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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利用死鱼虾制备氨基酸液

体肥料的方法涉及肥料加工技术领域。该利用死

鱼虾制备氨基酸液体肥料的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S1，死鱼虾经过紫外线照射；S2，将步骤S1中

经过紫外线照射的死鱼虾加入磨至匀浆；S3，玉

米芯粉碎至大于80目；S4，将步骤S2得到的匀浆

与步骤S3中粉碎后的玉米芯混合，S5，在步骤S4

的混合物中接种EM菌，进行发酵制备得到氨基酸

液体肥料。充分回收利用了死鱼虾，有效避免了

死鱼虾对环境的污染，充分利用这些死鱼虾资

源，可提高鱼类加工的附加价值，获得良好的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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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利用死鱼虾制备氨基酸液体肥料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死鱼虾经过紫外线照射；

S2，将步骤S1中经过紫外线照射的死鱼虾加入磨至匀浆；

S3，玉米芯粉碎至大于80目；

S4，将步骤S2得到的匀浆与步骤S3中粉碎后的玉米芯混合，

S5，在步骤S4的混合物中接种EM菌，进行发酵制备得到氨基酸液体肥料。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死鱼虾制备氨基酸液体肥料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

骤S4中在还加入腐殖酸。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死鱼虾制备氨基酸液体肥料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

骤S1中紫外线照射时间为30～60min。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利用死鱼虾制备氨基酸液体肥料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

骤S1中紫外线照射时间为40min。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死鱼虾制备氨基酸液体肥料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

骤S5中发酵条件为：发酵温度26～30℃、发酵时间为6～8天。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死鱼虾制备氨基酸液体肥料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

骤S5在搅拌条件下进行发酵。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死鱼虾制备氨基酸液体肥料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

骤S5中接种的EM菌，有效活菌数≥250亿cfu/ml(％)。

8.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利用死鱼虾制备氨基酸液体肥料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

骤S4中各组分重量份的添加量：匀浆45～55％、玉米芯10～20、腐殖酸30～40％。

9.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利用死鱼虾制备氨基酸液体肥料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S4中各组分重量份的添加量：匀浆50％、玉米芯15％、腐殖酸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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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利用死鱼虾制备氨基酸液体肥料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生物肥料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利用死鱼虾制备氨基酸液体肥料的

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现代农业生产中施用肥料已成为促进植物生长、增加产量和改善植物品质的重

要措施之一。目前市面上广泛使用的肥料主要是无机肥料。无机肥料为矿物质肥料，也叫化

学肥，其成分单纯，有效成分含量高，分散好，易被植物吸收利用，被称为“速效肥料”。然而，

随着人们较长时间的大量不合理施用无机肥料，土壤碳氮比例失调，多年来施入土壤中的

肥料只有少部分被当季植物吸收利用，其余70-80％的肥料被土壤固定，形成磷酸盐、硝酸

盐沉淀残留，破坏了土壤的团粒结构，造成了日益严重的土壤板结，肥料有效利用率低，耕

种性变差，极大限制了植物产量和品质的进一步提高。

[0003] 氨基酸肥料作为一种新型肥料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广泛认可，可以解决无机肥料带

来的负面影响。研究表明，氨基酸作为植物营养剂，对植物的营养贡献不只是提供氮源，还

可减轻植物重金属离子的毒害作用，对植物的生理代谢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能增加植物

叶绿素的含量，对植物的光合作用具有独特的促进作用，能增加VC和糖的含量，显著提高植

物品质；补充植物体内所需的各种营养元素，能调节各种营养元素的吸收比例以及在植物

体内的平衡状态，从而起到调节植物正常生长的作用。

[0004] 近年来，由于捕捞业和水产加工业的发展，附带产生大量的死鱼死虾。如果大量的

死鱼虾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处理，会导致环境的污染，影响水质，并产生刺激性的腥味。充分

利用这些死鱼虾资源，可提高鱼类加工的附加价值，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发明内容

[0005] 为避免上述现有技术所存在的不足，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利用死鱼虾制备

氨基酸液体肥料的方法。

[0006] 本发明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0007] 一种利用死鱼虾制备氨基酸液体肥料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8] S1，死鱼虾经过紫外线照射；

[0009] S2，将步骤S1中经过紫外线照射的死鱼虾加入磨至匀浆；

[0010] S3，玉米芯粉碎至大于80目；

[0011] S4，将步骤S2得到的匀浆与步骤S3中粉碎后的玉米芯混合，

[0012] S5，在步骤S4的混合物中接种EM菌，进行发酵制备得到氨基酸液体肥料。

[0013] 优选的，所述步骤S4中在还加入腐殖酸。

[0014] 优选的，所述步骤S1中紫外线照射时间为30～60min。

[0015] 优选的，所述步骤S1中紫外线照射时间为40min。

[0016] 优选的，所述步骤S5中发酵条件为：发酵温度26～30℃、发酵时间为6～8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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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优选的，所述步骤S5在搅拌条件下进行发酵。

[0018] 优选的，所述步骤S5中接种的EM菌，有效活菌数≥250亿cfu/ml(％)。

[0019] 优选的，所述步骤S4中各组分重量份的添加量：匀浆45～55％、玉米芯10～20、腐

殖酸30～40％。

[0020] 优选的，所述步骤S4中各组分重量份的添加量：匀浆50％、玉米芯15％、腐殖酸

35％。

[0021]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包括：

[0022] 1、本发明提供的利用死鱼虾制备氨基酸液体肥料的方法中，充分回收利用了死鱼

虾，为死鱼虾的有效处理提供了一种有益的途径。有效避免了死鱼虾对环境的污染，充分利

用这些死鱼虾资源，可提高鱼类加工的附加值，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0023] 2、死鱼虾经过紫外线照射既可以出去腥臭味又能到到消毒杀菌的目的，将死鱼虾

加水球磨成匀浆后加入玉米芯，通过EM菌发酵能够将鱼虾中的动物蛋白以及玉米芯中植物

蛋白降解为氨基酸，同时包含了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发酵制得液体中氨基酸的种类更加

全面均衡，同时添加玉米芯也能够为EM菌的生长繁殖提供一定的营养物质，加快EM菌的生

长繁殖，促进发酵的进程。玉米芯中含有一定的金属离子，发酵产生的氨基酸能够与金属离

子产生螯合物，有利于植物的吸收。

[0024] 上述发酵液体可以直接喷洒在植物叶面表面，也可以施在植物根部，能够促进植

物对金属离子的吸收，对植物的光合作用具有独特的促进作用，能增加VC和糖的含量，显著

提高植物品质；补充植物体内所需的各种营养元素，能调节各种营养元素的吸收比例以及

在植物体内的平衡状态，从而起到调节植物正常生长的作用。并且通过发酵产生的发酵液

中含有一定的微生物，有利于植物的生长。

[0025] 3、本发明提供的利用死鱼虾制备氨基酸液体肥料的方法，还添加了腐殖酸，腐殖

酸与氨基酸的配合，能够促进植物吸收金属离子。

[0026] 4、根据本发明的制备步骤，可以有效的提高游离氨基酸含量，即左旋氨基酸，提高

氨基酸肥料的质量，更利于植物的吸收和光合作用。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

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方式仅仅用以解释本发明，并不用

于限定本发明。

[0028] 传统的氨基酸肥料的制备均为以植物蛋白或者动物蛋白为原料通过酶解或者酸

碱水解处理，制备的氨基酸肥料中含有一定的化学残留物质，对植物的生长乃至环境都会

产生一定的负面的影响。

[0029] 为了解决背景技术中的阐述的问题，以及上述问题，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了一种利

用死鱼虾制备氨基酸液体肥料的方法，EM菌的有效活菌数≥250亿cfu/ml(％)可以从市场

购买获得。具体的制备方法，通过以下实施例进行详细的介绍：

[0030] 实施例1：

[0031]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利用死鱼虾制备氨基酸液体肥料的方法，

[0032] 一种利用死鱼虾制备氨基酸液体肥料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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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S1，死鱼虾经过紫外线照射40min

[0034] S2，将步骤S1中经过紫外线照射的死鱼虾加入磨至匀浆；

[0035] S3，玉米芯粉碎至80目；

[0036] S4，将步骤S2得到的匀浆与步骤S3中粉碎后的玉米芯混合，匀浆与玉米芯的添加

量为7:3；

[0037] S5，在步骤S4的混合物中接种EM菌，在搅拌条件下进行发酵制备得到氨基酸液体

肥料，发酵温度28℃、发酵时间为7天。制备得到发酵液体肥料。

[0038] 实施例2

[0039]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利用死鱼虾制备氨基酸液体肥料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0] S1，死鱼虾经过紫外线照射30min

[0041] S2，将步骤S1中经过紫外线照射的死鱼虾加入磨至匀浆；

[0042] S3，玉米芯粉碎至80目；

[0043] S4，将步骤S2得到的匀浆、步骤S3中粉碎后的玉米芯、腐殖酸混合，以重量份计：匀

浆45％、玉米芯20、腐殖酸35％。

[0044] S5，在步骤S4的混合物中接种EM菌，在搅拌条件下进行发酵制备得到氨基酸液体

肥料，所述步骤S5中发酵条件为：发酵温度26℃、发酵时间为8天，所述步骤S5在搅拌条件下

进行发酵。

[0045] 实施例3

[0046]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利用死鱼虾制备氨基酸液体肥料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7] S1，死鱼虾经过紫外线照射60min

[0048] S2，将步骤S1中经过紫外线照射的死鱼虾加入磨至匀浆；

[0049] S3，玉米芯粉碎至120目；

[0050] S4，将步骤S2得到的匀浆、步骤S3中粉碎后的玉米芯、腐殖酸混合，以重量份计：匀

浆55％、玉米芯15、腐殖酸30％。

[0051] S5，在步骤S4的混合物中接种EM菌，搅拌条件下进行发酵制备得到氨基酸液体肥

料，发酵温度30℃、发酵时间为6天。

[0052] 实施例4

[0053]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利用死鱼虾制备氨基酸液体肥料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54] S1，死鱼虾经过紫外线照射35min

[0055] S2，将步骤S1中经过紫外线照射的死鱼虾加入磨至匀浆；

[0056] S3，玉米芯粉碎至100目；

[0057] S4，将步骤S2得到的匀浆、步骤S3中粉碎后的玉米芯、腐殖酸混合，以重量份计：匀

浆50％、玉米芯15、腐殖酸35％。

[0058] S5，在步骤S4的混合物中接种EM菌，进行发酵制备得到氨基酸液体肥料，发酵温度

28℃、发酵时间为7天。

[0059] 实施例5

[0060]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利用死鱼虾制备氨基酸液体肥料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61] S1，死鱼虾经过紫外线照射40min

[0062] S2，将步骤S1中经过紫外线照射的死鱼虾加入磨至匀浆；

说　明　书 3/4 页

5

CN 109180378 A

5



[0063] S3，玉米芯粉碎至130目；

[0064] S4，将步骤S2得到的匀浆、步骤S3中粉碎后的玉米芯、腐殖酸混合，以重量份计：匀

浆50％、玉米芯10、腐殖酸40％。

[0065] S5，在步骤S4的混合物中接种EM菌，进行发酵制备得到氨基酸液体肥料，发酵温度

28℃、发酵时间为7天。

[0066]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利用死鱼虾制备氨基酸液体肥料，充分回收利用了死鱼虾，为

死鱼虾的有效处理提供了一种有益的途径，并且制备的的氨基酸液体肥料中含有丰富的游

离氨基酸、微量元素以及有益活菌，能够为植物的生长提供丰富的营养，促进植物的生长和

光合作用。

[0067] 分别检测实施例1～5制备得到的氨基酸液体肥料的游离氨基酸总量以及微量元

素的含量，以及分析了实施例1和4中的游离氨基酸的组分比例。

[0068] 测评结果如下表所示：

[0069]

[0070]

[0071] 综上所述，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利用死鱼虾制备氨基酸液体肥料的方法含有丰富的

游离氨基酸、微量元素、以及有益活菌。其中实施例1中游离氨基酸、微量元素以及有益活菌

的指标均低于其他实施例，实施例4的中个指标最高。

[0072] 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容易理解，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

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

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109180378 A

6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