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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鲵生物学指标测定及肌肉营养成分分析
熊 燕 宋建宇 王 静 * 艾 莎
渊云南省渔业科学研究院袁云南昆明 650000冤
摘要 利用生物学指标测定及生化手段袁对大鲵的肌肉营养成分进行分析袁以评价大鲵的营养价值遥结果表明袁空
壳质量占体质量的比例为 90.11%尧肠体比为 1.53颐1尧内脏质量占体质量的比例为 9.87%尧皮肤质量占体质量的比例为
4.90%曰大鲵肌肉水分含量为 81.20%袁肌肉粗蛋白含量为 16.79%袁粗脂肪含量为 0.83%袁粗灰分含量为 0.53%遥肌肉中含
有 17 种氨基酸袁其中 6 种人体必需氨基酸含量为 5.42%袁占氨基酸总量的 35.68%遥4 种鲜味氨基酸含量为 5.97%袁占氨
基酸总量的 38.69%遥可见袁大鲵肌肉有较高的营养价值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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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鲵渊A ndrias davidianus Blanchard冤俗名野蛙

蛙鱼冶袁属于两栖纲有尾目隐鳃鲵科遥隐鳃鲵科动物
只有隐鳃鲵属和大鲵属 2 个属袁共计 3 个种袁其中院隐

共 2 尾渊编号 DN1尧DN2冤袁体质量分别为 817尧656 g袁体

长分别为 48.0尧52.5 cm遥

1.1.2 试验仪器及试剂遥仪器院镊子尧刀片尧恒温烘箱尧

鳃鲵属渊Cryptobranchus冤仅有 1 个种袁即 北美隐鳃鲵

小刀尧烧杯尧滴管尧研钵尧分析天平尧凯氏烧瓶尧容量瓶尧

属渊A ndrias冤的日本大鲵渊A ndrias japonicus davidianus冤

量瓶尧干燥器尧坩埚等遥试剂院无水乙醚渊分析纯冤尧变色

和中国大鲵渊A ndrias davidianus冤分别分布于日本和中

硅胶渊干燥剂冤遥

渊Cryptob-ranchus alleganiensis冤袁分布于美国东部曰大鲵

锥形瓶尧电热恒温水浴锅尧索氏脂肪提取器尧滤纸尧称

国 袁是现存个体最大的两栖动物遥

1.2 试验方法

叶史记曳叶本草纲目曳叶康熙字典曳 等诸多古籍中已有许

用纱布擦干鱼体表水分袁取直尺尧解剖刀尧剪刀尧电子

[1]

我国对大鲵的研究已有很长的历史遥在叶山海经曳

1.2.1 生物学指标测定遥 选取大鲵样品于解剖盘里袁

多记载 遥大鲵肉细嫩袁味道鲜美袁含有优质蛋白质和

称量称等袁依次测量 2 条大鲵的体长尧体质量遥然后将

造血和免疫功能袁对防止心血管疾病尧贫血和肿瘤有

肉袁称量出内脏质量尧空壳质量尧皮肤质量袁并以此计

[2]

丰富的氨基酸尧微量元素袁经常食用可延缓衰老尧提高
一定的作用遥大鲵的皮肤尧肌肉尧脏器尧骨骼及其分泌

物均可入药袁其皮肤分泌的黏液含有多种野蛙皮素冶

袁

[3-4]

具有一定的抗菌作用袁可作为新的抗生素药物来源进

行研究开发遥 大鲵的脂肪含有多种不饱和脂肪酸袁是
治疗烫伤尧烧伤的特效药遥中医认为袁大鲵甘尧平尧淡袁
补气尧养血尧益智尧滋补尧强壮袁主治神经衰弱尧贫血尧痢
疾尧疟疾袁用于病后尧产后身体虚弱尧肾虚阴亏尧肺痨咯
血尧久痢脱肛

遥本文采用生化手段分析了大鲵肌肉

[5-6]

营养成分袁以期为大鲵的资源开发利用奠定基础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1.1.1 试验动物遥 试验用大鲵购自陕西省南郑县袁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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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条大鲵分别解剖袁将内脏与肌肉分离袁剥离皮肤与肌

算出空壳质量占体质量的比例尧肠体比尧内脏质量占
体质量的比例尧皮肤质量占体质量的比例等指标遥
1.2.2 大鲵肌肉常规营养成分分析遥

渊1冤水分的测定院一定量的去骨肌肉袁先称量重量

W 1袁然后在 105 益下烘干袁再称量之后的重量 W 2袁计算
水分含量袁公式如下院

水分含量渊%冤=渊W 1-W 2冤/W 1

渊2冤粗蛋白的测定院利用自动定氮仪测定蛋白质

含量遥

渊3冤粗脂肪的测定院用鲁氏残留法测定其粗脂肪

的含量遥

粗脂肪渊%冤=渊W 1-W 2冤/M伊100

式中袁W 1 为空滤纸包尧称量瓶尧全干试样的总重

渊g冤曰W 2 为空滤纸包尧称量瓶尧残样的总重渊g冤曰M 为风
干试样重量渊g冤遥

渊4冤粗灰分的测定院灰分残留主要是氧化物尧盐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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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矿物质袁也包括混入饲料中的沙石尧土块等袁故称粗
灰分遥
粗灰分渊%冤=渊W 1-W 0冤/M伊100

大鲵肌肉的含水率达到 81.20%袁与养殖中华鲟

渊80.48%冤尧黄颡鱼渊80.89%冤和草鱼渊82.71%冤接近袁而
远远高于俄罗斯鲟渊75.30%冤遥

式中袁W 1 为坩埚+灰分的重量渊g冤曰W 0 为坩埚的重

量渊g冤曰M 为样品重量渊g冤遥

大鲵肌肉灰分为 0.53%袁远远低于草鱼渊1.71%冤尧

养殖中华鲟渊1.11%冤尧俄罗斯鲟渊1.19%冤尧黄鳝渊1.10%冤尧

渊5冤大鲵肌肉氨基酸的测定院肌肉氨基酸成分运

用 121MB 型 Aa 分析仪测定遥

渊6冤矿物元素和微量元素的测定院利用原子吸收

光谱法测定 Ca尧Zn 的含量袁用常规饲料分析法测定 P

的含量遥

1.3 数据处理

测定的数据采用 Excel 进行分析袁其中一些数据
[7]

还要与相关物种进行比较遥例如袁一般营养成分 及氨
基酸成分的分析袁有利于对大鲵肌肉的营养评价进行

鳜鱼渊2.67%冤尧黄颡鱼渊1.03%冤遥
2.3 氨基酸组成

大鲵肌肉氨基酸测定结果见表 3袁从大鲵肌肉水

解物中总共检出 17 种氨基酸渊包括 6 种人体必需氨

基酸和 10 种非必需氨基酸冤袁氨基酸总量为 15.21%袁

与花鮕渊15.46%冤和中华鲟渊15.86%冤较接近 [8]遥必需氨
基酸总量为 5.42%袁占氨基酸总量的 35.68%袁与花鮕

渊6.14%冤 [8]和匙吻鲟渊6.32%冤 [9]接近遥从氨基酸组成看袁
谷氨酸含量最高袁为 2.74%曰其次为天冬氨酸渊1.49%冤尧

对照遥

赖氨酸渊1.35%冤尧亮氨酸渊1.23%冤尧精氨酸渊1.03%冤袁胱氨

2 结果与分析

酸含量最低渊0.16%冤遥其组成特点与花鮕尧俄罗斯鲟尧

2.1 大鲵生物学指标测定

小体鲟尧中华鲟尧施氏鲟尧达氏鳇基本一致遥

根据测量结果渊表 1冤可以看出袁所测大鲵的空壳

质量占体质量的比例为 90.11%袁肠体比为 1.53颐1袁内

脏占体质量的比例为 9.87%袁皮肤占体质量的比例为

4.90%遥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大鲵的可食用部分较多袁
是一种利用价值高的水产动物遥

表 1 大鲵生物学指标测定结果
编号
DN1
DN2
均值

空壳质量占体
质量的比例/%
89.28
90.93
90.11

2.2 一般营养成分

肠体比
1.79颐1
1.27颐1
1.53颐1

内脏占体质 皮肤占体质
量的比例/% 量的比例/%
10.66
4.24
9.07
5.56
9.87
4.90

大鲵肌肉常规营养成分测定结果见表 2袁可知袁

大鲵肌肉粗蛋白质量分数为 16.79%袁略高于草鱼渊15.

10%冤和黄颡鱼渊15.16%冤袁与养殖中华鲟渊16.28%冤以

表 3 大鲵肌肉鲜样中氨基酸的组成及含量
占氨基酸 大鲵肌肉
占氨基酸 大鲵肌肉
总量的
氨基酸
氨基酸 总量的
氨基酸
比例/%
含量/%
比例/%
含量/%
天冬氨酸
9.79
1.49
蛋氨酸
3.01
0.46
苏氨酸
4.67
0.71
异亮氨酸
5.34
0.81
丝氨酸
4.18
0.64
亮氨酸
8.09
1.23
谷氨酸
18.05
2.74
酪氨酸
3.51
0.53
脯氨酸
4.53
0.69
苯丙氨酸
4.20
0.64
甘氨酸
4.89
0.74
赖氨酸
8.91
1.35
丙氨酸
5.96
1.00
组氨酸
2.61
0.40
胱氨酸
1.03
0.16
精氨酸
6.75
1.03
缬氨酸
4.47
0.68
总计
15.21
氨基酸

由表 3 可知袁鲜味氨基酸中的谷氨酸尧天冬氨酸尧

丙氨酸尧甘氨酸为呈鲜味的特征氨基酸袁4 种鲜味氨基
酸总含量为 5.97%袁占氨基酸总量的 38.69%袁其中谷

氨酸的鲜味最强遥大鲵肌肉的谷氨酸含量为 2.74%袁

天冬氨酸的含量为 1.49%遥根据文献可知袁大鲵的谷氨

及鳜鱼渊16.75%冤相近袁稍低于黄鳝渊18.79%冤尧俄罗斯

酸含量高于花鮕渊2.42%冤和中华鲟渊2.70%冤袁低于达氏

鲟渊19.18%冤遥

鳇渊3.05%冤尧俄罗斯鲟渊3.13%冤尧小体鲟渊3.56%冤和施

表 2 大鲵肌肉鲜样中一般营养成分含量及与其他
经济鱼类及秦川牛的比较
种类
大鲵
草鱼
养殖中华鲟
俄罗斯鲟
黄鳝
鳜鱼
黄颡鱼

水分
81.20
82.71
80.48
75.30
75.79
79.03
80.89

灰分
0.53
1.71
1.11
1.19
1.10
2.67
1.03

粗蛋白
16.79
15.10
16.28
19.18
18.79
16.75
15.16

渊%冤
粗脂肪
0.83
0.45
1.10
3.60
3.53
1.50
1.57

大鲵肌肉中粗脂肪含量为 0.83%袁除了高于草鱼

渊0.45%冤外袁均低于养殖中华鲟渊1.10%冤尧鳜鱼渊1.50%冤尧

黄 颡 鱼 渊1.57% 冤袁 远 远 低 于 黄 鳝 渊3.53% 冤尧 俄 罗 斯 鲟
渊3.60%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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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鲟渊3.27%冤 [8]曰从鲜味氨基酸总量来看袁大鲵肌肉氨
基酸含量接近花鮕渊5.42%冤和中华鲟渊6.31%冤袁不及俄
罗斯鲟渊7.27%冤和达氏鳇渊7.03%冤 [8]遥从鲜味氨基酸与
氨基酸总量比值来看袁大鲵与花鮕尧中华鲟接近袁低于
俄罗斯鲟尧达氏鳇遥
2.4 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含量

大 鲵 肌 肉 中 钙 尧 磷 尧 锌 含 量 分 别 为 657.3尧0.6尧

60.3 mg/kg袁说明主要矿质元素含量均很丰富遥

3 结论与讨论
3.1 讨论

动物产品的经济价值取决于食用价值和营养价

熊 燕等院大鲵生物学指标测定及肌肉营养成分分析
值遥食用价值主要表现在可使用部分占体质量的比例

说明大鲵是一种食用价值和营养价值都很高的水产

以及食用时的口感渊肌肉的嫩度和鲜味冤方面袁而营养

动物袁有很高的人工养殖价值遥

价值主要取决于为合成人体内含氮化合物必需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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