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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提升养殖水体透明度的微

生态制剂及其制备方法，属于水环境生物修复技

术领域。本发明通过产絮凝剂菌株解淀粉芽孢杆

菌、EM活性钙复合液和液体培养基复合制备，液

态水体净化剂中有效净水菌≥5.0×108CFU·

ml‑1。在浑浊的螃蟹养殖水体原位喷施该微生态

制剂，第3天进行测定，水体透明度达到50厘米，

COD较对照减少了57.8％，取浑浊的螃蟹养殖水，

经异位净化30天后，透明度得到显著改善，水中

COD减少了58.1％，蟹塘使用该微生态制剂可以

提高水体透明度，改善水质，降低换水次数或不

换水，有效减少农业面源污染物向周围水体的排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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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提升养殖水体透明度的微生态制剂，其特征在于，所述微生态制剂包括以下组

分：产絮凝剂菌株解淀粉芽孢杆菌、EM活性钙复合液和液体培养基，所述解淀粉芽孢杆菌的

保藏号为CCTCC  NO：M2013086，所述解淀粉芽孢杆菌种子含菌量不小于1×1011CFU·ml-1，

所述EM活性钙复合液包括EM菌、活性钙、EM菌代谢物，EM菌种子的活菌数不少于1×

108CFU·ml-1；

所述  EM活性钙复合液经以下步骤制得：

1）选取EM菌原液，按重量份计的组分组成，把5份的EM菌原液、5份的红糖、10份的石灰

乳悬浊液、80份的淘米水混合均匀，在室温密闭条件下，放入速度为150～180rpm的旋转式

摇床厌氧发酵3～5ｄ，静置，在高速离心机上过滤后的混合液为EM活性钙复合液；

该微生态制剂经以下步骤制得：

1）制得EM活性钙复合液；

2）将解淀粉芽孢杆菌、EM活性钙复合液在液体培养基里在培养温度35℃，摇床转速150

~180rpm的条件下培养24h；

所述EM菌中包括乳酸菌、酵母菌、光合细菌、双歧杆菌、放线菌；

所述液体培养基的pH值6.3~6.5。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提升养殖水体透明度的微生态制剂，其特征在于，所述液

体培养基的成分为：葡萄糖、KH2PO4  、MnSO4  、ZnSO4  、水。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提升养殖水体透明度的微生态制剂，其特征在于，该微生

态制剂中解淀粉芽孢杆菌、EM活性钙复合液以及液体培养基中各个组分的含量为：每1L溶

液中含解淀粉芽孢杆菌5~10g，EM活性钙复合液10ml，葡萄糖10g，KH2PO4  2g，MnSO4  0.4g，

ZnSO4  0.1g。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提升养殖水体透明度的微生态制剂的应用，其特征在于，

每亩养殖水中喷洒该微生态制剂5kg，每10天喷洒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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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提升养殖水体透明度的微生态制剂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提升养殖水体透明度的微生态制剂及其制备方法，属于水环境生

物修复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的水产养殖面积达430多万公顷，由于高密度的养殖，在养殖过程中需要向水

体中投加大量的饲料，饲料残渣以及养殖动物的代谢物会造成水体混浊，COD升高；水体中

大量的饲料残渣、粪便等有机物的腐解会造成水体的含氧量降低，导致养殖水体环境恶化，

影响水生生物健康生长。

[0003] 微生物絮凝剂作为一类新型絮凝剂，凭借其安全、高效、易生物降解等优点，在絮

凝净化提高水体透明度等方面有着很好的应用前景。絮凝剂产生菌大体包括真菌、细菌、放

线菌和藻类4种。目前对絮凝微生物的研究针对单一的菌株，存在一定缺陷，另外，产量小、

成本高以及适用性范围窄等因素制约其商品化和产业化。哈尔滨工业大学的马放教授率先

提出用产絮凝剂的复合微生物代替产絮凝剂的单一菌群，也有学者提出将微生物絮凝剂同

其他有机或者无机絮凝剂复配，这为絮凝剂的研发提供了新的思路。

[0004] 近年来，运用基因工程和生物遗传工程对微生物进行遗传学改造，定向培育产生

絮凝剂的工程菌开始应用于水处理领域。研究表明，影响微生物絮凝剂的形成因素主要有：

碳氮源、pH值、培养温度和通气量等，絮凝剂的絮凝效果也受到诸如：pH值、温度、絮凝剂投

加量和助凝剂等因素影响。因此，亟需筛选高效的微生物絮凝菌、优化絮凝菌的絮凝条件。

[0005] 将养殖水体中污染物，通过微生态技术，异位或者原位进行絮凝沉淀，能够有效的

提升养殖水体透明度，减少换水次数，避免因养殖污水大量排放而导致对周围水体的污染。

由此可见，水体中有机物等污染物如能和净水菌株密切接触，将有利于水体的絮凝净化，发

明一种能够对水产养殖水体浊度进行原位或者异位絮凝沉淀的高效微生态制剂十分必要。

发明内容

[0006] 为了解决现有螃蟹养殖水体净化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提升养殖

水体透明度的微生态制剂及其制备方法，该微生态制剂能够在原位或者异位喷施，可使螃

蟹养殖水体中有机污染物絮凝沉淀，有效避免螃蟹养殖水体二次污染及螃蟹养殖水体与周

围水体交换而造成的水体污染。

[0007]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提升养殖水体透明度的微生态

制剂，所述微生态制剂包括以下组分：产絮凝剂菌株解淀粉芽孢杆菌、EM活性钙复合液和液

体培养基，所述解淀粉芽孢杆菌的保藏号为CCTCC  NO：M2013086，所述解淀粉芽孢杆菌种子

含菌量不小于1×1011CFU·ml-1，所述EM活性钙复合液包括EM菌、活性钙、EM菌代谢物，EM菌

种子的活菌数不少于1×108CFU·ml-1。

[0008] 上述的一种提升养殖水体透明度的微生态制剂，所述  EM活性钙复合液经以下步

骤制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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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1）选取EM菌原液，按重量份计的组分组成，把5份的EM菌原液、5份的红糖、10份的

石灰乳悬浊液、80份的淘米水混合均匀，在室温密闭条件下，放入速度为150～180rpm的旋

转式摇床厌氧发酵3～5ｄ，静置，在高速离心机上过滤后的混合液为EM活性钙复合液。

[0010] 上述的一种提升养殖水体透明度的微生态制剂的制备方法，该微生态制剂经以下

步骤制得：

[0011] 1）制得EM活性钙复合液；

[0012] 2）将解淀粉芽孢杆菌、EM活性钙复合液在液体培养基里在培养温度35℃，摇床转

速150~180rpm的条件下培养24h。

[0013] 上述的一种提升养殖水体透明度的微生态制剂，所述液体培养基的成分为：葡萄

糖、KH2PO4  、MnSO4  、ZnSO4  、水。

[0014] 上述的一种提升养殖水体透明度的微生态制剂，该微生态制剂中解淀粉芽孢杆

菌、EM活性钙复合液以及液体培养基中各个组分的含量为：每1L溶液中含解淀粉芽孢杆菌5

~10g，EM活性钙复合液10ml，葡萄糖10g，KH2PO4  2g，MnSO4  0.4g，ZnSO4  0.1g。

[0015] 上述的一种提升养殖水体透明度的微生态制剂，所述液体培养基的pH值6.3~6.5。

[0016] 上述的一种提升养殖水体透明度的微生态制剂，所述EM菌中包括乳酸菌、酵母菌、

光合细菌、双歧杆菌、放线菌。

[0017] 上述的一种提升养殖水体透明度的微生态制剂的应用，每亩养殖水中喷洒该微生

态制剂5kg，每10天喷洒一次。

[0018]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与现有的技术或者产品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①发明

中主要絮凝成分是培养液中IAE产生的γ-多聚谷氨酸和EM活性钙，它们能够吸附螃蟹养殖

水体中的颗粒有机物，能够进一步转化分解成谷氨酸及活性钙，直接作为螃蟹养殖水体底

部土著微生物的营养物质，固持于淤泥或者水体底部，不会对水体造成二次污染。②该微生

态制剂通过原位或者异位喷施于螃蟹养殖水体表面，在微生态制剂扩散的过程中，吸附大

量的有机物，一部分沉入水体底部，一部分迅速分解，从而快速提升水体透明度。相较于单

一的微生物原位降解作用，具有快速高效的效果。③该微生态制剂制备方便，净化螃蟹养殖

水体时投加微生物周期较长，从而可有效的减少螃蟹养殖水体的净化成本。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不同处理水体透明度随时间的变化曲线。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通过实施例进一步阐述本发明。

[0021] 【实施例1】

[0022] 一种提升养殖水体透明度的微生态制剂，所述微生态制剂包括以下组分：产絮凝

剂菌株解淀粉芽孢杆菌、EM活性钙复合液和液体培养基，所述解淀粉芽孢杆菌的保藏号为

CCTCC  NO：M2013086，所述解淀粉芽孢杆菌种子含菌量不小于1×1011CFU·ml-1，所述EM活

性钙复合液包括EM菌、活性钙、EM菌代谢物。EM菌为含有乳酸菌、酵母菌、光合细菌、双歧杆

菌、放线菌的复合微生物，活菌数不少于1×108CFU·ml-1，pH不小于3.8，颜色为黄褐色，半

透明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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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所述的解淀粉芽孢杆菌IAE的菌种保藏号为CCTCC  NO：M2013086  (Bacillus 

amyloliquefaciens  IAE，2013年3月15日保藏于中国典型培养物保藏 中心，保藏地址为中

国武汉武汉大学)。同时，该菌已在申请号为CN201510041962 .6、授权公告号为

CN104671432B的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水产养殖水体净化剂及其制备方法”中提供过保藏证

明并使用过。

[0024] 进一步地，所述  EM活性钙复合液经以下步骤制得：

[0025] 1）选取EM菌原液，按重量份计的组分组成，把5份的EM菌原液、5份的红糖、10份的

石灰乳悬浊液、80份的淘米水混合均匀，在室温密闭条件下，放入速度为150～180rpm的旋

转式摇床厌氧发酵3～5ｄ，静置，在高速离心机上过滤后的混合液为EM活性钙复合液。其内

的有效成分主要有EM菌、活性钙、EM菌代谢物。

[0026] 【实施例2】

[0027] 一种提升养殖水体透明度的微生态制剂的制备方法：

[0028] 1）选取EM菌原液，按重量份计的组分组成，把5份的EM菌原液、5份的红糖、10份的

石灰乳悬浊液、80份的淘米水混合均匀，在室温密闭条件下，放入速度为150～180rpm的旋

转式摇床厌氧发酵3～5ｄ，静置，在高速离心机上过滤后的混合液为EM活性钙复合液；

[0029] 2）将解淀粉芽孢杆菌、EM活性钙复合液在液体培养基里在培养温度35℃，摇床转

速150~180rpm的条件下培养24h。液体培养基的成分为：葡萄糖、KH2PO4  、MnSO4  、ZnSO4  、

水。该微生态制剂中解淀粉芽孢杆菌、EM活性钙复合液以及液体培养基中各个组分的含量

为：每1L溶液中含解淀粉芽孢杆菌10g，EM活性钙复合液10ml，葡萄糖10g，KH2PO4  2g，MnSO4 

0.4g，ZnSO4  0.1g。该微生态制剂中有效净水菌≥5.0×108  CFU·ml-1，pH值6.3~6.5。活性

钙在制备过程中生成。

[0030] 发明中主要絮凝成分是培养液中IAE产生的γ-多聚谷氨酸和EM活性钙，它们能够

吸附螃蟹养殖水体中的颗粒有机物，能够进一步转化分解成谷氨酸及活性钙，直接作为螃

蟹养殖水体底部土著微生物的营养物质，固持于淤泥或者水体底部，不会对水体造成二次

污染。

[0031] 【实施例3】

[0032] 一种提升养殖水体透明度的微生态制剂，该微生态制剂可用于螃蟹、虾、鱼类的养

殖水体。现以螃蟹养殖水体为例做效果说明。螃蟹养殖水体的原位净化应用：

[0033] 实验用水体就近取用位于江苏某水产养殖场，主要养殖螃蟹，设置3个处理，分别

为：

[0034] ①对照处理，水体不使用微生态制剂；

[0035] ②市场微生态制剂处理：该产品为EM原液，EM原液含有乳酸菌、酵母菌、光合细菌、

双歧杆菌、放线菌的复合微生物，活菌数不少于1×108CFU·ml-1，pH不小于3.8，颜色为黄褐

色，半透明液体。每亩水产养殖塘(水深0.8m左右)每次使用该微生态制剂5kg，采用和养殖

水1:100体积比比例混合后，均匀泼洒入养殖塘；

[0036] ③本发明微生态制剂：将本发明微生态制剂和水产养殖水体按照体积比1:100混

合，采用电动喷雾器，均匀的喷施于水产养殖水体表面，每亩每次用量5kg。

[0037] 测定施用微生态制剂第3天水质的指标如表1所示，施用本发明的螃蟹养殖水体

COD、NH4+-N、NO3--N浓度均显著低于对照处理和市场微生态制剂处理，透明度要显著优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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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处理和市场微生态制剂处理。但本发明处理相较于对照处理水体COD、NH4+-N和NO3--N浓

度分别降低了57.8%、59.4%和70.1%，透明度提高了150%。计算公式为：（对照-本发明微生态

试剂）/对照）。

[0038]   表1  螃蟹养殖水体原位净化效果

[0039]

[0040] 【实施例4】

[0041] 螃蟹养殖水体异位净化

[0042] 实验用水体取自南京某养殖螃蟹的湖水，该养殖水体透明度为20cm。将4个不同含

量的解淀粉芽孢杆菌制成的本发明微生态制剂投入此水体。共设置5个处理，分别为：对照

（水体水样不使用微生态制剂）、解淀粉芽孢杆菌5、7、9、10g(均按照1L配制），将本发明微生

态制剂和水体按照体积比1:100混合，记为对照、M1、M2、M3、M4。实验室温度控制为25℃。

[0043] 0、4、8、12、16、20、24h时分别测定使用微生态制剂及对照处理水体的透明度指标，

结果如表2和图1所示。从表2和图1结果可以看出，M1、M2、M3、M4处理和对照相比，透明度随

时间提升效果显著，不同含量的解淀粉芽孢杆菌制成的本发明微生态制剂对透明度提升效

果有一定差异，其中以M4对透明度提升效果最佳。

[0044] 表2 不同含量的IAE制成的微生态制剂对养殖水体透明度的影响

[0045]

[0046]  【实施例5】

[0047] 螃蟹养殖水体异位净化应用

[0048] ①对照处理，水体水样不使用微生态制剂；

[0049] ②使用本发明微生态制剂；将本发明微生态制剂和水产养殖水体水样按照体积比

1:100混合，采用电动喷雾器均匀喷施于水产养殖水体表面，每10天喷施一次，作用水体0.8

米水深，每亩用量5kg；

[0050] ③待换水体，高淳固城湖湖水。

[0051] 30天后测定施用微生态制剂及对照处理水质的指标如表3所示，结果表明施用本

发明微生态制剂螃蟹养殖水体COD、NH4+-N和NO3--N浓度和待换的湖泊水体没有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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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COD、NH4+-N和NO3--N浓度稍微低于待换水体的，说明经过本发明微生态制剂处理的螃

蟹养殖排出水完全可以再作为螃蟹养殖水体的更换水，从而可以不换水或少换水。

[0052] 表3  螃蟹养殖水体异位净化效果

[0053]

[0054] 以上是对本发明所提供的一种提升养殖水体透明度的微生态制剂的制备方法及

运行方式的介绍，结合了具体实例阐述了该发明对于养殖污水处理的效果，以上实施例的

说明只是用于帮助理解本发明的方法及其核心思想；同时，对于本领域的一般技术人员，依

据本发明的思想，在具体实施方式及应用范围上均会有所改变，本说明书内容不应理解为

对本发明的限制。

说　明　书 5/5 页

7

CN 108408921 B

7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1 页

8

CN 108408921 B

8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RA
	DRA00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