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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饲用蛋白酶制剂保存载体

及其制备方法与应用，属于饲用酶制剂领域。该

保存载体包含以下按质量百分比计的组分：滑石

粉40％～65％，膨润土20％～30％，二氧化硅3％

～10％，玉米芯粉8.9％～15％，β-环糊精1％～

4.7％，无水柠檬酸0.1％～0.3％。能够很好的吸

附及释放蛋白酶，且产品经过重压及长期存放不

会分层结块，分散均匀，活性持久；在保存液体深

层发酵经喷雾干燥的饲用蛋白酶制剂时，具有很

好的分散性，对蛋白酶具有充分的保护作用。同

时也提高了酶的释放，易于检出且结果准确，降

低了检测标准误差。保证了蛋白酶在饲料生产中

长期稳定的应用。该方法工艺流程简单，操作方

便，易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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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饲用蛋白酶制剂保存载体，其特征在于包含以下按质量百分比计的组分：滑石

粉40％～65％，膨润土20％～30％，二氧化硅3％～10％，玉米芯粉8.9％～15％，β-环糊精

1％～4.7％，无水柠檬酸0.1％～0.3％；

所述的滑石粉、膨润土、二氧化硅、玉米芯粉、β-环糊精的水分质量含量均在10％以下。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饲用蛋白酶制剂保存载体，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饲用蛋白酶制剂保存载体，包含以下按质量百分比计的组分：

滑石粉60％，膨润土20％，二氧化硅9％，玉米芯粉8.9％，β-环糊精2％，无水柠檬酸

0.1％。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饲用蛋白酶制剂保存载体，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滑石粉、膨润土、二氧化硅、玉米芯粉、β-环糊精的水分质量含量为：滑石粉3％，

膨润土8％，二氧化硅5％，玉米芯粉8％，β-环糊精5％。

4.权利要求1～3任一项所述的饲用蛋白酶制剂保存载体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以下具体步骤：

(1)将滑石粉、膨润土、二氧化硅、玉米芯粉、β-环糊精和无水柠檬酸分别粉碎，过筛；

(2)按比例称取步骤(1)中过筛后的滑石粉、膨润土、二氧化硅、玉米芯粉、β-环糊精和

无水柠檬酸，按其添加量从低到高逐级混合，搅拌均匀，制成饲用蛋白酶制剂保存载体。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饲用蛋白酶制剂保存载体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1)中所述的过筛为使用200目筛过筛。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饲用蛋白酶制剂保存载体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2)中所述的搅拌均匀是在450～500r/min下搅拌10～20min。

7.权利要求1～3任一项所述的饲用蛋白酶制剂保存载体在保存饲用蛋白酶制剂中的

应用。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

将饲用蛋白酶制剂与权利要求1～4任一项所述的饲用蛋白酶制剂保存载体按质量比

1：(1～9)复配，制备成蛋白酶活力为10000～150000U/g的饲用蛋白酶。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饲用蛋白酶制剂为中性蛋白酶、酸性蛋白酶和碱性蛋白酶中的至少一种；

所述的饲用蛋白酶制剂的酶活力为100000～300000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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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饲用蛋白酶制剂保存载体及其制备方法与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饲用酶制剂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饲用蛋白酶制剂保存载体及其制备方

法与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饲用蛋白酶制剂得到了迅速普及，因其能够节约蛋白

的作用而被重视，尤其是近年来畜牧行业饲料资源紧张、成本上涨，食品安全问题频发，环

境污染日益严重，酶制剂作为一种绿色、安全、无污染的添加剂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价值与

作用。蛋白酶作为消化酶主要以复合酶的形式在饲料中使用。然而，饲用蛋白酶作用效果与

其活力保存密切相关。

[0003] 蛋白酶广泛存在于动物、植物和微生物中，饲料工业上应用的蛋白酶目前主要来

源于微生物。通过微生物发酵方式获得，目前饲用蛋白酶的生产多采用液体深层发酵方法，

经过喷雾干燥技术，制成高浓度酶粉，此发酵方法生产的蛋白酶具有纯度高、污染小、活性

强等优点。但是在储存运输过程中容易吸潮结块，酶活力下降速度快，给生产和应用带来了

难题，因此急需开发一种能够防结块、酶活保存稳定的饲用蛋白酶保存载体，为饲料生产及

畜牧业带来益处。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缺点与不足，本发明的首要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饲用蛋白酶制

剂保存载体。该保存载体适用于液体深层发酵喷雾干燥。

[0005] 本发明的另一目的在于提供上述饲用蛋白酶制剂保存载体的制备方法。该方法工

艺流程简单，操作方便，易于实施。

[0006] 本发明的再一目的在于提供上述饲用蛋白酶制剂保存载体的应用。

[0007] 本发明的目的通过下述技术方案实现：

[0008] 一种饲用蛋白酶制剂保存载体，包含以下按质量百分比计的组分：滑石粉40％～

65％，膨润土20％～30％，二氧化硅3％～10％，玉米芯粉8.9％～15％，β-环糊精1％～

4.7％，无水柠檬酸0.1％～0.3％。

[0009] 为了更好的实现本发明，

[0010] 一种饲用蛋白酶制剂保存载体，优选包含以下按质量百分比计的组分：

[0011] 滑石粉60％，膨润土20％，二氧化硅9％，玉米芯粉8.9％，β-环糊精2％，无水柠檬

酸0.1％；

[0012] 优选的，所述的滑石粉、膨润土、二氧化硅、玉米芯粉、β-环糊精的水分质量含量优

选均在10％以下；

[0013] 更优选的，所述的滑石粉、膨润土、二氧化硅、玉米芯粉、β-环糊精的水分质量含量

为：滑石粉3％，膨润土8％，二氧化硅5％，玉米芯粉8％，β-环糊精5％。

[0014] 所述的饲用蛋白酶制剂保存载体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具体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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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1)将滑石粉、膨润土、二氧化硅、玉米芯粉、β-环糊精和无水柠檬酸分别粉碎，过

筛；

[0016] (2)按上述比例称取步骤(1)中过筛后的滑石粉、膨润土、二氧化硅、玉米芯粉、β-

环糊精和无水柠檬酸，按其添加量从低到高逐级混合，搅拌均匀，制成饲用蛋白酶制剂保存

载体。

[0017] 步骤(1)中所述的粉碎优选是用T130X加强超细磨粉机进行粉碎；

[0018] 步骤(1)中所述的过筛优选为使用200目筛过筛；

[0019] 步骤(2)中所述的搅拌均匀优选是用立式KX-500型电动计量干粉搅拌机，在450～

500r/min下搅拌10～20min。

[0020] 所述的饲用蛋白酶制剂保存载体在保存饲用蛋白酶制剂中的应用，优选包含如下

步骤：将饲用蛋白酶制剂与保存载体按质量比1：(1～9)复配，制备成蛋白酶活力为10000～

150000U/g的饲用蛋白酶。

[0021] 所述的饲用蛋白酶制剂优选为液体深层发酵经喷雾干燥后的饲用蛋白酶制剂；

[0022] 所述的饲用蛋白酶制剂优选为中性蛋白酶、酸性蛋白酶和碱性蛋白酶中的至少一

种；

[0023] 所述的饲用蛋白酶制剂的酶活力为100000～300000U/g。

[0024] 所述的保存载体的复配量要与所要保存的蛋白酶活力比重相当，且保存载体与蛋

白酶制剂的配比根据实际生产需要配备。

[0025] 本发明相对于现有技术，具有如下的优点及效果：

[0026] (1)本发明的保存载体原料滑石粉、膨润土、二氧化硅均为无机原料，且含有许多

动物生长所需的常量元素和微量元素，均具有较好的吸附和分散能力。其中膨润土具有吸

附性、膨胀性、分散性和润滑性，能提高饲料的适口性和改进饲料的松散性，并能延缓饲料

通过动物消化道的时间，加强饲料在消化道内的消化吸收作用，并对消化道内的重金属有

害气体细菌等有强烈的吸附作用，从而起到对动物的保健作用，由于膨润土是碱性物质，在

动物的消化道内能够中和消化道内的酸起到缓冲作用，可增强动物的食欲；

[0027] 所述保存载体原料β-环糊精可以掩盖或驱除发酵后的蛋白酶产品中的不良异味，

提高产品适口性；

[0028] 所述保存载体原料玉米芯粉具有很好的吸附性和较强的化学稳定性，是优良的有

机载体。

[0029] 所述保存载体原料无水柠檬酸能够有效提高产品稳定性，能提高动物饲料利用

率，

[0030] (2)本发明饲用蛋白酶制剂保存载体，能够很好的吸附及释放蛋白酶，且产品经过

重压及长期存放不会分层结块，分散均匀，活性持久；在保存液体深层发酵经喷雾干燥的饲

用蛋白酶制剂时，具有很好的分散性能有效的防止运输及存放过程中的结块问题；对蛋白

酶具有充分的保护作用。

[0031] (3)本发明饲用蛋白酶制剂保存载体提高了蛋白酶活力稳定性，大大延长了其保

质期。解决了现有喷雾干燥后蛋白酶容易吸潮、结块、失活、不易长期保存等问题，并能有效

保护蛋白酶直接免受外界环境损伤，保证其活性。同时也提高了酶的释放，易于检出且结果

准确，降低了检测标准误差。保证了蛋白酶在饲料生产中长期稳定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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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描述，但本发明的实施方式不限于此。

[0033] 实施例1

[0034] 一种饲用蛋白酶制剂保存载体，各成分所占的质量百分比分别为：滑石粉60％，膨

润土20％，二氧化硅9％，玉米芯粉8.9％，β-环糊精2％，无水柠檬酸0.1％。各成分其水分含

量分别为：滑石粉3％，膨润土8％，二氧化硅5％，玉米芯粉8％，β-环糊精5％。

[0035] 所述的饲用蛋白酶制剂保存载体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36] (1)将滑石粉、膨润土、二氧化硅、玉米芯粉、β-环糊精和无水柠檬酸分别粉碎，过

200目筛，使其细度达到200目；

[0037] (2)过200目筛后，按上述配方分别称取各组分，各组分按其添加量从低到高逐级

混合，用立式KX-500型电动计量干粉搅拌机，在500r/min下搅拌10min，搅拌均匀，制成饲用

蛋白酶制剂保存载体。

[0038] 实施例2

[0039] 一种饲用蛋白酶制剂保存载体，各成分所占的质量百分比分别为：滑石粉40％，膨

润土30％，二氧化硅10％，玉米芯粉15％，β-环糊精4.7％，无水柠檬酸0.3％。各成分其水分

含量分别为：滑石粉3％，膨润土8％，二氧化硅5％，玉米芯粉8％，β-环糊精5％。

[0040] 所述的饲用蛋白酶制剂保存载体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41] (1)将滑石粉、膨润土、二氧化硅、玉米芯粉、β-环糊精和无水柠檬酸分别粉碎，过

200目筛，使其细度达到200目；

[0042] (2)过200目筛后，按上述配方分别称取各组分，各组分按其添加量从低到高逐级

混合，用立式KX-500型电动计量干粉搅拌机，在480r/min下搅拌15min，搅拌均匀，制成饲用

蛋白酶制剂保存载体。

[0043] 实施例3

[0044] 一种饲用蛋白酶制剂保存载体，各成分所占的质量百分比分别为：滑石粉65％，膨

润土21％，二氧化硅3％，玉米芯粉9.8％，β-环糊精1％，无水柠檬酸0.2％。各成分其水分含

量分别为：滑石粉3％，膨润土8％，二氧化硅5％，玉米芯粉8％，β-环糊精5％。

[0045] 所述的饲用蛋白酶制剂保存载体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46] (1)将滑石粉、膨润土、二氧化硅、玉米芯粉、β-环糊精和无水柠檬酸分别粉碎，过

200目筛，使其细度达到200目；

[0047] (2)过200目筛后，按上述配方分别称取各组分，各组分按其添加量从低到高逐级

混合，用立式KX-500型电动计量干粉搅拌机，在450r/min下搅拌20min，搅拌均匀，制成饲用

蛋白酶制剂保存载体。

[0048] 效果实施例

[0049] 根据本发明饲用蛋白酶制剂保存载体及制备方法，将此保存载体分别应用于液体

深层发酵经喷雾干燥后的酸性蛋白酶、中性蛋白酶及碱性蛋白酶制剂(以上蛋白酶制剂购

买自云南博仕奥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根据生产需要将酶活力为100000～300000U/g的饲用

蛋白酶制剂与保存载体分别按质量比1：(1～9)复配，制备成酶活力为10000～150000U/g的

饲用蛋白酶制剂。定期取样观察并测定酶活力。试验结果表明，使用本发明保存载体的蛋白

酶制剂适口性好，无发酵异味，分散性强，不吸潮，不结块，保质期长，活性稳定，室温保存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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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各蛋白酶相对剩余酶活力仍在93％以上。如表1，2，3所示。

[0050] 表1蛋白酶制剂与实施例1配比后的相对剩余酶活力(％)

[0051]

[0052] 表2蛋白酶制剂与实施例2配比后的相对剩余酶活力(％)

[0053]

[0054] 表3蛋白酶制剂与实施例3配比后的相对剩余酶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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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5]

[0056] 上述实施例为本发明较佳的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实施方式并不受上述实施例的

限制，其他的任何未背离本发明的精神实质与原理下所作的改变、修饰、替代、组合、简化，

均应为等效的置换方式，都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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