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期 ·1579·

收稿日期：2019-02-16
基金项目：广西创新驱动发展专项（桂科AA17204094-5）；广西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桂科AB18294011）
作者简介：*为通讯作者，黄凯（1963-），博士，教授，主要从事集约化水产养殖和水产动物营养学研究工作，E-mail：hkai110@163.

com。汪婷（1994-），研究方向为水产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E-mail：1097310148@qq.com

禾花鲤肌肉营养成分分析与安全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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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禾花鲤肌肉营养成分及重金属污染状况，为合理开发利用禾花鲤资源提供参考依据。【方法】根

据国家相关标准检测广西南宁市上林县养殖禾花鲤肌肉的常规营养成分、氨基酸、部分矿物质及部分重金属含量，采

用氨基酸评分（AAS）和化学评分（CS）对肌肉氨基酸进行评价，并用单因子污染指数（I）、综合污染指数（P）和目标危

险系数（THQ）对其肌肉安全性进行评价。【结果】禾花鲤肌肉（鲜样）中粗蛋白、水分、粗脂肪和粗灰分含量分别为

18.89%、80.18%、1.03%和1.18%；肌肉中共检出18种氨基酸，总量为15.91%，其中包含8种人体必需氨基酸（6.59%），4

种鲜味氨基酸（5.93%），必需氨基酸含量与氨基酸总量比为41.42%，必需氨基酸含量与非必需氨基酸含量比为

70.71%，必需氨基酸指数（EAAI）为70.55。肌肉（鲜样）中含磷2182.11 mg/kg、铜1.00 mg/kg、锌11.47 mg/kg、钙

314.75 mg/kg、铁6.87 mg/kg，未检出锰，磷、锌、铜含量较高；含重金属铅0.140 mg/kg、镉0.008 mg/kg、总砷0.018 mg/

kg，未检出锡，均符合国家卫生标准（GB 2762—2017）。THQ评价结果表明，镉产生的风险最低，砷产生的风险最高，

单一重金属THQ与复合重金属的总危险系数（TTHQ）均小于1.0。【结论】禾花鲤味道鲜美，矿物质含量丰富，营养价值

与开发利用价值均较高，且目前广西南宁市上林县养殖的禾花鲤肌肉中重金属不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

关键词：禾花鲤；肌肉；营养成分；重金属；安全性

中图分类号：S965.19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1191（2019）07-1579-08

Nutritional composition analysis and safety evaluation
in muscle of Procypris me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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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In order to provid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rational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resource，nu-
trient compositions in muscles of Procypris merus were analyzed and heavy metal pollution was evaluated.【Method】Ac-
cording to the relevant national detection standards，the nutrient composition，amino acids，partial mineral substances and
partial heavy metals in muscles of P. merus cultured in Shanglin，Nanning，Guangxi were determined. The muscle amino
acids was assessed with amino acid score（AAS）and chemical score（CS）. The health risk of heavy metal pollution was
assessed with single factor pollution index（I），comprehensive pollution index（P）and target hazard quotient（THQ）.【Re-
sult】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ontents of crude protein，moisture，crude fat and crude ash of fresh muscles were 18.89%，
80.18%，1.03% and 1.18%，respectively. Besides，eighteen amino acids were detected from muscle with the total content
of amino acids being 15.91%. There were eight essential amino acids for human body（6.59%），the content of four umami
amino acid was 5.93%. The ratio of essential amino acids to total amino acids was 41.42%，and the ratio of essential amino
acids to non-essential amino acids was 70.71%. The essential amino acid index（EAAI）was 70.55. The contents of phos-
phorus，copper，zinc and calcium of fresh muscles were 2182.11，1.00，11.47，314.75 and 6.87 mg/kg，respectively. Man-
ganese was not detected，contents of phosphorus，copper，zinc and calcium were high. And the contents of lead，cad-
mium and total arsenic of fresh muscles were 0.140，0.008 and 0.018 mg/kg，respectively. Tin was not detected. The con-
tents were in line with national health standards（GB 02762—2017）. The THQ evaluation indicated that cadmium had the
lowest risk and arsenic had the highest risk. Both THQ of single heavy metal and total risk quotient（TTHQ）values of
compound metals were less than 1.0.【Conclusion】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P. merus muscle taste is fine，the components
of mineral in muscle are rich，nutritional value and development value are high. Currently，the heavy metals in P. merus
cultured in Shanglin，Nanning，Guangxi do not cause any damage to human health.

Key words：Procypris merus；muscle；nutrient composition；heavy metal；safety

南方农业学报 Journal of Southern Agriculture 2019，50（7）：1579-1586
ISSN 2095-1191；CODEN NNXAAB
http://www.nfnyxb.com
DOI：10.3969/j.issn.2095-1191.2019.07.24



50卷南 方 农 业 学 报·1580·

0 引言

【研究意义】禾花鲤（Procypris merus）又称禾花

乌鲤、禾花鱼、乌鲤，属鲤科，是一种温水性小型鱼

类，原产于广西桂林市全州县，以稻田禾花为食而得

名。禾花鲤具有生长快，食性杂，繁殖力和抗病力

强，能根据顾客需求灵活养殖等优点，是一种宜于推

广养殖及加工利用的地方优良鱼类品种（蒋云龙和

闫晓琼，2009）。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水产

品营养价值注重的同时，越来越关注其安全性（陈胜

军等，2015）。目前环境污染较严重，养殖水体或多

或少受到污染，有毒重金属物质在鱼体内经富集作

用而蓄积，再通过食物链危害人体健康，对鱼类肌肉

安全评价尤为重要（Li et al.，2009）。因此，研究禾

花鲤营养价值，并评定其安全性，对禾花鲤产业链发

展及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具有重要意义。【前人研究进

展】目前，有关鲤科鱼类肌肉营养成分的研究主要集

中在单个物种或不同亚科、不同养殖模式间的比较。

杨四秀和蒋艾青（2009）对稻田养殖的禾花鲤含肉

率与肌肉营养成分进行分析，测得禾花鲤肌肉中蛋

白质含量为18.06%，水分74.69%，灰分1.20%，脂肪

3.25%，肌肉中氨基酸总量为73.66%，认为禾花鲤是

一种营养价值较高，宜推广养殖和加工利用的鱼类

品种。过正乾等（2012）对野生鲤鱼（Cyprinus car-

pio）与养殖鲤鱼肌肉的常规营养成分、氨基酸含量

和脂肪酸组成进行测定和比较，结果表明野生鲤鱼

肌肉的营养价值稍高于养殖鲤鱼。王桢璐等（2017）

对华南鲤（C. carpio rubrofuscus）的广东珠江种群、

广东榕江种群、海南万泉河种群及三角鲤（C. multi-

taeniata Pellegrin et Chevey）（广西西江）和须鲫

（Carassioides cantonensis Heincke）（海南万泉河）的

粗蛋白、粗脂肪、粗灰分和水分含量进行测定，结果

显示，5个种群的肌肉粗蛋白和粗脂肪含量分别在

17.11%~17.84% 和 2.09%~2.81%，粗 灰 分 含 量 在

1.34%~1.45%，水分含量在78.70%~80.30%，均无统

计学意义差异性，推测须鲫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具

备推广养殖和培育良种的潜力。马冬梅等（2018）对

稻田与池塘养殖华南鲤肌肉的营养成分进行比较，

认为稻田养殖华南鲤的必需氨基酸和不饱和脂肪酸

含量高、组成合理，具有总脂肪含量低、矿物元素含

量高等特点。彭英海等（2019）对稻田和池塘养殖鲤

鱼肌肉的营养成分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稻田养殖鲤

鱼肌肉中的饱和脂肪酸和单不饱和脂肪酸总量低于

池塘养殖鲤鱼，而多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于池塘养

殖鲤鱼。在水产品的安全性评价方面，目前也有不

少研究报道。杨婉玲等（2007）对北江清远段水产品

体内铅含量检测发现，按鱼类不同食性分析，肉食性

鱼类铅残留指数最高；按鱼类不同生活水层分析，中

下层鱼类铅残留指数最高。叶海湄等（2012）对海口

市的鱼及其加工产品中铅和镉的污染状况进行检

测，结果发现不同品种的鱼及其加工产品中铅和镉

含量差异明显。盛蒂和朱兰保（2014）对蚌埠市场食

用鱼的重金属含量进行检测，结果显示，蚌埠市场鱼

类的铅、铜、锌、铬、镉、银和砷含量均低于食品卫生

标准。储昭霞等（2014）、万慧珊等（2017）分别对淮

南塌陷塘鲫鱼（Carassius auratus Gibelio）和循环水

养殖欧洲鲈鱼（Dicentrarchus labrax）体内重金属进

行调查分析，结果表明2种鱼体肌肉中各重金属含量

均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周先坤等（2018）对红尾

副鳅（Paracobitis variegatus）肌肉的营养价值与食

用安全性进行研究，结果发现红尾副鳅对重金属铬

和铜的富集能力较强。【本研究切入点】目前，鲜见禾

花鲤肌肉营养成分的研究报道，且未见有研究者对

池塘养殖的禾花鲤肌肉安全性进行评价。【拟解决的

关键问题】测定禾花鲤肌肉的常规营养成分、氨基

酸、部分矿物质和部分重金属含量，并对其肌肉营养

成分及食用安全性进行评估，为禾花鲤资源合理开

发利用提供参考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材料

从广西南宁市上林县水产养殖场购买90尾

池塘养殖禾花鲤，试验鱼健康无病，体长11.10~

15.20 cm/尾，体质量20.50~50.10 g/尾。

1. 2 试验方法

1. 2. 1 处理方法 将禾花鲤去皮，取侧线上方肌

肉混匀，随机平均分为3组进行检测。

1. 2. 2 测定项目及方法 采用凯氏定氮法（GB

5009.5—2016）测定粗蛋白含量，索氏抽提法（GB

5009.6—2016）测定粗脂肪含量，马弗炉灼烧法（GB

5009.4—2016）测定粗灰分含量，直接干燥法（GB

5009.3—2016）测定水分含量，氨基酸自动分析仪

（GB 5009.124—2016）测定氨基酸组成，钼蓝分光光

度法（GB 5009.87—2016）测定磷含量，原子吸收光

谱法（GB 5009.13—2017）测定铜含量，火焰原子吸

收 光 谱 法 测 定 铁（GB 5009.90—2016）、锌（GB

5009.14—2017）、钙（GB 5009.92—2016）和锰（GB

5009.242—2017）含量，氢化物原子荧光光谱法（GB

5009.16—2014）测定锡含量，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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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法（GB 5009.11—2014）测定总砷含量，石墨炉原

子吸收光谱法测定铅（GB 5009.12—2017）和镉（GB

5009.15—2014）含量。

1. 2. 3 评价方法

1. 2. 3. 1 必需氨基酸评价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

世界卫生组织（FAO/WHO）1973年建议的氨基酸评

分标准模式对禾花鲤肌肉营养成分进行评价。氨基

酸含量、氨基酸评分（AAS）、化学评分（CS）和必需氨

基酸指数（EAAI）（王志芳等，2018）计算公式如下：

某种氨基酸含量（mg/g）=
a i
A i

×6.25×1000

AAS=
aa

AA ( FAO/WHO )
CS=

aa
AA ( egg )

EAAI= ( A
AE × 100 ) ( B

BE × 100 ) ( C
CE × 100 ) ( D

DE × 100 ) × … × ( M
ME × 100 )n

式中，ai为鲜样品中某种氨基酸含量（%），Ai为

鲜样品的蛋白质含量（%），aa为所测样品中某种氨

基酸含量（mg/g），AA（FAO/WHO）为FAO/WHO评

分模式中氨基酸含量（mg/g），AA（egg）为全鸡蛋蛋

白质中同种氨基酸含量（mg/g），n为参与计算的必需

氨基酸种数，A、B…M为被考察的蛋白质中各种必需

氨基酸含量（mg/g），AE、BE…ME为标准蛋白质中

相对应的必需氨基酸含量（mg/g）。

1. 2. 3. 2 矿物质含量评价 鱼肌肉矿物质含量所

占人体每日推荐摄入量的比例计算公式（王丽雅，

2013）如下：

禾花鲤肌肉所占比例（%）=
b
B i

×100

式中，b为鱼体肌肉的矿物质含量（mg/kg），Bi为

人体矿物质的推荐摄入量（mg/d）。

1. 2. 3. 3 重金属含量评价 对于鱼体内重金属含

量，一般采用单因子污染指数I与综合污染指数P

进行评判（盛蒂和朱兰保，2014），其计算公式如下：

I=
C i
S i

式中，Ci为重金属元素实测含量，Si为总金属元

素卫生标准。I≤0.5，鱼肌肉处于清洁状态；0.5<I≤
1.0，鱼肌肉开始受到污染；I>1.0，鱼肌肉已受到污

染；I值越大，受到污染程度越大。

P=
I2MAX + I2ave

2
式中，IMAX指多种重金属元素污染指数中污染

指数最高的元素含量，Iave指多种重金属元素污染指

数平均值。P≤0.6，清洁状态；0.6<P≤1.0，较清洁；1.0

<P≤2.6，轻度污染状态；2.6<P≤5.0，中度污染；P>5.0，

重度污染。

1. 2. 3. 4 重金属安全性评价 采用目标危险系数

（THQ）（储昭霞等，2014）评价消费者通过鱼肉摄取

重金属的风险。

THQ=
C × FIR × EF × ED
R fD × W × TA

×10-3

式中，C为鱼肌肉中重金属含量（mg/kg），FIR为

每人每天对鱼的消费量（71 g），ED为暴露时间（70

年），EF为暴露频率（365 d/年），RfD为口服参考剂量

［镉：1×10-3 mg/（kg·d），砷：3×10-4 mg/（kg·d），铅：4×

10-3 mg/（kg·d）］，W为人体平均体重（58.1 kg），TA为

非致癌性暴露平均时间（365 d/年×暴露年限，约70

年）。THQ≤1.0，认为对暴露人群无风险；THQ>1.0，

认为对暴露人群有风险。THQ值越大，越不安全。

总危险系数TTHQ=ΣTHQ单一重金属。

1. 3 统计分析

采用SPSS 20.0对试验数据进行分析处理。

2 结果与分析

2. 1 常规营养成分测定结果

经测定，禾花鲤鲜样肌肉中水分含量为80.18%，

粗蛋白含量为18.89%，粗脂肪含量为1.03%，粗灰分

含量为1.18%（表1）。

2. 2 氨基酸测定结果

2. 2. 1 禾花鲤氨基酸组成及含量 由表2可知，禾

花鲤肌肉组织中共检测出18种氨基酸，氨基酸总量

为15.91%，其中包含8种人体必需氨基酸，占氨基酸

总量的41.42%，4种鲜味氨基酸，占氨基酸总量的

37.27%。在18种氨基酸中，谷氨酸含量最高，占氨基

酸总量的15.52%，其次为天门冬氨酸，占10.62%，赖

氨酸含量第三，占10.37%。

2. 2. 2 必需氨基酸评价结果 由表3可知，禾花鲤

肌肉中的EAAI为70.55；从AAS来看，赖氨酸、异亮

氨酸、亮氨酸和苯丙氨酸+酪氨酸均大于或等于

1.00，苏氨酸接近1.00，而缬氨酸、蛋氨酸+胱氨酸和

色氨酸小于1.00；从CS来看，赖氨酸大于1.00，仅蛋

表 1 禾花鲤肌肉常规营养成分含量（%）
Table 1 Nutrient components contents in muscle of P. merus
（%）

品种
Species
禾花鲤 P. merus

水分
Moisture

80.18±0.72

粗蛋白
Crude protein
18.89±0.51

粗脂肪
Crude fat
1.03±0.04

粗灰分
Ash

1.18±0.02

汪婷等：禾花鲤肌肉营养成分分析与安全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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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酸+胱氨酸和色氨酸小于0.50，苏氨酸、缬氨酸、异

亮氨酸、亮氨酸、苯丙氨酸+酪氨酸介于0.50~1.00。

禾花鲤肌肉中赖氨酸含量是FAO/WHO评分模式的

1.61倍，是鸡蛋蛋白的1.24倍。

2. 3 禾花鲤肌肉中矿物质含量测定结果

由表4可知，禾花鲤肌肉中钙含量为314.75 mg/

kg、磷含量为2182.11 mg/kg、锌含量为11.47 mg/kg、

铁含量为6.87 mg/kg、铜含量为1.00 mg/kg。在1 kg

新鲜禾花鲤鱼肌肉中，能满足18~49岁中国成年人每

日39.34%的钙、125.00%的铜和303.07%的磷需求，

且能满足男生76.47%的锌和57.25%的铁需求，满足

女生99.74%的锌和34.35%的铁需求。

2. 4 禾花鲤肌肉中部分重金属评价结果

由表5可知，禾花鲤肌肉中重金属铅含量为

0.140 mg/kg，镉含量为0.008 mg/kg，总砷含量为

0.018 mg/kg，锡未检出，铅、镉和总砷含量均低于国

家卫生标准（GB 2762—2017）。

由表6可知，禾花鲤的铅污染指数（I1）为0.280，

镉污染指数（I2）为0.080，砷污染指数（I3）为0.180，综合

污染指数P为0.235，说明禾花鲤肌肉处于清洁状态。

由表7可知，单一重金属中，THQ的排序为镉<

铅<砷，总危险系数TTHQ为0.126。说明砷产生的风

险最高，镉产生的风险最低。

矿物质
Mineral
钙 Ga
磷 P
锌 Zn
铜 Cu
铁 Fe
锰 Mn

含量（mg/kg）
Content

314.75±6.27
2182.11±22.34

11.47±1.05
1.00±0.00
6.87±0.49
未检出

推荐摄入量（mg/d）
Recommended intake

800.00
720.00

15.00（男），11.50（女）
0.80

12.00（男），20.00（女）

禾花鲤鱼肌肉所占比例（%）
The proportion in P. merus muscle

39.34
303.07

76.47（男），99.74（女）
125.00

57.25（男），34.35（女）

必需氨基酸
Essential amino acid
苏氨酸 Thr
缬氨酸 Val
蛋氨酸+胱氨酸 Met+Cys
异亮氨酸 Ile
亮氨酸 Leu
赖氨酸 Lys
苯丙氨酸+酪氨酸 Phe+Tyr
色氨酸 Trp
总计 Total
EAAI

含量（mg/g）
Content
248.15
258.07
178.67
251.46
440.05
545.92
423.50
43.01

2388.83
70.55

FAO/WHO评分模式（mg/g）
FAO/WHO scoring pattern

250.00
310.00
220.00
250.00
440.00
340.00
380.00
60.00

2250.00

鸡蛋蛋白（mg/g）
Egg protein

292.00
411.00
386.00
331.00
534.00
441.00
565.00
99.00

3059.00

AAS

0.99
0.83
0.81
1.00
1.00
1.61
1.11
0.72

CS

0.85
0.63
0.46
0.76
0.82
1.24
0.75
0.43

氨基酸
Amino acid
苏氨酸# Thr
缬氨酸# Val
蛋氨酸# Met
异亮氨酸# Ile
亮氨酸# Leu
赖氨酸# Lys
色氨酸# Trp
组氨酸 His
精氨酸 Arg
苯丙氨酸# Phe
天门冬氨酸* Asp
谷氨酸* Glu
甘氨酸* Gly
酪氨酸 Tyr
丝氨酸 Ser
脯氨酸 Pro
丙氨酸* Ala
胱氨酸 Cys
氨基酸总量 TAA
必需氨基酸总量 EAA
鲜味氨基酸总量 DAA
非必需氨基酸总量 NEAA
DAA/TAA
EAA/TAA

含量
Content

0.75±0.01
0.78±0.02
0.46±0.06
0.76±0.02
1.33±0.04
1.65±0.04
0.13±0.01
0.56±0.03
1.01±0.02
0.73±0.01
1.69±0.38
2.47±0.05
0.77±0.01
0.55±0.04
0.64±0.02
0.54±0.05
1.00±0.03
0.08±0.02
15.91±0.35

6.59
5.93
9.32
37.27
41.42

表 2 禾花鲤肌肉中氨基酸组成与含量（%）
Table 2 Amino acids composition and their contents in muscle
of P. merus（%）

含量以鲜重计。#表示人体必需氨基酸，*表示鲜味氨基酸
The content was calculated by fresh weight. # represented essential ami-
no acids，* represented flavour amino acids

表 3 禾花鲤肌肉的必需氨基酸组成评价结果
Table 3 Evaluation of essential amino acids composition in muscle of P. merus

表 4 禾花鲤肌肉中矿物质含量与人体推荐摄入量
Table 4 Comparison of minerals composition in P. merus muscle with recommended intake

未检出指含量低于2.0 mg/kg。矿物质的推荐摄入量数据来源于《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此摄入量是针对18—49岁的中国成年人体
质建议的（程义勇，2014）。禾花鲤肌肉中矿物质含量以鲜重计
No results detected meaned that the content was less than 2.0 mg/kg. The recommended intake data for minerals came from the Chinese Dietary Refe-
rence Intakes，which was recommended for adult Chinese human body aged 18-49（Cheng，2014）. The mineral content in the muscle of P. merus was
calculated by fresh we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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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3. 1 常规营养成分分析

本研究中，禾花鲤鲜样肌肉的粗蛋白含量为

18.89%，高于养殖鲤鱼（17.79%）（过正乾等，2012）、

普通养殖草鱼（Ctenopharyngodon idellus）（16.56%）

（程汉良等，2013）、鳙鱼（Aristichysnobilis）（17.30%）

（王金娜等，2013）、鲢鱼（Hypophthalmichthys moli-

trix）（17.30%）（徐文杰等，2014）、福瑞鲤（C. carpio）

（18.03%）（吕帆等，2016）和大鼻吻鮈（Rhinogobio

nasutus）（14.55%）（张圆圆等，2018）；禾花鲤粗脂肪

含量为1.03%，低于养殖鲤鱼（1.58%）（过正乾等，

2012）、鲫鱼（1.17%）（潘彬斌等，2013）、福瑞鲤

（2.76%）（吕帆等，2016）和长丰鲫（Carassrus aura-

tus）（4.49%）（李忠等，2016），高于野生草鱼（0.96%）

（程汉良等，2013）。可见，禾花鲤是一种粗蛋白含量

高、粗脂肪含量低的淡水养殖鱼类。与杨四秀和蒋

艾青（2009）测定的禾花鲤肌肉常规营养成分含量相

比，本研究的粗蛋白和水分含量较高，粗脂肪含量很

低。周飘苹等（2014）研究表明，养殖模式是影响大

黄鱼（Pseudosciaena crocea Richardson）肌肉常规营

养成分的主要因素之一。肖英平等（2016）研究发现

鄱阳湖不同生长阶段翘嘴红鲌（Erythroculter il-

ishaeformis）肌肉的常规营养成分不同。杨四秀和蒋

艾青（2009）研究的禾花鲤来自稻田养殖，体质量为

168~215 g/尾，本研究中禾花鲤来自池塘养殖，体质

量为20.50~50.10 g/尾。故推测禾花鲤肌肉常规营

养成分含量差异，可能与养殖环境、生长阶段相关。

3. 2 氨基酸评价分析

本研究检测出禾花鲤肌肉的18种氨基酸组成

成分与含量，其氨基酸总量为15.91%，肌肉氨基酸中

包含8种人体必需氨基酸。禾花鲤EAAI为70.55，表

明禾花鲤肌肉中必需氨基酸与标准蛋白质（常用鸡

蛋蛋白）中相对应必需氨基酸含量比较接近，属于营

养价值较高的可食用鱼类。当EAA / TAA>40%、

EAA/NEAA>60%时，则FAO/WHO模型是在理想化

状态下，非常符合人类需求（杨欣怡，2016）。本研究

中，禾花鲤肌肉的EAA/TAA为41.42%，EAA/NEAA

为70.71%，符合氨基酸评分理想标准。

赖氨酸可改善人体免疫系统和食欲，促进人体

发育，帮助人体对钙吸收，预防心脑血管等疾病。禾

花鲤肌肉中赖氨酸的AAS和CS均为最高，而在谷物

食品中，赖氨酸含量很低，以谷物为主食的人可适当

多食用禾花鲤，以提高人体对蛋白质利用率。鱼肉

鲜美度与鲜味氨基酸含量关系密切，鲜味氨基酸占

氨基酸比重越高，则越鲜美。禾花鲤肌肉中DAA/

TAA为37.27%，高于养殖鲤鱼（21.86%）（过正乾等，

2012）、真鲷（Pagrosomus major）（25.24%）和草鱼

（36.17%）（程汉良等，2013），稍低于方正银鲫［C.

auratus gibelio（Bloch）］（38.8%）（潘彬斌等，2013）。

鲜味氨基酸中，谷氨酸与天门冬氨酸起主要作用，特

别是谷氨酸，其对鲜味影响极大（尤宏争等，2016）。

禾 花 鲤 肌 肉 的 谷 氨 酸 含 量（2.47%）高 于 鲤 鱼

（1.65%）（过正乾等，2012）、草鱼（1.76%）（程汉良

等，2013）和鲫鱼（2.42%）（潘彬斌等，2013），天门冬

氨酸也呈现同样趋势，说明禾花鲤鲜味氨基酸总量

较高，其鲜美度好。从AAS和CS来看，色氨酸为人

体对禾花鲤肌肉营养吸收的第一限制性氨基酸，蛋

氨酸+胱氨酸为人体对禾花鲤肌肉营养吸收的第二

限制性氨基酸。在加工禾花鲤产品时，可适当添加

表 5 禾花鲤肌肉中重金属含量测定结果（mg/kg）
Table 5 Heavy metal content in muscle of P. merus（mg/kg）

表 6 禾花鲤肌肉的重金属单因子污染指数与综合污染指数
Table 6 Heavy metals single factor pollution index and comprehensive pollution index of P. merus muscle

表 7 禾花鲤肌肉中重金属中的THQ
Table 7 THQ in heavy metal from muscle of P. merus

重金属 Heavy metal
铅 Pb
镉 Cd
总砷 As
锡 Sn

禾花鲤 P. merus
0.140±0.060
0.008±0.006
0.018±0.005

未检出

卫生标准 Health standard
0.500
0.100
0.100

未检出指含量低于2.5 mg/kg
No results detected meaned that the content was less than 2.5 mg/kg

品种
Species
禾花鲤 P. merus

I1：铅污染指数
Lead pollution index

0.280

I2：镉污染指数
Cadmium pollution index

0.080

I3：砷污染指数
Arsenic pollution index

0.180

P：综合污染指数
Comprehensive pollution index

0.235

清洁度
Cleanliness

清洁

品种
Species

禾花鲤 P. merus
铅 Lead
0.043

THQ
镉 Cadmiun

0.010
砷 Arsenic

0.073

TTHQ

0.126

汪婷等：禾花鲤肌肉营养成分分析与安全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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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氨酸、蛋氨酸和胱氨酸来完善产品的营养价值。

3. 3 禾花鲤肌肉中矿物质分析

本研究结果表明，禾花鲤肌肉中矿物质含量丰

富，其中磷含量最高，高于文昌鱼（Branchiostoma

belcheri）（1610.00 mg/kg）（梁惠和张世璀，2006）、淡

水石斑鱼（C. managuense）（2114.7 mg/kg）、奥尼罗

非鱼（O. niloticus ♀×O. aureus ♂）（2014.4 mg/kg）、吉

富罗非鱼（O. niloticus）（1953.4 mg/kg）和红罗非鱼

（Red tilapia）（2114.7 mg/kg）（王志芳等，2018）。矿

物质扮演着构成人体组织和维持人体生理功能等

角色。磷是细胞膜的组成成分，参与人体物质代谢

过程（贺婷婷和左兆成，2013）；锌对维持上皮细胞正

常形态、人体生长和健康、激素的正常作用、生物膜

的正常结构和功能均具有重要作用（曹继琼和何长

华，2014）；铜有维持正常造血、促进结缔组织形成等

功能。由《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建议的

人体每日对矿物质推荐摄入量可知，禾花鲤肌肉中

磷、锌和铜含量较高，基本满足人体对这3种元素

所需。

3. 4 禾花鲤肌肉中重金属分析

本研究中的重金属是指不为鱼类生命所需，不

具备任何生理功能的重金属元素。禾花鲤肌肉中重

金属铅含量为0.140 mg/kg，镉为0.008 mg/kg，总砷

为0.018 mg/kg，锡未检出，其含量均符合国家卫生

标准（GB 2762—2017）。禾花鲤肌肉的铅、镉和砷

污染指数I均小于0.5，综合污染指数P小于0.6，说明

禾花鲤肌肉处于清洁状态，未受重金属污染；由THQ

可知，砷产生的风险最高，镉产生的风险最低，THQ

与TTHQ均小于1.0，表明禾花鲤肌肉对人体健康负

影响较小。鱼肉受重金属污染程度与鱼的食性、水

质状况、鱼龄和性别等诸多因素相关（Pourang，

1995）。本研究的禾花鲤肌肉受污染程度低的主要

原因可能是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禾花鲤养殖周期短。

已有研究发现，鱼龄越长，鱼体内富集重金属含量越

多（Marijić and Raspor，2006；叶海湄等，2012；曾乐

意，2012；万慧珊等，2017）。二是禾花鲤食性为杂食

性，食物链简单。鱼体内的重金属含量从食性来说

一般是肉食性>杂食性>草食性（Meador et al.，

2005），杨婉玲等（2007）对北江清远段水产品中铅含

量进行检测，发现铅含量高低与食性相关性为杂食

性鱼类<草食性鱼类<滤食性鱼类<肉食性鱼类。三

是禾花鲤来自广西南宁市上林县池塘养殖。生活水

体重金属含量越高，则鱼体内重金属含量越高，广西

的金属矿区主要集中在柳州、百色和河池等地（黎大

荣等，2013），南宁主要是有机污染（唐艳红等，

2006），对水体未造成明显重金属污染。四是鱼体肌

肉相对于内脏及骨骼来说对重金属富集能力较弱

（阮晓等，2001；臧素娟等，2005）。

4 结论

禾花鲤肌肉中粗蛋白含量高，粗脂肪含量低，

味道鲜美，营养价值与开发利用价值均较高，且目前

广西南宁市上林县养殖的禾花鲤肌肉中重金属不会

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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