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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介绍了胶原蛋白膜的制备、应用及研究现状。胶原蛋白膜可以作为包装膜、皮肤替代物、角膜、面膜用于食品、

生物医学、化妆品等不同行业，它具有无毒、无污染、可降解等优良特性，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胶原蛋白膜；应用；进展
中图分类号ＴＳ

文献标识码Ａ

５９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ｄｖａｎｃｅ ｏｆ Ｃｏｌｌａｇｅｎ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Ｆｉｌｍ
ＺＨＡＮＧ Ｍｅｉ—ｙｕｎｌ，ＬＩＵ Ｌｉｕｌ，ＣＨＥＮＧ Ｆｅｎｇ—ｘｉａ２，ＳＨＥＮ Ｑｉａｎ—ｆｅｎ９１
（１．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Ｐａｐｅｒ—ｍａｋｉｎｇ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ｈａａｎｘ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Ｘｉ’ａｎ ７ １ ００２ １，Ｃｈｉｎａ；２．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ｈａａｎｘ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Ｘｉ’ａｎ ７１００２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ｆｉｌｍ

ｃａｎ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ｎ，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ｃ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ｐｍｅｎｔ。ｆ ｃｏｌｌａｇｅｎ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ｆｉｌｍ ｗａｓ ｉｎｔｍｄｕｃｅｄ．Ｃｏｌｌａｇｅｎ ｐｍｔｅｉｎ

ｂｅ ｕｓｅｄ ｉｎ ｆｏｏ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ｂｉｏ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ｃｏｓｍｅｔｉｃ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ｓ

ｐａｃｋａｇｉｎｇ ｆｉｌｍ，ｓｋｉｎ—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ｅ，ｃｏｒｎｅａ ａｎｄ ｆａ—

ｃｉａｌ ｍａｓｋ．Ｉｔ ｈａｓ ｂｒｉｇｈｔ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ｄｕｅ ｔｏ ｉｔｓ ｅｍｉｎｅｎ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ｉｎｎｏｃｕｉｔｙ，ｕｎ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

０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ｃｏｌｌａｇｅｎ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ｆｉｌｍ；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ｄｖａｎｃｅ

胶原蛋白富含于动物的皮、软骨、

原性低，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和生

胶原蛋白溶液一依次加入０．４％淀

韧带、肌腱及其它结缔组织中，国内有

物可降解性，因此，作为天然的生物质

粉、０．２５％戊二醛、０．２５％增塑剂增稠

极其丰富的资源。由于我国大部分的

资源，在食品、生物医学、化妆品等工

一真空脱气＿＋涂布于光滑玻璃板上一

皮资源均以制革等形式加以利用，利

业中应用的重要性和经济地位Ｅｔ益突

干燥＿＋揭膜。

用率极低，而产生的皮革固体废弃物

出¨。；以胶原蛋白制成的胶原蛋白膜

如不加以回收利用，则不仅会占用场
地、污染环境，而且也是对胶原蛋白资
源的极大浪费。近２０年来，随着分子

在上述领域内的研究也日渐活跃。
１胶原蛋白膜的制备

罗爱平等Ｍ。认为，用甘油、氯化钙
作交联剂对于增强胶原蛋白膜的柔韧
性、机械性能更佳，制膜工艺为：１２％
胶原蛋白溶液。热处理（７０一１００。Ｃ，

生物学的发展，人们对胶原性质的认

对于胶原蛋白膜，国内和国外的

１５ｍｉｎ）＿＋加入甘油、钙交联剂＿÷溶解、

识已越来越深入，其应用领域也更为

成型方法有很多种。国内的大部分研

混合＿＋过滤一增稠＿＋真空脱气－÷涂布

广泛‘¨。

究都采用浇铸成膜的方法，而国外则

一烘干（６０—７０℃，５ｈ）－÷叠加类脂层

胶原蛋白是由甘氨酸、丙氨酸、脯

较多采用机械挤出的方法Ｈ］。马春辉

一再干燥＿＋揭膜－÷乙醇溶液挥发处理

氨酸等１９种氨基酸所组成的天然蛋

等研究”１认为，较为理想的制备胶原

＿＋自然干燥。

白质怛一。有研究表明：胶原蛋白的抗

蛋白膜的工艺条件为：配制４．５％的

国外与国内的成形方法则显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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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其操作要点为‘４。：酸溶胀真皮层一÷

次制成了胶原肠衣并申请了专利。此

胶原蛋白膜作为暂时性皮肤替代

研磨成浆料一过滤、均化。挤出＿÷凝

后，不断有研究者继续深入研究胶原

物时，主要以制成胶原海绵膜的形式，

聚＿÷鞣制斗增塑－÷干燥一成膜。

的成膜性能，并将胶原材料与其它的

用于浅度皮肤缺损的创面，起到止血、

可食性材料，如聚糖、调味料、果胶、淀

粘结体液、减轻疼痛、促进肉芽组织形
成的作用，提高创面愈合的速度’９ ｏ。

用机械挤出法成型的胶原蛋白膜
比浇铸法成型的膜的机械强度要高很

粉等混合在一起，以弥补胶原材料成

多，而且各方面的物理性能也都更好。

膜时某些性能的不足，或者将胶原作

王永胜¨０。等将壳聚糖以一定的

这是由于在机械法成型时，成型器给

为填料，加入到上述材料中，以对它们

比例添加到胶原溶液中，以冻干的形

膜以机械力，使内部分子链完全伸展

进行改性。美、欧、日等国对于该领域

式成膜，将制好的海绵膜包埋于ｓＤ大

开、便于更好的结合，分子链之间的相

的研究较早，采用将胶原蛋白膜用作

鼠皮下进行试验，发现壳聚糖一胶原

互作用程度较高；而浇铸法则是凭借

固化酶的膜材料和肉食品标签的方

蛋白膜具有良好的物理及生物学性

膜液的自行流动成膜，分子链大部分

法，且已实现了工业化Ｈ’“。而国内这

能，组织相容性好，血管化能力强，体

呈卷曲状，结合点远远少于机械法，以

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目前还处于实

内、外降解缓慢，具有良好的真皮替代

至于分子之间的结合力低，大大影响

验室研究阶段，即对胶原蛋白成膜的

功能。

了膜的强度。另外，均匀性也是决定

基础理论和工艺条件以及胶原改性进

膜物理性能好坏的主要因素，机械法

行了探索，并未实现工业化。

胶原蛋白良好的降解性使得胶原
膜携带的药物，可以随膜的降解而被

成型的膜的均匀性明显要比浇铸法成

罗爱平等‘６。在实验室制作出了可

释放，所以可应用于制作药物控制释

型的好，因此，国内和国外在这方面的

食性胶原蛋白膜，利用胶原蛋白作为

放系统，如果在胶原膜上作一些修饰，

研究在技术上存在着较大差距。

一种被膜剂，根据需要，可添加抗氧化

还可以改变药物的释放速度¨“。

还应该看到：目前大量试验所制

剂、防腐剂等物质，制成复合保鲜膜。

随着生物技术的不断发展，以胶

得的胶原蛋白膜具有亲水性且柔韧性

既满足可食膜的屏障作用，又可有效

原蛋白为主要成分的各种不同形式的

不高，这大大限制了胶原蛋白膜的推

降低防腐剂向食品内部的扩散，长久

生物医学材料，被研制出来，有的尚处

广。因此，在胶原蛋白膜工业化生产

维持表面薄膜高浓度抗氧化剂、防腐

于试验探索阶段，有的已经用于临床，

和实际商业应用中，应注意胶原蛋白

剂含量，达到延长食品货架期的目的。

在这方面国外远远领先于国内。随着

膜初始材料的特性和对其进行必要的

但在胶原蛋白膜的实际应用方面，如

ＧＴＲ（组织引导再生术，ｇｕｉｄｅ

改性处理，以满足特殊应用技术的需

对果蔬、肉类制品等食品的保鲜效果，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在临床上的发展，胶原蛋白

要。

还在进一步研究当中。

膜作为一种有效的材料受到关注，并

２胶原蛋白膜的应用

２．２胶原蛋白膜在生物医学方面的

在国外部分国家实现商品化¨…。

２．１胶原蛋白膜在食品行业中的应

应用

２．３胶原蛋白膜在化妆品行业中的

用

胶原具有重要的生物学性质——

ｔｉｓｓｕｅ

ｒｅ—

应用

胶原是一种富含多种人体必需氨

力学性能高、促进细胞生长、止血、可

皮肤内层的真皮层中含有大量胶

基酸的蛋白质，是人体不可多得的营

吸收性、弱抗原性、良好的生物相容性

原，其纤维结构形成支持皮肤力学性

养物质，因此被广泛应用于食品工业

和生物降解性等优点。８。。

能（如强度、弹性）的网络。胶原是天

中。胶原蛋白膜在食品行业中主要以

胶原作为一种理想的天然大分子

然的极性蛋白质，Ｉ型胶原含有４．４％

包装膜的形式出现，即以可食用的胶

医用材料，以它为基质的生物医学材

天冬氨酸残基、７．２％谷氨酸残基、

原为原料，经过交联而制成的包装材

料不断涌现，其主要应用形式有胶原

２．８％赖氨酸残基ｕ“。尤其Ｌ一羟脯

料，应用于食品包装。

蛋白膜，用于生物医学，除具有上述优

氨酸，是胶原特有的氨基酸，在护肤品

胶原膜具有阻油、阻氧、阻水、可

点外，主要还有亲水性强、抗张强度

中起滋润和调理作用，也常作为营养

携带抗氧剂及抗菌剂载体、保香等功

高，具有类似真皮的形态结构，透水透

性助剂用于洗发水。所以，胶原蛋白

能，可以广泛应用于包装肉制品（熏鸡

汽性好，润滑性、稳定性好；具有一定

及其水解产物具有很好的保湿性；且

肉、油炸肉）、酸奶、包装药粉的胶布和

的生物塑性；官能团多，可进行交联改

由于结构的相似性，对皮肤和头发的

食品配料；还可用作肠衣，制作香肠、

性，从而可控制其生物降解速度和调

亲合性良好。此外，水解胶原还具有

冻肉；用作包装袋，包装可可粉、咖啡、

节其溶解（溶胀）性旧１。

乳液稳定性等优点，因而在化妆品中

香料以及药用胶囊等＂１。
美国的Ｆｒｅｕｄｅｎｂｅｒｇ于１９３８年首
·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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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原蛋白膜可用于暂时性皮肤替
代物、透析和固化酶的载体一’”。。

的应用发展很快，已成为重要的化妆
品原料¨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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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丽红等¨４１将胶原蛋白与纤维

质，如葡萄糖、色氨酸和ＮａＣｌ，均具有

素及其衍生物羧甲基纤维素混合，并

一定的渗透性，对血清蛋白具有吸附

加入保湿剂丙三醇、丙二醇或丁二醇，

性，能满足生物医用材料的使用需求。

置于模具中，在一定温度下，蒸发水
分，形成胶原蛋白膜（纸）。这种膜

皮革，２００１，３０（１５）：８—１１

［９］

于淑贤．胶原在皮肤替代物中的应用
现状及研究进展［Ｊ］．中国皮革，２００５，
３４（１）：８—１１

３结束语

［１０］侯春林，肖仕初，刘志国，等．几丁质一

（纸）由天然动、植物高分子物质制

生物学技术在皮革行业中的应

成，无毒、无味、无刺激、无副作用，属

用，即利用胶原蛋白的结构区和活性

于纯天然产品。

部位、两性电解质的电学特性，使得胶

胶原蛋白膜的制作及皮下埋植实验
［Ｊ］。中国修复重建外科杂志，２００３，３
（１７）：２３３—２３６

［１１］周文常，但卫华，廖隆理，等．胶原蛋白

胶原蛋白的氨基酸组成与人体皮

原蛋白膜不仅在医学领域，而且在食

肤相同，因而与皮肤相容性好、亲和力

品、化学工业上的利用也越来越广。

中的应用［Ｊ］．皮革科学与工程，２００４，

强，并有很好的保湿和深层洁肤的功

以胶原蛋白膜制成的高分子材料Ｌｔ益

２（１４）：３０—３３

能，还可以补充皮肤中损失的胶原蛋

增多，如赵世红。“１等采用离心法在自

白。

制模具中，制作了角膜胶原膜，具有促
进角膜创口愈合和药物递质的作用。

２．４胶原蛋白共混膜
相比于高分子材料膜，胶原蛋白
膜的韧性还比较弱，所以近年来许多
学者一直在寻求合适的方法改性胶原
蛋白膜或与胶原蛋白制成共混膜，避

免由其制备的材料的一些缺点，如提
高其抗降解能力，以改善胶原蛋白膜

随着绿色化工理念的日益深入人心，
人们越来越重视环境保护和人类自身
的健康，胶原蛋白这类天然高分子材
料所特有的优越性会越来越得到人们
的青睐，其在食品、化妆品及生物医学
行业中的应用前景十分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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