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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鸡粪发酵的微生物菌

剂 。所 述 微 生 物 菌 剂 含 有 枯 草 芽 孢杆 菌

(Bacillus subtilis)和乳酸菌(Lactobacillus 

plantarum)，所述枯草芽孢杆菌的保藏编号为

CCTCC M 2010260；所述乳酸菌的保藏编号为

CCTCC M 2010150；所述微生物菌剂还含有安琪

酵母。微生物菌剂发酵法处理鸡粪既可杜绝对环

境的污染，又可以减少畜禽疫病的流行，还可以

增加有机肥源，不仅使养鸡业步入良性发展的轨

道，而且为生产绿色农产品提供了优质有机肥和

饲料，对推进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有着深远的

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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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鸡粪发酵的微生物菌剂，其特征在于，所述微生物菌剂中的活性菌由枯草

芽孢杆菌(Bacillus  subtilis)、乳酸菌(Lactobacillus  plantarum)和安琪酵母组成，所

述枯草芽孢杆菌已于2010年10月12日保藏于中国典型培养物保藏中心，其保藏编号为

CCTCC  M  2010260；所述乳酸菌已于2010年6月21日保藏于中国典型培养物保藏中心，其保

藏编号为CCTCC  M  2010150；所述枯草芽孢杆菌、乳酸菌和安琪酵母的重量比为18-25∶8-12

∶20-30；所述微生物菌剂还含有辅料，所述辅料为石粉和轻钙粉；所述微生物菌剂中所述石

粉和轻钙粉的重量比为1∶1；所述微生物菌剂中辅料的重量百分含量为90％-98％。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微生物菌剂，其特征在于，所述微生物菌剂中所述枯草芽孢杆

菌、乳酸菌和安琪酵母的重量比为20∶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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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鸡粪发酵的微生物菌剂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鸡粪发酵的微生物菌剂，以及用于鸡粪发酵的微生物菌剂的

复配方法和采用微生物菌剂发酵后的鸡粪的用途。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我国养鸡业发展迅速，集约化养殖在全国全面铺开。养鸡已成为农民增收

的重要渠道。养鸡场除了生产大量的肉、蛋产品外，还会生产出鸡场最主要的废弃物和最大

的污染源——鸡粪。随着养鸡业的进一步发展，鸡粪排放量还会进一步增加，由于饲料中添

加剂的大量使用，鸡粪中重金属等污染物对土壤、环境及食品安全等构成了威胁，不仅造成

严重的环境污染，还会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养鸡产业的发展。

[0003] 鸡粪主要是由饲料中未消化吸收的部分、体内的代谢产物、消化道黏膜脱落物和

分泌物、肠道微生物及其分解产物组成，在实际生产中还可能包括撒落饲料、羽毛、少量破

蛋液，若平养鸡场还会混有大量垫草。经过加工后的干鸡粪中含粗蛋白约27％，真蛋白约

10.6％，其余为非蛋白氮(尿酸、尿素、肌酸、氨等)，粗纤维约14.9％，灰分26.5％，钙7.4％、

磷2.1％，粗脂肪约1.8％。此外鸡粪中还含有铁、铜、锌、镁等微量元素以及维生素B2、胆碱、

维生素B12等B族维生素，此外还含有促进动物生长的未知因子，其中的苏氨酸、胱氨酸的含

量超过玉米。但鸡粪所含的能量低，肉鸡粪喂牛羊，其消化能约为10.21MJ/千克，蛋鸡粪仅

为7.53～7.95MJ/千克。故饲喂时要加入高能量的饲料原料，如谷物、块根、水果加工下脚料

等。增加碳水化合物不仅可以满足机体需要，而且还可以促进鸡粪中非蛋白氮的充分利用。

[0004] 鉴于鸡粪较高的营养价值，综合利用鸡粪，不仅可以大大改善鸡场的卫生环境，消

除蚊、蝇、臭气，减少疾病的传播，而且能充分利用这个资源作饲料、肥料等，使鸡粪变废为

宝，产生较好的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为了充分利用这一资源，国内外的学者对

其进行了不少的探索和尝试。如国际市场上近年来出现的一种名叫“托普兰”的鸡粪饲料，

据称将它和玉米混合后，营养价值几乎与一般常见饲料持平，而成本却能降低30％。因此，

鸡粪饲料作为一种新型的饲料资源，无论在饲料短缺的国家还是在饲料资源充足的国家都

已大力开发并投入产业化应用。在日本，鸡粪饲料已占到全年饲料消耗的20％左右，像我国

这样的养禽大国，饲料资源又日益紧缺，更应该重视开发这一饲料资源。

[0005] 技术内容

[0006] 针对上述现有技术，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用于鸡粪发酵的微生物菌剂，其特征在于，

所述微生物菌剂含有枯草芽孢杆菌(Bacillus  subtilis)，所述枯草芽孢杆菌已于2010年

10月12日保藏于中国典型培养物保藏中心，其保藏编号为CCTCC  M  2010260。

[0007]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用于鸡粪发酵的微生物菌剂，其特征在于，所述微生物菌剂

含有乳酸菌(Lactobacillus  plantarum)，所述乳酸菌已于2010年6月21日保藏于中国典型

培养物保藏中心，其保藏编号为CCTCC  M  2010150。

[0008] 其中，保藏编号为CCTCC  M  2010150的乳酸菌(Lactobacillus  plantarum)已经记

载在另一项发明专利中，该发明专利的信息为：专利号为：201010240725 .X，公开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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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101914475A，授权公告号为CN101914475B，发明名称为“一种可用于生物防腐保鲜的乳酸

菌及其应用”，该发明专利已经授权，公开，成为现有技术，故本申请不再提供该乳酸菌

(Lactobacillus  plantarum)的保藏证明。

[0009] 保藏编号为CCTCC  M  2010260的枯草芽孢杆菌(Bacillus  subtilis)已经记载在

另一项发明专利中，该发明专利的信息为：专利号为：201010589074 .5，公开号为

CN102120975A，授权公告号为CN102120975B，发明名称为“一种具有较强抑菌作用的枯草芽

孢杆菌及其应用”，该发明专利已经授权，公开，成为现有技术，故本申请不再提供该乳酸菌

枯草芽孢杆菌(Bacillus  subtilis)的保藏证明。

[0010]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用于鸡粪发酵的微生物菌剂，其特征在于，所述微生物菌剂

含有枯草芽孢杆菌(Bacillus  subtilis)和乳酸菌(Lactobacillus  plantarum)，所述枯草

芽孢杆菌已于2010年10月12日保藏于中国典型培养物保藏中心，其保藏编号为CCTCC  M 

2010260；所述乳酸菌已于2010年6月21日保藏于中国典型培养物保藏中心，其保藏编号为

CCTCC  M2010150。

[0011] 进一步地，所述微生物菌剂还含有安琪酵母。

[0012] 进一步地，所述微生物菌剂中所述枯草芽孢杆菌、乳酸菌和安琪酵母的重量比为

18-25∶8-12∶20-30，优选为20∶10∶25。

[0013] 进一步地，所述微生物菌剂还含有辅料，所述辅料为石粉和轻钙粉，所述石粉和轻

钙粉的重量比为1∶1。

[0014] 进一步地，所述微生物菌剂中辅料的重量百分含量为90％-98％。

[0015] 针对上述现有技术，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用于鸡粪发酵的微生物菌剂的复配方

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微生物菌剂含有枯草芽孢杆菌(Bacillus  subtilis)、乳酸菌

(Lactobacillus  plantarum)和安琪酵母，所述枯草芽孢杆菌已于2010年10月12日保藏于

中国典型培养物保藏中心，其保藏编号为CCTCC  M  2010260；所述乳酸菌已于2010年6月21

日保藏于中国典型培养物保藏中心，其保藏编号为CCTCC  M  2010150。

[0016] 进一步地，所述枯草芽孢杆菌、乳酸菌和安琪酵母的重量比为18-25∶8-12∶20-30，

优选为20∶10∶25。

[0017] 进一步地，所述微生物菌剂还含有辅料，所述辅料为石粉和轻钙粉，所述石粉和轻

钙粉的重量比为1∶1。

[0018] 进一步地，所述微生物菌剂中辅料的重量百分含量为90％-98％。

[0019] 进一步地，所述复配方法的步骤包括：

[0020] 1)将鸡粪与适量秸秆粉掺合，添加玉米面和所述微生物菌剂、除臭剂，含水率控制

在35％～70％；

[0021] 2)将配好的混合料搅拌均匀，堆成宽1.5～2米、高0.8～1.5米的肥堆，并在肥堆顶

打孔通气，用长方形塑料布将肥堆覆盖，进行发酵；

[0022] 3)肥堆发酵期间每1～2小时揭膜通风，发酵时间为2-4周，每周翻堆1次，确保好氧

发酵；

[0023] 4)发酵期间肥堆温度上升至55～70℃，杀死大肠杆菌、寄生虫卵，然后臭味消失，

接下来堆肥变得松散干爽，长满白色菌丝，随之发出酒曲香味，自然降温后发酵结束。

[0024] 进一步地，所述复配方法的步骤1)中，所述含水率控制在5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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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进一步地，所述复配方法的步骤2)中，所述发酵的温度为55～65℃、pH值为6.5。

[0026] 进一步地，所述复配方法的步骤3)中，所述发酵时间为夏季发酵控制在2周；春秋

季发酵控制在3周。

[0027] 进一步地，所述复配方法的步骤4)中，所述发酵结束时大肠杆菌数目≤100个/mL。

[0028] 针对上述现有技术，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采用微生物菌剂发酵后的鸡粪的用途，

其特征在于，所述微生物菌剂含有枯草芽孢杆菌(Bacillus  subtilis)、乳酸菌

(Lactobacillus  plantarum)和安琪酵母，所述枯草芽孢杆菌已于2010年10月12日保藏于

中国典型培养物保藏中心，其保藏编号为CCTCC  M  2010260；所述乳酸菌已于2010年6月21

日保藏于中国典型培养物保藏中心，其保藏编号为CCTCC  M  2010150。

[0029] 进一步地，所述枯草芽孢杆菌、乳酸菌和安琪酵母的重量比为18-25∶8-12∶20-30，

优选为20∶10∶25。

[0030] 进一步地，所述微生物菌剂还含有辅料，所述辅料为石粉和轻钙粉，所述石粉和轻

钙粉的重量比为1∶1。

[0031] 进一步地，所述微生物菌剂中辅料的重量百分含量为90％-98％。

[0032] 进一步地，所述发酵后的鸡粪处理步骤如下：发酵鸡粪经物料粉碎、预湿、制粒、烘

干或自然晾干、筛分后，得成品。

[0033] 进一步地，所述用途为制备通用型有机肥：所述发酵后的鸡粪，烘干或者自然晾干

后，无需制粒，直接装袋销售使用。

[0034] 进一步地，所述用途为制备花卉有机肥：所述发酵后的鸡粪，添加1‰固氮菌，供需

要枝叶茂盛的花卉；或添加1‰骨粉，用于开花期或幼苗期的花卉；或添加10％的草木灰，用

于需要枝干及根系健壮的花卉。

[0035] 进一步地，所述用途为制备蔬果有机肥：每667m2的用量为40kg～50kg。

[0036] 进一步地，所述用途为制备蔬果有机肥的追肥：每667m2的用量60～75kg。

[0037] 本发明制得的鸡粪含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可以作非常规饲料原料。综合利用鸡粪，

可以大大改善鸡场的卫生环境，消除蚊、蝇、臭气，减少疾病的传播，并能充分利用这个资源

作饲料、肥料等，使鸡粪变废为宝，产生较好的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其技术原理

是：通过好气微生物的活动，一方面将鸡粪中的硫化氢、吲哚、氨、尿酸等挥发性臭味成分以

及未消化利用的蛋白质、纤维素、脂类等大分子有机物分解转化为菌体成分或腐殖酸，另一

方面在发酵中产生的高温(55～75℃)可以将鸡粪中的致病菌、虫卵等杀灭。微生物高温发

酵法处理鸡粪既可杜绝对环境的污染，又可以减少畜禽疫病的流行，还可以增加有机肥源。

[0038] 用微生物高温发酵鸡粪生产有机肥、饲料，不仅使养鸡业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而

且为生产绿色农产品提供了优质有机肥和饲料，对推进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有着深远的

战略意义。

附图说明

[0039] 图1为金2菌的镜检图片。

[0040] 图2从上至下依次为1号菌、2号菌和4号菌的镜检图片。

[0041] 图3为鸡粪发酵筛选实验。

[0042] 图4为堆体取样点示意图，a、b和c均为取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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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3] 图5为鸡场实验中各组鸡粪发酵期间温度变化情况，其中1-4号折线分别对应CK

组、1号组、4号组和金宝贝组。

[0044] 图6为房村鸡粪发酵场地图纸。

[0045] 图7为鸡粪发酵后处理流程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6] 实施例1发酵优势菌的确定

[0047] 1)菌种的分离

[0048] 从堆肥高温阶段、升温阶段的鸡粪以及腐熟鸡粪、鲜鸡粪中分别取样，再将稀释倍

数分别为10-4、10-5、10-6的样品溶液涂布到上述培养基上，分别在30℃和50℃下培养3d，得

到的菌种进行纯培养。然后，于4℃下保存。

[0049] 2)菌株的筛选

[0050] 除臭活性测定：取新鲜鸡粪200g加入1000ml水，煮沸过滤。滤液定容至1000ml，装

瓶、密封、灭菌后待用。取试验菌液体培养基，按10％的量接入粪液中，摇瓶培养3、6、9、12、

15d后，采用六级感官法测定臭度。

[0051] 蛋白酶活测定方法：酪蛋白水解法。

[0052] 拮抗检验试验：十字划线法。

[0053] 菌种鉴定采用常规的生理生化指标和分子鉴定方法。

[0054] 3)初筛结果

[0055] 上述试验筛选得到以下四株菌，在50℃环境中培养3d，四种菌的OD600值变化情况

如下表1。附图1和附图2为所筛四种菌的镜检图片。由表1得知，2号菌和金2菌的生长情况最

好，适合中高温环境生长，因此该两株菌储备作为粪便发酵菌。

[0056] 表1 四种菌于50℃培养3d的OD600值的变化(n＝3)

[0057]

[0058] 同时从菌种室接种几株发酵菌株(见表2)：3株芽孢杆菌、2株乳酸菌、3株酵母菌、3

株放线菌，同筛选得到的菌组合共同进行鸡粪发酵筛选。其中编号为0085的芽孢杆菌已于

2010年10月12日保藏于中国典型培养物保藏中心，其保藏编号为CCTCC  M2010260，可参见

在先申请的申请号为CN201010589074.5，在此将该申请的所有内容引入本发明；编号为Lp

的乳酸菌已于2010年6月21日保藏于中国典型培养物保藏中心，其保藏编号为CCTCC 

M2010150，可参见在先申请的申请号为CN201010240725.X，在此将该申请的所有内容引入

本发明；安琪酵母购自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0059] 表2  菌种室接种的发酵菌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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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0]

[0061] 实施例2发酵菌剂的复配及筛选

[0062] 根据筛选菌种特点、发酵目的复配发酵菌剂；根据温度、pH、通气量、接种量、C/N优

化发酵条件。

[0063] 1)水提取液的制备

[0064] 由于堆肥产品为固体，在测定前需提取相应的成分，具体方法如下：将待测堆肥样

品与蒸馏水按1:10(质量体积比，以干重计，单位分别为g和ml)混合，振荡1h后，于12000rpm

条件下离心20min，上清液过0.45μm膜滤纸。

[0065] 2)其他项目测定方法

[0066] 水分105℃烘干法测定；pH值pH计测定；粗灰分含量重量法测定；有机质重铬酸钾

容量法测定；温度温度计测定；K含量H2SO4-H2O:消煮-火焰光度法测定；N含量H2SO4-H2O:消

煮凯氏定氮法测定；P含量H2SO4-H2O:消煮-钒铝黄比色法；氧气含量DH651IA溶氧仪测定。

[0067] 3)将筛选得到的、菌种室接入的菌种进行初步复配得到以下5个发酵剂配方(见表

3)。其中1-3号配方中各菌用量(重量比)为芽孢杆菌∶乳酸菌∶酵母菌∶放线菌＝20∶10∶25∶

10；4号配方中各菌用量(重量比)为芽孢杆菌∶乳酸菌∶酵母菌＝20∶10∶25；5号配方中各菌

用量(重量比)为2号菌∶金2菌＝1∶1。将各发酵剂进行三批鸡粪发酵实验，接种量(重量)为

鸡粪重量的1％，根据发酵温度、通气量、接种量等因素进行优化筛选。

[0068] 表3  初步复配得到的发酵剂配方

[0069]

[0070]

[0071] 鸡粪发酵实验中(见附图3)，按1％重量比的接种量，六个实验组(1-5号组分别对

应接种上述1-5号配方的样品)鸡粪混匀发酵前水分测定结果为：56％、54％、53％、51％、

52％、49％；发酵第二天、第三天温度稍有上升，在37～38℃左右，后期温度都在32℃左右，

其中1号组、4号组发酵结束时均有白色菌体生长出现，其他组不明显，且计数结果显示1号

组、4号组的活菌数均高于其他组(见表4)。因此选择1号配方组和4号配方组进行后续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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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酵和室外发酵实验。

[0072] 表4  鸡粪发酵后各组鸡粪活菌计数结果(个/mL，n＝3)

[0073]

[0074] 实施例3发酵菌剂的室内试验

[0075] 1)辅料的选择及添加量的确定稻壳粉、秸秆、米糠等

[0076] 2)实验室发酵

[0077] 原鸡粪检测活菌数、粗蛋白、粗脂肪、含水率、pH、温度等指标，然后将鸡粪分别放

入130℃电热烘箱中进行烘干粉碎，再检测以上各种指标。将1号配方、4号配方、CK组进行室

内发酵实验，容器为10L的小桶，同时设定金宝贝(外购的其他公司产品)产品组，发酵培养

基的组成和比例是70％鸡粪、20％稻壳、10％麸皮。CK组不接种任何菌株，1号组、4号组和金

宝贝组分别接种1号配方、4号配方和金宝贝，接种量为1％(重量比)，进行充分混匀发酵，培

养温度37℃，水分45％～50％。

[0078] 表5列出了各组鸡粪发酵前的含水率，各组差别不大，均在55％～60％之间。

[0079] 表5 发酵菌剂的室内发酵前各组鸡粪含水率(n＝3)

[0080]

[0081]

[0082] 发酵过程中，温度第二天开始升高，在37～38℃左右，第四天后开始为常温状态，

23℃，前三天每天翻堆一次，后面隔两天翻一次。堆体内部出现白色菌体，发酵结束。检测粗

脂肪、粗蛋白结果(表6)显示，发酵后鸡粪粗脂肪各组均稍有降低，其中实验组(1号组、4号

组、金宝贝组)均比CK组降低的多，但是三个实验组之间差异不显著；发酵后鸡粪粗蛋白含

量也有所降低，其中4号配方组降低最多，有明显的发酵优势。

[0083] 表6 发酵菌剂室内发酵各组粗脂肪、粗蛋白含量变化(n＝3)

[0084]

[0085] 实施例4、鸡粪发酵的鸡场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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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6] 根据以上实验结果到鸡场进行验证实验，检测指标同室内实验。

[0087] 1)实验过程：

[0088] 将鸡粪与适量秸秆粉掺合，掺入量视鸡粪含水量而定。含水量35％左右，即手指缝

见水但不滴水，松手一触即散。水多了容易发酸，水少了发酵时间长且不完全。然后添加玉

米面和菌种、除臭剂，玉米面的作用是增加糖分，供菌种发酵用，使腐解菌能很快占优势。

[0089] 将配好的混合料搅拌，搅拌要匀、要透。搅拌好的配料堆成宽1.5～2米、高0.8～1

米的长条堆，并在堆顶打孔(通气)。用长方形塑料布将肥堆覆盖，塑料布与地面相接，隔1米

压一重物，使膜内既能通风又避免被大风鼓起，又能保温、保湿和保肥。

[0090] 堆制发酵期间要根据情况揭膜通风(1～2小时)，天气晴朗时可在前一天傍晚揭

膜，次日早上覆盖。确保好氧发酵。堆制时间大约为15天，期间注意通风换气，堆制7天左右

可翻堆1次，确保好氧发酵。堆制过程的变化：堆沤后，温度可升至60～70℃(可杀死大肠杆

菌、寄生虫卵等)；然后臭味消失，接下来堆肥变得松散干爽，长满白色菌丝；随之发出酒曲

香味；最终菌肥发酵成熟结束。实验过程中定期检测各种指标。

[0091] 2)样品采集

[0092] 将堆肥开始时设置为第0d，堆肥至第21d结束，每天采用数字温度计(UT325)测定

各堆体上、中、下不同位置的温度，取其平均温度作为堆体的实时温度，同时利用相同的温

度计测定周围的环境温度。在堆肥的第0d(初始)、14d(高温期)、21d(腐熟期)的相同时间

段，分别从各堆体的上、中、下三点取样，样品充分混合后，迅速带回实验室称重并用于理化

参数的实时测定。

[0093] 如图4示，分别取点a1、a2、a3、b1、b2、b3、c1、c2、c3，混合a1a2a3得到上层A，混合b1b2b3

得到中层B，混合c1c2c3得到下层C，进而混合A、B、C即为堆肥样品，平行取样两次，将样品置

于塑封袋中，不能及时进行测定参数的样品储放在-20℃冰箱中。在堆肥的高温期和降温期

翻堆，并观察堆体颜色、气味等的变化情况。

[0094] 主要的指标测定方法：

[0095] ①堆体外观形态

[0096] 发酵期间肉眼观察堆体形态变化情况。

[0097] ②温度

[0098] 在堆肥的过程中，每天上午10时，下午3时左右利用温度计对堆体温度测定，记录。

[0099] ③活菌计数

[0100] 分别称取不同处理的堆肥样品1.0g，置于100ml的0.9％的生理盐水中，进行梯度

稀释，利用平板培养法测定各时期不同处理的堆体随时间其中的活菌数量的变化。

[0101] ④含水率

[0102] 采用烘干恒重法测定各处理的含水率。首先将玻璃皿烘干至恒重后称重，加入新

鲜的样品后称总重，置于100℃的烘箱中过夜，取出后置于干燥器中冷却至室温称重。含水

率的计算公式为：含水率＝(烘干前后样品的重量之差/烘干前样品的重量)×100％。

[0103] ⑤pH

[0104] 取干重5g左右的鲜样，按干重/体积(dw/v)＝1:10加入双蒸水，振荡提取lh，静置

30min，取上清液用pH计测定pH值。

[0105] ⑥有机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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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6] 总有机碳的测定方法为：取烘干后的样品，测定含水率，电炉上灼烧至无烟时转入

马福炉中550℃灼烧6h以上，置于干燥器中冷却后称重，根据前后质量差得到样品的总有机

质含量，TOC＝总有机质含量/1.724。

[0107] ⑦粗蛋白

[0108] 全氮的测定依据中国农业标准的测定方法进行。具体操作方法如下：称量过1mm孔

径筛的风干样品0.5g，置于开氏烧瓶中，并用少量蒸馏水沿瓶壁倒入，冲下挂壁试样，加入

5.0mL硫酸和1.5mL过氧化氢，将混合液摇匀，一弯颈小漏斗置于瓶口处，放置过夜。在高温

电炉上缓慢升温至硫酸蒸腾冒烟，取下稍冷后，加入15滴过氧化氢并轻轻摇动开氏烧瓶，加

热10min，取下，稍冷后分次再加6～8滴过氧化氢并分次消煮，直到溶液呈无色或淡黄色清

液后，继续加热10min，以尽除剩余的过氧化氢。取下稍冷，小心加蒸馏水至30mL，加热到沸

腾。取下冷却后，用少量水冲洗弯颈小漏斗，洗液收入原开氏烧瓶中。将消煮液移入100mL容

量瓶中，用蒸馏水定容后，静置澄清或用无磷滤纸干过滤到具塞三角瓶中，备用。将消煮清

液50.0mL于蒸馏瓶内，加入200mL水。于250mL三角瓶加入10mL硼酸溶液和5滴混合指示剂承

接于冷凝管下端，管口插入到硼酸液面之下。由筒型漏斗向蒸馏瓶内缓慢加入15mL氢氧化

钠溶液，作好活塞的气密措施。加热蒸馏，待馏出液体积约100mL左右，即可停止蒸馏。用硫

酸标准溶液或盐酸标准溶液滴定馏出液由蓝色刚变至紫红色为终点。记录消耗酸标准溶液

的体积(mL)。空白测定所消耗酸标准溶液的体积不得超过0.1mL。全氮(N)含量以g·kg-1表

示，按下式计算：

[0109] 粗蛋白(％)＝(V-V0) .c×0.014×6.25×100/m

[0110] V──试液滴定消耗标准酸溶液的体积，mL；

[0111] V0──空白滴定消耗标准酸溶液的体积，mL；

[0112] c──酸标准溶液的浓度，mol·L-1；

[0113] 0.014──与1.00mL硫酸(1/2H2SO4)或盐酸标准溶液相当的以克表示的氮的质量；

[0114] 6.25──氮换算成蛋白质的平均系数；

[0115] m──称取试样质量，g；

[0116] 1000──换算成每千克试样的含量。

[0117] 3)试验结果

[0118] 房村鸡场进行蛋鸡鸡粪发酵，实验设定四个组发酵，CK组不接种任何菌株，1号组、

4号组和金宝贝组分别接种1号配方、4号配方和金宝贝，接种量为1‰(重量比)。每个垛体规

模：1.2m(高)×1m(宽)×2m(长)；每个垛含量比重：鲜鸡粪0.7t、稻壳0.2t、麸皮0.1t，发酵

菌剂1kg(1‰)。

[0119] 3-1)鸡场实验中，各组鸡粪发酵前后活菌数结果见表7和表8。

[0120] 表7  鸡场实验中各组鸡粪发酵前活菌数(个/mL，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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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1]

[0122] 通过发酵过程中两次次采样活菌计数结果显示，由于房村蛋鸡饲喂公司产品，鸡

粪中乳酸菌和芽孢菌活菌数比较高，各组都在十的六次方和七次方之间；随着发酵过程进

行，各组乳酸菌、酵母菌、大肠杆菌活菌数不断降低，芽孢杆菌活菌数变化不大；发酵结束

时，大肠杆菌活菌数很低，在101左右，其中4号组大肠杆菌数最低，乳酸菌的平板显示有少

量，酵母菌完全没有，芽孢菌数量几乎没变。

[0123] 表8  鸡场实验中各组鸡粪发酵结束后活菌数(个/mL，n＝3)

[0124]

[0125] 3-2)鸡场实验中，各组鸡粪发酵前后粗蛋白含量变化见表9。

[0126] 表9  鸡场实验鸡粪发酵前后粗蛋白含量变化(n＝3)

[0127]

[0128] 由于发酵过程中，氨气的不断挥发，发酵后粗蛋白含量有所降低，其中4号组降低

最多，对照组降低最少。

[0129] 3-3)鸡场实验中，各组鸡粪发酵期间pH变化见表10。

[0130] 表10  鸡场实验鸡粪发酵期间pH变化(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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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1]

[0132] 由表10得知，整个发酵过程中，堆料的pH不断增大，发酵后期稍有降低，但是数值

还是高于发酵初期。

[0133] 3-4)鸡场实验中，各组鸡粪发酵期间含水率变化见表11。

[0134] 表11  鸡场实验鸡粪发酵期间含水率变化(n＝3)

[0135]

[0136] 由表11得知，发酵过程中，含水率稍有降低；在发酵第七天进行翻堆，堆体中下靠

内侧未发酵，如新，有臭味，比较干燥，同时加水翻堆。

[0137] 3-5)鸡场实验中，各组鸡粪发酵期间温度变化见图5。

[0138] 由附图5得知，发酵第二天开始，各发酵组温度升到70℃，组间差异不大；在发酵至

第七天时进行翻堆，温度稍有下降，又升高到腐熟阶段；发酵后期，各组温度缓慢下降，均在

50℃以上。

[0139] 通过上述实施例的实验可知，最佳的发酵条件控制、发酵终点控制及发酵时间控

制分别如下：

[0140] 发酵条件控制：含水率55％～65％、温度55～65℃、pH值6.5、堆积高度0.8～1.5m、

供氧通风(平均每周翻堆1次)。

[0141] 发酵终点控制：自然降温；没有明显臭味，略有氨气味道；大肠杆菌≤100；堆体有

白色或者灰白色菌丝产生；

[0142] 发酵时间：夏季(20℃以上)发酵控制在2周左右；春秋季(10～20℃)发酵控制在3

周左右。

[0143] 实施例5产品配方的确定及成本核算

[0144] 1)由上述试验可知，最终选择4号配方的发酵剂制备得到微生物菌剂。微生物菌剂

中的发酵剂重量百分含量为2％-10％，其含有芽孢杆菌0085、乳酸菌Lp和安琪酵母，各组分

重量比为20∶10∶25；其中编号为0085的芽孢杆菌已于2010年10月12日保藏于中国典型培养

物保藏中心，其保藏编号为C C T C C  M 2 0 1 0 2 6 0 ，可参见在先申请的申请号为

CN201010589074.5；编号为Lp的乳酸菌已于2010年6月21日保藏于中国典型培养物保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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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其保藏编号为CCTCC  M2010150。

[0145] 该微生物菌剂中还可以添加90％-98％辅料，例如重量比为1∶1的石粉和轻钙粉。

[0146] 2)成本分析

[0147] 例如，1kg微生物菌剂中成分含量如下：枯草芽孢杆菌008520g、乳酸菌Lp  10g、安

琪酵母25g、石粉和轻钙粉各472.5g，根据目前市场价格及公司生产成本计算，该微生物菌

剂的成本预算为3.18元。

[0148] 实施例6发酵剂添加量的确定

[0149] 本次鸡粪发酵试验，稻壳鸡粪添加比例改为1:9(由于处在夏季，鸡粪水分含量比

较高)，4号配方发酵剂的不同添加量组(CK组，1‰，2‰，3‰)；实验结束检测各组粗蛋白含

量变化。发酵前期，由于水分含量大，堆体不升温，并且出现溢水现象；第三天将各堆体粪便

摊开进行适度的晾干，然后收集起来继续进行发酵；后期正常进行升温发酵。发酵结束检测

各组粗蛋白含量，结果表明，发酵结束后，各实验组均能提高鸡粪中粗蛋白含量，且3‰添加

量组粗蛋白提高最多，在1.6％左右，2‰添加量组提高了1.5％左右。发酵剂的增多没有更

高的提高粗蛋白的含量，另外综合经济因素，建议4号发酵剂配方最佳添加量为2‰。

[0150] 实施例7巴夫巴夫蛋鸡厂鸡粪综合利用模式

[0151] 根据房村鸡场场地勘察现状、宁阳有机肥厂场地及青岛天瑞牧业考察，最终敲定

房村鸡粪发酵场地图纸(附图6)。

[0152] 实施例8发酵鸡粪作为有机肥的后处理及开发

[0153] 1)根据发酵规模、经济能力、场地等，可自行采用相关的发酵设备：

[0154] ①全自动畜禽粪便发酵设备，适用于大型集约化养殖场，一套设备年处理粪便1.5

万m3左右。

[0155] ②卧式发酵塔，适用于中型大型养殖场，一套设备年处理粪便6000m3。

[0156] ③自行式翻堆机，适用于有着大量闲置场地的养殖场，采用的是地面条堆发酵模

式，年生产1万吨有机肥需要场地5～6亩。

[0157] 2)鸡粪发酵后处理流程如下，更为详细的流程见附图7：

[0158] 发酵腐熟鸡粪→高湿物料粉碎→预湿→制粒→烘干或自然晾干筛分→成品。

[0159] 3)发酵过的鸡粪根据用途可进行以下处理：

[0160] 通用型有机肥：发酵过后的鸡粪，烘干或者自然晾干之后，无需制粒，达到生物有

机肥标准，可直接装袋销售使用。

[0161] 花卉有机肥：各种花卉对肥料三要素的反应，可分为氮肥，磷肥，钾肥及氮磷肥。氮

肥有促进营养生长、花朵增大、种子丰富，观叶植物整个生长期都需要，观花植物营养生长

期需要，生殖生长期控制，发酵过后的鸡粪，可添加1‰固氮菌，形成专用的氮肥，可供需要

枝叶茂盛的花卉；磷肥主要促进种子发芽，提早开花结果，茎发育坚硬，抗倒伏，增强根系的

发育，增强对不良环境及病虫害的抵抗力，发酵过后的鸡粪可添加1‰骨粉，专用于开花期

的花卉，或者幼苗期适量；钾肥有增强茎的坚韧性，不易倒伏，促进物质积累、根系扩大，发

酵过后的鸡可添加10％的草木灰，专用于需要枝干及根系健壮的花卉。

[0162] 蔬果有机肥：类似与花卉有机肥，根据果蔬的不同生长时期适量施用。一般每

667m2用量为40kg～50kg，作追肥的用量一般不超过60～75kg，施用浓度与施肥量，应根据

不同生育期、季节灵活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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