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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菌固态发酵霉变全价饲料特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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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试验旨在研究混菌固态发酵霉变全价饲料的特性。按乳酸菌︰酵母菌︰枯草芽孢杆菌为 3%:1%:3%
的接种比例接种到霉变全价饲料中，在发酵温度 35℃，发酵时间 5 d，料水比 1:0.6，pH 值为 7 的条件下进行发酵
处理，测定发酵期间产品 pH 和微生物类群的变化，应用选择培养基测定发酵过程中乳酸菌、酵母菌、枯草芽孢杆
菌、霉菌和大肠杆菌的动态变化；最后应用酶联免疫试剂盒测定 AFB1 在霉变全价饲料发酵前后含量的变化。结果
显示，试验组 pH 下降显著，发酵 72 h 时，pH 分别为 4.30，显著低于空白对照(P<0.05)。乳酸菌的活菌数在发酵
期间迅速增加，接种的乳酸菌在发酵中快速增殖,达到 9.86 logCFU·g-1 以上，这与发酵产品 pH 变化基本一致；酵母
菌的生长变化比较平和，3 d 内达到生长高峰，而后逐渐下降；枯草芽孢杆菌在发酵中迅速增殖，在发酵 3 d 左右
达到最大，而后又迅速下降。发酵结束时,霉菌含量从 5.31 logCFU·g-1 下降到 2.92 logCFU·g-1，发酵 3 d 时，相比于
对照组，试验组中的霉菌活菌数下降显著（P<0.05）；相比对照组,试验组发酵饲料中的大肠菌群活菌数下降趋势显
著(P<0.05)，发酵 3 d 时，发酵的饲料中的大肠菌群只有 3.90 logCFU·g-1，此时对照组中的大肠菌群活菌数处于较
高的水平，为 9.01 logCFU·g-1。霉变处理的对照组 AFB1 含量平均达到 22.46 μg·kg-1，经过混菌发酵处理的试验组
含量平均还有 4.32 μg·kg-1，与正常全价料中的 AFB1 含量（5.63 μg·kg-1）相比差异显著（P<0.05）。结果表明，中
度霉变全价饲料经混菌发酵处理可以显著降低其 pH，抑制其中杂菌的生长，同时有效地降低霉菌毒素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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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of the mixed solid-state bacteria fermented moldy complete feed
HAN Xin, CHEN Maoji, WU Chao, YANG Jun, LIU Junchao
(School of Anim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efei 230001)

Abstract: The moldy complete feed was inoculated with the mixed bacteria (lactic acid bacteria: yeast: Bacillus subtilis in the proportion of 3%:1%:3%) and fermented at 35℃ for 5 days in a material/water ratio of 1:0.6 at pH 7.0.
The changes of pH and microbial populations of the feed were measured during the fermentation period. The dynamic changes of lactic acid bacteria, yeast, Bacillus subtilis and E. coli were also measured with a selective medium.
The changes of AFB1 in the moldy complete feed before and after fermentation were finally determined using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fermented feed pH decreased to 4.30 after fermentation for 72 h ,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compared to the control (P <0.05). The viable cell count of lactic acid
bacteria rapidly increased during the fermentation period and reached to 9.86 logCFU·g-1 and above because of the
rapid proliferation of the inoculated lactic acid bacteria, which was consistent with the pH change of the fermented
feed; the inoculated yeast proliferated moderately, which reached the peak after fermentation for 3 days, and then
decreased gradually; the inoculated Bacillus subtilis proliferated rapidly, which reached the maximum after fermentation for 3 days and then decreased rapidly. At the end of fermentation, fungal number dropped from 5.31 to 2.92
logCFU·g-1. Compared to the control group, viable fungi and coliform bacteria number in the fermentation group all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after fermentation for 3 days (P<0.05); compared to viable coliform bacteria cells of 9.01
logCFU·g-1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number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only 3.90 logCFU·g-1 after fermentation
for 3 days. AFB1 content in mold contaminated feed and fermented feed was 22.46 and 4.32 μg·kg-1,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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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at in the normal complete feed (5.63 μg·kg-1) (P <0.05).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H of the moderate moldy complete feed treated with the mixed bacteria fermentation can be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the growth of infectious microbes can be inhibited, and the mycotoxin content in the contaminated complete feed can be effectively reduced.
Key words: solid-state fermentation; moldy complete feed; microbial population; AFB1
霉菌在自然界中种类繁多，其中有许多霉菌能
够在粮食、乳品、水果、蔬菜、牧草和饲料上迅速
生长并使其发霉变质。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
统计表明，全世界约有 25%谷物不同程度受到霉菌
毒素侵害。世界卫生组织统计资料表明，全世界每
年损失的食品和饲料约占总产量的 20%，其中一半
以上是由霉菌造成的，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损失率高
达 50%。我国饲料工业起步相对较晚，霉菌污染造
成的损失相对更大。因此，霉菌毒素污染已经成为
我国乃至全球共同关注的问题。大量研究证明，微
生物发酵过程中与饲料中杂菌竞争营养物质[1]，同
时产生有机酸（乳酸、乙酸等）降低全价饲料的 pH，
产生具有抑菌或杀菌效果的肽抗生素，如细菌素，
有效地抑制病原微生物滋生，减少有害微生物数量，
并且能生成可以水解细菌毒素的酶类物质[2-3]。微生
物发酵后的全价饲料，具有良好的适口性，同时乳
酸菌产生的各种促进动物消化吸收的活性物质，可
以显著地提高饲喂动物的生产性能[4-5]。另外，饲料
中的有益微生物活菌进入动物肠道后，使动物肠道
中有益菌数量增加，促进肠道内形成有益优势菌群，
从而竞争性抑制病原微生物增殖，保持肠道内微生
态平衡，同时对机体的调节免疫产生积极影响，提
高动物免疫力[6-8]。本试验研究了以乳酸菌、酵母菌、
枯草芽孢杆菌混合菌种发酵霉变全价饲料过程中
pH、主要微生物类群及 AFB1 的变化，为混菌发酵
霉变全价饲料中应用提供数据支持。

1

材料与方法

试验材料
乳酸菌 ANCLA01、酵母菌、枯草芽孢杆菌均
为安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动物营养与饲料实验
室保存。140 mm ×200 mm 真空包装袋 (市售)；全
价饲料配方见表 1（参照美国 NRC 1998 仔猪营养
需要量配制基础日粮）。
1.2 主要试剂和仪器
主要试剂：MRS 培养基、土豆培养基(PDA)、
牛肉膏蛋白胨培养基(NA)、麦康凯琼脂固体培养
基、SS 琼脂固体培养基。
主要仪器：pH 计(雷磁 PHS-3C，上海精密科学
仪器有限公司)，超净工作（SW-CJ-2D，苏州净化
1.1

设备有限公司），离心机（LG10-2-4A，北京医用离
心机厂），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UV-2100，尤尼柯
上海仪器有限公司），黄曲霉毒素 B1 (AFBI) ELISA
快速检测试剂盒(Cusabio Biotech Co.,Ltd)。
表 1 试验饲粮组成和营养水平（干物质基础）
Table 1 Composition and nutrient levels of the experimental
diet (DM basis)
日粮组成 Ingredient
含量 Content
玉米/% Corn
豆粕/% Soybean meal
碎米/% Rice
乳清粉/% Whey
鱼粉/% Fishmeal
蔗糖/% Sucrose
预混料 Premix
小计/% Total
营养水平 Nutrient level
消化能/MJ·kg-1 DE
粗蛋白/% CP
钙/% Ca
总磷/% P
赖氨酸/% Lys
蛋+胱氨酸/% Met+Cys

53
20
10
5
4
4
4
100
13.95
18.2
0.85
0.63
1.1
0.63

1.3 试验方法
1.3.1 霉变全价饲料的预处理及发酵饲料的制作
按照饲粮营养配方配好后放置于屋内 20 d，温度控
制在 25℃，适合于霉菌的生长。向混合均匀的霉变
全价饲料中加入蒸馏水，使饲料含水量达到 38%。
向霉变全价饲料中接种乳酸菌：酵母菌：枯草芽孢
杆菌（3%:1%:3%），充分混匀。准确称取 50 g 霉变
全价饲料于真空包装袋中，将包装袋压实以尽量排
空空气，用封口机将包装袋封口，35℃发酵。每组
3 个平行，并做空白对照试验。
1.3.2 发 酵 霉 变 全 价 饲 料 pH 及 活 菌 数 的 测 定
pH 的测定：全价饲料发酵期间，在 0、8、16、24、
32、40、48、56、64 和 72 h 分别取样测定其 pH，
平行试验重复 3 次，取平均值。
微生物活菌数的测定：从密封袋中准确称取 10
g 发酵样品于 250 mL 灭菌三角瓶中，加入 90 g 灭
菌蒸馏水，置于摇床上 160 r·min-1 摇动 15 min，取
0.5 mL 稀释液用灭菌蒸馏水稀释至一定倍数时，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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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各选择培养基，对乳酸菌、酵母菌、枯草芽孢杆
菌、霉菌、大肠杆菌进行选择计数。其中：乳酸菌
的选择培养，采用 MRS 琼脂培养基，平板倾注，
30℃厌氧培养 48 h；酵母菌和霉菌的选择培养，采
用土豆葡萄糖琼脂（PDA）培养基(含 0.09%的酒石
酸)，涂布，30℃培养 48 h；枯草芽孢杆菌的选择培
养，采用牛肉膏蛋白胨琼脂培养基，涂布，30℃培
养 48 h；大肠杆菌的选择培养，采用麦康凯琼脂培
养基，涂布，30℃培养 24 h。
1.3.3 AFB1 含量测定 采用黄曲霉毒素 B1 (AFBl)
ELISA 快速检测试剂盒机型测定。采用酶联免疫竞
争法检测 AFB1 含量。首先用 AFB1 偶联物包被微孔
板，然后加入待测样品、辣根过氧化物酶标记 AFB1
以及抗 AFB1 抗体，有力 AFB1 与辣根过氧化物酶标
记 AFB1 竞争结合抗 AFB1 抗体，再向反应孔中加入
相应的反应底物，作用一定时间后，结合的酶结合
物将显色剂转化为蓝色，转化为最终的黄色。颜色
的深浅和样品中有力 AFB1 呈负相关。用酵标仪在
450 nm 测定吸光度(OD 值)，计算样品浓度。将系列
AFB1 标准溶液（0、0.1、0.25、0.5、1 和 2 ng·mL-1）
测 得 的 吸 光 度 A 值 ， 绘 制 成 标 准 曲 线 (y= －
0.1688x+0.9668，R2=0.9951)。横坐标为标准溶液浓
度的常用对数值(lgC)，纵坐标为各标准液孔 A 值与
0 ng·mL-1 标准液孔 A 值的比值。计算待测样品孔 A
值与 A（0 ng·mL-1）的比值(A 样品/A（0 ng·mL-1）
，
查标准曲线，可得到相应待测样液浓度(C)的常用对
数值 lgC，对其求反对数，可求得待测样液的 AFB1
浓度 C。按下列公式计算成样品中 AFB1 含量：
AFB1 含量/ ng·g-1=C×(V/m)×D
式中：C 为待测样液中 AFB1 含量(ng·mL-1)；V 为
样品提取液体积（mL）；m 为样品质量（g）；D 为
样品稀释倍数。
1.4 数据处理
数据处理与分析使用 SAS 软件,进行方差分析
与多重比较。

2

结果与分析

霉变饲料发酵过程中 pH 的变化
在混菌发酵霉变饲料过程中（以不接种混菌的
霉变饲料作为对照）
，发酵期间 pH 的变化如图 1 所
示。混菌发酵组 pH 下降明显,其中混菌发酵组 pH 在
24 h 后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在发酵 72 h 时达到
4.30，混菌发酵组 pH 在发酵 36 h 时相对于对照组下
降显著，在发酵 72 h 时 pH 分别为 4.30，显著低于
空白对照(P<0.05)。由图 1 可以发现，随着发酵的深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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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pH 下降趋缓,最终基本维持在平稳的水平。这是
由于随着 pH 的降低和营养物质主要是可溶性碳水
化合物的消耗,菌体活性受到抑制，产酸能力降低。

图 1 对照组和混菌发酵组发酵期间 pH 的变化
Figure 1 The changes of pH during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mixed fermentation group

pH 是衡量发酵饲料质量的一项重要指标，pH
迅速下降到 4.0 左右，从而抑制其他微生物的繁殖。
动物采食酸化饲料后，可使胃内 pH 下降，从而激
活胃蛋白酶原转化为胃蛋白酶，促进蛋白质的分解，
提高幼龄动物对饲料的利用率。
2.2 霉变饲料发酵过程中主要微生物类群的变化
2.2.1 乳酸菌、酵母菌、枯草芽孢杆菌在发酵过程
中的动态变化 应用选择培养基对发酵霉变饲料中
乳酸菌的动态变化进行测定，结果如图 2 所示，乳
酸菌的活菌数在发酵期间迅速增加，接种的乳酸菌
在发酵中快速增殖，达到(9.86±0.13) logCFU·g-1 以
上，这与发酵产品 pH 变化基本一致，正是由于乳
酸菌在快速增殖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酸类物质，从
而使 pH 快速下降。酵母菌的生长变化比较平和，3
d 内达到生长高峰，而后逐渐下降。枯草芽孢杆菌
在发酵中迅速增殖，在发酵 3 d 左右达到最大，而
后又迅速下降。
2.2.2 霉菌在发酵过程中的动态变化 从图 3 可看
出，发酵结束时，霉菌含量从(5.31±0.07) logCFU·g-1
下降到(2.92 ±0.03) logCFU·g-1。发酵 3 d 时，相比
于对照组，试验组中霉菌活菌数下降显著（P<0.05）
。
在发酵的第 3 天，试验组中的霉菌活菌数只有(3.63
±0.04) logCFU·g-1，而此时对照组中的霉菌活菌数仍
处在较高水平，为(5.32±0.06) logCFU·g-1。
2.2.3 大肠杆菌在发酵过程中的动态变化 霉变饲
料发酵过程中的大肠菌群的活菌数变化如图 4 所
示。相比对照组，试验组发酵饲料中的大肠菌群活
菌数下降趋势显著(P<0.05)，发酵 3 d 时，发酵的饲
料中的大肠菌群只有（3.90±0.05）logCFU·g-1，此
时对照组中的大肠菌群活菌数处于较高的水平，为
（9.01±0.07）logCFU·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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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霉变全价饲料在发酵过程中 3 种菌的动态变化
Figure 2 Dynamic changes of the three bacteria in the moldy
complete feed during fermentatio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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霉变全价饲料发酵过程中霉菌毒素含量的测
定结果
从图 5 可以看出，发酵期间，AFB1 含量下降
显著。从初期含量（22.46±0.09）μg·kg-1 下降到
（4.32±0.05）μg·kg-1，差异显著（P<0.05）。经过发
酵处理的霉变全价饲料 AFB1 含量下降到国家允许
的范围内（<10.00 μg·kg-1）
。
并且在发酵第 3 天 AFB1
含量下降趋势最大，这与在发酵第 3 天时 pH 和乳
酸菌活菌数的变化一致。pH 的急剧变化，不适应霉
菌的生长，从而抑制霉菌的生长，从源头上抑制霉
菌毒素的形成，有益微生物的大量增殖，一部分菌
体能够吸附霉菌毒素，再加上其产生的抑菌物质和
代谢产物更好的降低了霉菌毒素的含量。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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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菌发酵霉变全价饲料过程中 pH 的变化
在霉变全价饲料中接种混菌进行发酵能够明显
降低饲料的 pH。在发酵 0～48 h 时 pH 降低缓慢，
这是由于包装袋中存有氧气，菌体大量繁殖，还没
有进入发酵期。48～72 h 里 pH 下将迅速，这是由
于袋中的氧气消耗殆尽，菌体开始进入无氧发酵期，
大量的产生乳酸，导致 pH 迅速下降。实验结束时
接种混菌发酵霉变全价饲料组的 pH 低于对照组，
说明混菌发酵有较好的促进作用。
3.2 混菌发酵霉变全价饲料过程中活菌数的变化
在霉变全价饲料中接种混菌后，对其中的大肠
菌群、霉菌有良好的抑制效果。发酵初期，饲料中
微生物开始大量增殖，消耗了饲料环境中的少量氧
气,使饲料中的厌氧程度逐渐增强，促进了乳酸菌的
生长，对其中好氧细菌有抑制作用。同时发酵霉变
饲料中乳酸菌在发酵 3 d 左右达到 9.66 logCFU·g-1
以上，在饲料中形成绝对的优势，乳酸菌的代谢过
程中产生大量的酸性物质,使发酵组在发酵 3 d 左右
pH 达到 5.0 以下，有效的抑制了饲料中不耐酸的菌
种如梭状芽孢杆菌、霉菌、大肠菌群的生长，并且
由于乳酸菌的优势菌群地位，与酵母菌争夺饲料中
糖分的过程中，抑制酵母菌的增殖。乳酸菌在代谢
过程中还产生的一些抑菌物质（如乳酸、过氧化氢、
乙醛等），较好的抑制甚至杀灭饲料中的杂菌。
Elferink[9]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蔡义民[10]的研究也
证实，在饲料中添加乳酸菌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
酵母菌和一般细菌的繁殖。发酵组中对饲料中大肠
菌群、霉菌抑制作用明显，这主要是由于发酵过程
中产生的抑菌物质造成的[11]，再结合 pH 的变化情
况也较好的说明了这一点。酵母菌菌体中含有非常
丰富的蛋白质、B 族维生素、脂肪、糖、酶等多种
营养成分。大量的应用研究实验证明,酵母和芽孢杆
3.1

图 4 霉变全价饲料在发酵过程中大肠杆菌的动态变化
Figure 4 Dynamic changes of E. coli in the moldy complete
feed during fermentatio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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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霉变全价饲料在发酵过程中霉菌毒素含量的变化
Figure 5 Mycotoxin change in the moldy complete feed
during the fermentatio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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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霉变全价饲料在发酵过程中霉菌的动态变化
Figure 3 Dynamic changes of mould in the moldy complete
feed during fermentatio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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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在提高动物免疫力、提高动物生产性能和减少应
激等方面均起作用[12-13]，同时菌体之间互有协同作
用，缩短了发酵的时间，主要是由于乳酸菌利用乳
糖发酵产生乳酸，使发酵液的 pH 值有所降低，适
合酵母菌的生长代谢，酵母菌的代谢加快，因此生
长速度开始加快，可见乳酸菌和酵母菌有共生作用，
乳酸菌的加入会大大促进酵母菌的生长，加快发酵
速度。所以，在评价发酵饲料的质量时，不能简单
的认为这两种菌越少越好。
3.3 霉变全价饲料发酵过程中霉菌毒素含量变化
混菌发酵降低霉菌毒素含量的主要机制有：①
混菌通过与霉菌竞争营养成分，同时产生抑菌物质
的方式直接抑制霉菌的生长，从源头上抑制霉菌毒
素的形成，比如枯草芽孢杆菌产生的一大类脂肽类
化合物伊枯草菌素以及抗霉枯草菌素等[14] ，它们都
是由 7 个氨基酸残基组成的一个肽环，它们对大多
数霉菌具有强烈的抗菌能力。Nakayama 等研究表
明，某些枯草芽孢杆菌能产生抗菌物质伊枯草素
( Iturin)[15]。Ei-Nezami 等[16]利用培养基的方法研究
了乳酸菌对霉菌生长和黄曲霉毒素形成的影响，结
果证实，乳酸菌可以抑制霉菌的生长和毒素的形成。
参照本实验中霉菌的活菌数变化可以发现，混菌发
酵可以很好抑制霉菌的生长，从而控制毒素的形成；
②发酵菌体代谢过程中产生的代谢产物与霉菌毒素
结合形成无毒或毒性较低的化合物，从而降低霉菌
毒素危害，比如乳酸菌的代谢产物与 AFB1 结合形
成无毒化合物来降低毒素含量；③菌体可以吸附霉
菌毒素，形成菌体-黄曲霉毒素复合体，降低霉菌毒
素含量，比如酵母菌细胞壁特有的吸咐能力来稀释
某些霉菌毒素。Kankaanpaa 等[17]研究证实，在反应
中有 90%以上黄曲霉素素结合在酵母菌细胞壁上。

4

结论

混菌发酵缩短了发酵时间，pH 下降明显。发酵
期间乳酸菌的活菌数迅速增加，接种的乳酸菌在发
酵中快速增殖，达到 9.86 logCFU·g-1 以上。酵母菌的
生长变化比较平和，3 d 内达到生长高峰，而后逐渐
下降。枯草芽孢杆菌在发酵中迅速增殖，在发酵 3 d
左右达到最大，而后又迅速下降。霉菌含量在发酵
结束时，从 5.31 logCFU·g-1 下降到 2.92 logCFU·g-1，
相比于对照组，试验组中的霉菌活菌数下降显著
（P<0.05）
。发酵结束时，大肠杆菌含量下降明显。
对于中度霉变饲料经过混菌发酵处理，能有效
降低霉菌毒素含量，使其下降到允许的含量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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