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Ｌａｃｒｉｓ１０＆HＢα１０】
植物性乳酸菌养鸡篇

株式会社丸に

「Ｌacris10＆HBα10」通过添加植物性
乳酸菌，可以使鸡脚脖更强壮，鸡能
养殖得更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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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乳酸菌
乳酸菌是指食糖后生成乳酸的

细菌的总称。

生成乳酸的乳酸菌在生物的肠内可以抑制有害
菌和杂菌的生成。可以活着到达肠道的乳酸菌在肠
内减少「有害菌」、增加「益生菌」。中途被灭绝
的细菌，虽然与「益生菌」的繁殖无关，但是其尸
体（菌体部分）能够在肠内提高免疫力，令肠的运
动活跃，并吸着有害物质排出体外，所以有治理肠
胃的作用。



【Ｌａｃｒｉｓ10 &ＨＢα10】
所谓养鸡就是饲养安全，安心的鸡

养鸡大致分为肉鸡和蛋鸡两大种类、一般来说同一个养鸡场不会养殖两种鸡。

☆ 为了防止传染病以及鸡所持有的特种病菌的感染。
☆ 尤其是如果传染了禽流感，鸡场所有的鸡必须进行焚烧或者填埋处理。。
☆ 这在营销上会成为问题，更会影响到养鸡场的信誉问题，影响今后的经营。。

现在的养鸡设施
☆ 以往都是隔离饲养，但是现今为了经营效率化，基本都使用了现代化设施。
☆ 鸡舍内基本都是没有间隙隔开３～４层，饲料，水，鸡蛋，鸡粪实现了自动化
管理。
☆ 为了防止传染病，所以基本采取与外界隔离的建筑方式。
☆ 但是还是会有空气污染的问题发生，因为还会残留一些环保设备顾及不到的死
角存在。
☆ 由于鸡笼饲养会导致鸡不能自由活动而有压力，容易诱发疾病。
☆ 虽然换气沟为了防止外部侵入而张了网罩，但是有时候还是不能战胜自然力量。

【可以解决以上问题的就是Ｌacris10&ＨＢα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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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理想状态
①我们确信「Ｌacris10＆ＨＢα10」作为一种被期待的新型耐性菌，为食品的

安全安心创造了一个良好的自然环境。

☆ 客观性，主观性
①以21世纪中国的农业改革以及畜产改革为目标作贡献。
②畜产改革是指减少畜产的病患率，以健康，安全安心的饲养方式为目标。
③饲料的「激素」的乱用，只能在初期阶段看到一些效果，长期的激素使用

只会成为疾病蔓延的温床。。
④不仅是针对家畜，而且还会对食用了这些家畜的人类产生影响，导致疾病。
⑤减少人体内的益生菌，导致免疫力低下，容易诱发癌症，肠道，内脏疾病，

以及过敏等关联疾病。
⑥ＬＢＰＬ可以提高肠道免疫力，培养益生菌，除去抗生物质。
⑦可以食用没有激素的美味鸡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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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ｃｒｉｓ10 ＆HＢα10】
养鸡企业的理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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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cris１０&HBα１０

使用方法・使用上的注意・禁止事项

☆ 请勿在饲料中使用激素・化学药品。（这样会导致食用了鸡肉的人体内也会残留激素化学用品等恶性影响）
☆ 开封后请远离水分，因为乳酸菌遇水后即会复活，进行自然发酵。
☆ 保质期为生产日开始三年，请置于阴暗处保管。（保存状态良好的话，可以保质5年左右）

添加到配合饲料的情况下（出生后就请喂食乳酸菌）
☆配合饲料1000ｋｇ的情况下使用200ｇ～300ｇ乳酸菌。在水温20～30°左右的温度下充分搅拌，放置2小时后
作为添加剂加入饲料中混合使用。（如果能让饲料在加入乳酸菌的液体中混合搅拌的话，更能让乳酸菌全面附着
于饲料上，起到超群的效果。当然在干燥的饲料中， Lacris10&HBα10也会繁殖生长。

添加到饮用水的情况下
☆ 饮用水1000Ｌ的情况下使用100ｇ～250ｇ乳酸菌
☆ 温度为20℃～30℃左右可以使其溶解充分，并请充分搅拌。
☆ 在取水箱（储水箱）中注入Lacris10&HBα10溶解液（通过饮用水，喷雾，清扫等使用方式，可以使鸡舍内
全面产生抗体免疫反应，从而生成健康，美味，无激素的肉质，并降低死亡率，减少疾病率。其结果就是能高价
销售猪肉，减少损耗率，得到高收益。）
☆ 平均每天饮用500ml左右的水。（大饮料瓶一瓶份）

对象鸡种以及使用期限

☆肉鸡从雏鸡开始50天为止使用。但是，开始产蛋时请喂食乳酸菌。
☆蛋鸡从雏鸡开始可以使用。

☆蛋鸡的生蛋周期会比普通的延长5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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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ｃｒｉｓ10 ＆HＢα10】
（Ｌａｃｒｉｓ10 ）是使用有孢子性乳酸菌Bacillus coagulans的混合饲料，能促进家畜健
康生长。

（HＢα10）是添加植物性乳酸菌的配合饲料添加剂。通过使用大豆粉末（全碳水化合物）添
加饲料可以实现下记6项。

１：Ｌａｃｒｉｓ10以孢子的形态进行制药化，在保存性方面非常优越。

２：就算经过90°30分钟的加热处理，基本也不会被灭绝。所以也可以
作为宠物饲料使用。

３：耐酸性强，通过胃酸刺激发酵。
４：在肠道内繁殖以及固定性方面非常优越。
５：据报告显示，基本不受饲料中的各种抗菌剂的影响。
６：据报告显示，试验结果证明能抑制大肠菌，沙门氏菌，大腸菌、サ

ルモネラ菌、梭菌等的繁殖。

乳酸菌的特征
与其他乳酸菌所不同的6点

【Ｌａｃｒｉｓ10 ＆HＢα10】
猪·鸡·牛用混合饲料



【ＬＡＣＲＩＳ10 ＆HＢΑ10】
促进发育及其生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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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周令～６周令为止的促进发育效果
与先前的试验相同，把4周令的白羽鸡15只为一群，共5群设置实验区，把Ｌａｃｒｉ
ｓ10、６０ ＆HＢα10 分别以0.001,0.005,0.01,0.05%的比例加入饲料中，并喂食至
6周令，测定期间的体重变化和饲料摄取量。

试验数据如下，根据实验结果，可以看出Ｌａｃｒｉｓ10 ＆HＢα10对于4周令-6周令的幼雏期
的发育也有显著的促进发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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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ｃｒｉｓ10 ＆HＢα10】
官方资料

针对大腿肉的药物检测结果证明，激
素，、磺酰胺、新喹诺酮等为被检出。

针对大腿肉，鸡胸肉，鸡脯肉的细菌污染调查（黄葡萄球菌，
沙门氏菌，O157菌，黄色ブドウ菌、サルモネラ菌、Ｏ１５７
菌、弯曲杆菌等），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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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ｃｒｉｓ10 ＆HＢα10】
官方检测资料

把鸡胸肉从冷冻状态解冻后，100g中的
游离氨基酸组成成分检测报告证明了鸡
肉的美味程度。

针对鸡胸肉的美味成分（成分检测）检
测结果证明能确保鸡肉的美味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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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脚脖强壮，健康成长

鸡群快乐成长

开放的空间，即便密集饲养也能健康成长

没有臭味，不会对鸡造成压力

【Ｌａｃｒｉｓ10 ＆HＢα10】
使用植物性乳酸菌时鸡舍内的情况

http://ja.wikipedia.org/wiki/%E3%83%95%E3%82%A1%E3%82%A4%E3%83%AB:Industrial-Chicken-Coop.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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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cris/LBPL/New Alpharact 」

鸡粪的有效利用（堆肥）

鸡粪可以有效的成为堆肥。
喂食【Ｌａｃｒｉｓ10 ＆HＢα10】植物性乳酸菌后的鸡粪、没有其特有的恶臭，也没
有细菌类，可以成为安全的肥料和饲料。
而且植物性乳酸菌可以活着被排出体外，作为进入土壤，作为「土壤菌」在土地中定居，
由此可以产出美味健康的蔬菜等农作物。

把喂食过植物性乳酸菌后的鸡粪作为
肥料用于小葱种植中，可以看到小葱
的根部城白色，比普通的根要长，而
且健康生长。

【Ｌａｃｒｉｓ10 ＆HＢα10】
鸡粪的有效利用（堆肥）

http://wrs.search.yahoo.co.jp/_ylt=A3xTxkquUApQwGwAKYODTwx.;_ylu=X3oDMTBncmpvZXJpBHNlYwNzcgRzbGsDbWVkaWE-/SIG=13d4pcbon/EXP=1342954094/**http:/ja.wikipedia.org/wiki/%E3%83%8B%E3%83%AF%E3%83%88%E3%83%AA


【Ｌacris10 ＆HBα10】
使用乳酸菌的必须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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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鸡场主来
说没有毒性，
所以可以大量

使用

Ｌａｃｒｉｓ10＆ＨＢα１０

能在肠内固定，
对于肠内异常
繁殖的细菌有
抗菌作用。

对肠内各种菌起到平衡
作用，通过活性肠内常
驻菌的自我调节能力令
肠内菌正常化后迅速排

出体外。

在胃和十二指肠
中不会被灭绝，
所以有足够的含
菌量简单到达作

用部位。



【Ｌａｃｒｉｓ10 ＆HＢα10】

使用植物性乳酸菌时的功能功效-1

☆ 预防疾病【与之前相比，可以把病死减少至３～５％以下】
☆ 能够解决被世界所关注的抗生素给药问题。【可以解决、安心・安
全】
☆ 可以为消费者提供安心的鸡肉。【有关信誉、生意兴隆】
☆ 通过添加植物性乳酸菌可以改善肉质。【柔软美味的肉质】
☆ 可以生产出具有高附加值的优质产品【提高销售价格，从而增加收
益】
☆ 减少由于排便，排尿引发的臭味【减少压力，健康成长】
☆ 可以改善周围的污染水【减少恶臭及改善污染水】
☆ 出货日可以得到提前，提高生产效率「周转率」【扩大利润】

植物性乳酸菌能提高肠道的免疫性和吸收力，削减一定数量的有害菌，创
造一个有利于益生菌活性化的环境。
其结果就是，植物性乳酸菌作为一种安全安心的食材，让身体可以尽可能
的吸收营养成分，保存体力，有一个健康的体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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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acris10 ＆HBα10】
对于鸡的促进成长效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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孢子 营养细胞



【Ｌacris10 ＆HBα10】

对于鸡的促进成长效果-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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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部环境有着非常强的
耐性。

Ｌａｃｒｉｓ10 HＢα1０植物性乳酸菌 有孢子



【Ｌacris10 ＆HBα10】
对于鸡的促进成长效果-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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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人体胃液（ｐｈ1.2）

10的8次方（８０億個） 100,000,000

生菌数
個/ml

10的7次方（7億個） 10,000,000
1,000,000

10的5次方 100,000

10,000

10的3次方 1,000
100
10
1

０ １５ ３０

0 15分 ３０ 分 ６０分
现今为止的乳酸菌基本会被
胃酸灭绝，但是植物性乳酸
菌因为是自然环境中生成的
乳酸菌，耐酸是其特征。

処理時間（分）

Ｂ：ＣＯＡＧＵＬＡＮＳ Ｌ：ＡＣＩＤＯＰＨＩＬＵＳ

Ｓ：ＦＡＥＣＡＬＩＳ Ｂ：ＢＩＦｉＤＵＭ

不会因为胃酸，胆酸而被
灭绝，到达肠管的到达率
非常高。



【Ｌacris10 ＆HBα10】
对于鸡的促进成长效果-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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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の７乗

１０の５乗

１０の３乗

10

0

０ １分 ２分 ５分 １０分 ３０分

片対数グラフ 処理時間

６５°Ｃ 75°Ｃ ８０°Ｃ 85°Ｃ 90°Ｃ 95° １００°Ｃ

显示在90°C以下有很高的生存率。



【Ｌacris10 ＆HBα10】
对于鸡的促进成长效果-6

19

开始 1个月后（３７°Ｃ）

从图表可以看出，试验开始（３７°Ｃ）1个月后的状
态保持着20%左右的下降。
具有耐盐性效果。



【Ｌacris10 ＆HBα10】
对于鸡的促进成长效果-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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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饲料的Ｌａｃｒｉｓ10＆ＨＢα１０的添加量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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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饲料的Ｌａｃｒｉｓ10＆ＨＢα１０的添加量

２０

【Ｌacris10 ＆HBα10】
对于鸡的促进成长效果-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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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Ｌacris10 ＆HBα10】
对于鸡的促进成长效果-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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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雛～８週令

【Ｌacris10 ＆HBα10】
对于鸡的促进成长效果-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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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使用Ｌａｃｒｉｓ10 ＆HＢα10添加饲料

投入鼠疫伤寒菌

２３

鼠疫伤寒菌投入量有无添加
粪便中的鼠疫伤寒菌数

【Ｌacris10 ＆HBα10】
对于鼠疫伤寒菌的针对效果-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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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材料名称： Bacillus coagulans （有孢子性乳酸菌「Lacris」、乳糖、淀粉

添加量：针对猪用饲料、添加0.5％
针对牛用饲料、添加0.3％
针对鸡用饲料、添加0.2％-0.5%

试验数据

【Ｌacris10 ＆HBα10】
对于鸡的促进成长效果-12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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