Ⅱ型胶原免疫某些动物可诱导出

实验性关节炎，口服Ⅱ型胶原诱导免疫耐受对类风湿性

关节炎有显著的疗效[23]。胶原蛋白在临床医学中还被广

泛地用于美容矫形、硬组织修复、牙周疾病的治疗、

牙周神经修复包裹材料、止血材料、神经的修复与再

生、人工器官、心脏起搏器、人体内脏的充填物等，

相关的动物实验及临床研究均比较成功[2,42-43]。

3.2.3 在化妆品中的应用

胶原蛋白作为一种重要的化妆品原料，具有修复皮

肤、保湿、美白、润泽头发等功效。经大鼠投食实

验表明，胶原多肽具有促进胶原合成的效果，可促进

皮肤的代谢，从而改善皮肤老化的趋势，能有效地改

善皮肤表皮和真皮的结构[2]。美国 CTFA 化妆品原料手

册录用的天然物质和《功能性化妆品原料》中，选用

的天然物质都有胶原蛋白或其水解产物(羟脯氨酸、脯

氨酸、丝氨酸) [ 4 4 ]。

3.2.4 其他领域的应用

胶原蛋白在造纸、制革、表面活性剂、动物饲料

等也有了越来越多的应用[2 ]。

4 展  望

有关胶原蛋白的研究论文，全世界每年要发近千

篇，我国近年来每年也要发表 100～200 篇[2]，这是不多

见的。大量的研究报告表明，鱼皮和鱼鳞是动物中制

备胶原蛋白 好的原材料之一。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到现

在，我国已经建起了 100 多个生产胶原和胶原蛋白的企

业(不包括明胶厂)，形成了一个产业群，推动了生物医

学材料、美容保健、食品饲料和轻工业的发展。

此外，随着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免疫学和高

分子科学的不断发展，人们通过化学或物理的方法对胶

原蛋白进行交联或修饰，不仅能增强纯化后天然胶原的

性能，并且能提高和改善其他性能；将胶原蛋白与其他

生物材料复合，如其他蛋白质、多糖类以及无机盐或

有机高分子生物材料等，不仅能改善胶原蛋白的各项性

能，而且能拓宽胶原蛋白在生物材料的临床应用。例

如：Lee 等[45]从海蜇中制备胶原多孔支架，并研究了它

们之间的相容性，通过 MTT 法得出海蜇胶原与其他天

然资源(牛胶原、明胶、透明质酸、葡聚糖)相比存在

较强的细胞存活能力；Jeong 等[46]研究了由海洋生物获

得的胶原蛋白和 PLGA 纤维联合组成的组织工程血管材

料，这种新型的生物支架通过冷冻干燥和电纺丝过程制

得，并且有效的改善了在干湿两种状态下的机械强度。

Kim 等[47]在新型合成有机化合物中(来自纳米级胶原)用内

插法和借助数学函数进行细胞毒性分析实验，所获得的

基本数据可以为合成新的海洋功能材料及其衍生物提供

依 据 。

就我国而言，我们虽然拥有广阔的水域，但是我

国的水产品加工研究滞后，尤其是水产加工废弃物利用

较少。来源于水产动物的胶原蛋白在许多方面明显优于

牛、猪皮胶原蛋白，如低过敏性、低抗原性、低热

变性、分子结构较脆弱导致酶解较容易等。因此，我

们在积极开发海洋新产品的同时，应集中研究从水产废

弃物中提取具有各种生理功能的低分子肽，开发各种功

能的胶原多肽等，使胶原蛋白及其制品的研究和生产工

艺不断改进，越来越多的满足人们不同需要，尤其是

在生物医学及功能食品领域的胶原蛋白开发利用。相信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这个产业将带来更好的经

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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