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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饲料领域，具体公开了一种生物

活性蛋白饲料，包括以下原料成分：果渣、油渣、

麸皮、尿素、发酵菌剂，所述发酵菌剂为霉菌、酵

母菌、芽孢菌与乳酸菌的复合菌剂。及其制备方

法，包括以下步骤：首先配制发酵培养基，并对其

进行高压蒸汽灭菌；然后在冷却后的灭菌发酵培

养基上依次接种霉菌固态孢子菌剂、活化的酵母

菌、芽孢菌和乳酸菌的复合菌剂，发酵得好氧发

酵产物；最后将好氧发酵产物传送到封闭的厌氧

发酵仓，厌氧发酵5天后，将得到的产物鼓风加热

干燥后，即得。本发明能充分发挥发酵菌剂的代

谢能力，生产成本低、操作简便，有效改质粗饲料

为生物活性蛋白饲料。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5页

CN 105994940 B

2020.07.07

CN
 1
05
99
49
40
 B



1.一种生物活性蛋白饲料，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原料成分：果渣、油渣、麸皮、尿素；所

述原料成分的质量百分比为：果渣75％～78％、油渣13％～15％、麸皮5％～7％、尿素2％～

3％；还包括发酵菌剂；

所述发酵菌剂为霉菌、酵母菌、芽孢菌与乳酸菌的复合菌剂；

所述生物活性蛋白饲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配制发酵培养基：称取所述原料成分的果渣、油渣、麸皮和尿素，再加入水和无

机盐混合搅拌，pH自然，所述原料成分与水的质量比为1∶1.2～1∶1.3；所述霉菌以霉菌固态

孢子菌剂的形式接种至所述原料成分中，接种量为所述原料成分的0.5％～0.6％；所述酵

母菌以活化酵母菌的形式接种至所述原料成分中，接种量为所述原料成分的0 .5％～

0.6％；所述芽孢菌与乳酸菌的复合菌剂的接种量为所述原料成分的0.5％～0.6％；其中，

所述芽孢菌与乳酸菌的质量比为2∶1～2∶1.5；所述生物活性蛋白饲料的含水量小于等于

18％；所述无机盐包含：KH2PO4  2.8～3.2g/kg、CaCl2  0.45～0.55g/kg、MgSO4·7H2O  0.45～

0.55g/kg、FeSO4·7H2O  7.4～7.6mg/kg、MnSO4·H2O  2.4～2.6mg/kg、ZnSO4·7H2O  3.5～

3.7mg/kg；

步骤2，将发酵培养基进行高压蒸汽灭菌；

步骤3，将灭菌后的发酵培养基冷却后，置于固态发酵仓，并接种霉菌固态孢子菌剂，在

温度为30℃～35℃、湿度为50％～60％的条件下发酵34小时～38小时；所述霉菌固态孢子

菌剂是将霉菌孢子悬液接种于灭菌后的含水量为50％的麸皮培养基中，28℃～31℃培养4

天～6天所得；

步骤4，霉菌发酵结束后，接种活化的酵母菌，继续在温度为30℃～35℃、湿度为50％～

60％的条件下，将霉菌和酵母菌共发酵45小时～50小时，每4小时～5小时鼓风机搅拌2分钟

～5分钟；

步骤5，霉菌和酵母菌共发酵结束后，接入芽孢菌和乳酸菌的复合菌剂，在温度为32℃

～35℃、湿度为55％～60％的条件下，发酵24小时～30小时，每4小时～5小时鼓风机搅拌2

分钟～5分钟，得好氧发酵产物；

步骤6，最后将好氧发酵产物置于封闭的厌氧发酵仓，厌氧发酵4～5天；

步骤7，厌氧发酵结束后，将得到的产物鼓风加热干燥后，即得生物活性蛋白饲料；所述

鼓风加热干燥的通风温度为75℃～80℃，物料温度为28℃～30℃，时间为4小时～4.5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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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生物活性蛋白饲料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饲料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生物活性蛋白饲料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人们对畜产品的需求量的增长，畜牧业也得到了快速发展，然而人口增多和

耕地减少限制了我国的粮食产量，导致人畜矛盾日益突出，尤其是我国现阶段畜牧业生产

结构决定了其对粮食的依赖性极大，蛋白饲料和能量原料都面临着供应紧张的局面，每年

国内年需求量达8000万吨，而缺口达4000万吨以上，且蛋白饲料原料价格连年上涨已严重

影响了我国饲料业和养殖业的发展，单纯依靠常规饲料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畜牧业的发展。

因此，提高粮食转化率和饲料利用率，研究新型饲料添加剂和开发利用非常规原料资源，发

展建立高效新型可持续饲料工业已成为发展畜牧业的重大课题。

[0003] 目前，伴随着发酵技术的不断发展，微生物发酵技术生产蛋白质饲料和氨基酸、维

生素、酶制剂和微生物制剂等饲料添加剂，在开发新型饲料资源中得到广泛应用，使发酵技

术在饲料行业中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2013年11月生物饲料开发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专家委员会对生物饲料的定义为：生物饲料是指以饲料和饲料添加剂为对象，以基因工程、

蛋白质工程、发酵工程等现代生物技术为手段，利用微生物工程发酵开发的新型饲料资源

和饲料添加剂的总称。生物饲料种类主要包括饲用酶制剂、微生物饲料添加剂、功能性蛋白

肽、功能性氨基酸、有机微量元素、植物与微生物提取物、益生元、发酵和酶解饲料以及其他

生物技术相关产品。生物发酵饲料常用微生物为霉菌、酵母菌、乳酸菌和芽孢菌。生物发酵

饲料的生产工艺主要为：一、固体表面发酵法，由于固态发酵利用的是具有一定湿度的水不

溶性固体培养基，具有节水、节能的独特优势，属于清洁生产技术逐步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

而成为研究的热点；二、大罐液体发酵法，主要适用于芽孢杆菌等好氧微生物的生产，但每

个菌种生产的具体工艺有所不同，此法适用于工业化生产，便于无菌操作，但成本高；三、厌

氧发酵，主要适用于双歧杆菌等绝对厌氧菌的生产。

[0004] 研究表明，抗生素、激素等药物在饲料中的使用，严重影响了畜产品和水产品的质

量与安全，开发和推广一种既能有效替代抗生素、激素、防腐剂，又具有保健促生长等多重

作用的生物活性蛋白饲料已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因此，越来越多的芽孢菌和乳酸菌等益

生菌开始应用于生物发酵饲料，且细菌、霉菌和酵母菌发酵成为新的趋势。但传统的固态表

面发酵工艺是基于耗氧微生物的发酵方法，不能充分发挥霉菌、酵母和细菌在改善饲料性

状的同时提高饲料商品价值；因此，迫切需要发酵工艺的创新和优化，来实现固态发酵生产

高品质生物活性蛋白饲料，并最终实现非常规饲料资源的充分开发利用和粮食转化率、饲

料利用率的大幅提高。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生物活性蛋白饲料及其

制备方法，该方法生产成本低、操作简便，能够充分发挥霉菌、酵母菌、芽孢菌和乳酸菌等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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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代谢能力，有效改质粗饲料为生物活性蛋白饲料。

[0006]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予以实现。

[0007] (一)一种生物活性蛋白饲料，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原料成分：果渣、油渣、麸皮、

尿素；还包括发酵菌剂；

[0008] 所述发酵菌剂为霉菌、酵母菌、芽孢菌与乳酸菌的复合菌剂。

[0009] 进一步地，所述原料成分的质量百分比为：果渣75％～78％、油渣13％～15％、麸

皮5％～7％、尿素2％～3％。

[0010] 进一步地，所述霉菌以霉菌固态孢子菌剂的形式接种至所述原料成分中，接种量

为所述原料成分的0.5％～0.6％。

[0011] 进一步地，所述酵母菌以活化酵母菌的形式接种至所述原料成分中，接种量为所

述原料成分的0.5％～0.6％。

[0012] 进一步地，所述芽孢菌与乳酸菌的复合菌剂的接种量为所述原料成分的0.5％～

0.6％；其中，所述芽孢菌与乳酸菌的质量比为2:1～2:1.5。

[0013] 进一步地，所述霉菌为黑曲霉菌，所述酵母菌为安琪酿酒酵母菌。

[0014] 进一步地，所述生物活性蛋白饲料的含水量小于等于18％。

[0015] (二)一种生物活性蛋白饲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0016] 步骤1，配制发酵培养基：按照权利要求2称取所述原料成分的果渣、油渣、麸皮和

尿素，再加入水和无机盐混合搅拌，pH自然，所述原料成分与水的质量比为1:1.2～1:1.3；

[0017] 步骤2，将发酵培养基进行高压蒸汽灭菌；

[0018] 步骤3，将灭菌后的发酵培养基冷却后，置于固态发酵仓，并接种霉菌固态孢子菌

剂，在温度为30℃～35℃、湿度为50％～60％的条件下发酵34小时～38小时；

[0019] 步骤4，霉菌发酵结束后，接种活化的酵母菌，继续在温度为30℃～35℃、湿度为

50％～60％的条件下，将霉菌和酵母菌共发酵45小时～50小时，每4小时～5小时鼓风机搅

拌2分钟～5分钟；

[0020] 步骤5，霉菌和酵母菌共发酵结束后，接入芽孢菌和乳酸菌的复合菌剂，在温度为

32℃～35℃、湿度为55％～60％的条件下，发酵24小时～30小时，每4小时～5小时鼓风机搅

拌2分钟～5分钟，得好氧发酵产物；

[0021] 步骤6，最后将好氧发酵产物置于封闭的厌氧发酵仓，厌氧发酵4～5天；

[0022] 步骤7，厌氧发酵结束后，将得到的产物鼓风加热干燥后，即得生物活性蛋白饲料。

[0023] 进一步地，步骤1中，所述无机盐包含：KH2PO4  2.8～3.2g/kg、CaCl2  0.45～0.55g/

kg、MgSO4·7H2O  0.45～0.55g/kg、FeSO4·7H2O  7.4～7.6mg/kg、MnSO4·H2O  2.4～2.6mg/

kg、ZnSO4·7H2O  3.5～3.7mg/kg。

[0024] 进一步地，步骤2中，所述霉菌固态孢子菌剂的接种量为所述配料成分的0.5～

0.6％。

[0025] 进一步地，步骤2中，所述霉菌固态孢子菌剂是将霉菌孢子悬液接种于灭菌后的含

水量为50％的麸皮培养基中，28℃～31℃培养4天～6天所得。

[0026] 进一步地，步骤3中，所述活化的酵母菌的接种量为所述配料成分的0 .5％～

0.6％。

[0027] 进一步地，步骤3中，安琪酿酒酵母菌的活化是将酵母菌接种于4％的红糖无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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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液中，30℃、1000rpm条件下培养24小时。

[0028] 进一步地，步骤4中，所述芽孢菌和乳酸菌的复合菌剂的接种量为所述配料成分的

0.5％～0.6％，其中，所述芽孢菌与乳酸菌的质量比为2:1～2:1.5。

[0029] 进一步地，步骤6中，所述鼓风加热干燥的通风温度为75℃～80℃，物料温度为28

℃～30℃，时间为4小时～4.5小时。

[0030] 本发明的发酵培养基选择果渣，合理配伍油渣、麸皮、尿素和无机盐，为微生物的

生长合理补充有机、无机速效氮源，同时增加原料中基础蛋白含量，无机盐的添加能促进真

菌胞外酶的产生。

[0031] 本发明创造性地将霉菌和酵母菌先后分批接种，先让霉菌在发酵培养基中生长，

利用其产生的纤维素酶、果胶酶等酶活降解纤维素、果胶等大分子营养物为易利用的还原

性糖、半乳糖醛酸等，为酵母菌的快速繁殖提供营养物质，有利于无机氮素向有机氮的转

变，促进蛋白质累积；同时酵母菌对葡萄糖等酶解产物的利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反馈机制

对霉菌胞外酶分泌的抑制，使得发酵产物具有光谱的高酶活性。

[0032] 同时，本发明将好氧发酵和厌氧发酵结合，使真菌菌剂和细菌菌剂的发酵效益达

到最大，细菌菌剂好氧发酵24小时后，进入厌氧阶段，此时，细菌已适应发酵基质并有了数

量的累积。在厌氧阶段，虽然霉菌和酵母菌的活性受到抑制，但其产生的胞外酶在适宜的温

度下，继续发挥酶解作用，延长了对原料的改质作用，增加了饲料中易被动物吸收利用的养

分比例；同时，随着厌氧发酵的进行，厌氧程度渐变加强，为芽孢菌产芽孢提供了条件和时

间，保证了芽孢菌的高活性的存在；乳酸在厌氧阶段加速代谢，有利于代谢产物的积累，增

加了饲料的适口性和益生作用。

[0033] 另外，本发明采用低温鼓风干燥，通过控制鼓风温度和物料温度，能实现饲料的快

速风干，既有利于生物饲料的储存和运输，避免饲料的污染和变质，又最大程度地保护了生

物活性饲料的酶活和芽孢菌、乳酸菌等益生菌的活性和含量。

[0034] 本发明采用固态发酵的方法，降低了发酵成本，提高了可操作性，减少环境污染，

同时有利于固态饲料原料的开发利用。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下面将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的实施方案进行详细描述，但是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将

会理解，下列实施例仅用于说明本发明，而不应视为限制本发明的范围。

[0036] 实施例1

[0037] （1）菌种及来源

[0038] 本实施例的生物活性蛋白饲料的霉菌为黑曲霉MHQ1，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资源环

境学院微生物实验室保藏；酵母菌为安琪酿酒酵母菌，购买于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乳酸

菌和芽孢菌的复合菌购买于山东蔚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0039] (2)菌剂的制备及活化

[0040] 黑曲霉MHQ1固态孢子制剂的制备：将试管中保藏的黑曲霉MHQ1用PDA固体斜面进

行活化，将活化的斜面孢子用无菌水洗脱，制成少量黑曲霉MHQ1孢子悬液，将上述黑曲霉

MHQ1孢子悬液接种于PDA三角瓶固体培养基中，培养至长出大量孢子，再用无菌水洗脱，即

得大量黑曲霉MHQ1孢子悬液。接着采用组培瓶固态发酵，准确称量50g麸皮，加入60mL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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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搅拌均匀，121℃灭菌30分钟，冷却后接入5mL黑曲霉MHQ1孢子悬液，然后于培养室30℃

恒温培养5天即可。

[0041] 安琪酿酒酵母菌的活化：将安琪酿酒酵母菌剂接种于装有7.5kg  4％的红糖无菌

水溶液中，30℃100rpm搅拌培养24小时。

[0042] 芽孢菌和乳酸菌的复合菌剂的活化：将复合菌剂接种于4％红糖无菌水溶液中，35

℃100rpm搅拌培养24小时。

[0043] (3)发酵培养基的制备

[0044] 果渣、油渣、麸皮和尿素的总质量与水的质量比为1:1 .2，其中，果渣77％、油渣

15％、麸皮5％、尿素3％；以果渣、油渣、麸皮和尿素的总质量为1kg为基准，无机盐的组成为

KH2PO4  3g/kg、CaCl2  0.5g/kg、MgSO4·7H2O  0.5g/kg、FeSO4·7H2O  7.5mg/kg、MnSO4·H2O 

2.5mg/kg、ZnSO4·7H2O  3.6mg/kg。尿素及无机盐分别以水溶液的形式添加到发酵培养基

中。

[0045] (4)发酵过程：

[0046] 步骤1，配制发酵培养基，并将发酵培养基进行高压蒸汽灭菌；

[0047] 步骤2，将灭菌后的发酵培养基在流化床上冷却后，传送到固态发酵仓，并接种黑

曲霉MHQ1固态孢子菌剂，在30℃～35℃、湿度为50％～60％的条件下发酵34～38小时；

[0048] 步骤3，黑曲霉MHQ1发酵结束后，接种活化的安琪酿酒酵母菌，继续在温度为30℃

～35℃、湿度为50％～60％的条件下，将黑曲霉MHQ1和安琪酿酒酵母菌共发酵48小时，每4

小时鼓风机搅拌2分钟；

[0049] 步骤4，黑曲霉MHQ1和安琪酿酒酵母菌共发酵结束后，接入芽孢菌和乳酸菌的复合

菌剂，在温度为32℃～35℃、湿度为55％～60％的条件下，发酵24小时，每4小时鼓风机搅拌

5分钟，得好氧发酵产物；

[0050] 步骤5，最后将好氧发酵产物传送到封闭的厌氧发酵仓，厌氧发酵5天；

[0051] 步骤6，厌氧发酵结束后，将得到的产物鼓风加热干燥后，通风温度为78℃，物料温

度为27℃，烘干4小时，即得生物活性蛋白饲料。

[0052] 所得的生物活性蛋白饲料的含水量为16.3％，干燥后饲料养分及活性成分的含量

为：粗蛋白含量27.8％，羧甲基纤维素酶活5389U/g，果胶酶活为1176U/g，乳酸菌含量为1.7

×108cfu/g，芽孢菌含量为6.7×107cfu/g，酵母菌含量为4.5×107cfu/g。

[0053] 实施例2

[0054] (1)菌种及来源

[0055] 本实施例的生物活性蛋白饲料的霉菌为黑曲霉A8，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资源环境

学院微生物实验室保藏；酵母菌为安琪酿酒酵母菌，购买于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乳酸菌

和芽孢菌的复合菌购买于山东蔚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0056] (2)菌剂的制备及活化

[0057] 黑曲霉A8固态孢子制剂的制备：将试管中保藏的黑曲霉A8用PDA固体斜面进行活

化，将活化的斜面孢子用无菌水洗脱，制成少量黑曲霉A8孢子悬液，将上述黑曲霉A8孢子悬

液接种于PDA三角瓶固体培养基中，培养至长出大量孢子，再用无菌水洗脱，即得大量黑曲

霉MHQ1孢子悬液。接着采用组培瓶固态发酵，准确称量50g麸皮，加入60mL自来水，搅拌均

匀，121℃灭菌30分钟，冷却后接入5mL黑曲霉A8孢子悬液，然后于培养室30℃恒温培养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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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

[0058] 安琪酿酒酵母菌的活化：将安琪酿酒酵母菌剂接种于装有7.5kg  4％的红糖无菌

水溶液中，30℃100rpm搅拌培养24小时。

[0059] 芽孢菌和乳酸菌的复合菌剂的活化：将复合菌剂接种于4％红糖无菌水溶液中，35

℃100rpm搅拌培养24小时。

[0060] (3)发酵培养基的制备

[0061] 果渣、油渣、麸皮和尿素的总质量与水的质量比为1:1 .2，其中，果渣77％、油渣

15％、麸皮5％、尿素3％；以果渣、油渣、麸皮和尿素的总质量为1kg为基准，无机盐的组成为

KH2PO4  3g/kg、Cacl2  0.5g/kg、MgSO4·7H2O  0.5g/kg、FeSO4·7H2O  7.5mg/kg、MnSO4·H2O 

2.5mg/kg、ZnSO4·7H2O  3.6mg/kg。尿素及无机盐以水溶液的形式添加到发酵培养基中。

[0062] (4)发酵过程：

[0063] 步骤1，配制发酵培养基，并将发酵培养基进行高压蒸汽灭菌；

[0064] 步骤2，将灭菌后的发酵培养基在流化床上冷却后，传送到固态发酵仓，并接种黑

曲霉A8固态孢子菌剂，在温度为30℃～35℃、湿度为50％～60％的条件下发酵36小时；

[0065] 步骤3，黑曲霉A8发酵结束后，接种活化的安琪酿酒酵母菌，在温度为30℃～35℃、

湿度为50％～60％的条件下，将黑曲霉A8和安琪酿酒酵母菌共发酵48小时，每4小时鼓风机

搅拌5分钟；

[0066] 步骤4，黑曲霉A8和安琪酿酒酵母菌共发酵结束后，接入芽孢菌和乳酸菌的复合菌

剂，在温度为32℃～35℃、湿度为55％～60％的条件下，发酵24小时，每4小时鼓风机搅拌5

分钟，得好氧发酵产物；

[0067] 步骤5，最后将好氧发酵产物传送到封闭的厌氧发酵仓，厌氧发酵5天；

[0068] 步骤6，厌氧发酵结束后，将得到的产物鼓风加热干燥后，通风温度为80℃，物料温

度为27℃，烘干4小时，即得生物活性蛋白饲料。

[0069] 所得的生物活性蛋白饲料的含水量为14.7％，干燥后饲料养分及活性成分的含量

为：粗蛋白含量24.6％，羧甲基纤维素酶活4957U/g，果胶酶活为973U/g，乳酸菌含量为1.2

×108cfu/g，芽孢菌含量为4.6×107cfu/g，酵母菌含量为2.9×107cfu/g。

[0070] 虽然，本说明书中已经用一般性说明及具体实施方案对本发明作了详尽的描述，

但在本发明基础上，可以对之作一些修改或改进，这对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是显而易见的。

因此，在不偏离本发明精神的基础上所做的这些修改或改进，均属于本发明要求保护的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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