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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畜禽粪便高效腐熟剂及其发酵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用于快速无臭无害化的

畜禽粪便高效腐熟剂及其发酵方法，包括如下质

量比的微生物菌种组分和载体组分：所述微生物

菌种组分为枯草芽孢杆菌10％～15％，地衣芽孢

杆菌10％～15％，酵母菌5％～15％，黑曲霉3％

～8％，黑曲霉3％～8％，产乳酸嗜酸乳杆菌10％

～20％，产乳酸植物乳杆菌10％～20％，和载体

组分为麦芽糊精10％～20％。其主要由各种饲料

级的芽孢菌及其它微生物菌与载体麦芽糊精组

成，其可以在3-7天时间内，首先快速将畜禽粪便

先腐熟发酵成为无臭物质，然后再累计发酵成为

安全无害化的产物，消灭其中的致病菌，寄生虫，

杂草种子等并可作为有机肥料及其对植物发芽

指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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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畜禽粪便高效腐熟剂，其特征在于，包含如下重量份数的组分：活菌数1000亿

cfu/g的枯草芽孢杆菌15份，活菌数1000亿cfu/g以上的地衣芽孢杆菌15份，活菌数200亿

cfu/g以上的酿酒酵母10份，活菌数50亿cfu/g以上的黑曲霉5份，活菌数50亿cfu/g以上的

米曲霉5份，活菌数1000亿cfu/g以上的产乳酸嗜酸乳杆菌15份，活菌数1000亿cfu/g以上的

产乳酸植物乳杆菌15份和麦芽糊精20份，

枯草芽孢杆菌、地衣芽孢杆菌培养工艺如下：各自典型营养琼脂斜面试管菌种，培养4

天，选取菌落特点突出的菌种，然后进行如下步骤：

(1)接实验室一级种子培养3L  ：

培养基：酵母浸粉6g，牛肉膏15g，蛋白胨30g，葡萄糖30g，七水硫酸镁1.5g，磷酸氢二钾

1.5g，氯化钠15g，加入3L水，充分溶解后，用氢氧化钠调pH值至7.0，分装至三角烧瓶，于125

℃灭菌20min；

接种：灭好菌的培养基冷却后，用接种环接种；

培养条件：摇床温度控制在36±1℃，转速190转/min，培养18-20小时；

(2)车间二级种子罐培养  300L：

培养基：酵母粉1.5kg，玉米浆干粉6kg，葡萄糖6kg，氯化钠1.5kg，磷酸二氢钾150g，  磷

酸氢二钾600g；用氢氧化钠调pH值至7.0；培养基灭菌控制0.1mPa、120℃  20～30分钟；接

种：火焰接种，接种量300～500ml；培养条件：控制罐温36±1℃、罐压0.06±0.01mPa，通气

量100～150L/分钟，接种后开搅拌，搅拌转速80～120转/分钟，培养16～20小时；培养标准：

镜检菌体染色着色深、菌体生长均匀、无杂菌，芽孢尚未形成；

(3)车间三级发酵罐培养3000L：

培养基：黄豆粉28kg，葡萄糖60kg，淀粉20kg，玉米浆干粉60kg，酵母粉15kg，蛋白胨

28kg，硫酸锰1.1kg，硫酸镁1kg，氯化钠15kg，磷酸二氢钾1.5kg，用氢氧化钠调pH7.0，培养

基灭菌控制0.1mPa、120℃  20～30分钟；移种：接种量150～200L；培养条件：控制罐温36±1

℃、罐压0.06±0.01mPa，通气量700-750L/min，移种后开搅拌，搅拌转速100-150转/分钟，

培养18-24小时；

发酵中间控制：8小时后，每2小时取样测pH及OD值；

发酵终点控制：当稀释10倍OD值连续1.5以上，并且呈下降趋势，pH值持续上升，取样进

行镜检，镜检菌体染色着色不深、菌体生长均匀、无杂菌，几乎全部形成芽孢，可以终止发

酵；

(4)离心机离心

将最终的发酵液打入到离心机进行离心，得到固液混合物；

(5)喷雾干燥

混合离心充分后，经过喷雾干燥大型设备进行高温喷雾，固体产品即为高活性、高含量

的枯草芽孢杆菌或者地衣芽孢杆菌；

其中产乳酸嗜酸乳杆菌、产乳酸植物乳杆菌培养工艺如下：各自MRS典型斜面试管菌

种，培养4天，选取菌落特点突出的菌种，然后进行如下步骤：

(1)实验室一级种子培养2.5L

培养基：酵母浸粉30g，牛肉膏30g，蛋白胨30g，葡萄糖60g，硫酸镁1.5g，磷酸氢二钾6g，

乙酸钠15g，柠檬酸铵6g；加入2.5L水，充分溶解后，用氢氧化钠调pH值至7.0，分装至三角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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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于125℃灭菌20min；

接种：灭好菌的培养基冷却后，用接种环接种；

培养条件：生化培养箱温度控制在36±1℃，静置培养36-48小时；

(2)车间二级种子罐培养  250L

培养基：硫酸铵150g，硝酸钠150g，磷酸氢二钾600g，硫酸镁150g，玉米浆干粉2.4kg，蛋

白胨3kg，葡萄糖6kg，氯化钠150g，柠檬酸铵600g；pH值7.0，消后体积控制在250-300L；培养

基灭菌控制在0.1mPa、120℃  20～30分钟；

接种：火焰接种，接种量2-2.5L；

培养条件：控制罐温36±1℃、罐压0.06±0.01mpa，不通风，不开搅拌，静置培养24～48

小时；

培养标准：镜检菌体染色着色深、菌体生长均匀、无杂菌；

(3)车间三级发酵罐培养  2500L

培养基：硫酸铵1.5kg，硝酸钠1.5kg，磷酸氢二钾6kg，硫酸镁1.5kg，玉米浆干粉24kg，

蛋白胨30kg，葡萄糖60kg，氯化钠1.5kg；pH值7.0，消后体积控制在2500L；培养基灭菌控制

在0.1mPa、120℃  20～30分钟；

移种：接种量300～320L；

培养条件：控制罐温36±1℃、罐压0.06±0.01mpa，不通风，不开搅拌，静置培养24～48

小时；

发酵中间控制：16小时后，每2小时取样测pH及OD值；

发酵终点控制：当稀释10倍OD值连续0.3以上，并且呈下降趋势，pH值3.5以下，并且呈

上升趋势，取样进行镜检，镜检菌体染色着色不深、菌体生长均匀、无杂菌，可以终止发酵；

(4)离心机离心

将最终的发酵液打入到管式离心机进行离心，得到固液混合物；

(5)冷冻干燥

混合离心充分后，经过冷冻干燥设备进行低温冷冻干燥，固体产品即为嗜酸乳杆菌或

者植物乳杆菌。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畜禽粪便高效腐熟剂，其特征在于，所述畜禽粪便高效腐熟剂

还包括米糠、玉米芯、豆粕或者可溶性淀粉中的任意一种或几种的混合物。

3.权利要求1～2任一项所述的畜禽粪便高效腐熟剂的发酵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

下步骤：

  (1)将所述腐熟剂与麦麸或者玉米粉，按质量比为1～1.5∶10～15，制成菌种混合物备

用；

  (2)将菌种混合物与畜禽粪便按照质量比为1～1.5∶200～250，混合均匀，制成畜禽粪

便混合物料，并控制混合物料的含水率在60％，将物料疏松堆放并密封发酵；

  (3)将步骤(2)中密封发酵的混合物料在发酵的同时在混合物料表层盖上一层塑料薄

膜，控制发酵时间为5～1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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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畜禽粪便高效腐熟剂及其发酵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畜禽粪便腐熟发酵剂，特别是一种畜禽粪便高效腐熟剂及其发酵

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发展畜禽养殖业可以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增加农民收入，可随着养殖业的迅猛发

展，其集约化程度越来越高，随之产生大量畜禽粪便难以处理。养殖污染已成为我国最大的

污染源，危机城乡环境、饮用水源、农业生态，并成为疾病传播源，危害人体健康。国家环保

总局调查显示，仅1999年，我国畜禽粪便产生量为19亿吨，是工业固体废弃物的2.4倍。专家

预计，到2020年，我国每年畜禽粪便产生量将达到80亿吨，如果不进行有效的处理，将进一

步导致环境的恶化。我国政府十分重视养殖污染治理问题，已立法防治养殖污染，地方政府

也从财力中抽出专项资金用于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科研机构、专家讲养殖面源污染作为

重大研究课题，试图攻克这一难题；部分地区及养殖大户已深感养殖污染所带来的严重危

害，开始投资处理畜禽粪便。

[0003] 另一方面，即使采用沼气池处理技术大规模养殖场，也很难达到农家肥的标准。最

关键的是单纯的采用沼气池处理发酵、处理的速度慢而且反应的还不彻底、致病菌等一些

重金属并不能完全降解掉，作用在作物上面也会造成二次污染等。

发明内容

[0004] 发明目的：为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用于快速无臭无害化

的畜禽粪便高效腐熟剂及其发酵方法，该畜禽粪便高效腐熟剂可以快速腐熟畜禽粪便，减

少二次污染、实现可持续发展。

[0005] 技术方案：为实现上述技术目的，本发明提出了一种畜禽粪便高效腐熟剂，包含如

下重量份数的组分：枯草芽孢杆菌10～15份、地衣芽孢杆菌10～15份、酵母菌5～15份、曲霉

菌3～8份、产乳酸嗜酸乳杆菌10～20份、产乳酸植物乳杆菌10～20份和麦芽糊精10～20份，

其中，枯草芽孢杆菌、地衣芽孢杆菌、酵母菌、曲霉菌、产乳酸嗜酸乳杆菌、产乳酸植物乳杆

菌作为微生物菌种组分，麦芽糊精作为载体。

[0006] 作为优选的实施方案，所述畜禽粪便高效腐熟剂包含如下重量份数的组分：活菌

数1000亿cfu/g以上的枯草芽孢杆菌15份、活菌数1000亿cfu/g以上的地衣芽孢杆菌15份、

活菌数200亿cfu/g以上的酿酒酵母10％、活菌数50亿cfu/g以上的黑曲霉5份、活菌数50亿

cfu/g以上的米曲霉5份、活菌数1000亿cfu/g以上的产乳酸嗜酸乳杆菌15份、活菌数1000亿

cfu/g以上的产乳酸植物乳杆菌15份和麦芽糊精20份。

[0007] 优选地，枯草芽孢杆菌和地衣芽孢杆菌的活菌数总数大于100亿cfu/g，酿酒酵母

的活菌数大于50亿cfu/g，米曲霉和黑曲霉活菌数总数大于30亿cfu/g，产乳酸嗜酸乳杆菌

和产乳酸植物乳杆菌活菌数总数大于100亿cfu/g。

[0008] 优选地，所述畜禽粪便高效腐熟剂还包括米糠、玉米芯、豆粕或者可溶性淀粉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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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意一种或几种的混合物，也是作为载体。

[0009] 本发明进一步提出了的畜禽粪便高效腐熟剂的发酵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0] (1)将所述腐熟剂与麦麸或者玉米粉，按质量比为1～1.5∶10～15，制成菌种混合

物备用，目的是便于搅拌均匀；

[0011] (2)将菌种混合物与畜禽粪便按照质量比为1～1.5∶200～250，混合均匀，制成畜

禽粪便混合物料，并控制混合物料的含水率在60％，将物料疏松堆放并密封发酵；

[0012] (3)将步骤(2)中密封发酵的混合物料在发酵的同时在混合物料表层盖上一层塑

料薄膜，控制发酵时间为5-15天。

[0013] 本发明的畜禽粪便腐熟剂其特征是由其如下质量比的微生物菌种组分和载体组

分组成：含1000亿/g以上的枯草芽孢杆菌15％，含1000亿/g以上的地衣芽孢杆菌15％，含量

200亿/g以上的酿酒酵母10％，含量50亿/g以上的黑曲霉5％，含量50亿/g以上的米曲霉

5％，含量1000亿/g以上的产乳酸嗜酸乳杆菌15％，含量1000亿/g以上的产乳酸植物乳杆菌

15％；载体组分为麦芽糊精20％。

[0014] 有益效果：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优点：

[0015] (1)本发明的畜禽粪便高效腐熟剂，具有发酵速度快，发酵彻底等特点，在冬天只

需要5～7天就可以彻底消除臭味，而在夏天可以控制在3天之内达到无害化指标的要求，并

有发酵特有的酸香味散发出，再累计发酵20天就可以完全消除粪便中的大肠杆菌等一些致

病菌，并可以作为有机肥料以及对植物发芽指数的影响；

[0016] (2)本发明的发酵剂采用多菌复合、且有效活菌数高，达到450亿/g以上，是一般畜

禽粪便腐熟剂的800倍以上。目前，我国农业部规定的有机物料腐熟剂含有的活菌量是≥

0.5亿/g(GB20287-2006)本发明所含枯草芽孢杆菌和地衣芽孢杆菌总数大于150亿/g，酿酒

酵母大于100亿/g，米曲霉和黑曲霉总数大于50亿/g，产乳酸嗜酸乳杆菌和产乳酸植物乳杆

菌总数大于150亿/g。

[0017] (3)本发明产品的中主要有真菌、细菌、霉菌等复合而成，互不拮抗，协同作用，不

仅对畜禽粪便有强大腐熟作用，而且在发酵过程中还繁殖大量功能细菌并产生多种特效代

谢产物，畜禽粪便再发酵之后，具有发酵特有的酸香味。

[0018] (4)采用本发明高效腐熟剂剂充分发酵畜禽粪便之后，可以做为田间作物的生态

有机肥料。

具体实施例

[0019] 本发明的原料菌种可以通过市场上采购获得，也可按以下生产工艺进行制备：生

产的微生物菌种全部来自于中国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委员会普通微生物中心和中国农业

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中心。其中枯草芽孢杆菌菌种编号或者保藏号为(ACCC  11088)，地衣

芽孢杆菌菌种编号或者保藏号为(ACCC  06149)，产乳酸嗜酸乳杆菌菌种编号或者保藏号为

(ACCC  05489)黑曲霉菌种编号或者保藏号为(CGMC  3.0316)，均为农业部允许使用的有益

微生物菌株，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2013年第2045号文件。

[0020] 其中枯草芽孢杆菌、地衣芽孢杆菌培养工艺如下：各自典型营养琼脂斜面试管菌

种(培养4天)→选取菌落特点突出的菌种，然后进行如下步骤：

[0021] (1)接实验室一级种子培养(约3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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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培养基：酵母浸粉6g，牛肉膏15g，蛋白胨30g，葡萄糖30g，七水硫酸镁1.5g，磷酸氢

二钾1.5g氯化钠15g，加入3L水，充分溶解后，用氢氧化钠调pH值至7.0，分装至三角烧瓶，于

125℃灭菌20min。接种：灭好菌的培养基冷却后，用接种环接种。培养条件：摇床温度控制在

36±1℃，转速190R/min，培养18-20小时。

[0023] (2)车间二级种子罐培养(约为300L)：

[0024] 培养基：酵母粉1.5kg，玉米浆干粉6kg，葡萄糖6kg，氯化钠1.5kg，磷酸二氢钾，

150g磷酸氢二钾600g。用氢氧化钠调pH值至7.0。培养基灭菌控制0.1mPa  120℃20～30分

钟。接种：火焰接种，接种量300～500ml。培养条件：控制罐温36±1℃、罐压0.06±0.01mPa，

通气量100～150L/分钟，接种后开搅拌，搅拌转速80～120转/分钟，培养16～20小时。培养

标准：镜检菌体染色着色深、菌体生长均匀、无杂菌，芽孢尚未形成

[0025] (3)车间三级发酵罐培养(约为3000L)：

[0026] 培养基：黄豆粉28kg，葡萄糖60kg，淀粉20kg，玉米浆干粉60kg，酵母粉15kg，蛋白

胨28kg，硫酸锰1.1kg，硫酸镁1kg，氯化钠15kg，磷酸二氢钾1.5kg，用氢氧化钠调pH7.0培养

基灭菌控制0.1mPa  120℃20～30分钟。移种：接种量150～200L。培养条件：控制罐温36±1

℃、罐压0.06±0.01mPa，通气量700-750L/min，移种后开搅拌，搅拌转速100-150转/分钟，

培养18-24小时。发酵中间控制：8小时后，每2小时取样测pH及OD值。发酵终点控制：当稀释

10倍OD值连续1.5以上，并且呈下降趋势，pH值持续上升，取样进行镜检，镜检菌体染色着色

不深、菌体生长均匀、无杂菌，几乎全部形成芽孢，可以终止发酵。

[0027] (4)离心机离心

[0028] 将最终的发酵液打入到离心机进行离心，得到固液混合物。

[0029] (5)喷雾干燥

[0030] 混合离心充分后，经过喷雾干燥大型设备进行高温喷雾，固体产品即为高活性、高

含量的枯草芽孢杆菌或者地衣芽孢杆菌。

[0031] 其中产乳酸嗜酸乳杆菌、产乳酸植物乳杆菌培养工艺如下：各自MRS典型斜面试管

菌种(培养4天)→选取菌落特点突出的菌种，然后进行如下步骤：

[0032] (1)实验室一级种子培养(2.5L)

[0033] 培养基：酵母浸粉30g，牛肉膏30g，蛋白胨30g，葡萄糖60g，硫酸镁1.5g，磷酸氢二

钾6g，乙酸钠15g，柠檬酸铵6g。加入2.5L水，充分溶解后，用氢氧化钠调pH值至7.0，分装至

三角烧瓶，于125℃灭菌20min。

[0034] 接种：灭好菌的培养基冷却后，用接种环接种。

[0035] 培养条件：生化培养箱温度控制在36±1℃，静置培养36-48小时。

[0036] (2)车间二级种子罐培养(250L)

[0037] 培养基：硫酸铵150g，硝酸钠150g，磷酸氢二钾600g，硫酸镁150g，玉米浆干粉

2.4kg，蛋白胨3kg，葡萄糖6kg，氯化钠150g，柠檬酸铵600g。pH值7.0消后体积控制在250-

300L。培养基灭菌控制在0.1mPa120℃20～30分钟。

[0038] 接种：火焰接种，接种量2-2.5L。

[0039] 培养条件：控制罐温36±1℃、罐压0.06±0.01mpa，不通风，不开搅拌，静置培养24

～48小时。

[0040] 培养标准：镜检菌体染色着色深、菌体生长均匀、无杂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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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3)车间三级发酵罐培养(2500L)

[0042] 培养基：硫酸铵1.5kg，硝酸钠1.5kg，磷酸氢二钾6kg，硫酸镁1.5kg，玉米浆干粉

24kg蛋白胨30kg，葡萄糖60kg，氯化钠1.5kg。pH值7.0消后体积控制在2500L左右。培养基灭

菌控制在0.1mPa120℃20～30分钟。

[0043] 移种：接种量300～320L。

[0044] 培养条件：控制罐温36±1℃、罐压0.06±0.01mpa，不通风，不开搅拌，静置培养24

～48小时。

[0045] 发酵中间控制：16小时后，每2小时取样测pH及OD值。

[0046] 发酵终点控制：当稀释10倍OD值连续0.3以上，并且呈下降趋势，pH值3.5以下，并

且呈上升趋势，取样进行镜检，镜检菌体染色着色不深、菌体生长均匀、无杂菌，可以终止发

酵。

[0047] (4)离心机离心

[0048] 将最终的发酵液打入到管式离心机进行离心，得到固液混合物。

[0049] (5)冷冻干燥

[0050] 混合离心充分后，经过冷冻干燥设备进行低温冷冻干燥，固体产品即为高活性、高

含量的嗜酸乳杆菌或者植物乳杆菌。

[0051] 下面通过具体实施例详细说明本发明。

[0052] 具体实施方式：下面结合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概述。

[0053] 实施例1

[0054] 本实施例提出了一种畜禽粪便腐熟剂，其由如下(表1所示)质量比的微生物菌种

组分和载体组分组成(各微生物的获得方法如上文所述)：

[0055] 表1实施例1产品活菌数

[0056]

[0057] 实施例2

[0058] 本发明中所述微生物菌种的活菌数是采用细菌和真菌2∶1的比例组合复配的，其

中枯草芽孢杆菌和地衣芽孢杆菌总数大于150亿/g，酿酒酵母大于100亿/g，米曲霉和黑曲

霉总数大于50亿/g，产乳酸嗜酸乳杆菌和产乳酸植物乳杆菌总数大于150亿/g。最终复配成

含量为450亿/g的畜禽粪便高效腐熟剂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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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9] 实施例3腐熟发酵畜禽粪便的方法。

[0060] 堆肥(每吨肥配比)方法：将200公斤秸秆和800公斤畜禽粪便搅拌混合均匀，然后

撒上150g本实施例1制备的产品，堆好后补水至最终水份为50％～60％，搅拌均匀，堆成宽

约2-3米，高约0.8-1.2米的堆肥，长度不限。待发酵温度升到50℃即开始翻堆，之后每天一

次。春夏秋季5天左右、冬季10天左右可发酵完成，即可使用。

[0061] 养殖场如有米糠、玉米粉之类的可以添加5％左右与菌种混合稀释一起添加到畜

禽粪便中。

[0062] 使用本发明产品发酵畜禽粪便后的理化数据监测结果：

[0063] 按上述发酵方法：畜禽粪便800kg，秸秆200kg，玉米粉或者米糠50kg，添加本发明

畜禽粪便腐熟剂150g，控制含水量在60％，进行发酵10天左右的结果如表2所示。

[0064] 表2

[0065]

[0066] 说明：大肠杆菌检测方法，采用稀释平皿涂布法，用LB培养基检测发酵粪便样品中

的大肠杆菌的数量。

[0067] 下面是利用本发明产品发酵牛粪便后作为有机肥料对发芽指数和理化性质的影

响.

[0068] 1材料与方法

[0069] 1.1实验材料

[0070] 由江苏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本实验设2个处理，每处理重复3此。

[0071] 处理1：不接本发明产品。将奶牛粪掺入秸秆粉、稻谷粉或者米糠之类，调节混合料

含水率至60％，将奶牛粪与秸秆粉、稻谷粉或者米糠之类搅拌均匀。将上述物料堆成堆，宽

度底宽2.8m，高度1.5m的梯形，表面拍实。

[0072] 处理2：接种本发明产品。将奶牛粪掺入秸秆粉、稻谷粉或者米糠之类，调节混合料

含水率至60％，按每1000kg畜禽粪便添加该产品150g，并加入2kg红糖。将混合料与菌剂搅

拌均匀。将上述物料堆成堆，宽度底宽2.8m，高度1.5m的梯形，表面拍实。

[0073] 堆肥温度测定，测温点为堆肥中距表层25-30cm深处，温度计插入堆肥5-10分钟后

读数，每个堆肥在不同位置测定4个点，并计算平均温度，同时记录天气情况和气温，从物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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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砌后第二天开始，每天上午10时连续测定。当堆肥温度上升到60℃以上后温度开始下降

时采用翻抛机进行翻堆，每隔2-3d均匀翻堆一次，至翻堆后温度不再上升。

[0074] 1.2接种本发明产品对奶牛粪堆肥温度的影响

[0075] 接种绿科高效腐熟剂在堆肥第2d时堆肥温度就开始上升到57℃以上，而未接种对

照处理在第8d才达到55℃以上。接种高效腐熟剂处理堆肥堆温维持在55℃以上的总天数达

到13天，其中维持在60℃以上的总天数为8天；而未接菌对照处理堆肥堆温维持在55℃以上

的总天数仅为9天，维持在60℃以上的总天数仅为3天，较接种腐熟剂的处理分别少4天和6

天。表明接种绿科本发明的高效腐熟剂能够维持高温的时间较长，有利于达到无害化处理

过程中消灭病原菌和杂草种子的目的。

[0076] 1.3接种本发明产品对牛粪堆肥发芽指数的影响

[0077] 由表3结果可知，发酵前粪便的发芽指数仅为22.8％，接种该发明产品发酵30天

后，粪便秸秆发芽指数达到104.2％，而未接菌对照的仅为69.7％。查阅文献一般认为当发

芽指数达到80％-85％时，堆肥已经达到腐熟成功并且没有毒性。

[0078] 表3

[0079]

  发芽指数(％) 有机碳(％) 全氮(％) 全磷(％)

发酵前粪便 22.8c 37.1a 1.24b 1.03b

发酵后粪便 104.2a 29.2b 1.59a 1.47a

对照 69.7b 32.7b 1.37b 1.41a

[0080] 由上述结果可知，发酵前原料总有机碳含量为37.1％，接种该发明产品发酵30d

后，堆肥的有机碳降为29.2％，而对照处理为32.7％；发酵前原料全氮含量为1.24％，接种

该发明产品发酵30d后，堆肥的全氮增加到1.59％，而对照处理为1.37％；发酵前原料全磷

含量为1 .03％，接种该发明产品发酵30d后，堆肥的全磷含量为1 .47％，而对照处理为

1.41％。发酵前原料的C/N为29.9，接种该发明产品发酵30d后，堆肥的C/N降为18.3，而对照

处理为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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