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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微生物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多菌

种复合改善水质的EM菌群制剂及其制备方法。本

发明的EM菌群制剂含有沼泽红假单胞菌、嗜酸乳

杆菌、酿酒酵母、放线曲霉、枯草芽孢杆菌，制剂

中的总菌浓度大于30×108cfu/ml，其中沼泽红

假单胞菌的含量≥60%；是由菌种经过发酵、稀释

后得到的。本发明专门针对水产品养殖的环境，

有针对性的选育了一种多菌种复合改善水质的

EM菌群制剂，能快速、彻底降解水中有害氨基氮、

亚硝基氮，消除硫化氢等有害物质；高效分解水

中残饵和排泄物，消除水底污泥，改善水质；还可

以保持水中益生菌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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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菌种复合改善水质的EM菌群制剂，其特征在于含有沼泽红假单胞菌、嗜酸乳

杆菌、酿酒酵母、放线曲霉、枯草芽孢杆菌，制剂中的总菌浓度大于30×108cfu/ml，其中沼

泽红假单胞菌的含量≥60％；该EM菌群制剂是按以下方法制备得到的：取8-12份的沼泽红

假单胞菌、4-6份嗜酸乳杆菌、1-3份酿造酵母、1-2份放线曲霉、1-3份枯草芽孢杆菌混合，制

得菌种备用；将所得菌种与氯化氨、碳酸氢钠、磷酸氢二钾、醋酸钠、氯化镁、氯化钠、葡萄糖

和蒸馏水按15:20:10:35:8:40:200:19672配制成的培养液按体积比1:10-20的比例倒入发

酵罐中，保持温度25-30℃，厌氧发酵培养4-10天，制得复合菌母液；将得到的复合菌母液以

40-60倍去离子水进行稀释，制得复合菌稀释液，即得多菌种复合改善水质的EM菌群制剂。

2.一种制备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EM菌群制剂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含如下步骤：

(1)培养液的制备

氯化氨(NH4Cl):碳酸氢钠(NaHCO3):磷酸氢二钾(K2HPO4):醋酸钠(CH3COONa):氯化镁

(MgCl2):氯化钠(NaCl):葡萄糖(C6H12O6):蒸馏水(H2O)＝15:20:10:35:8:40:200:19672，充

分溶解，制成培养液备用；

(2)复合益生菌制剂的制备

取光合细菌中的沼泽红假单胞菌，菌种含量为30×108cfu/ml；乳酸菌中的嗜酸乳杆菌，

菌种含量为5×108cfu/ml；酵母菌中的酿酒酵母，菌种含量为20×108cfu/ml；丝状真菌中的

放线曲霉菌种含量为5×106cfu/ml；枯草芽孢杆菌，菌种含量为60×108cfu/ml；取8-12份的

沼泽红假单胞菌、4-6份嗜酸乳杆菌、1-3份酿造酵母、1-2份放线曲霉、1-3份枯草芽孢杆菌

混合，制得菌种备用；

(3)复合菌母液的制备

取步骤(2)所得菌种和步骤(1)所得培养液按体积比1:10-20的比例倒入发酵罐中，保

持温度25-30℃，厌氧发酵培养4-10天，制得复合菌母液；

(4)取步骤(3)得到的复合菌母液以40-60倍去离子水进行稀释，制得复合菌稀释液，即

得多菌种复合改善水质的EM菌群制剂。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制备EM菌群制剂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取栀子蓝色素和复

合菌稀释液按照质量比1:1000的比例复配混合均匀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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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菌种复合改善水质的EM菌群制剂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微生物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多菌种复合改善水质的EM菌群制剂及其制

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社会对于水产品认识程度的提高，越来越多的水产品成为了人们盘中的美味

佳肴。水产养殖业也是日趋红火。但由于现如今环境污染的日趋严重，养殖密度和规模也是

不断攀升，对养殖技术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

[0003] EM菌，其英文名称为“Effective  Microorganisms”，它是选自光合菌、放线菌、酵

母菌、复合乳酸菌、芽孢杆菌等10多个属80多种微生物复合培养而成的活菌制剂，EM菌剂中

各种微生物互相共生、互相作用，共同发展，发挥出多种功能，可以迅速促进动植物残留物

等有机物质分解，抑制腐败菌和其它病菌的生长。

[0004] 本发明专门针对水产品养殖的环境，有针对性的选育了一种多菌种复合改善水质

的EM菌群制剂，能快速、彻底降解水中有害氨基氮、亚硝基氮，消除硫化氢等有害物质；高效

分解水中残饵和排泄物，消除水底污泥，改善水质；还可以保持水中益生菌数量，抑制其它

致病菌的定植和侵袭；降解有机物，有效吸附有害物质，降低水体酸度、稳定水体pH值，补充

微量元素，提高水体透明度，净化水质。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多菌种复合改善水质的EM菌群制剂及其制

备方法。

[0006] 在本发明的第一方面，提供了一种多菌种复合改善水质的EM菌群制剂，含有沼泽

红假单胞菌、嗜酸乳杆菌、酿酒酵母、放线曲霉、枯草芽孢杆菌，制剂中的总菌浓度大于30×

108cfu/ml，其中沼泽红假单胞菌的含量≥60%。

[0007] 在本发明的第二方面，提供了一种多菌种复合改善水质的EM菌群制剂的制备方

法，其特征在于包含如下步骤：

[0008] （1）培养液的制备

[0009] 氯化氨(NH4Cl):碳酸氢钠(NaHCO3):磷酸氢二钾(K2HPO4):醋酸钠(CH3COONa):氯化

镁(MgCl2):氯化钠(NaCl):葡萄糖(C6H12O6):蒸馏水(H2O)=15:20:10:35:8:40:200:19672，

充分溶解，制成培养液备用；

[0010] （2）复合益生菌制剂的制备

[0011] 取光合细菌中的沼泽红假单胞菌（Rhodopseudomonas  palustris），菌种含量为30

×108cfu/ml或以上；乳酸菌中的嗜酸乳杆菌（Lactobacillus  acidophilus），菌种含量为5

×108cfu/ml或以上；酵母菌中的酿酒酵母（Saccharomyces  cerevisiae），菌种含量为20×

108cfu/ml或以上；丝状真菌中的放线曲霉（Asporgillus  cellulosae）菌种含量为5×

106cfu/ml或以上；枯草芽孢杆菌(Bacillus  subtilis)，菌种含量为60×108cfu/ml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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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8-12份（体积）的沼泽红假单胞菌，4-6份（体积）嗜酸乳杆菌，1-3份（体积）酿造酵母，1-2

份（体积）放线曲霉，1-3份（体积）枯草芽孢杆菌制得菌种备用；

[0012] （3）复合菌母液的制备

[0013] 取步骤（2）所得菌种和步骤（1）所得培养液按体积比1:10-20的比例倒入发酵罐

中，保持温度25-30℃，厌氧发酵培养4-10天，制得复合菌母液；

[0014] （4）取步骤（3）得到的复合菌母液以40-60倍去离子水进行复配，制得复合菌稀释

液，即得多菌种复合改善水质的EM菌群制剂。

[0015] 由于EM菌发酵由于季节和发酵时间的差异，会得到颜色不同的产品，为了使产品

具有均一的色泽和外观，还可以使用对生物无害的染料对步骤（4）中得到的复合菌稀释液

进行染色。

[0016] 除特别注明外，本发明中的份数指的是质量份数。

[0017]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本发明的多菌种复合改善养殖水体水质的有效微生物菌群制

剂是通过筛选高效净水活菌菌种。本产品液体制剂，活菌存活率高，直接泼洒，效果明显，使

用十分方便；并能快速、彻底降解水中有害氨基氮、亚硝基氮，消除硫化氢等有害物质；高效

分解水中残饵和排泄物，消除水底污泥，改善水质；还可以保持水中益生菌数量，抑制其它

致病菌的定植和侵袭；降解有机物，有效吸附有害物质，降低水体酸度、稳定水体pH值，补充

微量元素，提高水体透明度，净化水质。

[0018] 本发明的复合改善养殖水体水质的有效微生物菌群制剂具有如下功效：

[0019] 1、提升机体抵抗力：本发明的微生物菌群制剂具有良好的促进养殖水产品的活动

能力，提高其抵抗疾病的能力；

[0020] 2、改良底质：降解池底残饵、粪便、动植物尸体和有机碎屑；

[0021] 3、净化水质：有效吸附池底氨氮、亚硝酸盐、硫化氢、藻毒素等有害物质；

[0022] 4、保持水中益生菌和浮游生物比例平衡，抑制有害藻类的繁殖生长；

[0023] 5、提高水体透明度。

[0024] 本发明的复合改善养殖水体水质的有效微生物菌群制剂具有如下特点：

[0025] 1、本品液体制剂，菌体的存活率高，使用方便。

[0026] 2、本品可以在常温下保存，避免了麻烦的保存方式。

[0027] 3、本品适应性强，对化学消毒药物、杀虫药物和抗菌素等有较强的耐受力。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实施例1

[0029] （1）培养液的制备

[0030] 氯化氨(NH4Cl):碳酸氢钠(NaHCO3):磷酸氢二钾(K2HPO4):醋酸钠(CH3COONa):氯化

镁(MgCl2):氯化钠(NaCl):葡萄糖(C6H12O6):蒸馏水(H2O)=15:20:10:35:8:40:200:19672，

充分溶解，制成培养液备用；

[0031] （2）复合益生菌制剂的制备

[0032] 取光合细菌中的沼泽红假单胞菌（Rhodopseudomonas  palustris），菌种含量为30

×108cfu/ml；乳酸菌中的嗜酸乳杆菌（Lactobacillus  acidophilus），菌种含量为5×

108cfu/ml；酵母菌中的酿造酵母（Saccharomyces  cerevisiae），菌种含量为20×108c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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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丝状真菌中的放线曲霉（Asporgillus  cellulosae）菌种含量为5×106cfu/ml；枯草芽

孢杆菌(Bacillus  subtilis)，菌种含量为60×108cfu/ml；取12份体积的沼泽红假单胞菌，

5份体积的嗜酸乳杆菌，2份体积的酿造酵母，1份体积的放线曲霉，2份体积的枯草芽孢杆菌

制得菌种备用；

[0033] （3）复合菌母液的制备

[0034] 取步骤（2）所得菌种和步骤（1）所得培养液按体积比1:19的比例倒入发酵罐中，保

持温度25-30℃，厌氧发酵培养6天，制得复合菌母液；

[0035] （4）取步骤（3）得到的复合菌母液以49倍去离子水进行复配，制得复合菌稀释液，

取栀子蓝色素和复合菌稀释液按照质量比1:1000的比例复配混合均匀，制成蓝色复合菌稀

释液即得多菌种复合改善水质的EM菌群制剂。

[0036] 实施例2

[0037] 处理水体：两个相邻的25亩水面的南美白对虾塘，水深均为1米左右，虾苗投放时

间为4月28日，投放量为4万尾/亩，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处理周期为2个月，前20天每10天

使用1次，每亩水面用实施例1得到的EM菌群制剂200ml；后40天每8天用1次，每亩水面用本

品450ml。实验期间对照组和实验组均每天投喂饲料两次，上午9:00投喂一次，傍晚17:00投

喂一次，其他饲养条件均相同。待放苗后20天起，测对照组和实验组池塘水质指标，每隔5天

测定一次，连测6次，求取平均值（见下表）：

[0038]

[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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