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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出了一种畜禽粪便有机肥发酵剂、

畜禽粪便有机肥及该有机肥的无臭化制造工艺，

该畜禽粪便有机肥发酵剂包括1 .5～2 .5×

107cfu/g的植物乳杆菌、0.5～1.5×108cfu/g的

枯草芽孢杆菌、0.5～1.5×107cfu/g的扣囊覆膜

酵母；该畜禽粪便有机肥包括700～850份畜禽粪

便、300～150份稻壳粉、1～2份禽粪便有机肥发

酵剂。本发明的有机肥熟化好，安全卫生，无臭，

不烧根，无虫害。有机质及有益微生物含量高，水

分低，流散性好，产品品相好；有机肥的制造过程

简单、容错率高，同时升温快，温度高，水分蒸发

快，不用外加热源，大大缩短了制造时间及成本；

可长期存放，延长了有机肥产品的保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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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畜禽粪便有机肥发酵剂，其特征在于，包括植物乳杆菌、枯草芽孢杆菌、扣囊覆

膜酵母，其中，植物乳杆菌的含量为1.5～2.5×107cfu/g、枯草芽孢杆菌的含量为0.5～1.5

×108cfu/g、扣囊覆膜酵母的含量为0.5～1.5×107cfu/g。

2.一种畜禽粪便有机肥发酵剂，其特征在于，包括植物乳杆菌、枯草芽孢杆菌、扣囊覆

膜酵母，其中，植物乳杆菌的含量为2×107cfu/g、枯草芽孢杆菌的含量为1×108cfu/g、扣囊

覆膜酵母的含量为1×107cfu/g。

3.一种畜禽粪便有机肥，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重量份的原料：

700～850份畜禽粪便、300～150份稻壳粉、1～2份禽粪便有机肥发酵剂，该畜禽粪便有

机肥的水分百分含量在15％～20％，所述的畜禽粪便有机肥发酵剂包括植物乳杆菌、枯草

芽孢杆菌、扣囊覆膜酵母，其中，植物乳杆菌的含量为1.5～2.5×107cfu/g、枯草芽孢杆菌

的含量为0.5～1.5×108cfu/g、扣囊覆膜酵母的含量为0.5～1.5×107cfu/g。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畜禽粪便有机肥，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畜禽粪便有机肥发酵剂

包括植物乳杆菌、枯草芽孢杆菌、扣囊覆膜酵母，其中，植物乳杆菌的含量为2×107cfu/g、

枯草芽孢杆菌的含量为1×108cfu/g、扣囊覆膜酵母的含量为1×107cfu/g。

5.根据权利要求3或4所述的畜禽粪便有机肥的无臭化制造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以

下步骤：

(1)原料的预混合：将所需的肥料生产原料按规定的比例充分均匀混合，混合物准备发

酵；

(2)发酵期的翻堆搅拌：发酵的前10天，每天将混合物翻搅一次，发酵的后20天，每2天

将混合物翻搅一次，每次应充分上下翻搅，翻搅时间不少于10秒；

(3)发酵熟化：通过每日翻搅的操作，混合物会在进槽的24～48小时之内迅速升温至60

～70度，进入高温腐熟过程，期间通过发酵作用及翻搅挥发作用，混合物本身的刺激性臭味

及水分会逐渐下降；

(4)腐熟结束：翻搅至第20～22日时，混合物温度开始明显下降，当温度下降至45度以

下时，即得成品，成品有机肥的水分占比为15％～20％；

(5)打包：按有机肥肥料规格进行打包。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无臭化制造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中，畜禽粪便、稻

壳粉、畜禽粪便有机肥发酵剂混合后，水分含量占比为5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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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畜禽粪便有机肥发酵剂、畜禽粪便有机肥及该有机肥的

无臭化制造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有机肥料技术领域，特别是指一种畜禽粪便有机肥发酵剂、畜禽粪便

有机肥及该有机肥的无臭化制造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畜禽粪便主要指畜禽养殖业中产生的一类农村固体废物，包括猪粪、牛粪、羊粪、

鸡粪、鸭粪等。畜禽粪便中含有丰富的有机物和氮、磷、钾等养分，同时也能供给作物所需的

钙、镁、硫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满足作物生长过程中对多种养分的需要。

[0003] 我国畜禽养殖规模越来越大，生产集约化程度越来越高，过于集中的畜牧养殖导

致畜禽粪便在部分地区产量过大，传统施肥处理方式无法消纳，大量堆放对大气、土壤和水

环境造成严重的污染。另一方面由于化肥工业的迅速发展，人们大量使用化肥，使有机粪肥

大量闲置，土壤基础养分在局部地方出现逐渐下降趋势，禽畜粪便不能及时还田，形成了畜

禽粪便对环境的污染。

[0004] 畜禽粪便成为面源污染主要通过以下几种途径：畜禽粪便作为肥料施用后，粪便

中氮、磷元素从耕地流失；由于畜禽生产中不恰当的粪便贮存，氮、磷养分的渗漏；不恰当的

贮存和田间运用养分中散发到大气中的氨；乡村地区没有进行充分的废水处理设施，污染

物直接排入农田。

[0005] 国内外治理畜禽粪便的方法主要分为产前、产中和产后治理。产前制定相关政策，

规划布局，优化畜牧场设计方案、饲料科学配方，加入添加剂控制畜禽氮、磷、钾的排放量，

减少猪粪发酵中氨与硫化氢的挥发，减轻氮素损失与猪粪的恶臭；产中强化管理，建立畜禽

业污染信息系统，控制畜禽饲养环境，防治畜禽粪尿及冲洗水流失；产后对畜禽粪尿进行资

源化、无害化处理。目前更多的是对各种畜禽粪尿进行产后处理。但是，现有的禽畜粪便的

处理技术中，利用畜禽粪便生产有机肥面临着如下一些问题：

[0006] 1、主要问题：如何简单地利用畜禽粪便制造高品质、低成本的有机肥。

[0007] 2、次要问题：如何快速升高肥堆的温度，同时降低水分；如何消除制造过程中及产

品的臭味；如何令产品的保质期保持一年以上。

发明内容

[0008] 有鉴于此，本发明的第一个目的在于提出一种畜禽粪便有机肥发酵剂，该发酵剂

能高效发酵畜禽粪便，将畜禽粪便转化为有机肥，解决畜禽粪便有机肥生产中的臭味问题。

[0009] 本发明的第二个目的在于提出一种畜禽粪便有机肥，该有机肥肥效高，保质期可

达到一年以上，解决现有畜禽粪便有机肥品相差，保质期不长的问题。

[0010] 本发明的第三个目的在于提出上述的畜禽粪便有机肥的无臭化制造工艺。

[0011]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予以实现：

[0012] 一种畜禽粪便有机肥发酵剂，包括植物乳杆菌、枯草芽孢杆菌、扣囊覆膜酵母，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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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植物乳杆菌的含量为1.5～2.5×107cfu/g、枯草芽孢杆菌的含量为0.5～1.5×108cfu/

g、扣囊覆膜酵母的含量为0.5～1.5×107cfu/g。

[0013] 一种畜禽粪便有机肥发酵剂，包括植物乳杆菌、枯草芽孢杆菌、扣囊覆膜酵母，其

中，植物乳杆菌的含量为2×107cfu/g、枯草芽孢杆菌的含量为1×108cfu/g、扣囊覆膜酵母

的含量为1×107cfu/g。

[0014] 植物乳杆菌是乳酸菌的一种，厌氧或兼性厌氧，菌种为直或弯的杆状，单个、有时

成对或成链状，最适pH  6.5左右，属于同型发酵乳酸菌。此菌与其他乳酸菌最大的区别在于

此菌对氧气较为耐受，繁殖速度较高，产酸量大，而且对植物多糖的利用率较高。在有机肥

的发酵过程中，该菌能在肥堆中通氧不足的局部位置起到发酵转化的作用，同时在繁殖过

程中能产出的乳酸和特有的乳酸杆菌素，能抑制其他厌氧细菌的滋长，避免二次毒性物质

如尸氨、组胺等臭味物质的产生。同时还能降低肥堆的pH值，避免氨气的大量挥发。

[0015] 枯草芽孢杆菌(Bacillus  subtilis)，是芽孢杆菌属的一种，具有高好氧，酶系丰

富、分解能力强、繁殖速度快、环境适应性强的特点而闻名，是发酵的主力菌种。枯草芽孢杆

菌对肥堆中的许多大分子物质都有强大的氧化分解能力，特别是纤维素、半纤维素、几丁

质、木质素等难以腐熟的结构，以及含有氮的多种物质。同时对弧菌、大肠杆菌和杆状病毒

等有害微生物有很强的抑制作用。强大的氧化和繁殖能力也是肥堆升温的主要因素。

[0016] 扣囊覆膜酵母属于酵母菌的一种，又称扣囊复膜孢酵母，扣囊拟内孢霉。大量研究

发现扣囊复膜酵母广泛存在于各种酒曲中，能产淀粉酶，酸性蛋白酶，β-葡萄糖苷酶，且其

所产的酶都具有较高的活性；这些特点对肥堆中的植物成分的分解利用有积极的作用。

[0017] 以上三种微生物之间能形成良好的共生关系，具有各自的占位优势和代谢角色，

互相之间无拮抗作用，特别适合复配使用。

[0018] 一种畜禽粪便有机肥，包括如下重量份的原料：

[0019] 700～850份畜禽粪便、300～150份稻壳粉、1～2份禽粪便有机肥发酵剂，该畜禽粪

便有机肥的水分百分含量在15％～20％，所述的畜禽粪便有机肥发酵剂包括植物乳杆菌、

枯草芽孢杆菌、扣囊覆膜酵母，其中，植物乳杆菌的含量为1.5～2.5×107cfu/g、枯草芽孢

杆菌的含量为0.5～1.5×108cfu/g、扣囊覆膜酵母的含量为0.5～1.5×107cfu/g，优选地，

植物乳杆菌的含量为2×107cfu/g、枯草芽孢杆菌的含量为1×108cfu/g、扣囊覆膜酵母的含

量为1×107cfu/g。

[0020] 稻壳粉含有丰富的纤维素和淀粉质，能为微生物提供优质碳源营养。同时其结构

能大量吸附水分及提供空气空隙，有利于建立好氧微环境。最后其含有大量的B族维生素，

能给微生物提供良好的生长因子。

[0021] 一种畜禽粪便有机肥的无臭化制造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0022] (1)原料的预混合：将所需的肥料生产原料按规定的比例充分均匀混合，混合物准

备发酵；

[0023] (2)发酵期的翻堆搅拌：发酵的前10天，每天将混合物翻搅一次，发酵的后20天，每

2天将混合物翻搅一次，每次应充分上下翻搅，翻搅时间不少于10秒；

[0024] (3)发酵熟化：通过每日翻搅的操作，混合物会在进槽的24～48小时之内迅速升温

至60～70度，进入高温腐熟过程，期间通过发酵作用及翻搅挥发作用，混合物本身的刺激性

臭味及水分会逐渐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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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4)腐熟结束：翻搅至第20～22日时，混合物温度开始明显下降，当温度下降至45

度以下时(24～27日)，即得成品，成品有机肥的水分占比为15％～20％，流散性强、无臭，便

于贮存，运输及使用；

[0026] (5)打包：按有机肥肥料规格进行打包，便于运输和储存，储存时间达到一年以上。

[0027] 作为优选地，所述步骤(1)中，畜禽粪便、稻壳粉、畜禽粪便有机肥发酵剂混合后，

水分含量占比为50％～70％。

[0028]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的有益效果为：

[0029] 1、制造出来的有机肥熟化程度好，安全卫生，无臭，不烧根，无虫害。有机质及有益

微生物含量高，水分低，流散性好，产品品相好。

[0030] 2、有机肥的制造过程简单、容错率高，同时升温快，温度高，水分蒸发快，不用外加

热源，大大缩短了制造时间及成本。

[0031] 3、可长期存放，延长了有机肥产品的保质期。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为让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更加清晰直观的了解本发明，下面将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

说明。

[0033] 实施例1

[0034] 一种畜禽粪便有机肥发酵剂，包括植物乳杆菌、枯草芽孢杆菌、扣囊覆膜酵母，其

中，植物乳杆菌的含量为1.5×107cfu/g、枯草芽孢杆菌的含量为5×107cfu/g、扣囊覆膜酵

母的含量为5×106cfu/g。

[0035] 实施例2

[0036] 一种畜禽粪便有机肥发酵剂，包括植物乳杆菌、枯草芽孢杆菌、扣囊覆膜酵母，其

中，植物乳杆菌的含量为2×107cfu/g、枯草芽孢杆菌的含量为1×108cfu/g、扣囊覆膜酵母

的含量为1×107cfu/g。

[0037] 实施例3

[0038] 一种畜禽粪便有机肥发酵剂，包括植物乳杆菌、枯草芽孢杆菌、扣囊覆膜酵母，其

中，植物乳杆菌的含量为2.5×107cfu/g、枯草芽孢杆菌的含量为1.5×108cfu/g、扣囊覆膜

酵母的含量为1.5×107cfu/g。

[0039] 实施例4

[0040] 一种畜禽粪便有机肥，包括如下重量份的原料：

[0041] 700～850份畜禽粪便、300～150份稻壳粉、1～2份禽粪便有机肥发酵剂，该畜禽粪

便有机肥的水分百分含量在15％～20％，所述的畜禽粪便有机肥发酵剂选自实施例1-3中。

[0042] 实施例5

[0043] 一种畜禽粪便有机肥的无臭化制造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0044] (1)原料的预混合：将所需的肥料生产原料按规定的比例充分均匀混合，混合物准

备发酵，原料及用量为：700～850份畜禽粪便、300～150份稻壳粉、1～2份禽粪便有机肥发

酵剂；

[0045] (2)发酵期的翻堆搅拌：发酵的前10天，每天将混合物翻搅一次，发酵的后20天，每

2天将混合物翻搅一次，每次应充分上下翻搅，翻搅时间不少于1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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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6] (3)发酵熟化：通过每日翻搅的操作，混合物会在进槽的24～48小时之内迅速升温

至60～70度，进入高温腐熟过程，期间通过发酵作用及翻搅挥发作用，混合物本身的刺激性

臭味及水分会逐渐下降；

[0047] (4)腐熟结束：翻搅至第20～22日时，混合物温度开始明显下降，当温度下降至45

度以下时(24～27日)，即得成品，成品有机肥的水分占比为15％～20％，流散性强、无臭，便

于贮存，运输及使用；

[0048] 打包：按有机肥肥料规格进行打包，便于运输和储存，储存时间达到一年以上。

[0049] 通过该工艺制造，制造出来的有机肥熟化程度好，安全卫生，无臭，不烧根，无虫

害；有机质及有益微生物含量高，水分低，流散性好，产品品相好；有机肥的制造过程简单、

容错率高，同时升温快，温度高，水分蒸发快，不用外加热源，大大缩短了制造时间及成本；

可长期存放，延长了有机肥产品的保质期。

[0050] 上述对实施例的描述是为便于该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能理解和应用本发明。

熟悉本领域技术的人员显然可以容易地对这些实施例做出各种修改，并把在此说明的一般

原理应用到其他实施例中而不必经过创造性的劳动。因此，本发明不限于这里的实施例，本

领域技术人员根据本发明的揭示，对于本发明做出的改进和修改都应该在本发明的保护范

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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