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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与产业意义 

    据国内牛皮市场价格调研报告，我国优质牛皮仅
占10%左右，存在皮张小、伤皮多、路数不清、质量

不稳、参差不齐、管理混乱、批量少、假货多等问题，
主要用来生产中低档革，经济效率低（300-1000元/
张），牛皮开发利用率低。 
   
    每年产生未鞣制牛皮废弃物约70万吨，不仅造成
数10亿元的经济损失，且腐烂变质造成极大的环境污
染。 



一件奢侈品牛皮皮具动辄几
万，但牛皮价值几何？对养
殖屠宰加工企业贡献几何？ 

核心： 

如何将牛皮经济利益留在
肉牛产业链中，同时实现
价值的最大化？ 



公元前1-2世纪《神
农本草经》，陶弘景

《名医别录》 

• 阿胶“煮牛皮制作之”，
“生东平郡，煮牛皮作之，
出东阿” 

东汉时期 
• 阿胶最早发明，
被列为上品 

从唐朝开
始 

• 逐步开始由牛皮
向驴皮演变 

宋朝 
• 完全改用
驴皮 

二、历史传习 



驴皮胶与牛皮胶的功效比较 

现阶段对牛皮与驴皮功能性成分的差异系统性的研究较少 

分类 性味归经 功效 

驴皮胶 性平、味甘、归肺、肝、肾经 

滋补阴血、眩晕心悸、肌痿无力、心烦不眠、
虚风内动、肺燥咳嗽、痨咳咯血、吐血尿血、
便血崩漏、妊娠胎漏，适合妇女，不适合易
上火者 

牛皮胶 性平、味甘、归肺、大肠经 
止血。对血小板减少症，以及血小板减少而
引起的鼻衄、紫癜等，疗效显著。 

目前，驴皮的养生功能价值认同度比较高。 



三、牛皮的营养价值 

（一）牛皮组织结构 



（二）牛皮营养价值 

       一般新鲜牛皮的主要成分是水分、蛋白质、脂类、无机盐、碳

水化合物等。 

粗蛋白含量：30-35% 

水分含量：60-75% 

粗脂类含量：2.0-3.0% 

无机盐含量：0.3-0.5% 

碳水化合物含量：0.5-2.0% 

组成成分 含量（%） 

水分 64 

蛋白质 

构造蛋白 

弹性蛋白 0.3 

胶原蛋白 29 

角蛋白 2 

非构造蛋白 

白蛋白 
1 

球蛋白 

类黏蛋白 0.7 

总含量 33 

脂肪 2 

色素及其他 0.5 

无机盐 0.5 

 余群力.家畜副产物综合利用. 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4：328-352. 



         胶原蛋白含有的氨基酸共18种，其中7种为人体必需氨基酸，营养十分

丰富。 

胶原蛋白的功能 
 能促进细胞新陈代谢,重整肌肤的纤维结构组织,有效延缓细胞衰老,平复细

小皱纹,有良好的抗皱能力； 

 对肤质有独特的修复功能,能够抑制色斑形成,使皮肤细腻光滑，起到美白
祛斑的作用； 

 皮肤吸收胶原蛋白后，锁水能力加强，维持皮肤的水油平衡，修复受损组
织、收缩毛孔。 



 功能性肽的作用 

功能
性肽 

免疫
调节 激素

调节 

降血
压 

降血
脂 

抗疲
劳 

抗衰
老 

抗氧
化 

牛皮中的功能性肽呢？ 



戴丹琴等 

• 以自制的牛皮胶原蛋白为原料提取胶原多
肽。 

王杉杉等 

• 从牛皮胶原蛋白中鉴定分离出了两种抑制
血管紧张素I转换酶（ACE）的多肽片段。 

董莹等 

• 从牦牛皮中的胶原蛋白进行相关研究,提
取三种胶原蛋白, 制备胶原蛋白抗氧化肽。 

具有预防骨质疏松、抗辐
射、抗高血压、保护胃黏
膜、抗衰老和美容护肤等
生理功能，目前广泛应用
于医药、美容、功能食品
开发等领域。有预防骨质
疏松。、抗辐射、抗领域。 

一种天然的抗氧
化剂，具有很强
的抗氧化作用。 

对血管紧张素转移酶（ACE）具
有抑制作用，在血压调节和高血
压发生中起着重要作用。能够开
发成降血压保健食品或高血压辅
助治疗药物，可广范用于保健品。  



（一）传统脱毛方法 
松香甘油
酯、沥青
脱毛 

四、牛皮加工工艺研究进展 

蒸汽
脱毛 

GB 2760-201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烫毛
燎毛 

投资大，中小
企业负担重 



（二）酶法脱毛 

酶法脱毛，是通过生物处理的方法使毛和表皮分离，从而达到脱毛的目的。 

突出优点： 

1.酶法脱毛是一种绿色、无污染的脱毛方法，深受皮革工业的重视，
其主要研究主要集中在专一菌种和特性酶的筛选。 
 
2.目前食品中常用的脱毛方法存在能耗大、残留毛根等问题。而酶
可破坏毛囊的结构，可能达到完全脱毛的效果。 



1.单一酶筛选 

注： 
1.0h对照组；2.7h对照组；3.7h碱性蛋白酶；4.7h中性蛋
白酶；5.7h酸性蛋白酶；6.7h胰蛋白酶 



2.优化复合酶脱毛工艺参数 

酶解时间和酶解温度对复合酶脱毛效果交互影响的响应曲面和等高线 

 



2.优化复合酶脱毛工艺参数 

pH和酶解温度对复合酶脱毛效果交互影响的响应曲面和等高线 

 



2.优化复合酶脱毛工艺参数 

酶液浓度和酶解温度对复合酶脱毛效果交互影响的响应曲面和等高线 
 



2.优化复合酶脱毛工艺参数 

 

pH和酶解时间对复合酶脱毛效果交互影响的响应曲面和等高线 



2.优化复合酶脱毛工艺参数 

酶液浓度和酶解时间对复合酶脱毛效果交互影响的响应曲面和等高线 

 



2.优化复合酶脱毛工艺参数 

pH和酶液浓度对复合酶脱毛效果交互影响的响应曲面和等高线 

 



2.优化复合酶脱毛工艺参数 

 

牛皮 

45℃、1850U.mL-1、pH10.5、2.60h 

45℃、1850U.mL-1、pH7.5、2.50h 

修整 脱脂 冲洗 碱性蛋白酶脱毛 中性蛋白酶脱毛 真空包装 杀菌 冷藏 





3.营养特性 

营养成分 烫毛燎毛 酶法脱毛 P值 

蛋白质 46.07±1.45 32.87±1.93 0.001 

水分 55.75±1.67 69.76±1.21 < 0.001 

粗脂肪 0.62±0.20 0.45±0.07 0.178 

灰分 0.37±0.14 0.18±0.07 0.077 

羟脯氨酸 2.51±0.20 2.37±0.42 0.680 

不同脱毛方法处理的牛皮主要营养成分（g/100g） 

两种脱毛方法所得牛皮的蛋白质和水分含量存在极显著差异 



3.营养特性 

脂肪酸种类 烫毛燎毛 酶法脱毛 P值 

SFA 36.92±1.62 29.38±15.03 
0.554 

豆蔻酸（C14:0） 3.33±0.57 - 
0.077 

棕榈酸（C16:0） 28.44±3.05 19.58±10.02 
0.354 

硬脂酸（C18:0） 6.27±0.42 9.79±5.01 
0.426 

MUFA 59.40±1.68 61.04±10.90 
0.332 

豆蔻油酸（C14:1） 1.84±0.49 - 
0.120 

棕榈油酸（C16:1） 8.49±0.39 9.58±4.12 
0.743 

油酸（C18:1） 49.07±0.80 51.46±6.78 0.670 

PUFA 3.69±0.06 9.58±4.12 0.292 

亚油酸（C18：2） 2.58±0.48 9.58±4.12 
0.140  

花生四烯酸
（C20:4） 

1.11±0.54 - 
0.210 

UFA 63.09±1.62 70.63±15.03 
0.554 

SFA/UFA 0.59 0.45   

MUFA/PUFA 16.10 6.75   

PUFA/SFA 0.10 0.42   

不同脱毛方法处理的牛皮脂肪酸组成（%） 

烫毛脱毛牛皮8种脂肪酸，酶法脱毛牛皮检出5种脂肪酸 



3.营养特性 

氨基酸种类 烫毛燎毛 酶法脱毛 p值 
赖氨酸（Lys） 1.57±0.11 1.15±0.14 0.080 

苯丙氨酸（Phe） 0.97±0.05 0.73±0.07 0.061 
蛋氨酸（Met） 0.46±0.08 0.23±0.13 0.171 
苏氨酸（Thr） 0.87±0.09 0.55±0.08 0.071 
异亮氨酸（Ile） 0.63±0.04 0.48±0.06 0.096 
亮氨酸（Leu） 1.34±0.09 0.97±0.12 0.074 
缬氨酸（Val） 0.39±0.02 0.23±0.13 0.238 
色氨酸（Trp） - -   

天冬氨酸（Asp） 2.69±0.21 1.78±0.23 0.054 
丝氨酸（Ser） 1.37±0.12 0.95±0.20 0.127 
谷氨酸（Glu） 4.25±0.23 3.13±0.40 0.076 
脯氨酸（Pro） 6.01±0.28 4.74±0.59 0.110 
甘氨酸（Gly） 9.56±0.77 7.38±0.94 0.127 
丙氨酸（Ala） 3.52±0.38 2.46±0.23 0.078 
酪氨酸（Tyr） 0.33±0.06 0.22±0.06 0.191 
组氨酸（His） 0.40±0.05 0.23±0.03 0.055 
精氨酸（Arg） 3.54±0.24 2.39±0.32 0.055 
胱氨酸（Cys） 0.15±0.04 0.13±0.01 0.515 

氨基酸总量（TAA） 37.99±1.46 27.72±3.76 0.069 
必需氨基酸总量（EAA） 6.20±0.14 4.34±0.76 0.077 

非必需氨基酸总量(NEAA) 31.79±1.32 23.38±3.00 0.114 

EAA/TAA/% 16.32±0.25 15.61±0.64 0.293 
EAA/NEAA/% 19.51±0.36 18.51±0.89 0.293 

不同脱毛方法处理的牛皮氨基酸含量（g/100g） 

两种牛皮均检出17钟氨基酸，含量上没有差异 



3.营养特性 

不同脱毛方法处理的牛皮味觉氨基酸含量 

项 

鲜味氨基酸 甜味氨基酸 苦味氨基酸 

含量（g/100g） 
占总氨基酸的
百分比/% 

含量（g/100g） 
占总氨基酸的
百分比/% 

含量（g/100g） 
占总氨基酸的
百分比/% 

烫毛燎
毛 

6.93±0.03 18.24 21.32±1.46 56.12 7.71±0.16 20.29 

酶法脱
毛 

4.91±0.63 17.71 16.07±2.04 57.97 5.26±0.88 18.98 

P值 0.045   0.098   0.061   

烫毛燎毛和酶法脱毛牛皮的味觉氨基酸含量没有差异 



4.卫生质量特性 

方法 烫毛燎毛 酶法脱毛 

菌落总数（CFU/g） 7.2×102 2.3×104 

大肠菌群（MPN/g） 15 94 

黄色葡萄球菌 - - 

沙门氏菌 - - 

志贺氏菌 - - 

大肠杆菌Q157：H7 - - 

总砷（mg/kg） - - 

总汞（mg/kg） - - 

铅（mg/kg） - - 

镉（mg/kg） - - 

铬（mg/kg） - - 

不同脱毛方法处理的牛皮卫生安全特性 

两种牛皮中未检出重金属和致病菌。 



五、牛皮增值开发途径 

增
值
途
径 

功能性提取物 

风味食品 

休闲（养生）食品 



风味食品 
         如今在市场上存在的食用牛皮的产品为泡椒牛皮、炸牛皮、烤牛皮、牛皮卷

等。但大部分仅作为地方性特产，并没有大范围的牛皮食用制品应用于市场，具
有巨大的市场潜力。 
         同时，值得关注和强调的是：传统食品工艺现代化成为食品加工业的主要发
展方向。 

牛皮火腿肠 

    利用牛肉和牛皮复合加工
火腿,以提高副产物的利用价
值并改善火腿的品质特性。 
    牛肉皮复配火腿在外观、
组织结构、色泽和风味上均可
接受,是集营养和美味于一体
的健康食品。为开发利用牛皮
副产物、研制健康功能型肉制
品开辟了新途径。 



带皮牛肉 

牛皮当肉卖！！！ 
水当牛肉卖！！！ 

带皮牛肉售价比鲜牛肉售价高3
元/kg;；增值800-1000元/头； 
做成菜肴，在此基础上翻倍！！！ 



烤牛皮 

烤牛皮选用纯牛皮烤制，软糯粘牙，
也有将带皮牛肉一同烤制，风味独特，
口感弹性回复力较高，硬度较低。 



炒牛皮 



膨化牛皮 
         采用高温油炸的方法进行膨化制作，产品香脆爽口，可

作为休闲食品，多用配以番茄喃咪做佐料，称为一个具有民
族特色的产品。而且牛皮产品的膨化率可以高达349.3%。除
此之外，由于在膨化前做过除去脂肪的预处理，产品含油量
与原料皮脂肪含量相比并没有明显升高的迹象，产品亮度值
较高、弹性内聚性和回复力相对较小，质地脆硬，有良好的
质构特性。同样的，红度值较低，表面色泽良好，咀嚼性，
硬度相对较大。 



休闲（养生）食品 

新业态形式下，产品定位的转变： 

                  传统食品——养生品，快消品   

[性味归经]甘，平。入肺、大肠经。 
[牛皮胶功效]滋阴润燥，养血止血，活血消肿，
解毒。 



腌制牛皮 

常见的有用泡椒腌制的泡椒牛皮，盐水腌制的牛皮
等。 

腌制牛皮以其爽滑弹嫩的口感为特点，有其独特的
风味。牛皮的吸水涨发率很高，可以达到200%-300%，
甚至更高。腌制吸收性能也很好。 

 

电商模式下： 

      旅游、休闲、居家日常消
费理念和消费支出发生显著
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