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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饲用酒糟的保存方法。该

保存方法是通过以下步骤实现的：1)酒糟的堆放

与压实；2)试剂的添加；3)密封与保存。所述酒糟

为白酒或啤酒酿造后的湿酒糟，试剂为饲料级碳

酸氢铵(NH4HCO3)，用量为1-3kg/m2，所述面积是

指湿酒糟暴露于空气中的面积。通过本发明的保

存方法，含水量在50％-85％之间的饲用湿酒糟

可以得到长期的保存，保存期一般可达120-360

天，具有显著的防霉变、防虫蝇作用，既保证了饲

料的新鲜度和养分，又达到了延长饲料保质期的

目的，特别适合牛羊等反刍动物食用。本发明操

作简单、成本低廉、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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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饲用酒糟的保存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1)酒糟堆放与压实：将湿酒糟饲料堆放或装入可密封容器内，在堆放或装入过程中将

酒糟压实，并保持酒糟饲料表面平整；所述湿酒糟是白酒或啤酒酿造后的副产物，含水量为

50％-85％；

2)试剂的添加：向步骤1)处理好的湿酒糟饲料表面添加碳酸氢铵，所述碳酸氢铵的用

量为1-3kg/m2，所述面积是指湿酒糟暴露于空气中的面积，然后用器具轻压酒糟表面，使碳

酸氢铵与酒糟充分接触；

3)密封与保存：取大小合适、完好的塑料薄膜，覆盖在步骤2)所得的湿酒糟表面，同时

排空空气，然后压紧、密封，将密封好的湿酒糟至于阴凉环境中，常温保存，每5-10天检查密

封性，即得。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饲用酒糟的保存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中碳酸氢铵的用

量为1.5-3kg/m2。

3.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饲用酒糟的保存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碳酸氢铵为饲料级

碳酸氢铵，在使用过程中均匀添加入湿酒糟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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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饲用酒糟的保存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饲用酒糟的保存方法，特别涉及一种白酒、啤酒酿造后湿酒糟饲

料的长期贮藏方法。

技术背景

[0002] 酒糟饲料是白酒、啤酒等酒类酿造后的加工副产物。资源丰富、种类多、产量大，由

于酒糟是由粮食发酵所得的产物而可以节省动物喂养的精饲料，同时还含有丰富营养物

质，如粗蛋白(是玉米含量的2倍～3倍)、微量元素、维生素、酵母菌等，其中赖氨酸、蛋氨酸

和色氨酸的含量也非常高，这是农作物秸秆所不能提供的。因此酒糟是广泛受到畜牧养殖

企业欢迎的廉价饲料资源，常用于喂养牛、羊等反刍动物。因酒糟都是经发酵后高温蒸煮后

形成的，粗纤维含量较低，作为牛、羊饲料有很好的适口性和容易消化的特点。无论白酒糟

还是啤酒糟，均含有一定量的酒精度，有利于牛、羊食后安心趴卧和反刍，有促进牛、羊育

肥，缩短出栏时间的效果。

[0003] 饲用酒糟包括湿酒糟和酒糟干粉两种。酒糟干粉由湿酒糟干制而成，加工过程中

要消耗大量能量，成本高，且烘干过程易损失营养物质，还容易受天气和场地的影响；而湿

酒糟由于水份含量高达70％左右，若不及时保存处理极易发霉、腐败、变质，既浪费饲料资

源，又对环境造成污染，而贮存时间过长，也会对饲料的营养成分、保鲜程度、适口性等造成

影响，使牛、羊采食量减低。因此，合理地对酒糟饲料进行贮藏和保存，是目前农副产品加工

企业和畜牧养殖企业需要解决的问题。

[0004] 目前，养殖场保存湿酒糟的常用方法是利用池子或在平地上堆放，用塑料薄膜覆

盖，密封，再用沙袋压实，可以达到长期保存的目的，但表面常会出现20cm厚的霉变腐败层，

损失大，从而增加饲养成本，影响生产效益，且易滋生苍蝇、虫害。邹华围等(不同贮藏方式

对酒糟营养价值的影响，2010年中国牛业进展)报道的一种酒糟长期贮藏方法，利用酒糟鲜

重0.3％的饲用氯化铵，与糟渣类饲料充分混合，来延长鲜糟渣饲料的保藏时间，同时达到

防蝇效果。但是通过研究发现，使用氯化铵作为防霉防腐添加剂保存酒糟，效果还不够理

想，由于氯化铵在水中呈弱酸性，遇热酸性增强，而酒糟本身也呈酸性，酒糟添加氯化铵后

其酸性增强，牛、羊等动物采食后对肠胃刺激性大，不利于牛、羊等动物的肠胃保护，易出现

消化不良；另外将氯化铵加入糟渣类饲料中混合均匀，耗时费力，不利于大批量生产；氯化

铵使用量大，会降低饲料适口性，影响动物采食。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操作简单、成本低廉、适合于大量使用饲用酒糟的保

存方法。具体技术方案如下：

[0006] 一种饲用酒糟的保存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7] 1)酒糟堆放与压实：将湿酒糟堆放或装入可密封容器内，在堆放或装入过程中将

酒糟压实，并保持酒糟表面平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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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2)试剂的添加：向步骤1)处理好的湿酒糟表面添加碳酸氢铵，所述碳酸氢铵的用

量为1-3kg/m2，所述面积是指湿酒糟暴露于空气中的面积，然后用器具轻压酒糟表面，使碳

酸氢铵与酒糟充分接触；

[0009] 3)密封与保存：取大小合适、完好的塑料薄膜，覆盖在步骤2)所得的湿酒糟表面，

同时排空空气，然后压紧、密封，将密封好的湿酒糟至于阴凉环境中，常温保存，每5-10天检

查密封性，即得。

[0010] 具体地说，所述步骤2)中碳酸氢铵的用量为1.5-3kg/m2。

[0011] 具体地说，所述碳酸氢铵为饲料级碳酸氢铵，在使用过程中均匀添加到湿酒糟表

面。

[0012] 其中，所述湿酒糟是白酒或啤酒酿造后的副产物，含水量为50％-85％。

[0013] 本发明技术方案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14] 1、通过研究分析，酒糟容易腐败的部位是暴露于空气中的表面，即表面20cm左右

厚度的酒糟易发霉，但底层或深部的酒糟不会霉变，因此采用密封保存与表面防腐防霉相

结合的方法，操作简便，使用添加剂量少，既节约了生产时间和生产成本，还能起到更好的

防腐败、防霉变、防虫、防蝇效果。

[0015] 2、本发明利用氨对霉菌的强烈杀灭作用，在将湿酒糟堆成堆或置于容器中，压紧

后，在表面洒上一层碳酸氢铵，再用塑料薄膜覆盖，封严，可使酒糟的表面和内部均不发霉，

长期保存，减少贮存不当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0016] 3、碳酸氢铵属于非蛋白氮，可被牛、羊等反刍动物利用。添加碳酸氢铵可提高酒糟

的粗蛋白质含量，从而提高其营养价值，有利于促进牛、羊的生长。

[0017] 4、碳酸氢铵呈弱碱性，添加到酒糟中，有利于对酒糟的酸性起到缓冲作用，缓解酒

糟酸性对动物胃肠道的刺激性。

[0018] 5、碳酸氢铵使用量小，无论保存多少重量的酒糟，只需要对暴露于空气表面的部

分进行处理，因此不会对饲料营养、适口性等产生负面影响。

[0019] 6、碳酸氢铵只添加在酒糟表面，不需拌匀，简单实用，省时省力。

[0020] 综上，本发明的保存方法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通过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进一步的说明，所述实验方法和试剂、材料，如

无特殊说明，均为常规方法和商业途径可以获得。

[0022] 实施例1

[0023] 以40吨白酒糟(含水量65.75％)保存为例：

[0024] 1)酒糟堆放与压实：将40吨新鲜白酒糟堆放在青贮池的一角，在堆放过程中将酒

糟压实，并将酒糟表面修理平整；

[0025] 2)试剂的添加：向步骤1)处理好的酒糟表面撒入碳酸氢铵，所述碳酸氢铵的用量

为1.5kg/m2，所述面积是指新鲜酒糟暴露于空气中的面积，然后用铁铲轻压酒糟表面，使碳

酸氢铵与酒糟充分接触；

[0026] 3)密封与保存：取大小合适、完好的塑料薄膜，覆盖在步骤2)所得的湿酒糟表面，

同时排空空气，然后用沙袋压紧、密封，常温保存，每5天检查密封性，即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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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实施例2

[0028] 以40吨啤酒糟(含水量80.72％)保存为例：

[0029] 1)酒糟堆放与压实：将40吨新鲜啤酒糟堆放在棚内平地上，在堆放过程中将酒糟

压实，并将酒糟表面修理平整；

[0030] 2)试剂的添加：向步骤1)处理好的酒糟表面撒入碳酸氢铵，所述碳酸氢铵的用量

为3kg/m2，所述面积是指新鲜酒糟暴露于空气中的面积，然后用铁铲轻压酒糟表面，使碳酸

氢铵与酒糟充分接触；

[0031] 3)密封与保存：取大小合适、完好的塑料薄膜，覆盖在步骤2)所得的湿酒糟表面，

同时排空空气，然后用沙袋压紧、密封，常温保存，每10天检查密封性，即得。

[0032] 实验例

[0033] 实验用样品：实施例1、例2保存方法保存240d后所得的饲用酒糟，样品编号为实施

例一、实施例二；

[0034] 以实施例1中的白酒糟，按传统方法保存(40吨新鲜白酒糟堆放在青贮池的一角，

用塑料薄膜覆盖，密封，再用沙袋压实)，保存240d后作为对照一；

[0035] 以实施例2中的啤酒糟，按传统方法保存(40吨新鲜堆啤酒糟放在青贮池的一角，

用塑料薄膜覆盖，密封，再用沙袋压实)，保存240d后作为对照二；

[0036] 以实施例1中的白酒糟，按照文献方法保存(40吨新鲜白酒糟按0.3％添加氯化铵，

混和均匀后堆放在青贮池的一角，压紧，踩实，用塑料薄膜密封)，保存240d后作为对照三。

[0037] 1、酒糟霉变情况及损失

[0038] 保存240d后，将酒糟覆盖物清除后查看霉变情况，人工将霉变腐败的酒糟清理放

在一边，分别称重，结果见表1。

[0039] 表1酒糟霉变情况及损失

[0040]

[0041] 表1可以看出，实施例一、实施例二对酒糟的保存效果良好，仅酒糟的边角处有少

量霉变，霉变损失均低于1％。而对照一、对照二的酒糟表面全部霉变，霉味重，霉变损失均

超过10％。对照三的酒糟的边角处有少量霉变，霉变损失为0.35％，高于实施例一。

[0042] 霉变酒糟不仅适口性差，严重影响动物食欲；动物采食霉变饲料后易引起霉菌毒

素中毒，严重时导致动物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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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3] 牛瘤胃中的微生物能把饲料中的氨转化为蛋白质，提高进入小肠的蛋白质总量，

从而促进动物生长。

[0044] 2、保存前后营养成分变化

[0045] 参考《饲料分析及饲料质量检测技术》一文中检测方法，分别对保存240d后各样品

中的营养指标进行检测，结果见表2。

[0046] 表2保存前后营养成分变化情况表(％)

[0047]

[0048] 表2可以看出，上述5种样品中的干物质、粗蛋白、粗脂肪、粗纤维、粗灰分、无氮浸

出物、钙、磷含量均比保存前有所上升，主要原因是酒糟在贮存过程中汁液流失使得其水分

含量降低，从而使得上述营养成分含量升高。实施例一样品中的粗蛋白质含量比对照一高

0.38个百分点，实施例二中的粗蛋白质含量比对照二高0.26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实施例

的酒糟中添加了碳酸氢铵，而牛能利用饲料中的氨。

[0049] 3、保存前后酒糟pH值变化

[0050] 保存第120、240d，从窖池中抽样，测量酒糟的pH值，以评价不同贮藏方式对酒糟pH

值的影响。结果见表3。

[0051] 表3不同贮藏方式对酒糟pH值的影响

[0052]

组别 贮藏前 120d 240d

实施例一 3.72±0.04 3.59±0.03 3.57±0.04

实施例二 4.12±0.05 3.96±0.04 3.92±0.03

对照一 3.72±0.04 3.44±0.03 3.41±0.04

对照二 4.12±0.05 3.81±0.04 3.79±0.04

对照三 3.72±0.04 3.42±0.03 3.40±0.03

[0053] 从表中可以看出，贮藏120d和240d后，与贮藏前相比各组pH值均降低。与贮藏前相

比，对照一、二组pH值显著降低。本发明实施例一组、二组在贮藏后pH值与贮藏前差异不显

著；而对照三组与贮藏前相比pH值显著降低，说明本发明方法有利于对酒糟的酸性起到缓

冲作用，缓解酒糟酸性对动物胃肠道的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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