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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TBILI, DBILI, BUN of hybrid snakehead and its parents was conducted by Automatic Biochemical Analyzer. The results based on statistical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TBILI
of hybrid snakehead was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femail parent Channa maculata, while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male parent Channa argus(P < 0.05), but the DBILI and BUN of hybrid snakehead we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male parent Channa argus, while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femail
parent Channa maculata(P < 0.05), so it could be inferred that the inherited character of hybrid snakehead is
the same with female parent, but is different from male parent refered to TBILI, while the inherited character
of hybrid snakehead is the same with male parent, but is different from female parent refered to DBILI and
B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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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采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分别对杂交鳢及其亲本共 3 个群体中的血清总胆红素(TBILI)、
直接胆红素(DBILI)和尿素氮(BUN)的浓度进行了测定。结果表明，在血清总胆红素的浓度比较上，统
计分析显示杂交鳢和母本斑鳢无明显差异而与父本乌鳢有显著差异(P < 0.05)，但在直接胆红素和血清
尿素氮的浓度比较上，杂交鳢和父本乌鳢无明显差异而与母本斑鳢有显著差异(P < 0.05)，说明在总胆
红素上杂交鳢和母本的遗传性状相同而与父本有差异，而在直接胆红素和血清尿素氮上杂交鳢和父本
的遗传性状相同而与母本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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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乌鳢(Channa argus)和斑鳢(Channa maculate)都属
于鲈形目、攀鲈亚目、鳢科、鳢属。乌鳢俗称黑鱼、
财鱼，分布广泛，以湖北、江西、安徽、河南、辽宁
等省居多。斑鳢主要分布在我国广东、广西等省份，
有“两广生鱼”之称[1,2]。
杂交鳢是以乌鳢为父本，斑鳢为母本杂交获得的
子一代。它综合了双亲的优点，具有生长速度快、抗
病力强、产量高、生长周期短、易驯食人工配合饲料、
利于开展规模化养殖等优点[2-5]。
胆红素和尿素氮是鱼类重要的生理生化指标，均
能较好地反映鱼类的机体代谢、营养状况及生理状态
[6,7]

。本文主要比较分析了杂交鳢及其亲本在血清胆红

素和尿素氮浓度水平上的差异性，以期为鳢科鱼类的
生理生化分析、繁殖育种等提供基础资料。

2. 材料与方法

< 0.05)而和乌鳢无差异；在尿素氮的平均浓度比较上，
斑鳢 > 乌鳢 > 杂交鳢，方差分析显示杂交鳢与斑鳢
有显著性差异(P < 0.05)而和乌鳢无差异。

4. 讨论
胆红素是动物体内铁卟啉化合物的主要代谢产
物，是一种脂溶性极强的物质。胆红素在机体中主要
以两种形式存在，一为与葡萄糖醛酸结合的胆红素，
这类胆红素被称为间接胆红素；二为主要与血清蛋白
Table 1. Comparision of TBILI、DBILI and BUN concentration in
serum of the hybrid snakehead and their parents stocks
表 1. 杂交鳢及其父母本血清中总胆红素(TBILI)、直接胆红素
(DBILI)和尿素氮(BUN)的浓度比较
杂交鳢(乌鳢♂
× 斑鳢♀)
3.96 ± 0.81a
总胆红素(TBILI)
直接胆红素(DBILI) 1.42 ± 1.31a
0.80 ± 0.49a
尿素氮(BUN)
检测项目

斑鳢

乌鳢
a

4.65 ± 1.14
2.90 ± 0.71b
2.54 ± 0.65b

2.74 ± 0.99b
0.53 ± 0.29a
1.19 ± 0.51a

注：同行肩标字母不同表示差异显著(P < 0.05)。

2.1. 试验材料
乌鳢采自湖北洪湖；斑鳢和杂交鳢均采自广东广
州；
每个群体采集 8~10 个样本，
体重范围为 520~645 g。

2.2. 方法
从试验鱼的尾静脉采血约 2 ml，装入无抗凝剂的
采血管中。将采血管放入 4℃的冰箱，静置过夜，使
血块进一步收缩和析出血清。采用美日合资 Abbott
AEROSET 生产的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对鱼血中的胆红
素和尿素氮进行测定分析。

2.3. 统计学分析

Figure 1. Comparision of TBILI and DBILI concentration in serum of the hybrid snakehead and their parents stocks
图 1. 杂交鳢及其父母本血清中总胆红素(TBILI)和直接胆红素
(DBILI)的浓度比较

所有试验数据均以平均值±标准差表示，采用
SPSS18.0 统计软件，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P < 0.05
表示差异显著。

3. 结果
从表 1 和图 1、图 2 可以看出，在总胆红素和直
接胆红素的平均浓度比较上，斑鳢 > 杂交鳢 > 乌
鳢，方差分析显示在总胆红素的浓度比较上杂交鳢与
乌鳢有显著性差异(P < 0.05)而和斑鳢无差异，而在直
接胆红素的浓度比较上杂交鳢与斑鳢有显著性差异(P
Copyright © 2011 Hanspub

Figure 2. Comparision of BUN concentration in serum of the hybrid snakehead and their parents stocks
图 2. 杂交鳢及其父母本血清中尿素氮(BUN)的浓度比较

HJBM

24

杨国华 等 | 杂交鳢(乌鳢♂ × 斑鳢♀)及其亲本血清胆红素和尿素氮的比较分析

结合的胆红素，该类胆红素被称为直接胆红素。鱼类

03014)，清远市科技计划项目资助。

血清中胆红素的浓度与其抗氧化能力、机体代谢强弱
及营养状态等直接相关联，因此可作为一项生化指标
[5-7]

检测鱼类的生理健康

；尿素氮是蛋白质代谢的主要

终末产物，是反映机体营养状况和蛋白质代谢水平的
生理指标之一[8]。国内外许多学者对鱼类的胆红素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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