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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以果渣、酒糟为原料的生

物饲料混菌发酵方法，属于工业副产物再利用领

域。本发明的方法由种子液的制备、混菌发酵液

的制备、混菌发酵液的刺激处理以及生物饲料的

制备这几个步骤组成。本发明首次采用食用真菌

双孢菇和霉菌、酵母菌进行混菌发酵，在适宜的

培养条件下使各菌种互利共生，共同完成代谢活

动，极大地提高了发酵效率和原料的转化率，显

著提升了发酵饲料的营养价值。本发明还采用液

固态发酵模式，结合两种模式的优点对果渣、酒

糟进行综合利用，为生物饲料的规模化生产提供

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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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以果渣、酒糟为原料的生物饲料混菌发酵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

（1）种子液的制备

双孢菇：用接种铲从已活化的双孢菇斜面菌种上铲取3-4块0.5cm2的菌块接种至装有种

子液培养基的锥形瓶中，装液量为100mL/250mL，在26℃恒温摇床上振荡培养3-4d，摇床转

速140r/min，制得双孢菇种子液；

里氏木霉：将里氏木霉菌种接种到PDA培养基斜面上，在28℃恒温培养箱中培养，长出

孢子后用无菌生理盐水将孢子洗下，制成浓度为1×107个/ml的孢子悬液，按5%接种量接种

到装有PDB培养基的锥形瓶中，装液量为70mL/250mL，在28℃恒温摇床上振荡培养36-48h，

摇床转速120r/min，制得里氏木霉种子液；

酿酒酵母：将酿酒酵母菌种接种到麦芽汁琼脂培养基斜面上，在28℃恒温培养箱中培

养72h，再接种到麦芽汁液体培养基中，装液量为100mL/250mL，在28℃恒温摇床上振荡培养

48-72h，摇床转速160r/min，制得酿酒酵母种子液；

（2）混菌发酵液的制备

按照5%的接种量将双孢菇种子液接种到装有液体培养基的发酵罐中，通入净化空气后

开始发酵培养，发酵罐装液量为55-65%，液体培养基起始pH调节为6.5左右，培养2d后，按照

3%和2%的接种量将米曲霉和酿酒酵母种子液一起接入，继续培养3-4d，制得混菌发酵液；

（3）混菌发酵液的刺激处理

接种前将混菌发酵液盛于锥形瓶中进行刺激处理，先采用超声波生物刺激生长仪处理

40min，再采用特定电磁波治疗仪处理20min；

（4）生物饲料的制备

按照15%的接种量将处理后的混菌发酵液接种到以果渣、酒糟为原料的固体培养基上，

固体培养基无需灭菌，初始pH调节为6.5左右，料水比调节为1:1左右，搅拌均匀后在温度

27-29℃的条件下发酵6-7d，发酵期间注意保持室内通风，发酵结束后将固体产物在45℃下

烘干、粉碎，制得生物饲料。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以果渣、酒糟为原料的生物饲料混菌发酵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步骤（1）中，双孢菇菌种的活化方法为：将双孢菇菌种接种于PDA斜面培养基上，  在

26℃恒温培养5-7d，并挑选出菌丝洁白、粗壮、无污染的斜面。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以果渣、酒糟为原料的生物饲料混菌发酵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步骤（1）中，种子液培养基的配方为：麸皮粉4-6g/L，黄豆粉4-6g/L，蔗糖27-33g/L，

豆芽汁12-16ml/L，磷酸二氢钾  1.8-2.2g/L，硫酸镁0.9-1.1g/L，氯化钙0.3-0.5g/L，氯化

钴  0.2-0.4mg/L，钼酸钠0.3-0.5mg/L，pH值自然。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以果渣、酒糟为原料的生物饲料混菌发酵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步骤（1）中，所用的培养基都经过121℃灭菌20min。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以果渣、酒糟为原料的生物饲料混菌发酵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步骤（2）中，液体培养基的配方为：蔗糖13-17g/L，苹果渣15-20g/L，橙子渣10-15 

g/L，蛋白胨3.6-4.0g/L，白酒糟7.3-8.3g/L，麸皮粉5.0-5.4g/L，桔梗水提液8-10ml/L，磷

酸二氢钾  2.8-3.2g/L，硫酸镁1.4-1.6g/L，氯化钙0.4-0.8g/L，氯化钴  0.2-0.4mg/L，硫酸

锰1.5-1.8mg/L，生物素0.9-1.3mg/L，复硝酚钠5.3-5.9mg/L，吐温-80  10-14ml/L，余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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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以果渣、酒糟为原料的生物饲料混菌发酵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步骤（2）中，发酵培养的参数设置为温度27-29℃，搅拌转速155-165r/min，通气量

1.0-1.2V/V/M。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以果渣、酒糟为原料的生物饲料混菌发酵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步骤（3）中，超声波生物刺激生长仪处理参数为超声频率30kHz，功率10W，超声时间

10s，间隔时间20s，特定电磁波治疗仪处理参数为照射距离20cm，辐照度38mW/cm2。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以果渣、酒糟为原料的生物饲料混菌发酵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步骤（4）中固体培养基的具体配方为：苹果渣24-28%，橙子渣12-16%，葡萄渣10-

14%，白酒糟27-33%，麸皮8.4-9.0%，糖蜜2.5-2.9%，羧甲基纤维素钠3.6-4 .0%，尿素1.7-

1.9%，磷酸二氢钾  0.28-0.32%，硫酸镁  0.14-0.16%，碳酸钙0.5-0.6%。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09497265 A

3



一种以果渣、酒糟为原料的生物饲料混菌发酵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工业副产物再利用领域，特别涉及一种以果渣、酒糟为原料的生物饲

料混菌发酵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果渣是果汁加工业的副产物，有高度的可生物降解性，会导致腐烂发臭的味道，影

响水资源和生态系统，因此需要寻找合理的资源化利用途径。据统计，我国每年产生的果渣

可达数万吨以上，但是其中只有少量可以被用来转化与利用，大多数由于其水分含量较高

（约80%），且蛋白质的含量较少，营养价值效用低，又不易保存而只能被丢弃，这样的举动无

疑对自然环境造成了巨大污染，与此同时也浪费了纤维素等宝贵资源。研究表明，利用微生

物对果渣进行发酵培养可以显著提升蛋白质的品质与含量，一方面可以为畜牧业提供大量

的优质饲料资源，另一方面还能有效减少果汁加工企业对环境产生的负面效应，是对果渣

最合理的转化与利用。

[0003] 酒糟是酿酒生产的重要副产物，年产量巨大，来源集中，据统计，我国年产各种酒

糟高达2700多万吨，由于酒糟水分高、酸度大、黏性强，极易腐败变质，不易存储，若不及时

处理，不但浪费了宝贵的资源，也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酒糟的主要成分有蛋白质、纤维

素、脂肪、维生素以及各种微量元素，通常都是作为饲料出售。但是用鲜酒糟直接饲喂牛、羊

等牲畜，酒糟中含有大量不易被动物消化吸收的粗纤维，因此喂养效果欠佳，经济附加值较

低。而且鲜酒糟易霉变、酒精含量高，同时含有抗营养物质，过量直接饲喂易造成牲畜中毒

或影响牲畜生长发育。将酒糟通过微生物发酵可提高酒糟的蛋白质含量，降低纤维素含量，

降解抗营养物质，从而提高酒糟的营养价值和适口性。近年来，随着粮食价格上涨，人们环

保意识的增强，酒糟的开发利用已成为当前的研究热点。

[0004] 应用微生物发酵技术生产饲料是对传统饲料生产模式的一种变革，同时也是现代

微生物技术应用于传统生产的一种标志，当前允许应用于生产的饲用级微生物主要以酵母

菌、丝状真菌、芽孢杆菌和乳酸菌为主。酵母菌属于真菌界子囊菌门，主要包括酿酒酵母、产

朊假丝酵母、热带假丝酵母、克鲁维酵母、生香酵母红酵母等菌株。酵母菌个体较大、菌体富

含丰富的营养物质，包含多种氨基酸、消化酶、核苷酸和维生素，而且蛋白质含量很高，是优

良的菌体蛋白。应用于生产的丝状真菌主要包括木霉属、曲霉属和青霉属，这些真菌通常具

有很强的产酶能力，能产生分解不同植物材料的酶类，包括纤维素酶、半纤维素酶、蛋白酶、

淀粉酶等，这些酶类可以分解营养物质，提高动物胃肠消化能力，提高饲料利用率。芽孢杆

菌可以提高饲料的消化性，还能产生抗菌肽和细菌素，从而抑制有害菌的生长和腐败作用。

乳酸菌是益生菌之一也是动物肠道中正常寄生的有益菌，具有增强机体的免疫、改善肠道

菌群环境的能力。利用不同微生物混合发酵生产的饲料称为生物饲料，在人工可控制的条

件下，微生物通过自身代谢活动，将原料中的动物性、植物性和矿物性物质中所含的抗营养

因子经过降解或合成，产生可供牲畜采食、消化、吸收的高营养物质成分，它是一种绿色环

保型饲料，已经成为当今动物营养研究的热点。随着畜牧业的发展，饲料资源越来越紧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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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生物饲料营养价值水平高，安全无毒，是今后研发的重要方向。

[0005] 生物饲料的发酵方法分为固态发酵和液态发酵。固态发酵是目前应用最广的发酵

方法，其优点是设备简单，易于操作，无“三废”排放，发酵产物易于储存，缺点是发酵周期

长，质量不稳定，不适于大规模生产。液态发酵均一性好，质量稳定，产量大，适用于大规模

生产，但发酵液不易储存和运输。两种方法各有优缺点，因此结合起来才能产生更好的效

果。

[0006] 双孢菇属于担子菌门、无隔担子菌纲、伞菌目、伞菌科、蘑菇属，又名口蘑、洋蘑菇、

白蘑菇、圆蘑菇，是世界上栽培面积最大、产量最多，消费最普遍的一种食用菌。双孢菇的菌

丝体和子实体一样，都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氨基酸和维生素及矿物质，并且其菌丝体在

生长过程中具有较强的产酶能力，能够利用果渣、酒糟这些纤维素含量较高的原料完成自

身的代谢活动。目前双孢菇的液态发酵技术已经较为成熟，但是将双孢菇与其它种类微生

物混合发酵的研究还较少，因此这也将作为本发明的研究重点。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以果渣、酒糟为原料的生物饲料混菌发酵方法，不仅能

够有效利用果渣、酒糟中的营养成分，实现废物利用，而且能够生产出富含蛋白质、氨基酸、

各种生物酶类的生物饲料，满足市场对优质饲料的需求。

[0008] 本发明的目的是通过如下技术方案来实现的：

一种以果渣、酒糟为原料的生物饲料混菌发酵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

（1）种子液的制备

双孢菇：用接种铲从已活化的双孢菇斜面菌种上铲取3-4块0.5cm2的菌块接种至装有

种子液培养基的锥形瓶中，装液量为100mL/250mL，在26℃恒温摇床上振荡培养3-4d，摇床

转速140r/min，制得双孢菇种子液；

里氏木霉：将里氏木霉菌种接种到PDA培养基斜面上，在28℃恒温培养箱中培养，长出

孢子后用无菌生理盐水将孢子洗下，制成浓度为1×107个/ml的孢子悬液，按5%接种量接种

到装有PDB培养基的锥形瓶中，装液量为70mL/250mL，在28℃恒温摇床上振荡培养36-48h，

摇床转速120r/min，制得里氏木霉种子液；

酿酒酵母：将酿酒酵母菌种接种到麦芽汁琼脂培养基斜面上，在28℃恒温培养箱中培

养72h，再接种到麦芽汁液体培养基中，装液量为100mL/250mL，在28℃恒温摇床上振荡培养

48-72h，摇床转速160r/min，制得酿酒酵母种子液；

（2）混菌发酵液的制备

按照5%的接种量将双孢菇种子液接种到装有液体培养基的发酵罐中，通入净化空气后

开始发酵培养，发酵罐装液量为55-65%，液体培养基起始pH调节为6.5左右，培养2d后，按照

3%和2%的接种量将米曲霉和酿酒酵母种子液一起接入，继续培养3-4d，制得混菌发酵液；

（3）混菌发酵液的刺激处理

接种前将混菌发酵液盛于锥形瓶中进行刺激处理，先采用超声波生物刺激生长仪处理

40min，再采用特定电磁波治疗仪处理20min；

（4）生物饲料的制备

说　明　书 2/7 页

5

CN 109497265 A

5



按照15%的接种量将处理后的混菌发酵液接种到以果渣、酒糟为原料的固体培养基上，

固体培养基无需灭菌，初始pH调节为6.5左右，料水比调节为1:1左右，搅拌均匀后在温度

27-29℃的条件下发酵6-7d，发酵期间注意保持室内通风，发酵结束后将固体产物在45℃下

烘干、粉碎，制得生物饲料。

[0009] 所述步骤（1）中，双孢菇菌种的活化方法为：将双孢菇菌种接种于PDA斜面培养基

上，  在26℃恒温培养5-7d，并挑选出菌丝洁白、粗壮、无污染的斜面。

[0010] 所述步骤（1）中，种子液培养基的配方为：麸皮粉4-6g/L，黄豆粉4-6g/L，蔗糖27-

33g/L，豆芽汁12-16ml/L，磷酸二氢钾  1.8-2.2g/L，硫酸镁0.9-1.1g/L，氯化钙0.3-0.5g/

L，氯化钴  0.2-0.4mg/L，钼酸钠0.3-0.5mg/L，pH值自然。

[0011] 所述步骤（1）中，所用的培养基都经过121℃灭菌20min。

[0012] 所述步骤（2）中，液体培养基的配方为：蔗糖13-17g/L，苹果渣15-20g/L，橙子渣

10-15  g/L，蛋白胨3.6-4 .0g/L，白酒糟7.3-8 .3g/L，麸皮粉5.0-5 .4g/L，桔梗水提液8-

10ml/L，磷酸二氢钾  2.8-3 .2g/L，硫酸镁1.4-1 .6g/L，氯化钙0.4-0 .8g/L，氯化钴  0 .2-

0.4mg/L，硫酸锰1.5-1 .8mg/L，生物素0.9-1 .3mg/L，复硝酚钠5.3-5.9mg/L，吐温-80  10-

14ml/L，余量为水。

[0013] 所述步骤（2）中，发酵培养的参数设置为温度27-29℃，搅拌转速155-165r/min，通

气量1.0-1.2V/V/M。

[0014] 所述步骤（3）中，超声波生物刺激生长仪处理参数为超声频率30kHz，功率10W，超

声时间10s，间隔时间20s，特定电磁波治疗仪处理参数为照射距离20cm，辐照度38mW/cm2。

[0015] 所述步骤（4）中固体培养基的具体配方为：苹果渣24-28%，橙子渣12-16%，葡萄渣

10-14%，白酒糟27-33%，麸皮8.4-9.0%，糖蜜2.5-2.9%，羧甲基纤维素钠3.6-4.0%，尿素1.7-

1.9%，磷酸二氢钾  0.28-0.32%，硫酸镁  0.14-0.16%，碳酸钙0.5-0.6%。

[0016] 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

（1）本发明利用双孢菇、里氏木霉和酿酒酵母共同发酵果渣、酒糟制备生物饲料，充分

利用菌种间的协同作用，显著提升饲料的营养价值，其中双孢菇菌丝体富含蛋白质、氨基酸

等多种营养成分，还具有较好的产酶能力；里氏木霉产纤维素酶能力最强，能够降解果渣、

酒糟中的粗纤维；酿酒酵母能够利用酶解产生的单糖、双糖等小分子物质进行大量繁殖，积

累菌体蛋白，还能为双孢菇菌丝体提供氮源，总之混菌发酵形式对各种原料的有效转化、饲

料的品质提高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0017] （2）本发明优化了整个混菌发酵流程，首先采用液固态相结合的发酵模式，发酵液

产量大，质量稳定，接种固体培养基后发酵效果好，对原料生物转化率有了显著提高；其次

在接种前对混菌发酵液进行刺激处理，能够提高菌体活力，促进生长代谢，提高产酶能力。

[0018]  （3）本发明以果渣、酒糟为原料生产生物饲料，既实现了工业副产物的再利用，还

能节约成本，减少环境污染，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附图说明

[0019] 图1是接种比例对菌丝生物量的影响；

图2是接种比例对两种酶活力的影响；

图3是双孢菇提前接种时间对菌丝生物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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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是双孢菇提前接种时间对两种酶活力的影响；

图5是搅拌转速对菌丝生物量的影响；

图6是搅拌转速对两种酶活力的影响；

图7是料水比对粗蛋白和粗纤维含量的影响；

图8是发酵温度对粗蛋白和粗纤维含量的影响。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结合实施例，更具体地说明本发明的内容。在本发明中，若非特指，所有的设

备和原料等均可从市场购得或是本行业常用的。若无特别指明，实施例采用的方法为本领

域通用技术。

[0021] 以下各实施例中，双孢菇菌种购于山东省济阳福强食用菌菌种繁育中心，里氏木

霉菌种CICC40932和酿酒酵母菌种CICC1005购于中国工业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中心。

[0022] 以下各实施例中指标测定方法：

1）菌丝生物量测定：取一定量的发酵液，在离心机上4000r/min离心15min，取沉淀置于

干燥箱中在80℃下烘至恒重，冷却后称重。

[0023] 2）蛋白酶活力测定：取一定量的发酵液，在离心机上4000r/min离心15min，取上清

液作为粗酶液，采用福林法测定。

[0024] 3）纤维素酶活力测定：取一定量的发酵液，在离心机上4000r/min离心15min，取上

清液作为粗酶液，采用DNS显色法测定。

[0025] 4）粗蛋白含量测定：称取制得的生物饲料约5g，加入0.9%生理盐水100ml，在40℃、

100r/min的条件下水浴振荡1h，然后于4℃、4000r/min离心10min，取上清液作为分析样品，

采用微量凯氏定氮法测定。

[0026] 5）真蛋白含量测定：称取制得的生物饲料约5g，用40ml体积分数为75%的乙醇浸提

24h，充分搅拌、抽滤，滤渣再用40ml体积分数为75%的乙醇反复洗涤2次，同时沉淀蛋白质。

将沉淀物于60℃下烘干至恒重，采用微量凯氏定氮法测定。

[0027] 6）氨基酸含量测定：称取制得的生物饲料约5g，加入0.9%生理盐水100ml，在40℃、

100r/min的条件下水浴振荡1h，然后于4℃、4000r/min离心10min，取上清液20ml，旋转蒸发

浓缩至5ml左右，无损转移到氨基酸水解管，采用AOAC氨基酸测定方法测定。

[0028] 7）粗纤维含量测定：根据GB/T  6434-2006的过滤法，称取固体发酵产物约1.0g，经

过酸消煮、碱消煮、干燥称重、灰化，测定粗纤维含量。

[0029] 8）果胶含量测定：称取制得的生物饲料约15g，加水200ml煮沸后提取1.5h，取30ml

提取液，加入0.1mol/L氢氧化钠溶液100ml充分搅拌，放置30min后再加入1mol/L醋酸溶液 

50ml，放置5min后边搅拌边缓缓加入1mol/L氯化钙溶液25ml，放置1h，煮沸5min，趁热过滤，

将滤渣于105℃烘干至恒重，测定果胶含量。

[0030] 实施例1

1. 一种以果渣、酒糟为原料的生物饲料混菌发酵方法，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种子液的制备

双孢菇：将双孢菇菌种接种于  PDA  斜面培养基上，在26℃恒温培养5-7d，挑选出菌丝

洁白、粗壮、无污染的斜面，用接种铲从挑选出的已活化的双孢菇斜面菌种上铲取3-4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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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cm2的菌块接种至装有种子液培养基（种子液培养基的配方为：麸皮粉5g/L，黄豆粉5g/

L，蔗糖30g/L，豆芽汁14ml/L，磷酸二氢钾2.0g/L，硫酸镁1.0g/L，氯化钙0.4g/L，氯化钴 

0.3mg/L，钼酸钠0.4mg/L，pH值自然）的锥形瓶中，装液量为100mL/250mL，在26℃恒温摇床

上振荡培养3-4d，摇床转速140r/min，制得双孢菇种子液；

里氏木霉：将里氏木霉菌种接种到PDA培养基斜面上，在28℃恒温培养箱中培养，长出

孢子后用无菌生理盐水将孢子洗下，制成浓度为1×107个/ml的孢子悬液，按5%  接种量接

种到装有PDB培养基的锥形瓶中，装液量为70mL/250mL，在28℃恒温摇床上振荡培养36-

48h，摇床转速120r/min，制得里氏木霉种子液；

酿酒酵母：将酿酒酵母菌种接种到麦芽汁琼脂培养基斜面上，在28℃恒温培养箱中培

养72h，再接种到麦芽汁液体培养基中，装液量为100mL/250mL，在28℃恒温摇床上振荡培养

48-72h，摇床转速160r/min，制得酿酒酵母种子液；本步骤中所用的培养基都经过121℃灭

菌20min。

[0031] （2）混菌发酵液的制备

按照5%的接种量将双孢菇种子液接种到装有液体培养基（液体培养基的配方为：蔗糖

15g/L，苹果渣17.5g/L，橙子渣12.5g/L，蛋白胨3.8g/L，白酒糟7.8g/L，麸皮粉5.2g/L，桔梗

水提液9ml/L，磷酸二氢钾3.0g/L，硫酸镁1.5g/L，氯化钙0.6g/L，氯化钴  0.3mg/L，硫酸锰

1.75mg/L，生物素1.1mg/L，复硝酚钠5.6mg/L，吐温-80  12ml/L，余量为水）的发酵罐中，通

入净化空气后开始发酵培养，发酵罐装液量为60%，液体培养基起始pH调节为6.5，发酵培养

的参数设置为温度28℃，搅拌转速160r/min，通气量1.1V/V/M，培养2d后，按照3%和2%的接

种量将米曲霉和酿酒酵母种子液一起接入，继续培养4d，制得混菌发酵液。

[0032] （3）混菌发酵液的刺激处理

接种前将混菌发酵液盛于锥形瓶中进行刺激处理，先采用超声波生物刺激生长仪处理

40min，超声频率30kHz，功率10W，超声时间10s，间隔时间20s，再采用特定电磁波治疗仪处

理20min，照射距离20cm，辐照度38mW/cm2。

[0033] （4）生物饲料的制备

按照15%的接种量将处理后的混菌发酵液接种到以果渣、酒糟为原料的固体培养基上

（具体配方为：苹果渣26%，橙子渣14%，葡萄渣12%，白酒糟30%，麸皮8.7%，糖蜜2.7%，羧甲基

纤维素钠3.8%，尿素1.8%，磷酸二氢钾  0.3%，硫酸镁  0.15%，碳酸钙0.55%），固体培养基无

需灭菌，初始pH调节为6.5，料水比调节为1:1，搅拌均匀后在温度28℃的条件下发酵6d，发

酵期间注意保持室内通风，发酵结束后将固体产物在  45℃下烘干、粉碎，制得生物饲料。

[0034] 实施例2（混菌发酵液制备过程中接种比例的优化试验）

根据实施例1的方法制备好种子液，双孢菇、里氏木霉、酿酒酵母的总接种量为10%，接

种比例调节为2:5:3、3:4:3、4:3:3、5:3:2，其它条件不变，制备混菌发酵液，测定菌丝生物

量、蛋白酶活力和纤维素酶活力，结果如图1和图2所示。

[0035] 对于混菌发酵而言，菌种接入的比例对最终产物有明显的影响，选择合适的接种

比例可以使各个菌种在发酵过程中发挥协同作用。从图1和图2可以看出，当菌种比例为5:

3:2时，混菌发酵液的菌丝生物量、蛋白酶活力和纤维素酶活力都达到最高值，说明在这个

接种比例下，双孢菇、里氏木霉、酿酒酵母都能够正常生长繁殖，并进行代谢活动。

[0036] 实施例3（混菌发酵液制备过程中双孢菇提前接种时间的优化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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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实施例1的方法制备好种子液，将双孢菇种子液的提前接种时间设置为0、1d、2d、

3d，总培养时间保持6d不变，其它条件不变，制备混菌发酵液，测定菌丝生物量、蛋白酶活力

和纤维素酶活力，结果如图3和图4所示。

[0037] 从图3和图4可以看出，当双孢菇种子液的提前接种时间为48h时，混菌发酵液的菌

丝生物量、蛋白酶活力和纤维素酶活力都达到最高值。双孢菇是一种大型真菌，其菌丝的生

长速度比里氏木霉和酿酒酵母要慢，生长周期更长，如果同时接种，可能会由于竞争不过其

它两种菌而影响其生长和代谢产物合成，因此双孢菇种子液需提前接种。当提前接种时间

为48h时，即双孢菇先培养了48h，其生长处于对数期，菌丝量大，活力强，此时再接入其它两

种菌就不会影响其生长。

[0038] 实施例4（混菌发酵液制备过程中搅拌转速的优化试验）

根据实施例1的方法，将混菌发酵过程中搅拌转速设置为120r/min、140r/min、160r/

min、180r/min，其它条件不变，制备混菌发酵液，测定菌丝生物量、蛋白酶活力和纤维素酶

活力，结果如图5和图6所示。

[0039] 双孢菇、里氏木霉、酿酒酵母都是好氧微生物，其生长代谢活动与氧气的传递速度

有很大关系，搅拌转速直接影响着发酵液中氧气的传递速度。从图5和图6可以看出，当搅拌

转速为160r/min时，混菌发酵液的菌丝生物量、蛋白酶活力和纤维素酶活力都达到最高值，

因此，我们采用160r/min为最适发酵温度。

[0040] 实施例5（生物饲料制备过程中料水比的优化试验）

根据实施例1的方法，将生物饲料制备过程中固体培养基的料水比调节为1:0 .8、1:

1.0、1:1.2、1:1.4，其它条件不变，制备生物饲料，测定粗蛋白含量和粗纤维含量，结果如图

7所示。

[0041] 在固态发酵中，初始料水比是很重要的参数，水多时会使物料黏度过大不利于气

体交换，水过少则不利于菌体的生长繁殖及代谢，对菌丝生长和酶等代谢产物的形成都产

生重要影响。从图7可以看出，当料水比为1:1.0时，粗蛋白含量达到最大值，粗纤维含量达

到最小值，说明在这个条件下固态发酵效果最好。

[0042] 实施例6（生物饲料制备过程中发酵温度的优化试验）

根据实施例1的方法，将生物饲料制备过程中发酵温度调节为24℃、26℃、28℃、30℃、

32℃，其它条件不变，制备生物饲料，测定粗蛋白含量和粗纤维含量，结果如图8所示。

[0043] 发酵温度对微生物的生长和代谢产物的分泌有较大的影响。从图8可以看出，随着

温度的升高，粗蛋白含量也逐渐提高，在28℃时达到最大值，而粗纤维含量逐渐降低，在28

℃时达到最低水平，因此，我们采用28℃为最适发酵温度。

[0044] 实施例7

本实施例是对混菌发酵液刺激处理产生正向效果的证明试验，根据实施例1的步骤

（1）、（2）、（4）进行试验制备生物饲料，取消步骤（3）。

[0045] 实施例8

本实施例是对液态发酵与固态发酵结合产生正向效果的证明试验，根据实施例1的步

骤（1）、（3）、（4）进行试验制备生物饲料，取消步骤（2），其中步骤（4）中双孢菇、里氏木霉、酿

酒酵母种子液的总接种量为15%，接种比例为。

[0046] 以实施例1中未经发酵的固体培养基作为对照组，与实施例1、实施例7和实施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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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备的生物饲料一起进行蛋白酶活力、纤维素酶活力、真蛋白含量、氨基酸含量、粗纤维含

量、果胶含量测定，结果如表1所示。

[0047] 分析表1的数据可以得出，与对照组相比，实施例1中制备的生物饲料营养成分有

了显著改善，其中蛋白酶和纤维素酶活力分别达到2861U/g和3095U/g，真蛋白和氨基酸含

量分别高达35.60%和17.11%，粗纤维含量降低至8.55%，抗营养物质果胶含量降低至5.90%，

饲料的品质得到了明显提升。与实施例7相比，实施例1中制备的生物饲料各营养成分都高

于实施例7中的，说明对混菌发酵液刺激处理能够产生正向效果。本发明采用了超声波和特

定电磁波共同处理发酵液，具有提高菌体活力，促进生长代谢，提高产酶能力的作用，接种

固体培养基后发酵效果更好。与实施例8相比，实施例1中制备的生物饲料各营养成分都高

于实施例8中的，说明本发明的液固态结合发酵方法比常规的固态发酵方法效果更好，液态

发酵产量大，质量稳定，菌体活性高，接种固体培养基后发酵效果更好，也可以利用部分果

渣和酒糟作为液体培养基的原料，能够提高对这些原料的综合利用率。

[0048] 上述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

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

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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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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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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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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