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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拓展鱼胶原的应用范围，研究了采用琥珀酸酐酰化改性制备水溶性鱼胶原，并结合氨基酰化率

测定、凝胶电泳、红外光谱、差示扫描量热、表面张力分析、等电点和溶解性测试等手段考察了改性对鱼胶原结

构性质的影响。 结果表明：当琥珀酸酐的用量为 ０ ２（质量比）时，胶原的氨基酰化率达到约 ８０％，之后酰化率

增长缓慢；随着胶原酰化程度的提高，改性胶原的相对分子质量增加，但其热稳定性和等电点逐渐降低；改性

前后胶原的红外光谱与表面活性都没有明显变化；当酰化率大于 ７０％时，改性鱼胶原的等电点约为 ４，在中性

条件下具有良好的水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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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胶原既是动物细胞外基质（ ｅｘｔｒａ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ｍａｔｒｉｘ，
ＥＣＭ）的主要结构成分，也是一种具有优良综合性能

的生物质材料，已广泛用于化妆品、药物递送、组织工

程等领域［１－２］。 目前，胶原基生物材料产品主要来源

于牛、猪等哺乳动物的富含胶原的结缔组织（皮、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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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但是由于人畜共患病在世界范围内的频繁爆

发，导致哺乳动物胶原及其制品存在重大的生物安全

风险［３－５］。 为此，中国明文规定不予受理含有来自于

发生疯牛病疫情国家或地区的牛、羊源性材料的植入

医疗器械注册申请（国食药监械［２００６］４０７ 号）。 事

实上，２１ 世纪肆虐全球的多种人畜共患病都与陆生

哺乳动物有关，包括非典（ ＳＡＲＳ）、甲型 Ｈ１Ｎ１ 流感

（“猪流感”）以及当前正在全世界蔓延的“新冠肺

炎”，而且病毒传播途径不明确、基因变异与进化等因

素更加剧了病毒跨物种感染人类的风险。 陆生哺乳

动物与人类在胶原编码基因及氨基酸序列上具有较

高的同源性，由此引起的免疫交叉反应可能是导致哺

乳动物胶原存在生物安全隐患的重要原因。 相对而

言，从鱼皮、鱼鳞等鱼加工下脚料中提取的鱼胶原，具
有免疫原性低、安全性好等优点，而且其来源丰富、价
格低廉、无宗教禁忌，因而近年来围绕鱼胶原的制备、
改性及应用的研究方兴未艾［３－７］。

基于传统的醋酸 ／胃蛋白酶法提取的胶原，其等

电点约为 ７，因而往往先将胶原在弱酸性条件下溶解

再进行应用，这极大限制了胶原材料产品在生理 ｐＨ
溶液中的应用（如化妆品、可注射生物材料） ［１］。 为

了赋予胶原在中性条件下良好的溶解性，研究人员采

用琥珀酸酐等试剂对胶原进行改性，通过在消耗氨基

的同时引入羧基，以此改变胶原分子侧链的电荷性

质，从而降低胶原的等电点并实现其在生理环境下的

水溶性［８－１６］。 据报道，琥珀酰化改性胶原可用于制备

眼科植入材料［９－１０］、高分子表面活性剂［１２］、化妆

品［１３］、功能界面涂层［１７］、药物控释载体［１８－２０］ 等。 然

而，现有相关研究报道基本上都是针对哺乳动物胶

原，而关于琥珀酰化改性对鱼胶原结构性能的影响尚

不清楚。 因此，本文以黑鱼鱼皮胶原为原料，制备具

有不同琥珀酰化改性率的鱼胶原，并借助电泳、热分

析、等电点测定等手段研究考察琥珀酰化改性程度对

鱼胶原性质的调控规律，为拓宽鱼胶原的应用范围提

供基础数据，以期加快鱼加工副产物鱼皮的“变废为

宝”转化利用进程，同时促进渔业和胶原基生物材料

产业的可持续发展［３－７，２１－２２］。

１　 试验

１ １　 主要材料与仪器

１ １ １　 主要材料

鱼皮 Ｉ 型胶原冻干海绵，参照实验室方法制

备［４］，新鲜黑鱼购自成都郭家桥水产市场；
冰醋酸、氯化钠、氢氧化钠、盐酸、异丙醇、过氧化

氢、琥珀酸酐、二甲亚砜，均为分析纯，成都科龙化工

试剂厂；
高分子质量标准蛋白为电泳级，美国 ＢＩＯ－ＲＡＤ

公司；
胃蛋白酶，生化试剂，上海如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三硝基苯磺酸（ＴＮＢＳ），美国 Ｓｉｇｍａ 公司；
其他化学试剂均为国产分析纯；
去离子水，实验室自制。

１ １ ２　 主要仪器

３７００ 高速冷冻离心机，日本 ＫＵＢＯＴＡ 公司；
ＦＤ－１ 冷冻真空干燥机，北京博医康实验仪器有

限公司；
ｐＨＳ－３Ｃ 型 ｐＨ 计，上海精密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Ｍｉｎｉ－ＰＲＯＴＥＡＮ ３ Ｃｅｌｌ 电泳仪，美国 ＢＩＯ－ＲＡＤ

公司；
ＤＳＣ ２００ＰＣ 差示扫描量热仪，德国 ＮＥＴＺＳＣＨ

公司；
Ｌａｍｂｄａ ２５ 紫外 ／可见分光光度计、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Ｏｎｅ

红外光谱仪，美国 Ｐｅｒｋｉｎ － Ｅｌｍｅｒ 公司； Ｍｏｄｅｌ ＺＥＮ
３６００ 纳米粒度及电位分析仪，英国马尔文公司；

ＯＣＡ－Ｈ２００ 光学接触角测量仪，德国 Ｄａ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
公司。

１ ２　 试验方法

１ ２ １　 琥珀酰化改性鱼胶原的制备

将冻干的鱼胶原海绵（ Ｃｏｌ）溶于 ０ １ ｍｏｌ ／ Ｌ 醋

酸，配制浓度为 ４ ｍｇ ／ ｍＬ 的胶原溶液，用 １ ｍｏｌ ／ Ｌ 氢

氧化钠将胶原溶液的 ｐＨ 值调至 ９。 将琥珀酸酐用二

甲亚砜溶解，按照表 １ 所示的琥珀酸酐用量分别对鱼

胶原进行酰化改性，持续搅拌并用氢氧化钠维持改性

溶液的 ｐＨ 值为 ９，直至溶液 ｐＨ 没有变化即为改性结

束。 分别将改性胶原溶液用去离子水透析 ３ ｄ，冻干

得到琥珀酰化改性鱼胶原样品 ＳＣ１、ＳＣ２、ＳＣ３、ＳＣ４、
ＳＣ５ 和 ＳＣ６。

１ ２ ２　 胶原氨基酰化率测定

参照文献报道的 ＴＮＢＳ 法［８］ 测定胶原的氨基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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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率。 将改性前后的胶原样品溶于 ０ １ ｍｏｌ ／ Ｌ 醋酸或

去离子水制备 ４ ｍｇ ／ ｍＬ 胶原溶液，分别加入一定量的

硼砂缓冲液和 ＴＮＢＳ 溶液，置于 ５０ ℃水浴避光反应

６０ ｍｉｎ，用盐酸终止反应，冷却，在 ３４０ ｎｍ 波长下测胶

原样品的吸光度。 以未改性胶原作为对比样，每个胶

原样品测 ３ 次，结果取平均值。

１ ２ ３　 十二烷基硫酸钠－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ＳＤＳ
－ＰＡＧＥ）

参照 ＳＤＳ－ＰＡＧＥ 方法［４］考察不同胶原样品的结

构组成特征。 将改性前后的鱼胶原样品分别用电泳

处理液稀释至 １ ｍｇ ／ ｍＬ，在沸水中煮 ５ ｍｉｎ 后冷却，备
用。 采用 ７ ５％的分离胶和 ４％的积层胶进行电泳，接
着用考马斯亮蓝 Ｒ－２５０ 对凝胶染色，最后用 ７ ５％醋

酸和 ５％甲醇溶液脱色。

１ ２ ４　 红外光谱分析

采用 ＫＢｒ 压片法对改性前后的鱼胶原样品进行

红外光谱分析。 分别取胶原样品与 ＫＢｒ 按 １ ／ １００ （质
量比）充分混匀，用压片机制备 ＫＢｒ 薄圆片，之后采用

红外光谱仪收集数据。 扫描波数范围为 ４５０ ～ ４ ０００
ｃｍ－１，分辨率为 ２ ｃｍ－１。

１ ２ ５　 差示扫描量热（ＤＳＣ）分析

分别取改性前后的鱼胶原海绵样品，用差示扫

描量热仪进行热分析测试。 以空坩埚作为参比，
用氮气（６０ ｍＬ ／ ｍｉｎ）作保护气，基于 ５ ℃ ／ ｍｉｎ 的升

温速率扫描记录 ＤＳＣ 曲线，考察温度区间为 ４ ～
８０ ℃ 。

１ ２ ６　 胶原溶液表面张力测定

分别取改性前后的鱼胶原海绵样品，通过溶解、
稀释制备得到浓度为 ０ ０００ ５、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２、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４、０ ００５、０ ００６、０ ００７ 和 ０ ００８ ｍｇ ／ ｍＬ 的系列胶

原样品溶液，采用光学接触角测量仪考察溶液的表面

张力。 测试温度为 ２５ ℃，每个样品测 ３ 次，结果取平

均值。

１ ２ ７　 胶原的等电点测定

将改性前后的胶原样品溶于 ０ １ ｍｏｌ ／ Ｌ 醋酸或

去离子水配制 ０ ４ ｍｇ ／ ｍＬ 胶原溶液，分别用盐酸或氢

氧化钠调节溶液 ｐＨ，制备得到 ｐＨ 值分别为 ３ ０、３ ５、
４ ０、４ ５、５ ０、５ ５、６ ０、６ ５ 和 ７ ０ 的系列胶原样品溶

液，采用纳米粒度及电位分析仪测定胶原溶液的 Ｚｅｔａ
电位，每个值测 ３ 次，结果取平均值。 以 Ｚｅｔａ 电位值

为纵坐标、ｐＨ 为横坐标绘制曲线图，当 Ｚｅｔａ 电位为零

时所对应的 ｐＨ 即为胶原的等电点。

１ ２ ８　 胶原溶解性测试

将改性前后的胶原样品溶于 ０ １ ｍｏｌ ／ Ｌ 醋酸或

去离子水配制 ０ ４ ｍｇ ／ ｍＬ 的胶原溶液，采用盐酸或氢

氧化钠调节溶液 ｐＨ 值分别为 ３ ０、３ ５、４ ０、４ ５、５ ０、
５ ５、６ ０、６ ５、７ ０、７ ５ 和 ８ ０，在调节 ｐＨ 的过程中分

析总结胶原的溶解 ／沉淀情况。

２　 结果与讨论

２ １　 鱼胶原的氨基酰化改性率

关于采用 ＴＮＢＳ 法测定改性胶原的氨基酰化率，
胶原的自由氨基含量与样品的吸光度呈线性关系，故
可利用测得的吸光度值进行计算：氨基酰化率（％） ＝
（吸光度Ｃｏｌ － 吸光度ＳＣ） ／吸光度Ｃｏｌ。 琥珀酰化改性鱼

胶原的氨基酰化率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不同鱼胶原样品的氨基酰化率

Ｔａｂｌｅ １ Ａｍｉｎｏａｃｙｌ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ｉｓｈ ｃｏｌｌａｇｅｎ ｓａｍｐｌｅｓ

胶原样品 琥珀酸酐 ／ 胶原（质量比） 氨基酰化率 ／ ％

Ｃｏｌ ０ ０

ＳＣ１ ０ ０２５ ４２ ６

ＳＣ２ ０ １ ７０ ６

ＳＣ３ ０ ２ ８２ ４

ＳＣ４ ０ ３ ７６ ５

ＳＣ５ ０ ４ ８０ ９

ＳＣ６ ０ ５ ８５ ３

由表 １ 可知，随着琥珀酸酐的用量增加，改性鱼

胶原的氨基酰化率增大，其中 ＳＣ１ 样品的氨基酰化率

最小，ＳＣ２ 次之，ＳＣ３ ～ ＳＣ６ ４ 个样品的氨基酰化率在

一定范围内波动，这说明当琥珀酸酐的用量为 ０ ２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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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比）时就已经达到了较高的胶原氨基酰化率，
而 ＳＣ３～ ＳＣ６ 的改性率差异可能跟酰化改性过程控制

及 ＴＮＢＳ 法测试的误差有关。 据报道［８］，当琥珀酸酐

的用量为 ０ ５（质量比）时，牛皮胶原的酰化改性率可

达 ９０％以上。

２ ２　 琥珀酰化改性对鱼胶原结构的影响

通过电泳手段可考察胶原分子的亚基组成特征

以及胶原三股螺旋结构的完整程度［４－５］。 图 １ 为琥珀

酰化改性前后胶原样品的电泳图谱。 由图 １ 可知，所
有胶原样品都包含两条 α 链和一条 β 链（α 链的二聚

体），与未改性胶原相比，改性胶原的 α 链和 β 链条带

均呈现更大的相对分子质量，其中 ＳＣ１、ＳＣ２ 和 ＳＣ３
样品条带的相对分子质量依次增大，而 ＳＣ３ ～ ＳＣ６ ４
个样品的电泳条带几乎具有相同的分子质量分布特

征。 琥珀酸酐与胶原氨基反应后，在胶原分子链引入

“ＮＨＣＯ（ＣＨ２） ２ＣＯＯＨ” ［８］，因而改性胶原的相对分子

质量与酰化改性率正相关，由此表明改性胶原的酰化

率顺序为 ＳＣ１ ＜ ＳＣ２ ＜ ＳＣ３ ≈ ＳＣ４ ≈ ＳＣ５ ≈ ＳＣ６，这
与上述胶原氨基酰化率测定结果一致。 此外，从电泳

图谱未发现明显的胶原分子链降解现象，说明琥珀酰

化改性过程没有破坏胶原的一级结构。

１：标准蛋白；２：未改性胶原；３：改性胶原 ＳＣ１；４：改性胶原

ＳＣ２；５：改性胶原 ＳＣ３；６：改性胶原 ＳＣ４；７：改性胶原 ＳＣ５；８：改
性胶原 ＳＣ６

图 １　 不同鱼胶原样品的 ＳＤＳ－ＰＡＧＥ 电泳图谱

１：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ｍａｒｋｅｒ；２：Ｃｏｌ；３：ＳＣ１；４：ＳＣ２；５：ＳＣ３；６：ＳＣ４；
７：ＳＣ５；８：ＳＣ６

Ｆｉｇ １ ＳＤＳ－ＰＡＧ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ｉｓｈ ｃｏｌｌａｇｅｎ ｓａｍｐｌｅｓ

红外光谱是表征胶原结构的常用手段，通过胶原

红外光谱峰的位移及相对强度大小可以考察胶原二

级结构的变化情况［４，１２，１６］。 图 ２ 为琥珀酰化改性前后

胶原样品的红外光谱。 由图 ２ 可知，整体而言，所有

样品都呈现胶原的特征红外吸收峰：酰胺 Ａ、酰胺 Ｂ、
酰胺Ⅰ、酰胺Ⅱ和酰胺Ⅲ，它们的形状与位置（见表

２）几乎没有变化或仅存在细微的差别，这表明改性过

程对胶原的三股螺旋结构未产生显著影响。 然而，一
维红外谱图的分辨率较低，为了深入理解琥珀酰化改

性对鱼胶原结构的影响，需要采用二维红外［１］或热分

析手段进一步探索研究。

ａ：未改性胶原；ｂ：改性胶原 ＳＣ１；ｃ：改性胶原 ＳＣ２；ｄ：改性胶原

ＳＣ３；ｅ：改性胶原 ＳＣ４；ｆ：改性胶原 ＳＣ５；ｇ：改性胶原 ＳＣ６
图 ２　 不同鱼胶原样品的红外光谱图

ａ：Ｃｏｌ；ｂ：ＳＣ１；ｃ：ＳＣ２；ｄ：ＳＣ３；ｅ：ＳＣ４；ｆ：ＳＣ５；ｇ：ＳＣ６
Ｆｉｇ ２ Ｔｈｅ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ｉｓｈ ｃｏｌｌａｇｅｎ ｓａｍｐｌｅｓ

表 ２　 不同鱼胶原样品的特征红外光谱峰位置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ｐｅａｋ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ｄｉｆ⁃
ｆｅｒｅｎｔ ｆｉｓｈ ｃｏｌｌａｇｅｎ ｓａｍｐｌｅｓ

胶原样品

吸收峰波数 ／ ｃｍ－１

酰胺 Ａ 酰胺 Ｂ 酰胺Ⅰ 酰胺Ⅱ 酰胺Ⅲ

Ｃｏｌ ３ ３４０ ２ ９３０ １ ６６０ １ ５５０ １ ２４０

ＳＣ１ ３ ３４０ ２ ９３０ １ ６６０ １ ５５０ １ ２４０

ＳＣ２ ３ ３２０ ２ ９３０ １ ６６０ １ ５５０ １ ２４０

ＳＣ３ ３ ３３０ ２ ９３０ １ ６５０ １ ５５０ １ ２４０

ＳＣ４ ３ ３５０ ２ ９３０ １ ６６０ １ ５５０ １ ２４０

ＳＣ５ ３ ３３０ ２ ９３０ １ ６５０ １ ５５０ １ ２４０

ＳＣ６ ３ ３４０ ２ ９３０ １ ６５０ １ ５５０ １ ２４０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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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琥珀酰化改性对鱼胶原热稳定性的影响

热稳定性是胶原蛋白基材料的重要性能之一，而
且鱼胶原的热变性温度较哺乳动物胶原更低［１，３］。 图

３ 为琥珀酰化改性前后鱼胶原的热变性 ＤＳＣ 曲线。
由图 ３ 可知，未改性胶原、ＳＣ１、ＳＣ２ 和 ＳＣ６ 的 ＤＳＣ 峰

值温度分别约为 ４３、４０、３８ 和 ３５ ℃，即鱼胶原的热变

性温度随琥珀酰化改性程度的增加而逐渐降低，这可

能是由于：（１）酰化改性反应消耗了部分氨基，导致

氢键作用削弱；（２）酰化引入的大量羧基阴离子在肽

链之间产生排斥，从而致使胶原分子的三股螺旋结构

受到破坏。 据报道，牛皮和猪皮胶原的热变性温度在

琥珀酰化改性后都有一定幅度的降低［８，１５］，因此在鱼

胶原的应用过程中有必要平衡琥珀酰化改性对胶原

热稳定性的负面影响。

图 ３　 改性前后鱼胶原样品的 ＤＳＣ 曲线

Ｆｉｇ ３ ＤＳＣ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ｆｉｓｈ ｃｏｌｌａｇｅｎ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２ ４　 改性前后鱼胶原溶液的表面张力分析

由于琥珀酰化改性导致了胶原更好的亲水性，可
能会对胶原分子的亲水 ／疏水平衡以及表面活性产生

影响，因此考察改性前后鱼胶原溶液的表面张力（如
表 ３ 所示）。 由表 ３ 可知，未改性胶原、ＳＣ１、ＳＣ２ 和

ＳＣ６ 在不同胶原浓度下的溶液表面张力没有显著变

化，说明基于本文的琥珀酰化改性条件未能赋予鱼胶

原一定的表面活性。 研究表明，对牛皮胶原进行琥珀

酰化改性的同时，采用月桂酰氯向胶原分子中引入疏

水长链能明显降低胶原溶液的表面张力（５５ ９２ ｍＮ ／
ｍ） ［１２］，这为鱼胶原在表面活性剂领域应用的功能化

改性指明了方向。

表 ３　 鱼胶原溶液的表面张力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３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ｅｎｓ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ｆｉｓｈ ｃｏｌｌａｇｅｎ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胶原浓度 ／

（ｍｇ·ｍＬ－１）

胶原溶液的表面张力 ／ （ｍＮ·ｍ－１）

Ｃｏｌ ＳＣ１ ＳＣ２ ＳＣ６

０ ０００ ５ ７２ ４５ ７２ ３４ ７２ ３３ ７２ ２３

０ ００１ ７１ ７０ ７２ １８ ７１ ８６ ７２ １６

０ ００２ ７１ ６０ ７１ ８９ ７１ ７２ ７１ ９２

０ ００３ ７２ ２０ ７１ ３５ ７１ ９３ ７１ ９３

０ ００４ ７２ ０１ ７１ ４２ ７１ ７８ ７１ ８５

０ ００５ ７１ ４５ ７１ ３６ ７１ ６８ ７１ ９２

０ ００６ ７２ ０５ ７１ ０９ ７１ ４３ ７１ ４６

０ ００７ ７１ ３１ ７１ ２２ ７１ ９７ ７１ ２７

０ ００８ ７１ ３９ ７１ １３ ７１ ７０ ７１ ７３

２ ５　 琥珀酰化改性对鱼胶原溶解性的影响

胶原作为一种蛋白质，等电点是决定其在水溶液

中溶解性好坏的重要指标。 图 ４ 为琥珀酰化改性前

后鱼胶原的 Ｚｅｔａ－ｐＨ 曲线。 从图 ４ 可看出，随着琥珀

酰化改性程度的增加，胶原的等电点逐渐降低，这主

要是由于琥珀酰化反应引入的大量羧基促使胶原的

整体电荷性质向阴性偏移。 此外，通过观察胶原在不

同 ｐＨ 条件下的溶解现象，进一步验证琥珀酰化改性

对鱼胶原水溶性的影响（如表 ４ 所示），结果表明当酰

化率达到 ７０％以上时，改性鱼胶原在中性环境下能够

完全溶解。

图 ４　 改性前后鱼胶原样品的 Ｚｅｔａ－ｐＨ 曲线

Ｆｉｇ ４ Ｚｅｔａ－ｐＨ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ｆｉｓｈ ｃｏｌｌａｇｅｎ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３１·

第 １２ 期 刘文涛等　 琥珀酰化改性鱼胶原的制备及性质研究 专题研究·材料




表 ４　 不同 ｐＨ 值条件下鱼胶原样品的溶解性

Ｔａｂｌｅ ４ Ｓｏｌｕ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ｆｉｓｈ ｃｏｌｌａｇｅｎ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Ｈ ｖａｌｕｅｓ

ｐＨ Ｃｏｌ ＳＣ２ ＳＣ６

３ ０ ＋＋＋ ＋＋＋ ＋＋＋

３ ５ ＋＋＋ ＋＋＋ ＋

４ ０ ＋＋＋ — —

４ ５ ＋＋＋ ＋ ＋＋

５ ０ ＋＋＋ ＋＋＋ ＋＋＋

５ ５ ＋＋ ＋＋＋ ＋＋＋

６ ０ ＋ ＋＋＋ ＋＋＋

６ ５ — ＋＋＋ ＋＋＋

７ ０ — ＋＋＋ ＋＋＋

７ ５ — ＋＋＋ ＋＋＋

８ ０ ＋ ＋＋＋ ＋＋＋

注：“＋”代表胶原溶解性，其数量越多表明胶原溶解性越好；“—”
代表胶原几乎不溶解，呈现为絮状沉淀。

Ｎｏｔｅ “＋”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ｓｏｌｕ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ｌｌａｇｅｎ， ｔｈｅ ｍｏｒｅ ｉｔ ｉｓ， ｔｈｅ ｂｅｔ⁃
ｔｅｒ ｔｈｅ ｓｏｌｕ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ｌｌａｇｅｎ ｉｓ； “ －” ｍｅａｎ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ａｇｅｎ ｉｓ
ａｌｍｏｓｔ ｉｎｓｏｌｕｂｌｅ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ｆｌｏｃｃｕｌｅｎｔ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ｅ

３　 结 论

琥珀酰化改性可作为拓宽鱼胶原在生理环境中

应用的有力手段。 随着酰化改性率的提高，鱼胶原的

相对分子质量增加，然而热变性温度有所降低，说明

尽管胶原的一级结构未受影响，但其二级结构的稳定

性却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因而在实际应用中需要对

鱼胶原的功能性与稳定性进行权衡。 虽然琥珀酰化

改性鱼胶原具有良好的水溶性，但没有呈现表面活

性，未来可结合疏水改性优化鱼胶原的表面活性功能

性质，以更好地用于化妆品、药物载体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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