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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中的实施方式是针对制备方法和含有

微藻生物质的组合物。本文描述例如制备微藻粉

的方法，其涉及培养微藻，将所述微藻浓缩成微

藻生物质浓浆，洗涤所述微藻生物质浓浆，调节

所述微藻生物质浓浆的pH并干燥所述微藻生物

质浓浆，以产生所述微藻粉。还公开补充有微藻

生物质的食品，所述微藻生物质包含例如微藻

粉、蛋白质浓缩物或蛋白质分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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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组合物，其包含约5％至约100％裸藻生物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组合物，其中所述裸藻生物质为按干重计约10％至约75％的

蛋白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组合物，其中所述裸藻生物质来源于以异养方式培养的裸藻。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组合物，其中所述裸藻生物质主要是完整的裸藻细胞。

5.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组合物，其中所述裸藻生物质为微藻粉。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组合物，其中从所述裸藻生物质中分离出蛋白质浓缩物。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组合物，其中从所述裸藻生物质中或从所述蛋白质浓缩物中

分离出蛋白质分离物。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组合物，其中从所述裸藻生物质中萃取出油。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组合物，其中所述裸藻生物质被添加到食品中。

10.一种食品，其包含约0.1％至约100％裸藻生物质和可食用成分。

11.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食品，其中所述裸藻生物质选自下组：微藻粉、蛋白质浓缩

物和蛋白质分离物。

12.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食品，其中所述蛋白质浓缩物或所述蛋白质分离物为至少

40％蛋白质。

13.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食品，其中所述食品选自下组：酱、茶、糖果、饼干、谷物、面

包、水果混合物、水果沙拉、沙拉、点心棒、蛋白棒、果泥干、酸奶、健康棒、格兰诺拉麦片、冰

沙、汤、果汁、蛋糕、馅饼、奶昔、冰淇淋、蛋白质饮品、营养饮品、动物仿制品和健康饮料。

14.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食品，其中所述食品为选自下组的非乳制品：奶酪、酸奶、牛

奶、酪蛋白替代品、鲜奶油、蛋白质饮料、非乳制奶精和其组合。

15.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食品，其中所述食品为动物仿制品。

16.根据权利要求15所述的食品，其中所述动物仿制品选自下组：肉仿制品、香肠仿制

品、意大利辣香肠/腌肉仿制品、鸡肉仿制品、火鸡肉仿制品、猪肉仿制品、培根仿制品、牛肉

仿制品、豆腐替代品、牛肉糜仿制品、肉干仿制品、蛋仿制品、蛋替代品、全熟蛋替代品、蛋粉

替代品、液态蛋替代品、冷冻蛋替代品、沙拉酱、蛋黄酱和其组合。

17.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食品，其中所述食品为选自下组的挤制产品：蛋白质脆片、

脆饼、棒、咸脆饼、海藻类点心、谷物片、意大利面、脆片、泡芙、燕麦片、饼干和其组合。

18.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食品，其中所述食品为营养饮品。

19.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食品，其中所述食品为蛋白棒。

20.根据权利要求10‑19中任一项所述的食品，其中所述食品呈液体形式。

21.根据权利要求10‑19中任一项所述的食品，其中所述食品呈干燥或粉末状形式。

22.一种用于制备微藻粉的方法，其包括：

培养裸藻，

将所述裸藻浓缩成微藻生物质，

洗涤所述微藻生物质，

调节所述微藻生物质的pH，并且

干燥所述微藻生物质，以产生所述微藻粉。

23.根据权利要求22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微藻生物质由约25％至约99％完整细胞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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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24.根据权利要求22所述的方法，其中微藻粉为按干重计约25％至约55％的蛋白质。

25.一种用于制备蛋白质浓缩物的方法，其包括：

培养裸藻，

使所述培养物的固体量达到约1％至约30％以形成生物质，

将所述生物质调节到约3至约11的pH，

将所述生物质匀浆，

将所述匀浆离心，并且

将所述匀浆分成三层或更多层，其中所述层为球粒、水性中间层和顶部富含脂质层，

其中所述水性中间层含有可溶性蛋白质。

26.根据权利要求25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球粒含有蛋白质浓缩物浓浆的离散层，其与

水性和不溶性组分物理分离。

27.根据权利要求25所述的方法，其中将所述水性中间层的pH调节到约3.5至约5.5。

28.根据权利要求27所述的方法，其中将所述水性中间层在22℃下培育至少1小时。

29.根据权利要求28所述的方法，其中将所述水性中间层进一步离心以产生蛋白质浓

缩物浓浆。

30.根据权利要求29所述的方法，其中将所述蛋白质浓缩物浓浆在相同重量的水中稀

释以产生蛋白质浓缩物稀浆。

31.根据权利要求29‑30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中将所述蛋白质浓缩物浓浆或蛋白质

浓缩物稀浆调节到约5.5至约8.5的pH。

32.根据权利要求30‑31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中对所述蛋白质浓缩物稀浆进行喷雾

干燥以产生所述蛋白质浓缩物。

33.根据权利要求25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蛋白质浓缩物具有至少40％蛋白质的蛋白

质浓度。

34.一种用于制备蛋白质分离物的方法，其包括：

培养裸藻，

使所述培养物的固体量达到约1％至约30％以形成生物质，

将所述生物质调节到约6至约11的pH，

将所述生物质匀浆，

将所述匀浆离心，并且

将所述匀浆分成三层或更多层，其中所述层为球粒、水性中间层和顶部富含脂质层，

其中所述水性中间层含有可溶性蛋白质。

35.根据权利要求34所述的方法，其中将所述水性中间层调节到约3.5至约5.5的pH。

36.根据权利要求35所述的方法，其中将所述水性中间层在22℃下培育至少1小时。

37.根据权利要求36所述的方法，其中将所述水性中间层进一步离心以产生蛋白质浓

缩物浓浆。

38.根据权利要求37所述的方法，其中将所述蛋白质浓缩物浓浆在相同重量的水中稀

释以产生蛋白质浓缩物稀浆。

39.根据权利要求38所述的方法，其中将所述蛋白质浓缩物稀浆(a)离心和(b)再悬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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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水中，其中(a)和(b)任选地重复一次或多次。

40.根据权利要求37‑39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中将所述蛋白质浓缩物浓浆或蛋白质

浓缩物稀浆调节到约5.5至约8.5的pH。

41.根据权利要求38‑40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中对所述蛋白质浓缩物稀浆进行喷雾

干燥，由此产生所述蛋白质分离物。

42.根据权利要求25‑41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蛋白质浓缩物使用有机溶剂脱脂，由此

将蛋白质含量增加到大于80％。

43.根据权利要求42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有机溶剂选自下组：丙酮、苯甲醇、1,3‑丁二

醇、二氧化碳、蓖麻油、单甘油酯和二甘油酯的柠檬酸酯、乙酸乙酯、乙基醇(乙醇)、用甲醇

变性的乙基醇、丙三醇(甘油)、二乙酸甘油酯、三乙酸甘油酯(三醋精)、三丁酸甘油酯(三丁

精)、己烷、异丙基醇(异丙醇)、甲基醇(甲醇)、甲基乙基酮(2‑丁酮)、亚甲基氯(二氯甲烷)、

单甘油酯和二甘油酯、柠檬酸单甘油酯、1,2‑丙烯乙二醇(1,2‑丙二醇)、脂肪形成脂肪酸的

丙二醇单酯和二酯、柠檬酸三乙酯和其组合。

44.根据权利要求41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蛋白质分离物具有至少80％蛋白质的蛋白

质浓度。

45.根据权利要求34‑44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球粒为大于95％的β葡聚糖。

46.根据权利要求1‑9中任一项所述的组合物、根据权利要求10‑21中任一项所述的食

品或根据权利要求22‑45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裸藻选自：细小裸藻、血红裸藻、静

裸藻、易变裸藻、梭形裸藻、绿裸藻、念珠裸藻、膝曲裸藻、尖尾裸藻、近轴裸藻、三棱裸藻、衣

裸藻、光亮裸藻、编织裸藻、中型裸藻、多形裸藻、带形裸藻、附生裸藻、洁净裸藻、延长裸藻、

弹性裸藻、矩圆裸藻、鱼形裸藻、坎塔布连裸藻、颗粒裸藻、钝顶裸藻、泽生裸藻、半色裸藻、

变异裸藻、尾裸藻、小裸藻、普通裸藻、壮丽裸藻、土生裸藻、短尖裸藻、抽动裸藻、棒形裸藻、

宽裸藻、结节裸藻、孔塔布连裸藻、子囊形裸藻、奧斯坦德斯裸藻或其组合。

47.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组合物或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食品，其中所述裸藻生物质

为干裸藻生物质。

48.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组合物或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食品，其中所述裸藻生物质

为湿裸藻生物质。

4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组合物或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食品，其进一步包含调味

剂、掩蔽剂和/或额外成分。

50.根据权利要求22、权利要求25或权利要求34所述的方法，其进一步包括将调味剂、

掩蔽剂和/或额外成分施用到培养中的所述裸藻和/或所述生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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裸藻的蛋白质提取及后续加工的方法

[0001] 对相关申请的交叉引用

[0002] 本申请要求2019年6月28日提交的美国临时申请第62/868,569号的权益，所述美

国临时申请以全文引用的方式并入本文中。

发明内容

[0003] 本文所描述的实施方式是针对制备微藻粉的方法，其包括：培养微藻，将微藻浓缩

成微藻生物质浓浆，洗涤微藻生物质浓浆，调节微藻生物质浓浆的pH并干燥微藻生物质浓

浆，以产生微藻粉。

[0004] 在本文所述的实施方式中，制备蛋白质浓缩物的方法包括：培养微藻，使培养物的

固体量达到约3％至约30％、任选地约10％至约30％固体量、任选地约5％至约15％固体量，

将培养物调节到约6至约11的pH，将培养物匀浆，将匀浆离心，并且将匀浆分成三层，即球

粒、中间层和顶部层，其中中间层为可溶性蛋白质。中间层通过调节约3.5至约5.5、任选地

约4至约5的pH来沉淀，任选地在约22℃下培育至少1小时，且加以离心，从而产生由蛋白质

浓缩物浓浆(蛋白质浓浆)构成的重相，和含有酸可溶细胞物质和未沉淀蛋白质的轻相(称

为乳清)。任选地，将蛋白质浓缩物浓浆用水，任选地相同重量的水稀释以产生蛋白质稀浆。

将蛋白质稀浆的pH调节到约5.5至约8.5、任选地约6至约8。蛋白质稀浆可经喷雾干燥。

[0005] 在本文所述的实施方式中，制备蛋白质分离物的方法包括：培养微藻，使培养物的

固体量达到约3％至约30％、任选地约10％至约30％固体量、任选地约5％至约15％固体量，

将培养物调节到约6至约11的pH，将培养物匀浆，将匀浆离心，并且将匀浆分成三层，即球

粒、中间层和顶部层。中间层通过添加酸达到约3.5至约5.5、任选地约4至约5的pH来沉淀，

任选地在约22℃下培育至少1小时，且加以离心，从而产生由蛋白质浓缩物浓浆(蛋白质稀

浆)构成的重相，和含有酸可溶细胞物质和未沉淀蛋白质的轻相(称为乳清)。可以洗涤和过

滤沉淀的蛋白质浓缩物稀浆以进一步增加蛋白质分离物中的蛋白质含量。任选地，将蛋白

质浓缩物浓浆用水，任选地相同重量的水稀释以产生蛋白质稀浆。任选地，将蛋白质稀浆

(a)离心和(b)再悬浮于水中，其中(a)和(b)任选地重复一次或多次。将蛋白质浓浆或稀浆

的pH调节到约5.5至约8.5、任选地约6至约8。蛋白质稀浆可经喷雾干燥。

[0006] 本文所述的实施方式是针对包含约5％至约100％微藻生物质的组合物。

[0007] 本文所述的实施方式是针对包含约0.1％至约100％微藻生物质和可食用成分的

食品。

附图说明

[0008] 图1从左向右描绘溶剂萃取的裸藻(Euglena)蛋白质浓缩物：全脂蛋白质浓缩物、

用己烷脱脂的蛋白质浓缩物、用异丙醇脱脂的蛋白质浓缩物、用乙醇脱脂的蛋白质浓缩物。

[0009] 图2从左向右描绘溶剂萃取的裸藻蛋白粉：全脂蛋白粉、用己烷脱脂的蛋白粉、用

异丙醇脱脂的蛋白粉、用乙醇脱脂的蛋白粉。

[0010] 图3显示椰子柑橘(Coconut  Citrus)蛋白棒的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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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图4显示黑巧克力、杏仁和蔓越莓蛋白棒的图像。

[0012] 图5从上到下显示含有裸藻粉的意大利面擀面团：具有0％裸藻粉的对照、10％裸

藻粉、20％裸藻粉和30％裸藻粉。

[0013] 图6从上到下显示具有裸藻粉的无麸质意大利面擀面团：具有0％裸藻粉的对照、

10％裸藻粉和20％裸藻粉。

[0014] 图7显示具有裸藻粉的无蛋意大利面擀面团，顶部：具有0％裸藻粉的对照，和底

部：20％裸藻粉。

[0015] 图8显示具有富含蛋白质的裸藻粉和豌豆蛋白的挤制产品的版本1‑3。A显示第1版

配制物，B为第2版且C为第3版的挤制产品。

[0016] 图9显示具有富含蛋白质的裸藻粉、豌豆蛋白和掩蔽剂的挤制产品的版本4‑6。A显

示第4版配制物，B为第5版且C为第6版的挤制产品。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作为文明社会，我们在多年后面临重大挑战。经预测在接下来数十年内的人口增

长，截至2050年达约97亿全球人口，将引起严重的食物短缺。营养不良是死亡的主要起因，

导致每年约350万例死亡。全球森林砍伐将导致我们目前所依赖的食物的相当大部分(即棕

榈油)的损失。我们目前利用的资源不可持续，截至2050年将需要相当两个行星的资源来支

持预期人口。因此，有很大需要来鉴别可持续的替代物。举例来说，可以提供改进的功能性、

更高的营养价值、最少的废物流、减少的水使用和减少的二氧化碳排放的食物来源。

[0018] 微藻为蛋白质、膳食纤维、必需脂肪酸、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丰富来源。在脂质去除

之后，残余生物质含有甚至更高浓度的蛋白质和其它营养素。微藻为长链多不饱和脂肪酸

(“PUFA”)的良好来源，且已用于以ω‑3PUFA丰富膳食。本文中所描述的尤其是用于从以异

养方式培育的微藻(例如裸藻)萃取多种组分而不使用苛性化学物质或溶剂的新颖技术。

[0019] 一种命名为细小裸藻(Euglena  gracilis)(下文中称为裸藻)的特定藻种属于一

类单细胞微藻，其常常用作实验室研究和技术应用的候选物种。裸藻具有真核细胞(如线粒

体、细胞核和溶酶体)所特有的代表性特征。裸藻的特征可进一步在于其长鞭毛和红色大眼

点。其独特之处在于其类似于植物，能够滋养自己(自养)，并且如同动物一般进食且消化外

部食物来源(异养)。裸藻是一种被证实的用于研究的多面模式生物。通过优化使用单一滋

养模式或两种滋养模式的天然能力，通过调整生产工艺中的关键操作参数能够引导裸藻产

生目标化合物。这些关键调整可用于增强微生物的天然机制，促进快速生长和高效转化为

有价值的产物，而产生的废弃物极少。

[0020] 存在用于从细胞萃取脂质、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的各种方法。就从微藻萃取脂质

来说，一些方法包括有机溶剂萃取(用/不用索氏(Soxhlet)设备)、超临界流体萃取、超声波

或微波辅助式萃取、机械(即按压、研磨)、渗透压冲击或基于酶的萃取。由于微藻细胞构成

的组成，萃取过程需要针对微藻优化。然而，使用毒性溶剂(如己烷)的工艺违背以最安全且

最环保的方式萃取物质的目的。其还可能在产品中留下溶剂残余物，这需要在消费者食用

之前去除。就可溶性蛋白质萃取来说，已使用机械(珠粒研磨)、pH、温度或酶消化使微藻细

胞断裂，之后纯化释放的蛋白质。

[0021] 为方便起见，在说明书、实例和权利要求书中所用的某些术语收集在此。除非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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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否则本公开中所用的所有技术术语和科学术语均具有与本公开所属领域的普通技术

人员通常所理解的含义相同的含义。

[0022] 在提供一系列值的情况下，旨在所述范围的上限与下限之间的每个中间值以及所

述范围中的任何其它所述或中间值涵盖在本公开内。举例来说，如果陈述范围1ml至8ml，则

希望也明确公开2ml、3ml、4ml、5ml、6ml及7ml，以及大于或等于1ml的值的范围和小于或等

于8ml的值的范围。

[0023] 除非上下文另外明确规定，否则单数形式“一(a/an)”以及“所述”包含多个提及

物。因此，举例来说，提及“细胞”包含单个细胞以及相同或不同细胞中的两个或更多个细

胞。

[0024] 紧接在数值之前的“约”字意指所述值的正或负5％的范围，例如，“约50”意指45至

55，“约25,000”意指22,500至27,500等，除非本公开的上下文另有规定，或与这种解释不一

致。举例来说，在如“约49、约50、约55的数值列表中，“约50”意指延伸到小于前一值与后续

值之间的一个或多个间隔的一半的范围，例如，大于49.5至小于52.5。此外，应根据本文提

供的术语“约”的定义来理解短语“小于约”值或“大于约”值。

[0025] 术语“分批”培养是指允许细胞消耗所有培养基直至生长停止(典型地约2天)的培

养。

[0026] “烘焙制品”意指通常在烘焙食品中发现的食物，其通过使用烘箱制备且通常含有

膨松剂。烘焙制品包含但不限于布朗尼、饼干、馅饼、蛋糕和糕点。

[0027] “生物反应器”和“发酵器”意指其中通常在悬浮液中培养细胞的围封体或部分围

封体，如发酵罐或器皿。

[0028] “面包”意指含有面粉、液体和通常膨松剂的食物。面包通常通过在烘箱中烘烤来

制备，但其它烹饪方法也是可接受的。膨松剂在本质上可以是化学或有机/生物的。通常，有

机膨松剂是酵母。在膨松剂本质上为化学的情况下(如发酵粉和/或小苏打)，这些食品被称

为“快速焙烤食品”。脆饼和其它脆饼类产品为不含有膨松剂的面包的实例。

[0029] 与“包含(including)”、“含有(containing)”或“特征在于(characterized  by)”

同义的过渡术语“包括(comprising)”是包含性的或开放性的，并且不排除另外的未列举的

要素或方法步骤。相比之下，过渡短语“由……组成”不包括权利要求中未指定的任何要素、

步骤或成分。过渡短语“基本上由……组成”将权利要求的范围限制于指定的材料或步骤，

以及“实质上不影响要求保护的发明的基本和新颖特征”的那些材料或步骤。在术语包含作

为过渡短语使用的实施方式或权利要求书中，此类实施方式还能够设想成术语“包含”被术

语“由……组成”或“基本上由……组成”替换。

[0030] “烹饪品”意指已经加热(例如，在烘箱中)一段时间的食物。

[0031] “奶油沙拉酱”意指作为具有高粘度和缓慢倾倒率的稳定分散体的沙拉酱。一般来

说，奶油沙拉酱为不透明的。

[0032] 动词“培育”、“培养”和“发酵”以及其变化形式意指通过使用培养条件来有意促进

一个或多个细胞(通常微藻)的生长和/或繁殖。预定的条件排除自然界中的微生物生长和/

或繁殖(没有直接的人为干预)。术语“培育”和其变化形式是指通过使用预定的培养条件来

有意促进一个或多个细胞生长(细胞尺寸、细胞含量和/或细胞活性的增加)和/或繁殖(细

胞数量经由有丝分裂而出现的增加)。生长和繁殖的组合可以被称为增殖。一个或多个细胞

说　明　书 3/62 页

7

CN 114286625 A

7



可以是微生物(如微藻)的那些细胞。预定条件的实例包含生物反应器中使用成分确定的培

养基(如pH、离子强度和碳源等特征已知)、指定的温度、氧张力、二氧化碳水平，和生长。

[0033] 如本文中所用的名词“培养物”是指包含微藻生物质和任选地液体(例如，培养基

或水)的组合物。举例来说，培养物可以指微藻生物质的组合物；培养物还可以指微藻生物

质和液体培养基和/或水的组合物。

[0034] “分散体”是指在包含液体或气体的介质中大体上均匀地分布粒子。分散体的一种

常见形式为由两种或更多种不可混溶的液体(如油和水)的混合物制成的乳液。

[0035] “干重”和“细胞干重”意指在相对缺乏水的情况下测定的重量。举例来说，提及微

藻生物质包含指定百分比(以干重计)的特定组分意指所述百分比是基于基本上全部的水

已去除之后的生物质重量来计算。

[0036] 如本公开所用，术语“乳化”、“乳液”或其衍生词是指物质或食品添加剂(如裸藻淀

粉)在食物组合物或食品中以单相混合物形式存在，在所述单相混合物中，通常存在油和水

的二相系统。因此，乳液是指两种通常不可混溶液体的动力学稳定混合物。常见实例为其中

油分散于水中的蛋黄酱。在一些其它食物中，水分散于油中。

[0037] “可食用成分”意指适合于食用的任何物质或组合物。“可食用成分”包含但不限于

谷物、水果、蔬菜、蛋白质、草本植物、香料、碳水化合物和脂肪。

[0038] “精加工食品”和“精加工食品成分”意指易于包装、使用或食用的食物组合物。举

例来说，“精加工食品”可能已经烹饪，或包括“精加工食品”的成分可能已经彼此混合或以

其它方式整合。“精加工食品成分”通常与其它成分组合使用以形成食品。

[0039] 如本文所用的术语“功能性食品”是指通过添加新成分或更多现有成分提供额外

功能的食品。举例来说，将乳清蛋白添加食品中以为食品提供质地、持水能力或营养支持。

[0040] “食物”、“食物组合物”、“食品”和“食料”意指打算或预期由人类摄入作为营养和/

或热量来源的任何组合物。食物组合物主要由碳水化合物、脂肪、水和/或蛋白质构成，并且

基本上占个人每日热量摄入量的全部。“食物组合物”的重量最小可为典型片剂或胶囊的重

量的至少十倍(典型片剂/胶囊重量范围为小于或等于100mg直到1500mg)。“食物组合物”不

以片剂剂型囊封或调配。

[0041] 如本文所用的术语“胶凝(gelling)”、“凝胶(gelificate)”或其衍生词是指呈凝

胶状形式的食物组合物或食品。凝胶状形式通过将固体和液体并入均匀三维半固体结构中

而产生。当凝胶状食品的拉伸强度在500‑1000g/cm2范围内时，其视为软凝胶，如例如果冻

和果酱、坚果酱(例如仅坚果版本)、果冻样产品和翻糖(fondant)中所见。当凝胶状食品的

拉伸强度在1000‑3000g/cm2范围内时，其视为硬凝胶，如例如凝胶糖、糖果凝胶(即曲奇

馅)、水果凝胶棒和水果软糖中所见。

[0042] 如本文所用，“发泡性”是指物质(如蛋白质)在搅打或鼓泡期间快速吸附在空气‑

液体界面上，并且借助于分子间相互作用形成粘性粘弹性膜的能力。

[0043] 如本文所用，本发明的“调配”组合物意指包含(脱脂)微藻与(例如)适合的赋形

剂、稳定剂、粘合剂等的组合物，其帮助制备适合于作为膳食或营养补充剂或作为食品添加

剂口服食用的稳定的含微藻组合物。举例来说，本发明的组合物可以调配成固体、粉末或液

体形式。

[0044] 如本文所用，“配制为食品添加剂”意指配制成固体形式(例如粉末、片剂、球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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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液体形式(例如悬浮液、乳液、混合物等)以有助于将组合物作为食品添加剂添加到食物

中。举例来说，可能需要在制造期间将组合物添加到食物或液体中，或可能需要消费者在制

备和/或食用零食或膳食时添加组合物。因此，配制的特定方式将取决于将向其中添加组合

物的食物和将向其中添加组合物的时间点。

[0045] “现行良好生产规范”和“CGMP”意指通过在21CFR  110(对于人类食物)和111(对于

膳食补充剂)下所阐述的法规或在美国以外的地点中所建立的类似调节方案建立的那些条

件。美国法规由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在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案的授权下颁布，以监

管用于人类食用的食品和膳食补充剂的制造商、加工者和包装商。本文中所描述的所有工

艺可根据CGMP或等效法规来执行。在美国，用于制造、包装或保存人类食品的CGMP法规在

21CFR  110下编纂。出于所有目的，这些条款以及其中提及的辅助条款以全文引用的方式并

入本文中。美国的CGMP条件和其它管辖区中的等效条件适用于确定食物是否掺杂(食物已

在其不适用于食物的此类条件下制造)或在非卫生条件下制备、包装或保存，使得其可能被

污染或以其它方式使得其可能对健康有害。CGMP条件可包含遵守以下法规管控：疾病控制；

清洁和人员培训；建筑物和设施的维护和卫生操作；提供足够的卫生设施和住宿；设备和器

具的设计、建造、维护和清洁；提供适当的质量控制程序，以确保根据适当的卫生原则在接

收、检查、运输、分离、制备、制造、包装和储存食品时采取所有合理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来自

任何来源的污染；及在保护食品免受物理、化学或非所需微生物污染以及防止食品和容器

变质的条件下储存和运输精加工食物。

[0046] “生长”意指细胞尺寸、总细胞含量、细胞分裂数、和/或单个细胞的细胞质量或重

量的增加，包括由于固定碳源转化成细胞内组分而出现的细胞重量的增加。

[0047] 如本文所用，术语“异养”或“异养环境”是指生物体(如微藻或微生物，包含裸藻)

处于使得其基本上完全从外源有机碳源(如碳水化合物、脂质、醇、羧酸、糖醇、蛋白质或其

组合)获得营养素和能量的条件下。举例来说，裸藻是异养生物，其存在于基本上无光的环

境中。

[0048] 如本文所用，术语“光养”或衍生词是指生物体(如微生物，包含裸藻)处于使得其

能够捕获光子以获取能量的条件下。举例来说，当生物体是光养的时，其进行光合成来产生

能量。

[0049] “匀浆”(“Homogenate”)意指已被物理破坏的生物质。匀浆(Homogenization)为涉

及将粒子再分成更小并且更均匀大小的流体机械过程，从而形成可经历进一步加工的分散

体。匀浆用于处理若干食物和乳制品以改进稳定性、保存期、消化和口味。“匀浆”意指将两

种或更多种物质掺合到均相或均一混合物中。在一些实施方式中，产生匀浆。在其它实施方

式中，生物质主要是完整的，但均匀分布在整个混合物中。

[0050] 如本文所用，术语“亲水胶体”是指碳水化合物(即多糖)或蛋白质的长链聚合物，

其在水中形成粘稠溶液或凝胶。

[0051] “增加的脂质产量”意指微藻培养物的脂质/油生产率增加，其能够通过如下实现：

例如增加每升培养物中的细胞干重、增加含有脂质的细胞的百分比，和/或增加每单位时间

每升培养物体积的脂质总量。

[0052] “裂解物”意指含有裂解细胞的内含物的溶液。

[0053] “裂解”意指足以释放至少一些细胞内内含物的微生物的血浆膜和任选地细胞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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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破裂，其通常通过破坏其完整性的机械或渗透机制实现。

[0054] “裂解”意指破坏足以释放至少一些细胞内内含物的生物有机体或细胞的细胞膜

和任选地细胞壁。

[0055] “微藻生物质”、“藻生物质”和“生物质”意指通过微藻细胞生长和/或繁殖而产生

的一种物质。生物质可以含有细胞和/或细胞内内含物以及细胞外物质。细胞外物质包含但

不限于细胞分泌的化合物。

[0056] “微藻粉”是适合人类食用的干燥粒子状组合物，其包含微藻细胞，例如裸藻。

[0057] “微藻油”和“藻油”意指微藻细胞产生的任一种脂质组分，包含三酰基甘油

(“TAG”)。

[0058] “营养补充剂”意指试图通过提供特定营养素而非大量热量来补充膳食的组合物。

营养补充剂可含有以下成分中的任何一种或多种：维生素、矿物质、草本植物、氨基酸、必需

脂肪酸和其它物质。通常将营养补充剂制片或囊封。单个制片或囊封的营养补充剂通常以

不超过15克/天的水平摄入。营养补充剂可以掺水即可用的冲剂提供，所述冲剂可与食物组

合物(如酸奶或「奶昔」)混合以补充膳食，且通常以不超过25克/天的水平摄入。

[0059] “油”意指生物体(包含微藻、其它植物和/或动物)产生的任何三酰基甘油酯(或三

酸甘油酯)。除非另外指明，否则有别于“脂肪”的“油”是指在正常的室温和压力下一般是液

体的脂质。举例来说，“油”包含来源于植物的蔬菜油或籽油，包含但不限于来源于以下的

油：大豆、油菜籽、芥花籽、棕榈、棕榈仁、椰子、玉米、橄榄、葵花、棉籽、萼距花、花生、亚麻

荠、芥菜籽、腰果、燕麦、羽扇豆、洋麻、金盏草、大麻、咖啡、亚麻仁、榛子、大戟、南瓜籽、芫

荽、山茶、芝麻、红花、稻米、桐油树、可可、椰仁干、鸦片罂粟、蓖麻豆、碧根果、荷荷芭、麻风

果、澳洲坚果、巴西坚果和鳄梨以及其组合。

[0060] “巴氏灭菌”意指试图减缓食品中的微生物生长的加热工艺。通常，在高温(但低于

沸腾)下进行巴氏杀菌持续较短时间量。如本文所描述，巴氏灭菌不仅可减少食品中的非所

需微生物的数目，而且还可使食品中存在的某些酶失活。

[0061] “主要完整的细胞”和“主要完整的生物质”意指包含大于40％，并且常常大于

75％、90％、91％、92％、93％、94％、95％、96％、97％、98％和99％完整细胞的细胞群。在此

情形下，“完整”意指尚未以将在超过培养中细胞膜的渗透性的程度上释放细胞的胞内组分

的任何方式破坏包围细胞的胞内组分的细胞膜和/或细胞壁的物理连续性。

[0062] “主要裂解”意指细胞群，其中已经破坏超过50％，并且通常超过75％至90％的细

胞，使得细胞的胞内组分不再完全围封在细胞膜内。

[0063] “增殖”意指生长与繁殖的组合。

[0064] “繁殖”意指经由有丝分裂或其它细胞分裂而出现的细胞数目增加。

[0065] 如本文中所用的术语“振荡”是指样品在上下或左右快速、有力或急促移动中的移

动。这可以手动地或以机械方式完成。

[0066] 术语“浓浆”是指分散于液体中的固体，形成不自由流动的均匀组合物。被称为浓

浆的组合物通常含有大于20％总固体量。

[0067] 术语“稀浆”是指自由流动的组合物。被称为稀浆的组合物通常含有小于20％总固

体量。

[0068] 如本文所用，术语“溶液”是指分散在液体介质(溶剂)中的物质(溶质)的匀浆的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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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物，液体介质无法单独通过重力分离。

[0069] 如本文所用，术语“基本上不含”是指光或组分的完全缺乏或几乎完全缺乏。举例

来说，“基本上不含”水的组合物完全地缺乏水，或几乎完全地缺乏水以致效果与其完全缺

乏水时相同。

[0070] 如本文所用，术语“稳定性”和其衍生词是指热稳定性、冻融稳定性、光稳定性、乳

液稳定性或储存稳定性。热稳定性是产品或物质在暴露于高热持续单一设定时间段或暴露

时间循环之后保留相同特性的能力。冻融稳定性为产品或物质在冷冻且随后解冻(可循环

直至数个冻融循环)之后保留相同特性的能力。光稳定性为产品或物质在暴露于如日光或

室内光的光持续单一设定时间段或暴露时间循环之后保留相同特性的能力。乳液稳定性是

产品或物质随时间推移保留乳液并且防止分离的能力。此外，术语“稳定剂”是指当添加到

产品或另一物质中时提供本文所描述的稳定性的物质。举例来说，稳定剂可为并入最终食

品配方中的成分，其随时间推移保持食品的结构和感官特征，所述结构和感官特征在不存

在稳定剂的情况下将无法另外得到维持。

[0071] 如本文所用，术语“溶解度”是指能够(通常以特定量)完全溶解于溶液中的物质的

最大量。

[0072] “适合于人类食用”意指组合物可在无不良健康影响的情况下作为膳食摄入由人

类食用，且可归因于胃肠道中消化物质的摄取而提供大量热量摄入。

[0073] “未经烹饪产品”意指尚未经历加热但可包含一种或多种先前经历加热的组分的

组合物。

[0074] 提及体积比例时，“V/V”或“v/v”意指组合物中一种物质的体积与组合物的总体积

的比率。举例来说，提及包含5％v/v微藻油的组合物意指组合物体积的5％是由微藻油构成

(例如具有100mm3体积的此类组合物将含有5mm3微藻油)，并且组合物的剩余体积(例如在实

例中是95mm3)是由其它成分构成。

[0075] 如本文所用，术语“粘度”是指流体在试图流动时的阻力，也可被认为是流体摩擦

力的量度。

[0076] 提及重量比例时，“W/W”或“w/w”意指组合物中的一种物质的重量与组合物重量的

比率。举例来说，提及包含5％w/w微藻生物质的组合物意指组合物重量的5％是由微藻生物

质构成(例如具有100mg重量的此类组合物将含有5mg微藻生物质)，并且组合物的剩余重量

(例如在实例中是95mg)是由其它成分构成。

[0077] “W/V”或“w/v”意指组合物中一种物质的重量与组合物的总体积的比率。举例来

说，提及包含5％w/v微藻生物质的组合物意指将5g微藻生物质溶解于100mL最终体积的水

溶液中。

[0078] 如本文中所用的术语“搅打”是指使用搅拌器或混合器拍打样品以便快速并入空

气且产生膨胀的动作。

[0079] 如本文关于食物组合物或产品所用的术语“持水能力”或WHC或其衍生词是指在施

加力、按压、离心或加热期间保持食物自身和添加的水的能力。WHC还可描述为物理特性，例

如食物结构防止水从例如凝胶的三维结构释放的能力。

[0080] 现在将在下文中更全面地描述各个方面。不过，这些方面可以按许多不同形式实

施，并且不应被解释为限于本文中阐述的实施方式；相反，提供这些实施方式是为了使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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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透彻和完整，并且这些实施方式将把本公开的范围完整地传达给本领域的技术人员。

[0081] 制备微藻生物质的方法

[0082] 本文中所描述的实施方式提供用于制备适用于人类食用的富含营养素(包含脂质

和/或蛋白质成分)的微藻生物质的方法，将微藻生物质与可食用成分组合的方法和含有微

藻生物质的食物组合物。微藻生物质可经制备具有高蛋白含量和/或具有极佳功能性，并且

将所得生物质并入到食品中，其中生物质的油和/或蛋白质含量可以完全或部分代替存在

于常规食品中的油和/或脂肪和/或蛋白质，提供呈高度可消化形式的所有必需氨基酸。与

通常在常规食品中发现的饱和、氢化(反式脂肪)和多不饱和脂肪相比，可主要包含单不饱

和油的微藻类油提供健康益处。除油和/或蛋白质以外，微藻生物质还提供数种有益的微量

营养素，如源于藻类的膳食纤维(可溶和不溶碳水化合物两者)、磷脂、糖蛋白、植物固醇、生

育酚、生育三烯酚和硒。在本文所述的实施方式中，微藻生物质呈经调配用于经口施用的固

体、粉末或液体的形式。在本文所述的实施方式中，微藻生物质配制为食品添加剂。在本文

所述的实施方式中，将微藻生物质加工为微藻粉。在本文所述的实施方式中，从藻类生物质

萃取蛋白质浓缩物。在本文所述的实施方式中，从微藻生物质萃取蛋白质分离物。

[0083] 用于微藻的培养基和培养条件

[0084] 根据本发明的方法在液体培养基中培养微藻以繁殖微藻生物质。在本发明的方法

中，微藻物种在含有一种或多种碳源、一种或多种氮源和一种或多种盐的培养基中以异养

方式生长；在不存在光的情况下维持约2.0至约4.0之间的pH。对于一些物种的微藻，例如在

有限氮条件下异养生长持续延长时间段，如10至15天或更多天，导致细胞中的高脂质含量

的累积。蛋白质细胞含量可以通过生长培养基的碳:氮(C:N)比改变。高C:N比有利于β‑葡聚

糖或碳水化合物生物合成。较低C:N比有利于蛋白质累积。在生产规模下，将碳和氮分开进

料到罐中以控制C:N比。范围包含约6:1至约80:1C:N比。7.2:1、7.34:1和9.56:1的比率产生

生物质中较高百分比的蛋白质(约32％至约49％)，而12:1、20:1、40:1和80:1的比率产生较

低水平的蛋白质(约16.7％至约38.4％)。

[0085] 在实施方式中，微藻可经选自以下的藻类物种置换：细小裸藻(Euglena 

gracilis)、血红裸藻(Euglena  sanguinea)、静裸藻(Euglena  deses)、易变裸藻(Euglena 

mutabilis)、梭形裸藻(Euglena  acus)、绿裸藻(Euglena  viridis)、念珠裸藻(Euglena 

anabaena)、膝曲裸藻(Euglena  geniculata)、尖尾裸藻(Euglena  oxyuris)、近轴裸藻

(Euglena  proxima)、三棱裸藻(Euglena  tripteris)、衣裸藻(Euglena  chlamydophora)、

光亮裸藻(Euglena  splendens)、编织裸藻(Euglena  texta)、中型裸藻(Euglena 

intermedia)、多形裸藻(Euglena  polymorpha)、带形裸藻(Euglena  ehrenbergii)、附生裸

藻(Euglena  adhaerens)、洁净裸藻(Euglena  clara)、延长裸藻(Euglena  elongata)、弹性

裸藻(Euglena  elastica)、矩圆裸藻(Euglena  oblonga)、鱼形裸藻(Euglena 

pisciformis)、坎塔布连裸藻(Euglena  cantabrica)、颗粒裸藻(Euglena  granulata)、钝

顶裸藻(Euglena  obtusa)、泽生裸藻(Euglena  limnophila)、半色裸藻(Euglena 

hemichromata)、变异裸藻(Euglena  variabilis)、尾裸藻(Euglena  caudata)、小裸藻

(Euglena  minima)、普通裸藻(Euglena  communis)、壮丽裸藻(Euglena  magnifica)、土生

裸藻(Euglena  terricola)、短尖裸藻(Euglena  velata)、抽动裸藻(Euglena  repulsans)、

棒形裸藻(Euglena  clavata)、宽裸藻(Euglena  lata)、结节裸藻(Euglena  tuberculata)、

说　明　书 8/62 页

12

CN 114286625 A

12



孔塔布连裸藻(Euglena  contabrica)、子囊形裸藻(Euglena  ascusformis)、奧斯坦德斯裸

藻(Euglena  ostendensis)、自养小球藻(Chlorella  autotrophica)、拓殖小球藻

(Chlorella  colonials)、绿小球藻(Chlorella  lewinii)、微小小球藻(Chlorella 

minutissima)、垂体小球藻(Chlorella  pituita)、类丽小球藻(Chlorella 

pulchelloides)、蛋白核小球藻(Chlorella  pyrenoidosa)、圆形小球藻(Chlorella 

rotunda)、单生小球藻(Chlorella  singularis)、富油小球藻(Chlorella  sorokiniana)、

变异小球藻(Chlorella  variabilis)、涡旋小球藻(Chlorella  volutis)、普通小球藻

(Chlorella  vulgaris)、聚集裂殖壶菌(Schizochytrium  aggregatum)、蛞蝓形裂殖壶菌

(Schizochytrium  limacinum)、米氏裂殖壶菌(Schizochytrium  minutum)或其组合。在某

些实施方式中，微藻为细小裸藻。

[0086] 本文所述的实施方式是针对使用含有碳源、氮源和盐的组合的培养基，以异养方

式培养微藻的方法。所述培养基利用裸藻的所有代谢潜力，包含好氧代谢与厌氧代谢。油、

糖、醇、有机氮和无机氮源的组合提高了输入向输出的转化并且加快了微生物生长。

[0087]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生长培养基还可包含外源性营养素和/或添加剂，如碳水化合

物、脂质、醇、羧酸、糖醇、蛋白质、氮、金属、维生素、矿物质或其组合。

[0088] 在实施方式中，碳源选自油、糖或醇、羧酸、马铃薯汁、阿魏酸(ferulic  acid)和其

组合。在实施方式中，油是来源于以下的油：大豆、油菜籽、芥花籽、棕榈、棕榈仁、椰子、玉

米、橄榄、葵花、棉籽、萼距花、花生、亚麻荠、芥菜籽、腰果、燕麦、羽扇豆、洋麻、金盏草、大

麻、咖啡、亚麻仁、榛子、大戟、南瓜籽、芫荽、山茶、芝麻、红花、稻米、桐油树、可可、椰仁干、

鸦片罂粟、蓖麻豆、碧根果、荷荷芭、麻风树、澳洲坚果、巴西坚果或鳄梨，以及其组合。在一

个实施方式中，油为芥花籽油、植物油、大豆油、椰子油、橄榄油、花生油、鱼油、鳄梨油、棕榈

油、亚麻油、玉米油、棉籽油、芥花籽油、菜籽油、葵花油、芝麻油、葡萄籽油、红花油、米糠油、

丙酸酯油和其组合。糖可以选自葡萄糖、果糖、半乳糖、乳糖、麦芽糖、蔗糖、糖蜜、甘油、木

糖、右旋糖、蜂蜜、玉米糖浆和其组合。醇可以选自乙醇、甲醇、异丙醇和其组合。在某些实施

方式中，碳源是葡萄糖。羧酸可以选自柠檬酸、柠檬酸盐、富马酸、富马酸盐、苹果酸、苹果酸

盐、丙酮酸、丙酮酸盐、丁二酸、丁二酸盐、乙酸、乙酸盐、乳酸、乳酸盐和其组合。

[0089] 在实施方式中，碳源的浓度为约5g/L至约50g/L、约10g/L至约45g/L、约15g/L至约

40g/L、约20g/L至约35g/L、约5g/L至约20g/L、约5g/L至约15g/L、约5g/L至约10g/L的浓度。

在实施方式中，碳源的浓度为约15g/L的浓度。在实施方式中，碳源的浓度为约10g/L的浓

度。

[0090] 在实施方式中，氮源选自以下：酵母萃取物、硫酸铵、甘氨酸、尿素、丙氨酸、天冬酰

胺、玉米浆、肝脏萃取物、牛肉浸膏、蛋白胨、脱脂牛奶、豆浆、胰蛋白胨、牛肉萃取物、麦黄

酮、植物源蛋白胨、豌豆蛋白、糙米蛋白、大豆蛋白胨、谷氨酸单钠(MSG)、天冬氨酸、精氨酸、

马铃薯汁和其组合。在某些实施方式中，氮源是酵母萃取物。在某些实施方式中，氮源是硫

酸铵。在某些实施方式中，氮源是酵母萃取物与硫酸铵的组合。

[0091] 在实施方式中，氮源的浓度为约1g/L至约15g/L、约1.5g/L至约12.5g/L、约2g/L至

约10g/L、约2.5g/L至约8.5g/L、约3g/L至约8g/L、约3.5g/L至约7.5g/L、约4g/L至约7g/L、

约4.5g/L至约6.5g/L、或约5g/L至约6g/L的浓度。在实施方式中，氮源的浓度为约10g/L的

浓度。在实施方式中，氮源的浓度为约5g/L的浓度。在实施方式中，氮源的浓度为约2g/L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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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

[0092] 在实施方式中，盐选自硝酸铵、硝酸钠、磷酸二氢钾、硫酸镁、硫酸镁七水合物、氯

化钙、氯化钙二水合物、硫酸钙、硫酸钙二水合物、碳酸钙、磷酸二铵、磷酸氢二钾和其组合。

在某些实施方式中，盐为磷酸二氢钾、硫酸镁、氯化钙。

[0093] 在实施方式中，盐源的浓度为约0.01g/L至约5.0g/L、约0.1g/L至约4.5g/L、约

1.0g/L至约4.0g/L、约1.5g/L至约3.5g/L或约2.0g/L至约3.0g/L的浓度。在实施方式中，盐

源的浓度为约0.1g/L的浓度。在实施方式中，盐源的浓度为约1.0g/L的浓度。

[0094] 在实施方式中，培养基进一步包含金属。金属选自氯化铁(III)、硫酸铁(III)、硫

酸亚铁铵、硫酸铁铵、氯化锰、硫酸锰、硫酸锌、氯化钴、钼酸钠、氯化锌、硼酸、氯化铜、硫酸

铜、七钼酸铵和其组合。

[0095] 在实施方式中，培养基进一步包含维生素混合物。维生素混合物含有以下的组合：

生物素(维生素B7)、硫胺(维生素B1)、核黄素(维生素B2)、烟酸(维生素B3)、泛酸(维生素

B5)、吡哆醇(维生素B6)、氰钴维生素(维生素B12)、维生素C、维生素D、叶酸、维生素A、维生

素B12、维生素E、维生素K和其组合。

[0096] 在滞后期、指数/对数期、静止期或死亡期收集通过培养本文所述的微藻的方法产

生的细胞和/或产物。在一实施方式中，所产生的细胞和/或产物在滞后期、指数期、静止期

或死亡期收获或收集。在另一实施方式中，所产生的细胞和/或产物在滞后期收获或收集。

在另一实施方式中，所产生的细胞和/或产物在对数期收获或收集。在另一实施方式中，所

产生的细胞和/或产物在静止期收获或收集。在另一实施方式中，所产生的细胞和/或产物

在死亡期收获或收集。

[0097] 当微藻培养物达到静止期时，培养物中的微生物浓度达到饱和。饱和是根据多种

测量结果确定，包含光学密度、细胞湿重、细胞干重、细胞数目和/或时间。

[0098] 在实施方式中，微藻生长到饱和，如以约600nm光密度、细胞湿重、细胞干重或细胞

数进行测量。在一实施方式中，如根据光密度所测量的饱和度为约2至约10。在一实施方式

中，如根据细胞湿重所测量的饱和为约10g/L至约100g/L。在一实施方式中，如根据细胞干

重所测量的饱和为约2g/L至约50g/L。在实施方式中，如根据细胞数测量的饱和为约2.0×

106至约10.0×107个细胞/毫升。在一实施方式中，微生物生长约48至约350小时，或至多约

75天。

[0099] 一般来说，细胞培养可以分类成四种培养样式：分批、分批进料、半连续和连续培

养。在分批培养时，将大体积的营养素(培养基)添加到细胞群中。接着使细胞生长，直至培

养基中的输入耗尽、达到细胞的期望浓度和/或产生所期望的产物为止。在此时收获细胞且

重复所述过程。在分批进料培养时，以恒定速率添加培养基，或在需要时添加组分来维持细

胞群。一旦达到最大值或达到产物形成，收获大部分细胞并且接着使用其余细胞开始下一

循环。当生长发酵器尚未满时进行分批进料，将培养基馈入以使培养物达到目标密度。一旦

填满，并且在目标密度下，开始连续收获，其目标是维持完整目标密度培养物。在半连续培

养期间，以规则的时间间隔去除固定体积的样品以进行测量和/或收获培养物组分，并且将

相等体积的新鲜培养基立即添加到培养物中，从而瞬时增强营养素浓度和稀释细胞浓度。

连续培养时，在培养基中，在可以延长时间段内添加到培养基中以及从培养基移出的条件

下培养细胞。如此使营养素、生长因子和空间不耗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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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0] 在一实施方式中，使微生物以异养方式培养的方法为分批、分批进料、半连续或连

续的。在另一实施方式中，将微生物以异养方式培养的方法为分批的。在另一实施方式中，

将微生物以异养方式培养的方法为分批进料的。在另一实施方式中，将微生物以异养方式

培养的方法为半连续的。在另一实施方式中，将微生物以异养方式培养的方法为连续的。

[0101] 在半连续和连续的培养中，将新鲜培养基进料并且从培养容器去除培养物。可以

在滞后期、指数期或静止期去除培养物。在一实施方式中，在滞后期、指数期或静止期从培

养容器去除培养物。在另一实施方式中，在滞后期从培养容器去除培养物。在另一实施方式

中，在指数期从培养容器去除培养物。在另一实施方式中，在静止期从培养容器去除培养

物。

[0102] 在半连续和连续培养中，还可以基于时间间隔从培养容器去除培养物。在一实施

方式中，在从培养开始、或培养循环或从先前培养基添加的约或至少1、2、3、4、5、6、7、8、12、

16、20、24、28、32、36、40、44、48、52、56、60、64、68、72、76、80、84、88、92、96、100、104、108、

112、116、120、124、128、132、136、140、144、148、152、156、160、164、168、172、176、180、184、

188或192h时移出培养物。在半连续和连续培养中，循环的定义是罐或生物反应器的周转。

在罐或生物反应器中，监测和控制生长的不同参数。这些参数包含温度、pH、溶解氧水平和

搅拌。生物反应器或罐可为例如3L至20,000L。举例来说，生物反应器或罐可为3L‑8L、36L、

100L并且至多20,000L。较大罐也是可能的，如100,000L或更大。在一实施方式中，罐至少为

100L、1,000L、10,000L或100,000L。在另一实施方式中，罐为至多10,000L、100,000L、200,

000L、500,000L或1,000,000L。一次周转如以下所定义：将一种液体(如第一培养基)的容器

清空，且通过第二液体(如第二培养基)填充容器。在每一后续清空和填充的情况下，将表示

另一周转。举例来说，周转量为2、两次周转，或周转2次表明罐清空且填充两次。在连续培养

期间，基本上相等地去除培养物和添加培养基源。连续培养中的一个周转将是当容器的容

积已经去除并且在容器中补充时。在一实施方式中，所述方法为在罐或生物反应器中进行

半连续或连续培养。在另一实施方式中，所述方法是在至多10,000L、100,000L、200,000L、

500,000L或1,000,000L的罐中进行半连续或连续培养。在另一实施方式中，所述方法是在

至多3L、5L、8L、10L、20L、30L、35L、36L、40L或50L的生物反应器中进行半连续或连续培养。

在另一实施方式中，培养基在罐或生物反应器中一天周转1、2、3或4次。在另一实施方式中，

培养基在75天内周转至多300次。在另一实施方式中，培养基在75天内周转至少75、150、225

或300次。在另一实施方式中，所述方法是在罐或生物反应器中进行连续培养，且所述微生

物生长至多约75天。在另一实施方式中，所述方法是在罐或生物反应器中进行连续培养，微

生物生长至多约75天，且培养基周转300次。在特定实施方式中，所述方法是在罐中进行连

续培养，微生物细小裸藻生长至多约75天，培养基周转300次。

[0103] 在分批进料、半连续和连续培养中，将培养基添加到培养物中。可以在滞后期、指

数期或静止期添加培养基。在一实施方式中，在滞后期、指数期或静止期将培养基添加到培

养物中。在另一实施方式中，在滞后期将培养基添加到培养物中。在另一实施方式中，在指

数期将培养基添加到培养物中。在另一实施方式中，在静止期将培养基添加到培养物中。

[0104] 在分批进料、半连续和连续培养中，还可以基于时间间隔将培养基添加到培养物

中。在一实施方式中，在从培养开始、或培养循环或从先前培养基移除的约或至少8、12、16、

20、24、28、32、36、40、44、48、52、56、60、64、68、72、76、80、84、88、92、96、100、104、108、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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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120、124、128、132、136、140、144、148、152、156、160、164、168、172、176、180、184、188或

192h时添加培养基。在另一实施方式中，在从培养开始、或培养循环或从先前培养基移除的

约或至多10min、15min、30min、45min、60min、90min、2h、3h、4h、5h、6h、7h或8h时添加培养

基。在另一实施方式中，以与培养基通过培养物去除的大致相同的时间时添加培养基。此类

其它培养基可以是培养基、进料培养基、回收培养基、用过的培养基、补充的培养基，和其组

合。

[0105] 培养基(也称为生长培养基)是含有为了生长或培养如本文所述的细胞而必需的

组分的培养基。进料培养基是含有为了补充营养素而添加到培养物中的组分的培养基。进

料培养基处于工作浓度或组分的浓缩水平以限制培养物稀释。进料培养基是含有为了补充

营养素而添加到培养物中的组分的培养基。进料培养基中的组分处于限制培养物稀释的工

作浓度或浓缩水平下。用过的培养基是已用于细胞培养的培养基，即，其中的生长组分的水

平比培养开始时低的培养基。

[0106] 用过的培养基也根据用于培养细胞之后的培养基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来确定。举

例来说，用过的培养基可以含有小于约50、40、30、20、15、10、8、7、6、5、4、3、2.5、2、1.5、1、

0.5、0.4、0.3、0.2、0.1g/L的总碳水化合物、单独碳水化合物(例如葡萄糖)，或单独碳水化

合物组分(例如葡萄糖和麦芽糖)的任何组合。用过培养基中的碳水化合物的消耗可以用培

养或培养周期开始时的碳水化合物初始量的百分比表示。在一实施方式中，用过的培养基

包含的总碳水化合物是培养或培养周期开始时的量的小于约15、10、9、8、7、6、5、4、3、2、1、

0.9、0.8、0.7、0.6、0.5、0.4、0.3、0.2、0.1、0.05、0.01、0.005、0.001％。除碳水化合物以外，

羧酸为微生物利用的另一种碳。适用的羧酸包含柠檬酸、柠檬酸盐、富马酸、富马酸盐、苹果

酸、苹果酸盐、丙酮酸、丙酮酸盐、丁二酸、丁二酸盐、乙酸、乙酸盐、乳酸和乳酸盐。在一个实

施方式中，用过的培养基、回收的培养基或混合式培养基包含小于约20、10、5、4、3、2、1、

0.5、0.4、0.3、0.2或0.1g/L的羧酸。

[0107] 回收的培养基是用过的培养基，其用于培养细胞以便完成另一次传代、周期，或用

于培养来自不同培养物、批次或株系的细胞。回收的培养基是通过从源培养基中分离出所

回收的培养基而获得，其中源培养基处于停滞期、指数期或静止期。回收的培养基可以是唯

一用过的培养基，或可以将其与培养基(新制生长培养基)混合或以用过培养基中耗尽的一

种或多种组分补充。回收的培养基可以通过从源培养基中分离出所回收的培养基而获得，

其中源培养基处于停滞期、指数期或静止期。

[0108] 混合式培养基为与新鲜培养基和回收培养基混合的培养基。

[0109] 在实施方式中，使微藻生长以增加细胞中蛋白质的浓度。蛋白质细胞含量可以通

过生长培养基的C:N比改变。高C:N比有利于β‑葡聚糖或碳水化合物生物合成。较低C:N比有

利于蛋白质累积。在生产规模下，将碳和氮分开进料到罐中以控制C:N比。C:N范围介于6:1

至约80:1。约7.2:1、7.34:1和9.56:1的C:N比产生生物质中较高百分比的蛋白质(约32％至

约49％)，而约12:1、20:1、40:1和80:1的较高C:N比产生较低水平的蛋白质(约16.7％至约

38.4％)。在细胞生长的停滞期期间，在培养之前去除碳可增加蛋白质。pH在裸藻中在蛋白

质累积中起作用。在酸性pH(约1至约5)下，裸藻中的蛋白质浓度较高。在中度pH(约5至约8)

下，蛋白质浓度处于中间水平，不同之处在于在pH  7下，存在蛋白质浓度的增加。在碱性pH

(约9至约14)下，蛋白质浓度处于其最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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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0] 来自藻类的高蛋白质生物质为用于包含在食品中的有利物质。本发明的方法还可

以提供具有如选自下组的按细胞干重％计测量的蛋白质的量的生物质：约20％至约90％、

约25％至约85％、约30％至约70％、约35％至约65％、约40％至约60％、约45％至约55％、约

60％至约90％和约60％至约80％。

[0111] 在一个实施方式中，生物质的叶绿素含量小于200ppm。异养生长产生相对低的叶

绿素含量(与如开放池或封闭式光生物反应器系统的光养系统相比)。减少的叶绿素含量通

常改进微藻的感官特性，并且因此允许更多藻类生物质并入到食品中。与以光养方式生长

的微藻相比，在以异养方式生长的微藻中发现的减少叶绿素含量也减少了生物质中的绿

色。因此，减少的叶绿素含量避免了与含有以光养方式生长的微藻的食品相关的通常非所

需的绿色着色，并且允许将藻类生物质并入到食品中或增加并入。

[0112] 在发酵之后的微藻的收获或浓缩

[0113] 根据本文所描述的方法产生的微藻培养物在发酵培养液/培养基中产生微藻生物

质。为了制备适用作食物组合物的生物质，从发酵培养基浓缩或收获生物质。在从发酵培养

基收获微藻生物质时，生物质包含悬浮于水性培养基中的主要完整的细胞。

[0114] 为了浓缩生物质，进行脱水步骤。脱水是指从发酵培养液或其它液体培养基分离

生物质以产生浓浆。在本文所描述的实施方式中，在脱水期间，可以通过选自下组的方法从

生物质去除培养基：倾析、离心、过滤或其组合。脱水过程将生物质浓缩到约1％至约15％或

约10％至约30％固体量。在一实施方式中，微生物的收获通过沉降细胞完成。按比例，将微

生物静置沉降在罐的底部中以将细胞与源培养基分离。接着从罐的底部去除微生物，且剩

余的用过的培养基留在罐中。接着可以用新鲜生长培养基、回收培养基或其混合物补充罐。

[0115] 微生物的收获也可以通过如离心等机械方法建立。离心涉及使用离心力来分离混

合物。在离心期间，混合物的较致密组分迁移离开离心机的轴线，而混合物的较不致密组分

朝向轴线迁移。通过增加有效重力(即，通过增加离心速度或转子臂长度)，较致密物质(如

固体)与较不致密物质(如液体)分离，并且因此根据密度析出。离心过程可以使用地板模型

离心机以分批模式或通过连续离心机以连续模式进行。生物质和培养液或其它水溶液的离

心形成主要包含微藻细胞的浓缩浓浆。

[0116] 膜过滤也可以用于脱水。适用于本发明的膜过滤的一个实例为切向流过滤(TFF)，

也称为交叉流过滤。切向流过滤为基于粒子大于过滤器元件的标称孔径的选择性排斥而使

用膜系统和流力将固体与液体分离的分离技术。

[0117] 脱水也可以用直接施加到生物质的机械压力来实现，以使液体发酵培养液与微藻

生物质分离，足以使生物质脱水，但不引起细胞的主要裂解。可以使用例如传送带式压滤机

应用机械压力以使微藻生物质脱水。

[0118] 在本文所描述的实施方式中，脱水微藻生物质由主要完整的细胞组成。在实施方

式中，脱水微藻生物质中完整细胞的含量为约25％至约99％、约30％至约99％、约35％至约

99％、约40％至约99％、约45％至约99％、约50％至约99％、约55％至约99％、约60％至约

99％、约65％至约99％、约70％至约99％、约75％至约99％、约80％至约99％、约85％至约

99％、约90％至约99％或约95％至约99％。

[0119] 可以完全或部分地完成培养物中微生物的收获。在一实施方式中，培养物中所收

获的微生物为总源培养物的约1％、2％、3％、4％、5％、10％、15％、20％、25％、3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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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5％、50％、55％、60％、65％、70％、75％、80％、85％、90％、95％或100％。

[0120] 在浓缩之后，可以如本文所描述进一步处理脱水微藻生物质以产生微藻粉、蛋白

质浓缩物或蛋白质分离物。或者，微藻生物质可经临时冷藏或冷冻以在稍后时间利用或处

理。

[0121] 微藻生物质可以用于制备本文所描述的食品。举例来说，本文所描述的任何微藻

生物质可与如本文所描述的其它成分组合以形成食品。举例来说，湿的微藻生物质(例如，

尚未经历如本文所描述的干燥)可以单独使用或与如本文所描述的其它成分组合使用或制

备如本文所描述的食品。

[0122] 制备微藻粉的方法

[0123] 在本文所描述的实施方式中，用于制备微藻粉的方法包括：培养微藻，将微藻浓缩

成微藻生物质浓浆，洗涤微藻生物质浓浆，调节微藻生物质浓浆的pH并且干燥微藻生物质

浓浆，以产生微藻粉。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微藻为裸藻。

[0124] 在本文所描述的实施方式中，用于制备微藻粉的方法包括培养微藻，将微藻浓缩

成微藻生物质浓浆，并且洗涤微藻生物质浓浆。在实施方式中，将微藻生物质浓浆洗涤约1

至约3次，任选地约2次。在实施方式中，将微藻生物质浓浆按浓浆的体积计洗涤约1至约4

次，任选地约2.5次。

[0125] 在本文所描述的实施方式中，用于制备微藻粉的方法进一步包括调节微藻生物质

浓浆的pH。在实施方式中，将微藻生物质浓浆的pH调节到约9至约11、约7至约10或约6.5至

约7.5。在实施方式中，将微藻生物质浓浆的pH调节到约7。

[0126] 在本文所描述的实施方式中，将微藻生物质浓浆干燥以产生富含蛋白质粉。微藻

生物质浓浆由主要完整的细胞组成。在实施方式中，微藻生物质浓浆中完整细胞的含量为

约25％至约99％、约30％至约99％、约35％至约99％、约40％至约99％、约45％至约99％、约

50％至约99％、约55％至约99％、约60％至约99％、约65％至约99％、约70％至约99％、约

75％至约99％、约80％至约99％、约85％至约99％、约90％至约99％或约95％至约99％。

[0127] 在实施方式中，将浓缩的微藻生物质浓浆滚筒干燥至薄片形式以产生藻类薄片。

在另一实施方式中，将浓缩的微藻生物质浓浆喷雾干燥或闪蒸干燥以形成含有主要完整的

细胞的粉末以产生富含蛋白质粉。滚筒干燥为可干燥湿物质呈极薄膜形式的工艺。干燥过

程利用通常安装在水平轴线上的汽缸或滚筒，所述汽缸或滚筒可以变化的受控速度旋转。

滚筒由蒸汽内部加热，所述蒸汽冷凝在内表面上，因此经由从滚筒内部的热量、穿过金属壁

到外表面上的薄材料层的传递产生干燥效应。滚筒的内部压力通常在约200至约500kPa的

范围内，其中外部滚筒温度达到约120℃至约155℃。一旦干燥，就借助于刀片将微藻粉、薄

片或粉末从滚筒表面去除。此工艺通常用于生产各种食物，如但不限于汤、速食马铃薯、预

烹饪谷物和低脂(low  grade)奶粉和其它稀薄粉末状物质。

[0128] 在实施方式中，在干燥之后，微藻粉、薄片或粉末中的水分重量为15％或更小、

10％或更小、5％或更小、2％‑6％或3％‑5％。

[0129] 在本文所描述的实施方式中，微藻粉、薄片或粉末中的蛋白质的量选自下组：按干

重计约25％至约55％、约30％至约50％或约35％至约45％。

[0130] 制备蛋白质浓缩物和蛋白质分离物的方法

[0131] 在本文所述的实施方式中，制备蛋白质浓缩物的方法包括：培养微藻，使培养物的

说　明　书 14/62 页

18

CN 114286625 A

18



固体量达到约1％至约30％、任选地约10％至约30％固体量、任选地约5％至约15％固体量，

以形成生物质，将生物质调节到约3至约11的pH，将生物质匀浆，将匀浆离心，并且将匀浆分

成三层或更多层，例如球粒、水性中间层和顶部富含脂质层，其中水性中间层含有可溶性蛋

白质。球粒还含有多于一个与水性和不溶性组分物理分离的层。可溶性蛋白质通过添加酸

以将pH调节到约3.5至约5.5、任选地约4至约5来任选地沉淀，任选地在约22℃下培育至少1

小时，且加以离心，从而产生由蛋白质浓缩物浓浆(蛋白质浓浆)构成的重相，和含有酸可溶

细胞物质和未沉淀蛋白质的轻相(称为乳清)。任选地，还可将匀浆离心，从而产生直接呈蛋

白质浓缩物浓浆状的可溶性蛋白质作为球粒的组分。任选地，球粒化蛋白质浓缩物浓浆与

球粒的其它组分物理地分离。任选地，将蛋白质浓缩物浓浆用水，任选地相同重量的水稀释

以产生蛋白质浓缩物稀浆。将蛋白质浓缩物浓浆或蛋白质浓缩物稀浆的pH调节到约5.5至

约8.5，任选地约6至约8。蛋白质浓缩物稀浆可经喷雾干燥。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微藻为裸

藻。

[0132] 在实施方式中，蛋白质浓缩物的蛋白质浓度为按干重计约40％至约85％、约45％

至约80％、约50％至约75％、约50％、约70％、约55％至约65％或约70％。

[0133] 在实施方式中，球粒的β葡聚糖浓度为约80％至约95％，任选地大于95％。

[0134] 在实施方式中，蛋白质浓缩物使用有机溶剂脱脂，由此将蛋白质含量增加到大于

80％。在实施方式中，有机溶剂选自下组：丙酮、苯甲醇、1,3‑丁二醇、二氧化碳、蓖麻油、单

甘油酯和二甘油酯的柠檬酸酯、乙酸乙酯、乙基醇(乙醇)、用甲醇变性的乙基醇、丙三醇(甘

油)、二乙酸甘油酯、三乙酸甘油酯(三醋精)、三丁酸甘油酯(三丁精)、己烷、异丙基醇(异丙

醇)、甲基醇(甲醇)、甲基乙基酮(2‑丁酮)、亚甲基氯(二氯甲烷)、单甘油酯和二甘油酯、柠

檬酸单甘油酯、1,2‑丙烯乙二醇(1,2‑丙二醇)、脂肪形成脂肪酸的丙二醇单酯和二酯、柠檬

酸三乙酯和其组合。

[0135] 在本文所述的实施方式中，制备蛋白质分离物的方法包括：培养微藻，使培养物的

固体量达到约1％至约30％、任选地约10％至约30％固体量、任选地约5％至约15％固体量，

将培养物调节到约6至约11的pH，将培养物匀浆，将匀浆离心，并且将匀浆分成三层，即球

粒、中间层和顶部层。中间层通过添加酸达到约3.5至约5.5、任选地约4至约5的pH进行沉

淀，任选地在约22℃下培育至少1小时，且加以离心，从而产生由蛋白质浓缩物浓浆(蛋白质

浓浆)构成的重相，和含有酸可溶细胞物质和未沉淀蛋白质的轻相(称为乳清)。可以洗涤和

过滤沉淀的蛋白质浓缩物浓浆以进一步增加蛋白质分离物中的蛋白质含量。任选地，将蛋

白质浓缩物浓浆用水，任选地相同重量的水稀释以产生蛋白质稀浆。任选地，将蛋白质稀浆

(a)离心和(b)再悬浮于水中，其中(a)和(b)任选地重复一次或多次。将蛋白质浓浆或稀浆

的pH调节到约5.5至约8.5、任选地约6至约8。蛋白质稀浆可经喷雾干燥。在一些实施方式

中，微藻为裸藻。

[0136] 在实施方式中，蛋白质分离物由蛋白质浓缩物浓浆或粉末制备。任选地，蛋白质分

离物通过使用溶剂从蛋白质浓缩物萃取脂质来制备。任选地，溶剂选自下组：丙酮、苯甲醇、

1,3‑丁二醇、二氧化碳、蓖麻油、乙酸乙酯、乙基醇、丙三醇、二乙酸甘油酯、三丁酸甘油酯、

己烷、异丙基醇、甲基醇、甲基乙基酮、亚甲基氯、2‑硝基丙烷、1,2‑丙烯乙二醇、丙二醇单酯

和二酯、柠檬酸三乙酯和其组合。任选地，所使用的溶剂为己烷、乙醇或异丙醇。任选地，所

使用的溶剂为异丙醇。任选地，从蛋白质分离物去除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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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7] 在实施方式中，蛋白质分离物的蛋白质浓度为按干重计至少40％、至少80％、至少

85％、至少90％或至少95％。

[0138] 在实施方式中，球粒的β葡聚糖浓度为约80％至约95％，任选地大于95％。

[0139] 在本文所述的实施方式中，用于制备蛋白质浓缩物或蛋白质分离物的方法包括培

养如本文所描述的微藻。

[0140] 在本文所述的实施方式中，使培养物的固体量达到百分比可以包含例如复原先前

培养的微藻生物质(例如裸藻)。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复原先前培养的微藻生物质包含将先

前培养和干燥的微藻生物质再悬浮于液体(例如水)中。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复原先前培养

的微藻生物质包含解冻先前培养和冷冻的生物质，并且任选地将解冻的生物质再悬浮于液

体(例如水)中。

[0141] 在本文所描述的实施方式中，微藻生物质再悬浮于一定量的水中以使生物质浓度

达到选自下组的量：约5％至约15％、约3％至约8％、约3.5％至约7.5％、约4％至约7％、约

4.5％至约6.5％或约5％固体量。

[0142] 在本文所描述的实施方式中，使培养物的固体量达到百分比可以包括例如浓缩或

用液体(例如水)稀释刚培养的微藻(例如裸藻)。

[0143] 在本文所描述的实施方式中，将培养物的pH调节到选自下组的量：约6至约11、约7

至约10、约6.5至约7.5、约7、约8、约9、约9.5、约10、约10.5、约11或约11.5。在某些实施方式

中，用氢氧化钠调节pH。

[0144] 在本文所描述的实施方式中，将培养物匀浆。在某些实施方式中，匀浆在约10 ,

000psi至约15,000psi、约10,500psi至约14,500psi、约11,000psi至约14,000psi、约11,

500psi至约13,500psi、约12,000psi至约13,000psi或约12,500psi下进行。在某些实施方

式中，匀浆在约2,000至约5,000psi、约2,000psi至约2,500psi、约3,000psi至约3,500psi、

约4,000psi至约4,500psi或约5,000psi至约5,500psi下进行。在某些实施方式中，匀浆在

如约50psi的低得多的压力下进行。在某些实施方式中，均匀浆在多个遍次的情况下进行。

[0145] 在本文所描述的实施方式中，使用以下机械技术中的一种进行匀浆或细胞裂解：

高压匀浆、珠粒研磨、高剪切混合、法式挤压、超声波处理或包括但不限于酶诱导裂解的化

学工艺的使用。匀浆可在液体，例如水，或溶剂或缓冲溶剂存在下进行。可用匀浆机，例如

Polytron  PTA‑7和OMNI  GLH‑01进行匀浆。匀浆机可为高压匀浆机。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在

约20℃至约27℃下使用高压匀浆机在12,500psi下使再悬浮的生物质匀浆。匀浆时间取决

于设备容量，例如24L/h。收集的匀浆在约20℃至约27℃下在5,000rpm下离心5min(或在3,

500rpm下持续10min)。

[0146] 在本文所描述的实施方式中，使用桶式离心机在选自下组的速度下使匀浆离心：

约3,000rpm至约6,000rpm、约3,100rpm至约5,900rpm、约3,200rpm至约5,800rpm、约3,

300rpm至约5,700rpm、约3,400rpm至约5,600rpm、约3,500rpm至约5,500rpm、约3,600rpm至

约5,400rpm、约3,700rpm至约5,300rpm、约3,800rpm至约5,200rpm、约3,900rpm至约5,

100rpm、约4,000rpm至约5,000rpm、约4,100rpm至约4,900rpm、约4,200rpm至约4,800rpm、

约4,300rpm至约4,700rpm或约4,400rpm至约4,600rpm。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可使用倾析器、

圆盘堆叠式离心机或螺旋形圆盘离心机进行离心。

[0147] 在本文所描述的实施方式中，在以g计的约250倍重力(xg)至约16,000xg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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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离心。在本文所描述的实施方式中，在约250xg至约16,000xg、约500xg至约16,000xg、

约1000xg至约16,000xg、约1,000xg至约15,000xg、约1,000xg至约14,000xg、约1,000xg至

约13,000xg、约1,000xg至约12,000xg、约1,000xg至约11,000xg、约1,000xg至约10,000xg、

约1,000xg至约9,000xg、约1,000xg至约8,000xg、约1,000xg至约7,000xg、约1,000xg至约

6,000xg、约1,000xg至约5,000xg、约1,000xg至约4,000xg、约1,000xg至约3,000xg或约1,

000xg至约2,000xg的范围内进行离心。

[0148] 在本文所描述的实施方式中，将匀浆离心约5分钟至约30分钟、约10分钟至约20分

钟、约13分钟或约15分钟。

[0149] 在本文所描述的实施方式中，将经离心的匀浆分成3层：球粒、中间水层和顶部富

含脂质层。球粒为β‑葡聚糖(裸藻淀粉)，其具有白色/米色。中间水层含有可溶性蛋白质液

体，称为蛋白质浮物(skim)。顶部层为呈蜡质乳液形式的油。单独地分离且处理所述的3个

层。

[0150] 在本文所描述的实施方式中，中间可溶性蛋白质液体或蛋白质浮物用于产生蛋白

质浓缩物和/或分离物。

[0151] 在本文所描述的实施方式中，将蛋白质浮物的pH调节到约3.5至约5.5、约4至约5、

约3至约5、约3.5、约4、约4.5或约5。

[0152] 在本文所描述的实施方式中，pH调节的蛋白质浮物在22℃下培育至少1小时、约1

小时至约24小时、约1小时至约12小时、约1小时至约6小时、约1小时至约4小时或约1小时至

约2小时。在实施方式中，在培育期间搅拌pH调节的蛋白质浮物。

[0153] 在本文所描述的实施方式中，离心所培育的pH调节的蛋白质浮物。在本文所描述

的实施方式中，在选自下组的速度下进行离心：约3,000rpm至约6,000rpm、约3,100rpm至约

5,900rpm、约3,200rpm至约5,800rpm、约3,300rpm至约5,700rpm、约3,400rpm至约5,

600rpm、约3,500rpm至约5,500rpm、约3,600rpm至约5,400rpm、约3,700rpm至约5,300rpm、

约3,800rpm至约5,200rpm、约3,900rpm至约5,100rpm、约4,000rpm至约5,000rpm、约4,

100rpm至约4,900rpm、约4,200rpm至约4,800rpm、约4,300rpm至约4,700rpm或约4,400rpm

至约4,600rpm。在本文所描述的实施方式中，离心持续约5分钟至约30分钟、约10分钟至约

20分钟、约13分钟或约15分钟。

[0154] 在本文所描述的实施方式中，使用过滤使所培育的pH调节的蛋白质浮物分离。

[0155] 在本文所描述的实施方式中，制备蛋白质浓缩物的方法进一步包括保存来自离心

步骤的蛋白质浓浆并且舍弃上清液。

[0156] 在本文所描述的实施方式中，制备蛋白质浓缩物的方法进一步包括将蛋白质浓浆

再悬浮于相同重量的水中以产生蛋白质稀浆。

[0157] 在本文所描述的实施方式中，制备蛋白质浓缩物的方法进一步包括将蛋白质稀浆

的pH调节到选自下组的量：约5.5至约8.5、约6至约8、约6.5至约7.5或约7。在某些实施方式

中，使用适当酸或碱调节pH。在某些实施方式中，酸选自下组：氯化氢、氯化钾、乙酸、己二

酸、碳酸、柠檬酸、反丁烯二酸、葡糖酸、盐酸、乳酸、苹果酸、偏酒石酸、磷酸、硫酸、酒石酸或

其任何组合。在某些实施方式中，碱选自下组：碳酸氢铵、碳酸铵、柠檬酸铵、氢氧化铵、磷酸

铵、乙酸钙、碳酸钙、氢氧化钙、氧化钙、磷酸钙、硫酸钙、碳酸镁、氢氧化镁、氧化镁、磷酸镁、

硫酸镁、碳酸氢钾、碳酸钾、氢氧化钾、磷酸钾、碳酸氢钠、碳酸钠、氢氧化钠、磷酸钠或其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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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组合。

[0158] 在本文所描述的实施方式中，制备蛋白质浓缩物的方法进一步包括对pH调节的蛋

白质稀浆进行喷雾干燥。在本文所描述的实施方式中，喷雾干燥可以使用配备有高压雾化

器、双流体雾化器或离心雾化器中的任一种喷雾干燥器实现。或者，可以使用冷冻干燥、滚

筒干燥或脉冲燃烧干燥来实现干燥。

[0159] 微藻生物质的化学组成

[0160] 通过本文所描述的培养方法产生的微藻生物质包含微藻油和/或蛋白质以及在发

酵期间由微藻产生或由微藻从培养基并入的其它成分。

[0161] 在本文所描述的实施方式中，本发明提供一种微藻粉，其为含有主要完整细胞的

全细胞微藻生物质，或含有主要或完全裂解细胞的微藻生物质的匀浆。在某些实施方式中，

微藻粉呈粉末形式，其中微藻生物质包含按干重计至少40％蛋白质和按干重计小于20％三

酸甘油酯(油)。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微藻生物质包含按干重计至少20％碳水化合物。在一些

实施方式中，微藻生物质包含按重量计至少10％的膳食纤维。在一些实施方式中，蛋白质为

至少30％至约45％可消化的粗蛋白质。

[0162]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粒子的平均粒径为约100μm至约200μm。在一些实施方式中，粉

末中粒子的平均粒径为180μm。在一些实施方式中，粒子的平均粒径小于100μm。在一些实施

方式中，粉末中粒子的平均粒径为约40μm。

[0163]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通过将微藻生物质微粉化以形成乳液并且干燥所述乳液来形

成粉末。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微藻粉具有按重量计10％或更小的水分含量。

[0164]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微藻粉进一步包含食物相容性防腐剂。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微

藻粉进一步包含食物相容性抗氧化剂。

[0165] 在本文所描述的实施方式中，组合物提供包含上文所论述的微藻粉以及至少一种

适合于人类食用的其它蛋白质产物的食品成分，其中所述食品成分含有按干重计至少50％

蛋白质。在一些实施方式中，至少一种其它蛋白质产物来源于植物来源。在一些情况下，植

物来源选自下组：大豆、豌豆、豆、牛奶、乳清、水稻、兵豆、蚕豆、鹰嘴豆和小麦。

[0166] 在本文所描述的实施方式中，组合物提供通过组合包含按干重计至少40％蛋白质

和按干重计小于20％三酸甘油酯(油)的微藻生物质与至少一种其它可食用成分而形成的

食物组合物。在一些实施方式中，至少一种其它可食用成分为肉类产品。在一些实施方式

中，食物组合物是未经烹饪的产品。在一些实施方式中，食物组合物是经烹饪的产品。

[0167] 在本文所描述的实施方式中，组合物提供通过组合包含按重量计至少13％总膳食

纤维的微藻生物质和至少一种可食用成分而形成的食物组合物。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微藻

生物质包含按重量计约13％至约35％之间的总膳食纤维。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微藻生物质

包含约4％至约10％之间的可溶纤维。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微藻生物质包含约5％至约25％

之间的不溶性纤维。

[0168]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食品含有与光养生长的微藻相比叶绿素含量减少的异养生长

的微藻。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微藻粉的叶绿素含量小于5ppm、小于2ppm或小于1ppm。

[0169] 已使用不同培养方法产生高蛋白质微藻生物质。根据本文所描述的实施方式，具

有较高百分比蛋白质含量的微藻生物质是有用的。通过本文所描述的培养方法产生的微藻

生物质通常包含按细胞干重计至少30％蛋白质。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微藻生物质包含按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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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干重计至少40％、50％、75％或更多蛋白质。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微藻生物质包含按细胞

干重计30‑75％蛋白质或按细胞干重计40‑60％蛋白质。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微藻生物质中

的蛋白质包含至少40％可消化的粗蛋白质。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微藻生物质中的蛋白质包

含至少50％、60％、70％、80％或至少90％可消化的粗蛋白质。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微藻生物

质中的蛋白质包含40‑90％可消化的粗蛋白质、50‑80％可消化的粗蛋白质或60‑75％可消

化的粗蛋白质。

[0170]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生物质包含小于0.01mg/100g硒。在一些实施方式中，生物质

包含约20％至约50％w/w的藻类多醣。在一些实施方式中，生物质包含至少15％w/w藻类糖

蛋白。在一些实施方式中，生物质或来源于生物质的油包含0‑200、0‑115或50‑115mcg/g之

间的总类胡萝卜素，并且在具体实施方式中，20‑70或50‑60mcg/g的总类胡萝卜素含量是叶

黄素。在一些实施方式中，生物质包含至少0.5％至约10％藻类磷脂。在一些实施方式中，生

物质或来源于藻类生物质的油含有至少0.10、0.02‑0.5或0.05‑0.3mg/g总生育三烯酚，并

且在具体实施方式中，0.05‑0.25mg/g为α生育三烯酚。在一些实施方式中，生物质或来源于

藻类生物质的油含有0.125mg/g至0.35mg/g之间的总生育三烯酚。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来源

于藻类生物质的油含有至少5.0、1‑8、2‑6或3‑5mg/100g总生育酚，如维生素E，并且在具体

实施方式中，2‑6mg/100g是α生育酚。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来源于藻类生物质的油含有

5.0mg/100g至10mg/100g之间的生育酚。在一些实施方式中，生物质含有100‑1000mg之间的

γ氨基丁酸(GABA)。

[0171]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微藻生物质包含按干重计20‑50％碳水化合物。在其它实施方

式中，生物质包含按干重计25‑40％或30‑35％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可以是膳食纤维以

及游离糖，如蔗糖和葡萄糖。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微藻生物质中的游离糖为以干重计1‑

10％、2‑8％或3‑6％。在某些实施方式中，游离糖组分包含蔗糖。

[0172]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微藻生物质包含至少10％可溶纤维。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微藻

生物质包含至少20％至25％可溶纤维。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微藻生物质包含至少30％不溶

性纤维。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微藻生物质包含至少50％到至少70％不溶性纤维。总膳食纤维

为可溶性纤维和不溶性纤维的总和。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微藻生物质包含至少40％总膳食

纤维。在其它实施方式中，微藻生物质包含至少50％、55％、60％、75％、80％、90％至95％总

膳食纤维。

[0173] 将微藻生物质加工成精加工食品成分

[0174] 根据本文所描述的方法产生的浓缩微藻生物质本身为精加工食品成分，且可在无

另外修饰的情况下或仅具有最少修饰的情况下用于食品中。举例来说，微藻生物质可为真

空包装或冷冻的。或者，微藻生物质可经由冻干(“冻干”工艺)干燥，其中生物质在施加真空

的冻干腔室中冷冻。将真空施加到冻干腔室导致水从生物质升华(初次干燥)和解吸(二次

干燥)。然而，本公开提供多种具有增强特性的微藻衍生的精加工食品成分。

[0175] 本文所描述的微藻生物质、微藻粉、蛋白质浓缩物和蛋白质分离物提供优于传统

植物蛋白的改进的功能性，微藻生物质不增加添加微藻生物质的食品中或用微藻生物质调

配的食品的粘度。在一些实施方式中，食品在25℃下的粘度为约1mPa·s至约2000mPa·s。

[0176] 本文所描述的微藻生物质、微藻粉、蛋白质浓缩物和蛋白质分离物具有良好的发

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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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77]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将组合物配制成可吞咽、咀嚼或可溶解的口服剂型。可吞咽组

合物在本领域中众所周知并且是放置在嘴中时不轻易溶解且可以整体吞咽而无需咀嚼的

那些组合物。

[0178] 为了制备可吞咽组合物，可根据常规混配技术将微藻生物质(湿或干燥)与适合载

剂(例如赋形剂、稳定剂、粘合剂等)组合。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可吞咽组合物可涂布有聚合

膜。这类膜包衣具有若干有益效果。首先，其降低组合物对嘴的内表面的粘着，进而提高一

个人吞咽组合物的能力。第二，所述膜可以有助于遮蔽某些成分的不适味道。第三，膜包衣

可以保护本发明的组合物免于遭受大气降解。可用于制备可吞咽组合物的聚合膜包含：乙

烯基聚合物，如聚乙烯吡咯烷酮、聚乙烯醇和乙酸酯；纤维素材料，如甲基和乙基纤维素、羟

乙基纤维素和羟丙基甲基纤维素、丙烯酸酯和甲基丙烯酸酯；共聚物，如乙烯基‑马来酸和

苯乙烯‑马来酸类型；以及天然胶和树脂，如玉米蛋白、明胶、虫胶和阿拉伯胶。

[0179] 可咀嚼组合物是具有适口味道和口感，相对较软且在咀嚼之后迅速碎裂成较小块

并开始溶解使得其基本上以溶液形式吞咽的那些组合物。

[0180] 为了形成可咀嚼组合物，应包含某些成分以获得刚才描述的属性。举例来说，可咀

嚼组合物应包含形成令人愉快的香味和口感且提高在嘴中的相对柔软度和可溶性的成分。

以下论述描述可有助于获得这些特征的成分。

[0181] 可咀嚼组合物应在咀嚼开始不久之后开始碎裂且溶解于嘴中，使得可将组合物基

本上以溶液形式吞咽。可咀嚼组合物的溶解特征可以通过包含快速水溶性填充剂和赋形剂

来增强。快速水溶性填充剂和赋形剂优选地在用唾液润湿约60秒内溶解。实际上，预期如果

本发明的组合物中包含足够的水溶性赋形剂，那么其可变得可溶解而非可咀嚼组合物形

式。适用于本发明的快速水溶性填充剂的实例包含例如但不限于糖、氨基酸等。本发明的组

合物中还可以包含崩解剂以便促进溶解。崩解剂(包含渗透剂和吸水剂)能够将水或唾液吸

到组合物中，促进从组合物的内部以及外部的溶解。此类崩解剂，可用于本发明中的渗透剂

和/或吸水剂包含例如且不限于淀粉，如玉米淀粉、马铃薯淀粉、预胶凝化和其改性淀粉；纤

维素剂，如Ac‑二溶胶、蒙脱石粘土、交联PVP、甜味剂、膨润土、微晶纤维素、交联羧甲纤维素

钠、海藻酸盐、羟基乙酸淀粉钠；胶状物，如琼脂、瓜尔胶、刺槐豆胶、刺梧桐树胶、果胶、阿拉

伯胶、黄原胶和黄芪胶；对于水性溶剂具有高亲和力的二氧化硅，如胶态二氧化硅、沉淀二

氧化硅、麦芽糊精、β‑环糊精；聚合物，如卡波姆(carbopol)；及纤维素剂，如羟甲基纤维素、

羟丙基纤维素及羟丙甲纤维素。

[0182] 在本文所描述的实施方式中，微藻生物质组合物可配制成液体明胶胶囊的形式。

这可包含悬浮于、溶解于或含于适当液体载剂中的微藻生物质，所述液体载剂囊封于通常

包含明胶以及如甘油或山梨醇的塑化剂的明胶外壳中。填充物质可包含例如聚乙二醇。

[0183] 微藻粉

[0184] 微藻粉的蛋白质含量可取决于微藻生物质的蛋白质百分比而变化。微藻粉可以由

具有多样的蛋白质含量的微藻生物质产生。在某些实施方式中，微藻粉由具有相同蛋白质

含量的微藻生物质产生。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微藻粉由具有不同蛋白质含量的微藻生物质

产生。在后一种情况下，可组合具有不同蛋白质含量的微藻生物质，且接着进行匀浆步骤。

在其它实施方式中，首先产生具有不同蛋白质含量的微藻粉，且接着以各种比例一起掺合，

以便获得含有最终所需蛋白质含量的微藻粉产品。在某些实施方式中，具有不同蛋白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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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的微藻生物质可组合在一起且接着匀浆以产生微藻粉。在另一实施方式中，首先产生具

有不同蛋白质分布的微藻粉，且接着以各种比例一起掺合，以便获得含有最终所需蛋白质

分布的微藻粉产品。

[0185] 本文所描述的微藻粉适用于广泛范围的食物制备。由于蛋白质内含物、纤维内含

物和微粉化粒子，微藻粉为多功能性食品成分。微藻粉可用于烘焙制品、快速焙烤食品、酵

母面团产品、蛋制品、调料、酱、营养饮品、含藻牛奶、意大利面和不含麸质产品中。可使用微

藻粉和另一不含麸质的产品制备不含麸质的产品，所述另一不含麸质的产品如苋菜粉、木

薯(arrow  root)粉、荞麦粉、米粉、鹰嘴豆粉、谷物粉、玉蜀黍粉、小米粉、马铃薯粉、马铃薯

淀粉、藜麦粉、高粱粉、大豆粉、豆粉、豆荚粉、木薯(木薯(cassava))粉、画眉草(teff)粉、洋

蓟粉、杏仁粉、橡果粉、椰子粉、栗子粉、玉米粉和芋头粉。与其它不含麸质的成分组合的微

藻粉适用于制备不含麸质的食品，如烘焙制品(蛋糕、饼干、布朗尼和蛋糕类产品(例如小松

饼))、面包、谷物、脆饼和意大利面。用微藻粉配制这些食品和更多的附加细节描述于以下

实施例中。

[0186] 微藻粉可以代替常规蛋白质源(例如坚果、肉类产品或豆)和蛋而用于烘焙制品。

烘焙制品和不含麸质的产品具有优良的水分含量和与用黄油和蛋制得的常规烘焙制品不

可区分的碎屑结构。由于优良的水分含量，这些烘焙制品相比于在没有微藻粉的情况下产

生的常规烘焙制品，具有更长的存放期并且保留其原始质地更久。

[0187] 食物的水分活度(Aw)可以是所制备的食品中的保存期保持的指标。水分活度(0至

1的范围内)为存在于食品中的水可如何有效参与化学或物理反应中的量度。表示Aw光谱的

一些常见食物的水分活度为：新鲜水果/肉类/牛奶(1.0‑0.95)；乳酪(0.95‑0.90)；人造奶

油(0.9‑0.85)；坚果(0.75‑0.65)；蜂蜜(0.65‑0.60)；盐渍肉(0.85‑0.80)；果酱(0.8‑7.5)；

意大利面(0.5)；饼干(0.3)；和干燥蔬菜/脆饼(0.2)。大多数细菌在低于0.91的水分活度下

不生长。低于0.80时，大多数霉菌无法生长，并且低于0.60时，微生物生长是不可能的。通过

测量水分活度，有可能预测腐败的潜在来源。水分活度还可在确定食物中的酶和维生素的

活性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其可对食物的颜色、口味和香味具有主要影响。

[0188] 微藻粉还可充当用于冰沙、酱或调料的蛋白质补充物。

[0189] 还可将微藻粉添加到蛋粉或液态蛋中，其通常在食品服务环境中供应。蛋粉产品

与微藻粉的组合自身为粉末，其可与可食用液体或其它可食用成分组合，通常之后进行烹

饪以形成食品。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微藻粉可与液体产品组合，其将接着经喷雾干燥以形成

粉末状食品成分(例如蛋粉、粉末状酱混合物、粉末状汤混合物等)。在此类情况下，有利的

是在匀浆之后但在干燥之前(使得为稀浆或分散体)将微藻粉与液体产品组合，且接着对组

合喷雾干燥，从而形成粉末状食品成分。与将两种组分的干燥形式混合在一起相比，此共干

燥工艺将增加粉末状食品成分的均质性。添加微藻粉改进蛋粉和液态蛋的外观、质地和口

感，并且延长随时间推移的改进的外观、质地和口感，即使是在所制备的蛋置于蒸汽台上

时。

[0190] 微藻粉可用于通过将微藻粉与一种或多种可食用成分和液体(如水)组合来配制

复原食品。复原食品可以是饮品、调料(如沙拉调料)、酱(如乳酪酱)或中间物(如后续可以

经烘烤的面团)。在一些实施方式中，随后对复原食品施加剪切力，如压力破坏或匀浆。复原

食品中优选的微藻粉粒度平均为1至15微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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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91] 组合微藻生物质或来源于其的物质与其它食品成分

[0192] 配制本文所描述的含有微藻生物质的组合物，例如用于作为膳食、营养或食品补

充剂食用。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包含微藻生物质的组合物呈固体、粉末或液体形式并且经配

制以用于经口施用。在另一方面，将包含微藻生物质的组合物配制为食品添加剂。

[0193]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组合物配制为食品添加剂并且添加到食物中。举例来说并且

不限于，可以将组合物添加到酱、茶、糖果、饼干、谷物、面包、水果混合物、水果沙拉、沙拉、

点心棒、蛋白棒、果泥干、酸奶、健康棒、格兰诺拉麦片、冰沙、汤、果汁、蛋糕、馅饼、奶昔、冰

淇淋、蛋白质饮品、营养饮品、营养饮品补充剂、动物仿制品和健康饮料。配制为食品添加剂

的组合物可具有上文针对口服剂量配制物所描述的添加剂中的任一者。

[0194]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组合物配制为非乳制品，如乳酪或酸奶。

[0195]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组合物配制为动物仿制品。在实施方式中，动物仿制品为肉仿

制品。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动物仿制品为蛋仿制品。在一些实施方式中，蛋仿制品呈液体形

式。在一些实施方式中，蛋仿制品呈干燥或粉末状形式。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动物仿制品选

自下组：肉仿制品、香肠仿制品、意大利辣香肠/腌肉仿制品、鸡肉仿制品、火鸡肉仿制品、猪

肉仿制品、培根仿制品、牛肉仿制品、豆腐替代品、牛肉糜仿制品、肉干仿制品、蛋仿制品、蛋

替代品、全熟蛋替代品、蛋粉替代品、液态蛋替代品、冷冻蛋替代品、沙拉酱、蛋黄酱和其组

合。

[0196]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组合物配制为挤制产品，如蛋白质脆片。

[0197]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组合物配制为营养饮品或营养饮品补充剂。在一些实施方式

中，营养饮品呈液体形式。在一些实施方式中，营养饮品呈粉末状形式。

[0198]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组合物配制为蛋白棒。

[0199] 本文所描述的组合物中的任一种还可以配制为食品。

[0200]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组合物呈液体形式。在一些实施方式中，组合物呈粉末状形

式。

[0201]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将微藻生物质与其它成分(例如掩蔽剂、调味剂和/或其它额

外成分)组合。此类其它成分可以在培养或处理微藻生物质的任何点添加或直接添加到最

终或中间食品中。举例来说，此类其它成分可在培养期间、在干燥(例如喷雾干燥)之前施用

到湿性生物质，在干燥(例如喷雾干燥)期间施用到湿性生物质，在喷雾干燥期间施用到喷

雾干燥物质、施用到最终食品，或其任何组合。如本文所论述，湿性生物质可直接用于制备

食品。因此，根据一些实施方式的组合物和食品包含额外成分，包含调味剂、掩蔽剂和/或额

外成分。根据一些实施方式的方法涉及将调味剂、掩蔽剂和/或额外成分施用于培养中的微

藻和/或微藻生物质。

[0202] 通常，组合物将含有约0.01％至约100％、约0.01％至约99％、约0.01％至约95％、

约0.01％至约80％、约0.01％至约75％、约0.1％至约100％、约0.1％至约99％、约0.1％至

约95％、约0.1％至约80％、约0.1％至约75％、约1％至约100％、约1％至约99％、约1％至约

95％、约1％至约80％、约1％至约75％、约5％至约100％、约5％至约99％、约5％至约95％、

约5％至约80％、约5％至约75％、约10％至约100％、约10％至约99％、约10％至约95％、约

10％至约80％、约10％至约75％的微藻生物质。

[0203]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食物组合物包含至少0.1％w/w的微藻生物质和一种或多种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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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可食用成分。在一些实施方式中，食物组合物包含具有按干重计至少10％蛋白质的微藻

生物质。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微藻生物质含有按干重计约25％、约30％、约35％、约40％、约

45％、约50％、约55％或60％蛋白质。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微藻生物质含有按干重计10‑

90％、10‑75％、25‑75％、40‑75％或50‑70％蛋白质。在优选实施方式中，微藻生物质在异养

条件下生长并且具有减少的绿色色素沉着。

[0204] 在本文所描述的实施方式中，食物组合物包含至少0.1％w/w的微藻生物质和一种

或多种其它可食用成分，其中微藻生物质包含按干重计至少30％蛋白质、按干重计至少

40％蛋白质、按干重计至少45％蛋白质、按干重计至少50％蛋白质、按干重计至少55％蛋白

质、按干重计至少60％蛋白质或按干重计至少75％蛋白质。在一些实施方式中，藻类生物质

含有按干重计30‑75％或40‑60％蛋白质。在一些实施方式中，至少40％的粗蛋白质可消化，

至少50％的粗蛋白质可消化，至少60％的粗蛋白质可消化，至少70％的粗蛋白质可消化，至

少80％的粗蛋白质可消化，或至少90％的粗蛋白质可消化。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微藻生物质

在异养条件下生长。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微藻生物质在充氮条件下生长。

[0205] 在本文所描述的实施方式中，微藻生物质包含主要完整的细胞。在一些实施方式

中，食物组合物包含主要或完全囊封在微藻生物质的细胞内部的油。在一些实施方式中，食

物组合物包含主要完整的微藻细胞。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微藻油主要囊封在生物质的细胞

中。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微藻生物质包含主要裂解的细胞(例如，匀浆)。如上文所论述，可以

稀浆、薄片、粉末或面粉形式提供此类匀浆。

[0206] 在本文所描述的实施方式中，食物组合物包含与一种或多种其它可食用成分组合

的微藻生物质，包含不限于谷物、水果、蔬菜、蛋白质、脂质、草本植物和/或香料成分。在一

些实施方式中，食物组合物是沙拉调料、蛋制品、烘焙制品、面包、棒、意大利面、酱、汤饮料、

饮品、冷冻甜点、黄油或涂抹酱。在一些实施方式中，食物组合物不是丸剂或粉末。在一些实

施方式中，食物组合物称重至少50g或至少100g。

[0207] 微藻生物质可以与一种或多种其它可食用成分组合以制备食品。微藻生物质可以

来自单个藻类来源(例如，菌株)或来自多个来源(例如，不同菌株)的微藻生物质。生物质还

可以来自单一藻类物种，但具有不同组成分布。举例来说，制造商可掺合油含量较高的微藻

与蛋白质含量较高的微藻达到精加工食品中所需的确切油和蛋白质含量。组合可由食品制

造商执行以制造用于零售或食品工业用途的成品。或者，制造商可将微藻生物质以产品出

售，且消费者可将微藻生物质并入到食品中，例如通过修改常规配方。在任一情况下，藻类

生物质通常用于替换许多常规食品中使用的蛋白质、油、脂肪、蛋等的全部或部分。

[0208]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由微藻生物质和/或由其衍生的产品(即，微藻粉、蛋白质浓缩

物或蛋白质分离物)的组合形成的食物组合物包含至少0.1％、至少0.5％、至少1％、至少

5％、至少10％、至少25％或至少50％w/w或v/v微藻生物质。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所形成的食

物组合物包含至少2％、至少5％、至少10％、至少25％、至少50％、至少75％、至少90％或至

少95％w/w的微藻生物质或由其衍生的产品。在一些情况下，食物组合物包含按重量计或按

体积计5‑50％、10‑40％或15‑35％的藻类生物质或由其衍生的产品。

[0209] 包含微藻粉、蛋白质浓缩物或蛋白质分离物的微藻生物质可并入到几乎任何食物

组合物中。一些实例包含烘焙制品，如蛋糕、布朗尼、鸡蛋糕、面包(包含布里欧面包

(brioche))、饼干(包含甜饼干)、松饼和馅饼。其它实例包含通常以干燥形式提供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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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大利面或粉末状调料、干燥奶精、肉沫和肉类替代物。将主要完整的微藻生物质作为结

合剂和/或膨化剂并入到此类产品中可由于主要完整的生物质的水结合能力而改良水合作

用并且增加产量。再水合食物，如由干燥蛋粉制成的炒蛋，还可具有改善的质地和营养特

征。其它实例包含液体食品，如酱、汤、调料(即食)、奶精、牛奶饮料、果汁饮料、冰沙、奶精。

其它液体食品包含充当代餐的营养饮品或含藻牛奶。其它食品包含黄油或奶酪等，包含起

酥油、人造黄油/涂抹酱、坚果黄油和奶酪产品，如玉米片酱。其它食品包含能量棒、巧克力

糖果‑卵磷脂替代品、代餐棒、格兰诺拉麦片棒型产品。另一种类型的食品为面糊和涂层。通

过在食物周围提供一层油，主要完整的生物质或匀浆阻止来自烹饪介质的额外油渗透食

物。因此，食物可保留涂层的高单不饱和油含量的益处而无需吸取不太理想的油(例如，反

式脂肪、饱和脂肪和来自烹饪油的副产物)。生物质的涂层还可为食物提供所需(例如松脆)

质地，并由于较少吸收烹饪油和其副产物而提供更纯粹味道。

[0210] 在某些实施方式中，蛋白质食物棒包含约5％、10％、15％、20％、25％、30％、35％、

40％、45％、50％、55％、60％、65％、70％、75％、80％、85％、90％、95％的裸藻粉，直到获得

所需质地。

[0211] 在某些实施方式中，蛋白质食物棒包含约5％、10％、15％、20％、25％、30％、35％

的裸藻β‑葡聚糖分离物，直到获得所需质地。

[0212] 在某些实施方式中，蛋白质棒或食品包含：约20‑35％的枣子、约10‑15％的龙舌

兰、约5‑15％的天然花生酱、约1‑5％的椰子油、包含约5‑15％的辊制燕麦、约5‑15％的杏仁

和约5‑40％的裸藻粉和约0‑10％的β‑葡聚糖分离物。

[0213] 在某些实施方式中，蛋白质棒或食品包含：杏仁、枣子、龙舌兰、天然花生酱、椰子

油、辊制燕麦、裸藻粉、槭糖浆、β‑葡聚糖分离物(BGI)、即用凝胶(RTG)、β‑葡聚糖粉末、RTG‑

湿性凝胶、木薯糖浆、龙舌兰糖浆、金色糖糊(Golden  strap  Molasses)、掩蔽调味剂、糖浆

和其组合。

[0214] 在某些实施方式中，在蛋白质棒食品的形成中所需的物质包含厨房秤、抹刀、汤

匙、食物加工机、厨房炉灶、双层蒸锅、搅拌钵、蜡纸、棒模(bar  mould)和其组合。

[0215] 在某些实施方式中，将厨房炉灶加热到约330‑380℉。以使得物料产生柔韧面团的

方式组合所述物料。一旦形成面团，就使用适当的烹饪设备以按所需水平将面团的一部分

按压到模具中。一旦填充模具，就将产品包裹在食品保鲜材料中，并将其放置在冷冻机中以

定型。

[0216] 在未烹饪食物中，微藻生物质中的大部分藻类细胞保持完整。这具有保护藻类油

免于氧化的优势，其赋予长保存期并且使与其它成分的不利相互作用减到最少。基于食品

的性质，由细胞赋予的保护可减少或避免对制冷、真空包装等的需求。保持细胞完整还防止

油与消费者的口腔之间的直接接触，这减少可能非所需的油性或脂肪感觉。在油更多用作

营养补充剂的食品中，这在改善产品的感官特性方面可为有利的。因此，主要完整的微藻生

物质适合用于此类产品中。然而，在油赋予所需口感(例如，作为具有水性溶液的乳液(如

醋))的未经烹饪产品(如沙拉调料)中，优选使用经纯化藻类油或微粉化生物质。在烹饪食

物中，原始完整的微藻生物质的一些藻类细胞可裂解，但其它藻类细胞可保持完整。裂解细

胞与完整细胞的比率取决于烹饪过程的温度和持续时间。为了口味、质地和/或外观(例如

烘焙制品)而需要油与其它成分以均匀方式分散的烹饪食物中，优选使用微粉化生物质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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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纯化藻类油。在烹饪食物中，主要因其营养或热量值而非质地，使用微藻生物质供应油

和/或蛋白质和其它营养素。

[0217] 还可将包含微藻粉、蛋白质浓缩物或蛋白质分离物的微藻生物质制造成营养或膳

食补充剂。举例来说，可以类似于其它营养补充剂的方式将微藻粉、蛋白质浓缩物或蛋白质

分离物囊封到可消化的胶囊中。此类胶囊可以包装在瓶中并且每日服用(例如每天1‑4粒胶

囊或片剂)。胶囊可含有单位剂量的微藻粉、蛋白质浓缩物或蛋白质分离物。同样地，微藻生

物质可任选地用药物或其它赋形剂压缩到片剂中。片剂可以包装在例如瓶或泡壳包装中，

并且每日以例如每天1‑4片剂的剂量服用。在一些情况下，片剂或其它剂量配制物包含单位

剂量的微藻粉、蛋白质浓缩物或蛋白质分离物。胶囊和片剂产品和其它补充剂的制造优选

地在如在21C.F.R.111所规定的营养补充剂的GMP条件下或由外国管辖权建立的相当法规

下进行。微藻粉、蛋白质浓缩物或蛋白质分离物可与其它粉末混合且作为掺水即可用物质

(例如，用水、果汁、牛奶或其它液体)以冲剂呈现。藻类生物质还可以混合到如酸奶的产品

中。

[0218] 还可以与其它干燥成分(例如糖、粉、干果、调味剂)组合的形式包装包含微藻粉、

蛋白质浓缩物或蛋白质分离物的微藻生物质，并且经分配包装以确保最终产品中的均一

性。，然后，消费者或食品服务公司只需添加如水或牛奶的液体且任选地混合和/或烹饪而

无需添加油或脂肪，即可将混合物转化成食品。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添加液体以复原经干燥

的微藻生物质组合物。烹饪可任选地使用微波炉、对流烘箱、常规烘箱或在炉灶上进行。此

类混合物可用于制备蛋糕、面包、薄饼、华夫饼、饮料、酱等。此类混合物具有方便消费者以

及无需冷藏的长保存期的优点。此类混合物通常包装在密封容器中，所述密封容器带有用

于添加液体以将混合物转化成食品的说明书。

[0219] 实施例：

[0220] 实施例1：调节蛋白质含量

[0221] 主要通过C:N比控制蛋白质含量。较低C:N比产生较高蛋白质含量。脂质含量的调

节重点围绕反应器的溶解氧含量。在低氧/厌氧条件下，裸藻将裸藻淀粉转化至蜡酯。表1提

供在培养基中在不同C:N比下产生的蛋白质或β‑葡聚糖的量。

[0222] 表1：聚焦蛋白质或β‑葡聚糖的生物质的C:N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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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3]

[0224]

[0225] 实施例2：裸藻的营养内含物

[0226] 基于公开可用报告的研究，本文中提供裸藻报告的至多59种营养元素的营养内含

物。可以从“健康”或“全面营养保健”的角度来考虑裸藻中营养的复杂性，并且所述粉代替

个别组分提供此整体优势。裸藻粉的营养价值取决于环境条件。

[0227] 近似度和其它营养素如下表2所示。胆固醇水平低于检测极限。就GABA来说，裸藻

蛋白粉含有417mg/100g  GABA。其在一些焦虑症药物的剂量范围内，这意味着富含蛋白质的

裸藻干燥生物质除了基本的大量营养素外，还具有额外的保健特性。

[0228] 表2：来自100g裸藻蛋白粉的营养素特征。ND表示未检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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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9]

[0230]

[0231] 在100g裸藻蛋白粉样品中测量的6.1％脂肪的脂肪酸特征如下表3所示。值得注意

的是，反式脂肪酸低于检测限。同样，大致一半的脂肪酸为饱和脂肪酸。还存在大致20％多

不饱和脂肪酸，如存在于生物质中的ω3、5和9。这给所述粉提供了一些营养特性，而非高脂

产品。

[0232] 表3：裸藻蛋白粉的脂肪酸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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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33]

[0234]

[0235] 脂肪酸以粉中脂肪酸(FA)的百分比、总脂质中FA的百分比以及按每100g总粉中以

mg为单位的质量进行报告。

[0236] 蛋白粉的氨基酸特征如下表4所示。100g的裸藻蛋白粉中总共含有27.4g蛋白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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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37] 表4：100g裸藻蛋白粉中的氨基酸特征。

[0238]

[0239]

[0240] 在100g粉中的矿物质(表5)和维生素(表6)都超过10％的每日所需摄入值。这为掺

入裸藻蛋白粉的产品提供进一步的营养。

[0241] 表5：在100g裸藻蛋白粉中的矿物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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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42]

[0243]

[0244] 表6：在100g裸藻蛋白粉中的维生素特征。

[0245] 维生素 浓度 推荐的每日摄入量 每100g粉的每日值％

维生素A 0.023mg/g 900mcg 255.56

维生素B1(硫胺素) 0.0211mg/g 1.2mg 175.83

维生素B2(核黄素) 0.0211mg/g 1.3mg 162.31

维生素B3(烟酸) 0.0285mg/g 16mg 17.81

维生素B5(泛酸) 0.0606mg/g 5mg 121.2

维生素B6 0.037mg/g 1.7mg 218.24

维生素B7(生物素) <0.1ppm 30mcg N/A

维生素B9(叶酸) <0.1ppm 400mcg N/A

维生素B12 <0.1ppm 2.4mcg N/A

维生素D <0.2ug/g 20mcg N/A

维生素E 0.25mg/g 15mg 166.67

维生素K1 0.0009％ 120mcg 75

[0246] N/A表示不可适用

[0247] 实施例3：裸藻蛋白质浓缩物的方法和实施例

[0248] 案例1：二相蛋白质生产(HS蛋白质浓缩物和LS蛋白质浓缩物)

[0249] 将收获的冷冻生物质解冻且在商业掺合器中掺合10分钟。将生物质用水稀释到大

致5％固体量。接着用1.5摩尔氢氧化钠中和经稀释的生物质，且接着在SPX  APV  1000实验

室系列匀浆机中在12,000psi下在单遍次情况下匀浆。将匀浆离心(以4700rpm持续13分

钟)，产生二相系统，即稀的高溶解性(HS)蛋白质的轻相(称为HS浮物相)和与裸藻淀粉(PM)

说　明　书 30/62 页

34

CN 114286625 A

34



混合的低溶解性(LS)蛋白质的重相浓浆(称为LS/PM浓浆)。

[0250] 通过倾析收集HS浮物，接着用含50％w/w柠檬酸的水将浮物调节到pH  4.5，之后进

行1小时平缓间歇搅拌，随后在4,700rpm下离心13分钟。从HS浮物沉淀获得两个相，即称为

HS乳清(在酸作用下不沉淀的可溶性细胞组分)的轻相和HS浓浆。HS浓浆接着用相等质量的

水稀释，用1.5M  NaOH中和且接着冷冻干燥，从而产生粉末状HS蛋白质浓缩物。将HS乳清弃

置。在冷冻干燥之后，在密西索加的SGS(SGS  Mississauga)处通过近似分析来分析HS蛋白

质浓缩物粉末。

[0251] 为了获得LS蛋白质浓缩物粉末，用等量的水稀释LS/PM浓浆并且用1.5M  NaOH调节

至pH  10，同时在商业掺合器中掺合大致10分钟。在此碱性溶解步骤之后，将混合物在4,

700rpm下离心13分钟，产生两个相：由溶解的低溶解性蛋白质(LS浮物)组成的轻相和裸藻

淀粉浓浆的重相。在蛋白质沉淀之前通过用50％w/w水性柠檬酸将pH调节到4.5来倾析出LS

浮物。在轻微搅拌下在pH  4.5下1小时之后，LS浮物在4,700rpm下离心13分钟，产生酸可溶

细胞物质的轻相(LS乳清)和低溶解度蛋白质的沉淀物(称作LS浓浆)。LS浓浆在用1.5M 

NaOH中和之前用相等质量的水稀释，且冷冻干燥，产生LS蛋白质浓缩物粉末，同样对其进行

如表7中所示的近似分析。

[0252] 表7：案例1二相蛋白质生产的近似数据

[0253]

[0254] 案例2：匀浆后的碱分离

[0255] 将收获的冷冻生物质解冻且在商业掺合器中掺合10分钟。将生物质用水稀释到大

致5％固体量。接着用1.5摩尔氢氧化钠中和经稀释的生物质，且接着在SPX  APV  1000实验

室系列匀浆机中在12,000psi下在单遍次情况下匀浆。立即用1.5M  NaOH将匀浆调节到pH 

10。将pH调节的匀浆平缓地搅拌1小时以确保在这些条件下获得最大化的蛋白质溶解。在搅

拌之后，将匀浆在4,700rpm下离心13分钟。

[0256] 在离心之后，仅获得两相：主要由裸藻淀粉组成的重相(PM浓浆)和含有溶解的蛋

白质和任何其它弱碱性可溶细胞组分的轻相(PC浮物)。接着使用50％w/w水性柠檬酸将PC

浮物相调节到pH  4.5。在pH调节之后，在以4,700rpm离心13分钟之前平缓地搅拌混合物过

夜(约16小时)。此分离产生由碱性和酸性可溶细胞组分组成的轻相(PC乳清)和含有沉淀的

蛋白质的重浓浆相(PC浓浆)。将PC浓浆接着用相等质量的水稀释，用1.5MNaOH中和，且接着

使用LabPlant  SD‑06喷雾干燥器经喷雾干燥，其中入口温度为160℃，进料速率为大致

10mL/min。将所获得的粉末状蛋白质浓缩物送至SGS‑Mississauga处用于近似分析，如在表

8中所示。

[0257] 表8.来自案例2匀浆后的碱分离的近似数据

说　明　书 31/62 页

35

CN 114286625 A

35



[0258]

[0259] 案例3：匀浆前的碱萃取

[0260] 将两次收获的TK4300生物质从冷冻解冻、合并和用水稀释到5％固体量。接着将稀

释的生物质掺合物在搅拌锅中混合15分钟。经再悬浮和混合之后，使用1.5M  NaOH将生物质

调节到pH  10。在pH调节之后，在SPX  APV  1000实验室系列匀浆器中在12,000psi下将生物

质匀浆。接着将所获得的匀浆在4,700rpm下离心13分钟，产生两相，即含有溶解的蛋白质和

其它碱性可溶细胞组分的轻相(PC浮物)和主要由裸藻淀粉组成的重相(PM浓浆)。使用85％

w/w磷酸将PC浮物调节到pH  4.5，之后平缓搅拌1小时以完成沉淀。在沉淀反应之后，PC浮物

在4,700rpm下离心13分钟，产生两相，即由酸性和碱性可溶组分组成的轻相(乳清)和由沉

淀蛋白质组成的重相(PC浓浆)。

[0261] PC浓浆被稀释到10％固体量，使用1.5M  NaOH调节到pH  7，且使用35"Wild  Horse 

International喷雾干燥器S/S型号LPG‑5(具有250℃的入口温度和维持70‑75℃出口温度

的可变流动率)经喷雾干燥。将所获得的蛋白质浓缩物粉末送至SGS‑Mississauga处用于近

似分析，如表9中所示。

[0262] 表9.来自案例3匀浆前的碱萃取的近似数据

[0263]

[0264]

[0265] 案例4.酸性匀浆过程

[0266] 将两次收获的TK4300生物质从冷冻解冻、合并和用水稀释到5％固体量。接着将稀

释的生物质掺合物在搅拌锅中混合15分钟。使用1.5M  NaOH将稀释的生物质调节到pH  4.7

(起始pH  3.3)。接着在SPX  APV  1000实验室系列匀浆器中在12,000psi下将生物质匀浆。将

匀浆在40℃下的冰箱中储存过夜。第二天，将匀浆在4,700rpm下离心13分钟，产生三相混合

物；最轻相含有酸可溶细胞组分(乳清)，所获得的浓浆形成两个略微不连续相，其中水平分

离主要由沉淀的蛋白质构成的上部(PC浓浆)，和主要由较致密的裸藻淀粉组成的下部(PM

浓浆)。倾析乳清，且弃置。接着在离心瓶中通过使用手工工具从PM浓浆人工地去除PC浓浆

并且加以收集。将PM浓浆单独地处理成β‑葡聚糖分离物。

[0267] 接着将PC浓浆稀释到10％固体量，调节到pH  7，且使用35"Wild  Horse 

International喷雾干燥器S/S型号LPG‑5(具有250℃的入口温度和维持70‑75℃出口温度

的可变流动率)经喷雾干燥。收集蛋白质浓缩物粉末并且送至SGS‑Mississauga处进行近似

分析，如表10中所示。

[0268] 表10.来自实施例4酸性匀浆过程的近似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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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69]

[0270] 案例5：蛋白质浓缩物和分离物的过程中进行进一步优化的实施例

[0271] 如上文所陈述的实施例依赖于可进一步优化的多个关键单元操作。需要进一步优

化的操作包含但不限于：匀浆、沉淀、相分离和干燥。

[0272] 匀浆(和替代性细胞裂解技术)：匀浆单元操作具有尚未完全优化的多个参数，包

含但不限于：生物质的固体含量、匀浆的温度、通过次数、匀浆压力和匀浆阀几何形状以及

阶段数。举例来说，改变匀浆的固体含量可影响裂解有效性以及某些生物分子(即蛋白质和

脂质)是否以浓度依赖性方式缔合。优化温度将进一步影响生物分子分离的热力学，以及潜

在地限制蛋白质的热变性，这将产生更多功能的浓缩物和分离物。匀浆器的通过次数和压

力和几何形状都将直接影响蛋白质与脂质的分离，因为过度匀浆产生会显著不利地影响蛋

白质和脂质分离的乳化。通过温和裂解使脂质乳化最小化，预期将获得较高蛋白质含量浓

缩物和/或分离物。此外，还可利用替代性细胞裂解技术来实现相同效果，所述技术包含但

不限于：酶裂解、超声裂解、化学裂解或研磨。

[0273] 沉淀：沉淀操作可受以下影响：所使用的酸或其它沉淀剂的选择、用于调节的酸和

碱的浓度、搅拌机制和速度、用于反应的温度和时间。不同酸由于其不同化学结构与蛋白质

不同地相互作用并且可改变其结构并且因此改变溶解性和功能性；进一步工作将基于可用

于从溶液中盐析蛋白质的Hofmeister系列来检查不同酸以及其它非酸沉淀剂(如硫酸铵)

或其它食物安全盐。搅拌机制和速度可归因于其是否引入空气而对蛋白质溶解性具有显著

影响。引入空气产生空气‑液体界面，在所述界面处蛋白质必须改变其结构，这可最终在回

收后改变其最终功能特性。将选择最优搅拌机制以便不扰乱天然蛋白质结构并且维持最优

功能性。反应时间将指示在后续单元操作期间共纯化的污染物的产率和量。或者，在干燥处

理之前，可以通过使用选择性吸附蛋白质或杂质的色谱技术，选择性去除其它污染物(如脂

质和碳水化合物)，来避免沉淀。

[0274] 等电沉淀：

[0275] 澄清的产品可以转移到装备有pH、温度和搅拌控制传感器的罐。可调节pH以加快

在受控条件(例如蛋白质浓度、搅拌时间、温度和剪切速率)下的等电沉淀。可以在不同阶段

进行等电沉淀以从离心分离液沉淀最大可溶蛋白质。此外，可以应用热处理以加快沉淀过

程。此后，可以通过利用优化的操作工艺参数(以g计的力，进料流动速率背压和排放时间)

的连续离心(圆盘堆叠式离心机)来回收沉淀物以获得所需固体含量。

[0276] 或者，沉淀物还可以在沉积槽中通过沉积工艺分离。此外，可通过使用食品级絮凝

剂来加速沉淀过程。

[0277] 相分离：相分离操作呈现用于今后优化的许多选择，如离心技术(圆盘堆叠、倾析

器、管状碗等)、离心机参数(进料速率、速度、堰板(weir)深度等)的改变。不同离心机和操

作参数将允许改变影响沉淀的蛋白质与周围水性环境的机械分离的所施加的力，这将最终

由于更好地排除如脂类和碳水化合物的污染物导致所生产的浓缩物中蛋白质含量更高。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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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将测试与离心正交的不同相分离技术，包含但不限于超过滤和化学诱导的相分配。超过

滤可用于浓缩来自裂解物的蛋白质，且可能根本不需要使用沉淀物，这可允许在浓缩物中

实现较高蛋白质含量，以及最终产品的改进功能性。可以通过将水溶性聚合物(如聚乙二

醇)添加到系统中来进行化学相分配，这导致形成多相水性混合物，其中存在富含聚合物的

相和缺乏聚合物的相。蛋白质还将选择性地分配到这些相中，其方式为使得其接着可通过

简单倾析或新形成相的加速机械分离与其它细胞组分分离，随后从聚合物分离蛋白质。

[0278] 膜过滤：

[0279] 膜过滤为在生物处理中广泛使用的分离技术。基于膜孔隙度，其可以分类为微过

滤或超过滤工艺。微过滤膜一般用于澄清、除菌和去除微粒或用于细胞分离。超过滤膜一般

用于浓缩和脱盐溶解的分子(蛋白质、肽、核酸等)、缓冲液交换和分级分离。膜工艺操作的

两种常见方式为死端(正常流动过滤)和横向流动(切向流动过滤)过滤模式。在横向流动过

滤模式中，需要过滤的流体平行于膜表面流动以保留高分子量分子且归因于跨越膜的压力

差而使渗透物中的水和低分子量溶质通过。横向流动减少滤饼的形成以将其保持在低水

平。在UF/DF操作期间，在所有切向流装置中控制两个主要变量跨膜压‑TMP和横向流动速率

或进料流动速率。

[0280] 超过滤可用于从离心分离液浓缩可溶性蛋白质。可以基于筛选实验选择用于保留

最大蛋白质的适当分子量截止(MWCO)膜。接着，可优化操作工艺参数以实现最大通量。此

外，可以执行透滤的数目以实现较高蛋白质含量或使蛋白质分离。

[0281] 干燥：干燥操作呈现优化蛋白质浓缩物和/或分离物的纯度以及功能性的另一机

会。纯度可受与干燥器同时使用空气浮选分离或摩擦电分离的影响，这可分别基于密度和

电荷将蛋白质与其它组分分离。最终产品的功能性受到干燥技术的显著影响，且此操作的

优化对于高度功能性蛋白质产品是必不可少的。蛋白质容易地热变性，其导致其结构响应

来自其环境的热量而改变；大多数干燥技术利用热量且因此对蛋白质结构和功能呈现直接

挑战。干燥技术的周密优化允许将最少量的热量施加到产品，例如，通过在喷雾干燥器中使

用最低可能的入口温度，这产生足够低水分产品。可选择和优化替代性干燥方法，如冷冻干

燥或真空烘箱干燥，其可能将甚至较少的热量引入到蛋白质，更好地维持其原生结构且最

终维持食物系统中的功能性。

[0282] 经由沉淀或通过膜过滤方法产生的蛋白质浓缩物或蛋白质分离物稀浆可经喷雾

干燥以获得蛋白质浓缩物或蛋白质分离物的干燥粉末。喷雾干燥可通过使稀浆在优化的关

键操作工艺参数(总固体量、进料流动速率、雾化气压、入口温度和出口温度)下穿过喷雾干

燥器以实现粉末的所需水分含量来进行。

[0283] 实施例4：脱脂蛋白质浓缩物和粉以及其用于蛋白质分离物的用途

[0284] 引言：本实施例的目的是确定脱脂蛋白粉和浓缩物中的最有前景的食物可接受的

溶剂。测试三种常见食品级有机溶剂：乙醇、异丙醇和己烷。测量最终产品的蛋白质和脂质

含量以确定成功脱脂和所得最终蛋白质浓度。

[0285] 方法：在室温下，在搅拌板上将4克样品蛋白质浓缩物(PC)和富含蛋白质裸藻粉

(PF)于40mL溶剂(己烷、异丙醇、乙醇)中混合24小时。接着将样品离心(3500rpm，5分钟)。将

上清液倾析到新的50mL管中。将球粒再悬浮于40mL对应溶剂中并且涡旋20秒以混合。再次

离心样品(3500rpm，5分钟)。将上清液保持在单独的50mL管中。使用GeneVac  EZ‑2蒸发器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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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球粒和上清液管。将起始物质和脱脂球粒的样品送至川特大学的水质中心(Water 

Quality  Centre  at  Trent  University)进行总氮分析。针对基于氯仿和甲醇的GC分析方

法使用内部脂质萃取对脱脂样品以及起始样品进行总脂质萃取，以形成单相溶剂系统来萃

取和溶解脂质。

[0286] 结果/论述：第一主要结果为以下观测结果：如通过SGS进行的粗脂肪分析产生比

内部利用的总脂质萃取方法显著更低的值(低10‑14％)。这两种萃取之间的较大差异表明，

在这些样品中，大部分裸藻脂质不可溶于乙醚(粗脂肪)，但可溶于2氯仿:2甲醇:1.8水萃取

混合物中用于总脂质分析。在此情况下，最可能的原因是存在高度的极性脂质，如磷脂，其

仅在相对非极性的乙醚中的溶解度有限。

[0287] 与在用任何所测试的溶剂脱脂之后自32.2％降至大致20％脂质含量的粉相比，发

现蛋白质浓缩物更容易地脱脂，蛋白质浓缩物在用任何所测试的溶剂脱脂之后自48.4％总

脂质降至大致20％。这些结果展示，浓缩物已去除75％脂质，而粉仅已去除约50％脂质。这

些结果是合乎逻辑的，因为蛋白质浓缩物是匀浆的，且因此与粉中存在的半完整细胞相比，

溶剂更容易将脂质组分溶解出来。这些结果在表11和表12两者中得到支持。

[0288] 表11：脱脂之前和之后的脂质含量

[0289]

[0290]

[0291] 表12：脂质质量平衡

[0292]

[0293] 表13和表14的结果表明在此脱脂实验中，连同脂质，大量蛋白质被萃取到所测试

的各种有机溶剂中。因为这一点，脂质萃取物本身不大可能是纯脂质，可能归因于样品中存

在大量的脂蛋白复合物。进一步工作应研究经蒸发脂质浓缩物的蛋白质含量。发现蛋白质

浓缩物和粉中的乙醇中的蛋白质溶解性最高。举例来说，87.4％的N含量(在此实验中代表

蛋白质)在乙醇萃取情況下从富含蛋白质粉中损失于溶剂中。出人意料的是，蛋白质在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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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剂中具有如此高的溶解性，并且可能离心不足以再捕获不可溶蛋白质组分。或者，裸藻的

脂质可能具有异常高的N含量(例如磷脂酰胆碱)，引起质量平衡的此偏差。然而，这必须经

进一步探索，因为其可揭露裸藻蛋白质在有机溶剂中高度可溶的极令人感兴趣的功能性。

再捕获悬浮的不溶性蛋白质的选择可以是利用离心和过滤，而非单独离心，如重力或真空

过滤。今后工作还可研究萃取期间更高温度的使用，其可破坏脂质与蛋白质之间的相互作

用，因此阻止蛋白质残留到脂质萃取物中。

[0294] 表13：脱脂之前和之后的蛋白质含量

[0295]

[0296]

[0297] 表14：蛋白质质量平衡

[0298]

[0299] 根据实施例3中的工作，观察到在异丙醇萃取的情况下脂质减少75％并且蛋白质

损失17.5％。当发现49.3％蛋白质、48.4％脂质和2.3％其它(如灰分和碳水化合物)的起始

生物质时，如果我们应用相同逻辑，那么我们将假定存在73.9％的最终蛋白质百分比，以及

21.97％脂质和4.13％其它。假定通过改变使溶剂中不存在蛋白质损失，那么蛋白质百分比

可高达77.4％。

[0300] 发现脱脂适用于控制蛋白质浓缩物(图1)和蛋白粉(图2)中的颜色。这些结果表明

裸藻粉的颜色(黄色/橙色)归因于脂质可溶组分，如类胡萝卜素。如果颜色对于产品应用重

要，可以利用溶剂脱脂来增加蛋白质颜色属性的中立性。

[0301] 可用于从蛋白质样品去除脂质的其它溶剂包含：丙酮、苯甲醇、1,3‑丁二醇、二氧

化碳、蓖麻油、单甘油酯和二甘油酯的柠檬酸酯、乙酸乙酯、乙基醇(乙醇)、用甲醇变性的乙

基醇、丙三醇(甘油)、二乙酸甘油酯、三乙酸甘油酯(三醋精)、三丁酸甘油酯(三丁精)、己

烷、异丙基醇(异丙醇)、甲基醇(甲醇)、甲基乙基酮(2‑丁酮)、亚甲基氯(二氯甲烷)、单甘油

酯和二甘油酯、柠檬酸单甘油酯、1,2‑丙烯乙二醇(1,2‑丙二醇)、脂肪形成脂肪酸的丙二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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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酯和二酯，和柠檬酸三乙酯。

[0302] 结论：使用乙醇、异丙醇和己烷对蛋白质浓缩物和粉脱脂。蛋白质浓缩物比蛋白粉

更易于脱脂。氮携带到脂质萃取物中，潜在地干扰结果，表明蛋白质损失或裸藻脂质中的高

度氮含量。脱脂残余物的颜色比起始物质更中性得多。接下来的步骤包括：研究脂质萃取物

的蛋白质含量，比较粗脂肪萃取物(石油醚)与这些实验中制备的萃取物，以及研究对脂质

萃取的温度影响。

[0303] 就裸藻蛋白质分离物得到的结论：本工作说明在蛋白质浓缩物样品中去除75％脂

肪的能力。其还说明，在无任何改变的情况下，脂质萃取溶剂中的蛋白质(氮)平均损失

17.5‑36.2％，其基于所使用的溶剂而变化。在此处所测试的三种中，异丙醇具有17.5％的

最低蛋白质损失。基于此，可以推断出，如果具有较高起始蛋白质百分比的物质(如在实施

例3中观察到的那些)通过溶剂萃取脱脂，那么可以获得具有大于80％蛋白质的裸藻蛋白质

分离物。举例来说，如果查看来自实施例3的近似数据，如表15中再次所示：

[0304] 表15.来自案例3匀浆前的碱萃取的近似数据

[0305]

[0306] 蛋白质浓缩物粉末为70.4％蛋白质，及21.9％脂质、低量碳水化合物和一些灰分。

如果存在以下假设，如下列计算中所示，且此生物质通过异丙醇溶剂萃取而脱脂，那么预计

蛋白质分离物的平均蛋白质含量将为81.5％。

[0307] 对于这些计算，使用裸藻蛋白质浓缩物粉末的100g样品，其中近似数据如表15所

示。

[0308] 使用异丙醇，预计75％脂质去除，其导致：21.9g(0.75)＝16.4g去除的脂质，5.5g

剩余脂质。如果使用异丙醇，那么预计具有平均17.5％蛋白质损失。因此关于原始70.4g蛋

白质：70.4g(0.175)＝将损失12.32g蛋白质，并且剩余58.1g蛋白质。在此实施例中，还假设

溶剂萃取中未损失碳水化合物或灰分，这意味着仍存在0.5g碳水化合物和7.2g灰分。因为

这一点，新的总质量如下：58.1g蛋白质+5.5g脂质+7.2g灰分+0.5g碳水化合物＝71.3g总质

量。

[0309] 基于这些假设，假设71.3g样品中存在58.1g蛋白质，或样品含有81.5％蛋白质。那

么新脂质含量也将为7.7％，碳水化合物含量将为0.7％，且新灰分含量将为10.1％。这一点

的概述如下表16所示，突出显示蛋白质和脂质含量的改变。因此，在此实施例中，蛋白质分

离物的蛋白质含量将为81.5％。理论上，如果改进溶剂方法以使在溶剂萃取(如真空过滤)

中蛋白质的损失减至最少，那么蛋白质含量可高达84.2％。如果使用与异丙醇相同的逻辑

使来自实施例3表8的裸藻蛋白质浓缩物脱脂，那么其将产生具有82.9％蛋白质含量的蛋白

质分离物(假设溶剂中有蛋白质损失)，或如果改进方法以防止溶剂中的蛋白质损失，那么

其将产生具有85.4％蛋白质含量的蛋白质分离物。

[0310] 表16：蛋白质浓缩物与用异丙醇溶剂萃取的蛋白质分离物之间的变化的汇总表。

数值基于干重以百分比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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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11]

[0312] 实施例5：蛋白粉和蛋白质浓缩物氨基酸特征、消化率和PDCAAS评分。

[0313] 在本研究中，针对裸藻蛋白粉以及蛋白质浓缩物的不同样品研究氨基酸特征、总

蛋白质和PDCAAS(蛋白质消化率校正氨基酸评分)值。将样品送到第三方分析实验室以确定

存在于样品中的氨基酸百分比、总蛋白质和PDCAAS数值。

[0314] 对于蛋白质浓缩物和蛋白粉，氨基酸特征、PDCAAS(蛋白质消化率校正氨基酸评

分)和消化率报告于表17中。蛋白质浓缩物样品的总蛋白质在33‑48％之间变化(n＝2)，且

富含蛋白质粉的总蛋白质在18‑38％之间变化(n＝4)。如预期，相比于富含蛋白质粉，蛋白

质浓缩物样品中的总蛋白质平均较高。

[0315] 对于蛋白质浓缩物，PDCAAS评分为0.96和0.73。值为1表示完全参考蛋白质，因此

0.96为极高评分，且0.73仍为蛋白质质量的良好指标。就富含蛋白质粉来说，PDCAAS值在

0.93至1.21的范围内变化。大于1的PDCAAS评分指示这些样品具有较高水平的必需氨基酸。

这表明富含蛋白质的裸藻粉中的蛋白质具有高质量和高消化率，因为其接近1或超过1。高

于1的PDCAAS评分下舍入至1作为所接受的评分。

[0316] 表17：蛋白质浓缩物和蛋白粉氨基酸特征、消化率和PDCAAS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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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17]

[0318] 星号表示9个必需氨基酸。氨基酸值以百分比形式表示

[0319] 实施例6：具有裸藻蛋白粉、β‑葡聚糖分离物和即用凝胶粉末的蛋替代物

[0320] 在市场上，存在2种不同的蛋替代品策略，一种是针对烘焙应用的策略。在所述应

用中，主要成分为淀粉和胶状物(用作粘合剂和调质剂)，伴有膨松剂以补偿蛋白在烘焙应

用中的膨松功能，以及一些蛋白质。

[0321] 用于蛋替代物的另一种应用是可经搅和的蛋粉或液态蛋替代物，供用作炒蛋或煎

蛋。对于炒蛋替代物，主要成分将包含植物蛋白(用于模拟真蛋的营养)，以及不同胶状物/

亲水胶体的混合物作为烹饪时的粘合剂和质地显色剂。

[0322] 在本研究中，使用豌豆蛋白浓缩物与裸藻蛋白粉的组合作为主要蛋白质源。使用

β‑葡聚糖即用凝胶(RTG)粉末作为唯一亲水胶体源以充当粘合剂/调质剂。β‑葡聚糖RTG粉

末为1M  NaOH中的溶解β‑葡聚糖，其已用3.75％柠檬酸形成为凝胶，且接着冷冻干燥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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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末。当将粉末放回到水中时，其易于根据浓度形成增稠溶液或凝胶。添加β‑葡聚糖分离物

与裸藻蛋白粉的组合使蛋炒成炒蛋的预期黄色，这意味着在这些应用中不需要着色剂。另

外，与不含β‑葡聚糖分离物的对照混合物相比，添加β‑葡聚糖分离物还显示对裸藻蛋白粉

异味的掩蔽作用。裸藻粉为黄色，其也增加炒蛋的预期黄色。

[0323] 在此配制物中未使用调味剂或味道掩蔽剂，且小组成员仍可感知到来自蛋白质来

源(裸藻粉与豌豆蛋白的组合)的鲜味。

[0324] 方法和物质：本研究中针对炒蛋所使用的配制物如表18所示，所述配制物包含粉

中具有大致30％蛋白质的裸藻蛋白粉、来自裸藻的β‑葡聚糖分离物以及充当亲水胶体来源

的即用凝胶β‑葡聚糖粉末。将干燥成分混合在一起，接着添加水并且混合。将混合物搅拌1

分钟。为了测试炒蛋类特性，将搅拌的混合物倒入到煎锅中，煎锅已设置为中火(大致170

℃)，并且使用1汤匙加热过的油(即植物油，每100克液态蛋替代物用1汤匙)。将搅拌混合物

在每隔一分钟到两分钟的翻炒动作下油炸约7至9分钟，以获得一定炒蛋稠度。由内部品尝

小组分析混合物。

[0325] 表18：蛋(炒蛋)替代物的配方

[0326]

[0327] 结果和论述：基于裸藻的液体炒蛋替代物具有与对照炒蛋类似的黄色。在此情况

下，在此配制物中不添加调味剂或其它已知味道掩蔽剂。因而，在此配制物中，品尝小组成

员可以觉察到由于裸藻蛋白粉和豌豆蛋白的蛋白质来源所致的鲜味。可以添加洋葱粉或

盐、大蒜粉或盐和/或营养酵母粉作为调味剂以改进裸藻液态蛋替代物的口味。

[0328] 实施例7：对液态蛋替代物的附加研究

[0329] 在本研究中，研究结冷胶(Gellan  gum)作为亲水胶体调质剂/粘合剂、洋葱粉作为

调味剂和富含较高蛋白质的裸藻粉的作用。

[0330] 物质和方法：裸藻液态蛋替代物如表19所示。对于裸藻蛋白粉，研究含37％蛋白质

和48％蛋白质的粉以确定包含较高蛋白质的粉的作用。在此配制物中，未使用β‑葡聚糖分

离物作为掩蔽剂/增白剂。同样，未使用RTGβ‑葡聚糖粉末用作亲水胶体。相反，添加亲水胶

体结冷胶。还添加洋葱粉的调味剂以改进最终产品的口味。

[0331] 为了形成混合物，将所有干燥成分混合，包含结冷胶，之后添加水并混合。将混合

物加热到80℃持续1小时，至多2小时以使结冷胶水合和凝胶化。将混合物倒入到煎锅中，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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锅已设置为中火(大致170℃)，并且使用1汤匙加热过的油(即植物油，每100克液态蛋替代

物用1汤匙)。将混合物每隔一分钟到两分钟的翻炒动作下油炸约7至9分钟，以获得一定炒

蛋稠度。由内部品尝小组分析混合物。再次重复实验以确认结果。

[0332] 表19：裸藻液态蛋替代物的成分表。

[0333] 成分 ％(基于湿重)

水 85.42

裸藻蛋白粉(37％或48％) 8.00

豌豆蛋白浓缩物(80％) 6.00

盐 0.10

结冷胶粉末 0.18

洋葱粉 0.30

总计 100.00

[0334] 结果和论述：虽然在较低裸藻蛋白粉蛋原型的1小时热处理(37％蛋白质含量)之

后，结冷胶的存在产生如稠度类似于液体蛋的粘稠凝胶且有助于烹饪时的炒蛋的所要质

地。在具有较高裸藻蛋白质含量(47％)的原型中，在相同热处理条件下持续1小时并且甚至

约2小时之后，未获得预期的胶样增稠稠度，并且混合物处于与热处理前几乎相同的稠度，

或仅稍微更稠，过于稀薄不适合烹饪。在两次重复实验中观察到此效果。

[0335] 结论：不希望受理论所束缚，本文中所观察到的结果利用粉中的较高浓度的蛋白

质，因此蛋白质与结冷胶之间的相互作用阻止胶水合。这意味着蛋白质‑胶状物相互作用阻

止水‑胶状物相互作用形成，阻止胶状物的水合作用和其在基质中的增稠/胶凝作用。

[0336] 实施例8：即饮饮品

[0337] 在此研究中，目标是使用裸藻蛋白粉作为蛋白质源，用简短干净的成分表调配营

养饮品。

[0338] 方法和物质：开发巧克力饮品配制物，并且测试作为呈不同百分比(3、5、7、9％w/w

最终产品)的唯一蛋白质源的裸藻蛋白粉，并且评估饮品的感官特性(香味、口味、口感)。

[0339] 将所有干燥成分(蛋白粉、可可粉)和液体成分(槭糖浆和水)称重并且合并在具有

密闭盖的玻璃容器中(参见表20)。使用搅拌棒将混合物涡旋或搅拌约2分钟，直到所有干燥

成分分散且未观测到凝块为止。使用手持式(静置)匀浆机(即OMNI  International  GLH‑

01)在相当于250,000rpm的速度设置6下使饮品匀浆2分钟。接着在水浴中在80℃下加热匀

浆饮品12分钟。在若干试验之后实现此时间‑温度组合以确定适当的组合，使含有饮品的玻

璃容器在15秒内达到72℃(牛奶巴氏杀菌标准)。接着将饮品冷却3小时且测试感官特性。

[0340] 表20：即饮饮品

[0341] 即饮饮品 成分％

水 69.50

槭糖浆(Fortune  Farms，Product  of  Canada) 15.00

裸藻富含蛋白质粉 7.00

裸藻B‑葡聚糖分离物 5.00

裸藻B‑葡聚糖分离物RTG 2.00

可可粉(无名称)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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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计 100.00

[0342] 结果和论述：具有裸藻产品的上述饮料配制物含有5.8克裸藻蛋白质/份、1.7％裸

藻油/份和20.8β‑葡聚糖/份。份量大小为200mL或250mL。

[0343] 就口味特性来说，在上述裸藻蛋白粉浓度下产生不易察觉的海洋异味，其不如来

自较高浓度的异味显而易见。在配制物中使用裸藻β‑葡聚糖分离物用于其免疫增强作用。

在配制物中使用裸藻β‑葡聚糖分离物RTG以替换通常用于饮品产品中，因为其赋予的粘度、

口感和稳定性的胶包含物。

[0344] 实施例9：粉末状饮品

[0345] 粉末状饮品特性：在此研究中，目标是使用裸藻蛋白粉作为蛋白质来源用干净的

成分表调配营养性、粉末状饮品。

[0346] 粉末状饮品问题和解决方案

[0347] 凝块：裸藻蛋白质饮品含有豌豆蛋白、裸藻粉、预胶凝化淀粉、掩蔽剂、调味剂和

糖。此掺合物在添加到冷水中之后形成大凝块。表21和表22将降低水平的预胶凝化淀粉和

Ticaloid  620(来自TIC的刺槐豆胶和黄原胶混合物)添加到配方中以实现(当前市场)粉末

状饮品粘度水平而不凝块。

[0348] 海洋风味掩蔽剂：在粉末状饮品的开发中测试多种天然风味掩蔽剂和调味剂。表

21和表22反映最适合于消除任何海洋风味的调味剂和掩蔽剂。

[0349] 表21：芒果风味粉末状蛋白质饮品的内含物

[0350]

[0351] 表22：巧克力风味粉末状蛋白质饮品的内含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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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52]

[0353] 方法和食用建议

[0354] 消费者方法：消费者收到具有多个份量和一份量勺的预混合包装。消费者随后根

据表23进行制备。

[0355] 表23：单份量制备说明

[0356]

[0357] 食用建议/应用展望：表21和表22已经用燕麦奶和2％牛奶测试，结果为较稠和更

诱人的饮品。从而显示在今后粉末状饮品研究期间考虑粉末状饮品的多功能性和其它应用

(冰沙、烘焙……)的可能性。适用于饮品且将在消费者测试期间测试的其它牛奶或乳制替

代物包含但不限于豆浆、豆浆掺合物、杏仁牛奶、无乳糖牛奶、椰子牛奶、腰果牛奶和其它。

[0358] 结论和工作展望：Noblegen公司目前的粉末状饮品已经克服了质地和口味上的障

碍。当前的口味和配方对于当前市场产品是有力的竞争对手。单份量以易于制备的应用提

供12.6至14.5g蛋白质/份。今后粉状饮料的工作将致力于减少糖的量和增加当前的风味。

基于液体饮品的工作也是考虑因素。

[0359] 实施例10：裸藻类蛋白棒

[0360] 本研究的目标为在棒配方(参见表24)中包含裸藻蛋白粉以替换部分蛋白质源，以

及提供关于棒的营养特征。

[0361] 表24：裸藻蛋白粉棒配方的成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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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62] 成分 配方中的百分比(％)

枣子 27.65

龙舌兰糖浆 13.53

天然花生酱 11.18

椰子油 2.94

辊制燕麦 7.65

杏仁 7.06

裸藻蛋白粉 30.00

总计 100.00

[0363] 为了制备裸藻棒，将烘箱加热到350℉以烘烤杏仁和燕麦10分钟，或烘烤至仅为金

色，使其冷却。在冷却之后，在食物加工机中粗切杏仁并且在混合碗中合并干燥成分，搅拌

以合并且放在一旁。在食物加工机中，处理枣子直到面团球稠度形成，约1分钟。将湿成分一

起(龙舌兰糖浆、花生酱、椰子油、枣子)合并到小双层蒸锅中，且加热直到枣子易于并入到

所述湿成分中，从热源移除。使用刮刀将湿成分添加到干成分中直到充分合并。将混合物转

移到内衬有蜡纸的恰当大小的棒模具中，且使用刮刀将面团紧紧地按压到模具中直到均匀

分布和平整。在蜡纸中包裹棒并且放置到冷冻机中以定形。

[0364] 结果和论述：本发明配制物通过首先测试6.25％裸藻粉和6.25％β‑葡聚糖分离物

来开发。各自的百分比分别增加到8％和8.5％，之后分别增加10％和7％。还测试配制物，其

中从配方中省略β葡聚糖分离物并且将裸藻粉增加到12.5％、15％、20％、25％和30％。重新

引入β‑葡聚糖分离物以在5％和25％裸藻粉下测试棒内的水分保持能力。

[0365] 下文描述前述配制物测试：槭糖浆，龙舌兰糖浆，木薯和金色糖糊、龙舌兰和木薯

糖浆、β葡聚糖分离物、即用凝胶(RTG)‑湿凝胶和口味掩蔽剂

[0366] 槭糖浆：槭糖浆为在棒内使用的第一粘合剂/甜味剂，其来自原始配方。此效果良

好，向棒提供足够的水分且呈现具有甜度的良好口味，但不是理想的粘合剂。并且，保存期

较短。槭糖浆已经用于所有裸藻粉配制物(上文所列，6.25％‑30％)。

[0367] 龙舌兰糖浆：使用龙舌兰糖浆，因为其具有比槭糖浆更高的黏度，这可能具有更好

的结合特性。据观察，情况正是如此。另外，龙舌兰糖浆具有比槭糖浆低的血糖生成指数，提

供更多的营养价值以延长能量。此棒包含15％、20％、25％和30％的裸藻粉。

[0368] 木薯和金色糖糊：此棒为30％裸藻粉包含物。以粘合剂形式测试木薯和金色糖糊

混合物，预期其在充当粘合剂的同时增加水分。但结果并不理想，因为当使用等量的木薯和

金色糖糊时，配方中的水分含量过低。干燥成分未充分湿润，且所得质地为块状，难以操作

且具有较差口味。此棒包含30％的裸藻粉。

[0369] 龙舌兰和木薯糖浆：使用以50:50比率的龙舌兰和木薯糖浆混合物。在掺合湿和干

成分的同时，注意到混合物基本上比单独使用龙舌兰更干燥。这很可能归因于以下事实：木

薯糖浆非常粘稠且不含有大量水分。在将棒组合在一起之前，将配方调节到60:40龙舌兰:

木薯分割比。将所有成分添加到食物加工机以在组装棒之前均匀地分配新比率。归因于精

细切碎的成分在表面上有更大的包容性，食物加工机掺合的棒与原始包装的棒相比，显示

出更大的破碎性。此棒包含30％的裸藻粉。

[0370] β葡聚糖分离物(BGI)：使用各6.25％的BGI和裸藻粉制备初始棒。增加BGI的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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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尝试以上列出的所有比率，几乎没有注意到变化。合并为最终的棒，其中BGI省略，并且

不存在明显的区别(即口感、味道)。增加裸藻粉的百分比以获得棒配制物中的较高蛋白质

含量。最近，将BGI添加到棒配制物中以确定其是否将在棒内辅助保持水分更久以增加保存

期。这利用5％BGI和25％裸藻粉进行，其中龙舌兰糖浆作为粘合剂。

[0371] 即用凝胶(RTG)‑湿凝胶：即用凝胶(RTG)棒最初使用3.29％RTG、30％裸藻粉和作

为粘合剂的槭糖浆制备。以湿润形式包含RTG以试图辅助棒的水分含量。理想地，棒需要60:

40湿成分比干成分。认为RTG将增加棒总体的湿:干成分的水分比，以及添加水分以增加保

存期。然而，注意到棒的外观更干燥，且在切割时更脆且剥落地更多。从外观上看，RTG湿凝

胶似乎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保持水分，但增加水分含量且改进棒的口感。

[0372] 其它配制物将测试不同天然衍生的口味掩蔽剂以减少不合需要的裸藻调味剂、不

同粘合剂(如糙米糖浆、麦芽大麦糖浆、麦芽萃取物和燕麦萃取物掺合物)以优化水分含量、

稠度和口味和防腐剂(例如山梨酸钾)，从而增加棒的保存期。

[0373] 实施例11：裸藻类蛋白棒的附加实施例

[0374] 概述：创建棒原型以展示在高蛋白甜品应用中的裸藻。棒将具有/为：10克或更多/

份，5克来自裸藻，素食、不含麸质、糖含量较少或与蛋白质含量(大多数富含蛋白质的棒中

不常见)持平，裸藻具有最高包含百分比。

[0375] 棒中的所有成分都是基于其营养特征、质地/口感特性、口味和/或那些特性的组

合进行选择的。

[0376] 挑战和障碍：关于棒的大部分工作深入完善口味和口感。最初的几个配方具有无

吸引力的裸藻口味和粉末状口感。在配方中添加减少裸藻口味的天然调味剂以及低糖粘合

剂。这两类的添加和对成分的包含％的一些改变一起帮助形成表25直至30中所示的当前棒

配方。

[0377] 当前棒配方：

[0378] 椰子柑桔棒(图3)：以下是成分的实施例，以及涉及制备椰子柑桔棒的方法，其给

出甜蛋白棒应用中裸藻蛋白粉的实施例。柑桔是裸藻类棒的理想口味，因为自然地调和了

任何裸藻的异味。

[0379] 表25：椰子柑桔棒的内含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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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80]

[0381]

[0382] 表26：椰子柑桔棒的配方说明

[0383]

[0384] 在此棒应用中，存在16.8％裸藻蛋白粉包含物，其向棒添加5.22g蛋白质，和2.2g

β‑葡聚糖。棒中的总蛋白含量为10.95g且总糖含量为10.56g。

[0385] 黑巧克力、杏仁和蔓越莓蛋白棒(图4)

[0386] 表27：黑巧克力、杏仁和蔓越莓蛋白棒的内含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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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87]

[0388]

[0389] 以下是成分的实例，和涉及制备黑巧克力、杏仁和蔓越莓蛋白棒的工艺。来自黑巧

克力的苦味有助于减少可能来自裸藻余味的苦味的量。将少量天然柠檬调味剂添加到配方

中以帮助抵消任何裸藻口味。

[0390] 表28：黑巧克力杏仁蔓越莓棒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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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91]

[0392] 在此棒应用中，存在15.90％裸藻蛋白粉包含物，其向棒添加4.92g蛋白质和2.40g

β‑葡聚糖。棒中的总蛋白含量为11.20g且总糖含量为10.96g。

[0393] 花生酱巧克力片饼干面团棒

[0394] 以下是成分的实施例，和涉及使用裸藻粉制备花生酱巧克力片棒的工艺。这提供

了可口的、高蛋白质和具有更干净标签的蛋白棒实施例。

[0395] 表29：花生酱巧克力碎片饼干面团棒的内含物

[0396] 成分 包含率(％)

脆花生酱 22.00

枣泥 22.00

富含蛋白质裸藻粉 11.00

豌豆蛋白 11.00

素食黑巧克力 10.38

可可脂 10.38

天然调味剂 3.88

压榨器压榨菜籽油 3.88

植物甘油 3.88

木薯糖浆 2.20

[0397] 表30：花生酱巧克力碎片饼干面团棒的说明

[0398]

[0399] 工作展望：到目前为止，已主要以压制棒形式使用裸藻，工作将继续使棒类别发展

为包含：烘焙棒、格兰诺拉棒、能量球和酥脆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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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0] 裸藻已被并入到烘焙制品中，这表明烘焙棒市场的良好前景。还将开展工作，以降

低当前的棒和以后开发的任何压制棒的糖含量并且增加其蛋白质含量。

[0401] 实施例12：新制面条

[0402] 引言：面条和意大利面的工作重点在于产生富含蛋白质的裸藻面条。开发中的面

条类型为：基础的意大利面、无麸质意大利面、素食意大利面、荞麦(荞麦面)、30％素食裸藻

面条(仍在研究阶段中)。

[0403] 当前配方

[0404] 以下表31至34为每一面团的当前配方。用Kitchen‑Aid立式搅拌机和意大利面压

面机在消费者风格的厨房里进行测试。将每个面团擀压到4级厚度并且切成扁面条。

[0405] 通过建立以下每种面条类型的对照配方来进行测试。接着，根据面团的情况，主要

面粉类型以5％至30％的增量减少，并且用富含蛋白质的裸藻粉替换直到找到理想的包含

百分比。

[0406] 基础的加蛋意大利面面团

[0407] 表31：基础的加蛋意大利面面团中的成分

[0408] 成分 克数 ％

通用粉 55 37.4

蛋 55 37.4

油 5 3.4

盐 2 1.4

富含蛋白质裸藻粉 30 20.4

总计 147 100.0

蛋白质   19.49

[0409] 在20％包含率下，面团略微更难以揉捏和擀压，但其仍可用手操作。使用商业设备

将有助于解决此问题。烹饪时间与对照类似，为4分钟，并且裸藻口味明显，但并不令人讨

厌。烹饪后的质地比对照更致密，但仍适口。加蛋擀面团如图5所示，可以看出裸藻含量越

高，面团就越干燥并且越细腻。

[0410] 无麸质意大利面面团

[0411] 表32：无麸质意大利面面团成分

[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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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13]

[0414] 10％包含率为可利用无麸质粉实现的最高包含率。与对照相比，原始面团质地无

明显差异，其也在与对照相同的时间(5分钟)内成功地烹熟。烹熟的面团的质地与对照极类

似，有少量裸藻的后味。如图6所示，无麸质面团天然地更致密，并且裸藻的最高可加工包含

率为20％。

[0415] 无蛋意大利面面团

[0416] 表33：无蛋意大利面面团中的成分

[0417] 成分 克数 ％

通用粉 68 43.3

水 50 31.8

橄榄油 5 3.2

盐 2 1.3

富含蛋白质裸藻粉 32 20.4

总计 157 100.0

蛋白质   14

[0418] 20％包含率对于无蛋意大利面面团来说是理想的。类似于基础的加蛋意大利面面

团(表31)，裸藻的包含率越高，擀压变得越来越困难，但在使用商业意大利面设备的情况

下，这将不成问题。与对照相比，这种配方多花费一分钟来烹饪，且具有低到中度裸藻口味。

烹饪后的质地比对照更致密，但仅仅稍微致密且这可以稍微更长的烹饪时间修正。如图7所

示，与对照相比，无蛋配方的20％裸藻包含物更致密，但擀压时仍只在边缘上出现撕裂。

[0419] 荞麦/荞麦面

[0420] 表34：荞麦/荞麦面中的成分

[0421] 成分 克数 ％

荞麦粉 65 25.2

通用粉 62 24.0

温水 100 38.8

富含蛋白质裸藻粉 26 10.1

盐 5 1.9

总计 258 100.0

蛋白质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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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22] 荞麦面比通用粉类面条天然地更致密。由于这一点，可通过手操作的裸藻的最高

包含率是10％。任何高于10％的成分在馈送通过意大利面擀压机时都会被撕裂。烹饪时间

与对照没有差异。整体口味和质地类似于对照。荞麦的天然口味有助于消除大部分的裸藻

口味异味。

[0423] 工作展望：今后，面糊/面条的重点应在于具有20g蛋白质的30％裸藻面条。天然掩

蔽剂可以用于减少裸藻口味。来自测试过程的关键发现是裸藻粉产生更致密的面团。可能

需要其它设备以便在30％裸藻配方以及其它质地优化成分中起效。表34(荞麦/裸藻面条)

在姜、大蒜和味噌酱中搅拌后进行了测试。没有裸藻的余味，但面条产生了独特的口味，证

明裸藻在面条市场上有很大的潜力。

[0424] 在其它测试和设备的情况下，裸藻面条可成功地形成为各种不同形状(笔管面

(penne)、螺旋面(rotini)、意大利面(spaghetti))或用于填充意大利面菜肴(意大利饺

(ravioli)、加乃隆(cannelloni))。

[0425] 还存在以下可能性：裸藻还可用于不同类型的面条：乌冬面(Udon)、拉面(Ramen)、

粉丝(Glass  noodles)、日式炒面(Yakisoba)。

[0426] 实施例13：通心粉(MAC)和奶酪

[0427] 当前裸藻通心粉和奶酪原型处于开发阶段。目标是产生高蛋白质、素食和无麸质

的产品。其将包装在一个盒子中，所述盒子含有预先测量比例的干面条和粉末状酱包。消费

者将负责蒸煮意大利面，并且用其选择的水或牛奶(乳制品或无乳制品)使酱水化。蛋白质

目标是12‑15克蛋白质/份，其中一半应来自裸藻。

[0428] 挑战：味道和质地是关于此原型的研究期间待解决的2个主要挑战。

[0429] 味道：裸藻粉的天然口味具有咸味，通过使用其它调味剂来补足裸藻，并努力开发

我们试图获得的“奶酪”口味，这将有助于我们减少任何令人讨厌的口味。

[0430] 质地：稳定剂和调质剂将可用于帮助获得成品酱的理想质地。

[0431] 表35是关于经典“切达奶酪通心粉和奶酪”所做研究的实施例。

[0432] 表35：通心粉和奶酪当前配方

[0433] 成分 “盒”(g) ％

天然调味剂 15.25 5.17

裸藻粉 10 3.39

营养酵母， 4 1.36

豌豆蛋白 5 1.69

干燥剁碎的大蒜 3 1.02

葵花卵磷脂 1.5 0.51

木薯淀粉 2 0.68

碾制红辣椒片 0.5 0.17

     

藜麦通心粉意大利面 170 57.63

燕麦牛奶 125 42.37

总计 295 100.00

蛋白质(大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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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34] 实施例14：裸藻挤压物实施例

[0435] 引言：挤压产品为用于制备多种不同食物(如意大利面、谷物、面包、组织化植物蛋

白(TVP)和即食零食)的大规模食物加工形式。取决于所使用的工艺，产品可以是膨化的，如

即食零食，和/或组织化的，如TVP。在此实施例中，用不同比率的豌豆蛋白、米粉以及在使用

或不使用掩蔽剂的情况下挤压裸藻蛋白粉。这突显了裸藻粉作为可能的成分替代物或作为

功能成分用于挤压。

[0436] 物质和方法：测试了使用裸藻粉作为成分的几种不同配制物，其中裸藻粉、豌豆蛋

白的包含水平和掩蔽剂的使用是不同的(表36)。添加米粉以帮助将混合物粘合在一起，而

添加混合生育酚以保持新鲜度。还在配制物中测试两种不同的掩蔽剂，以帮助产生最终产

品的更中性口味特征。

[0437] 产品使用干式挤压标准方法进行挤压，且滞留时间为0.5分钟，但可以挤压至多3

分钟。最终产物的膨胀比率为0.3‑0.4g/cc。

[0438] 表36：所测试的挤压产物配方。豌豆蛋白、裸藻蛋白和掩蔽剂包含率以不同版本变

化。

[0439]

[0440] 结果和论述：挤压产物产生一个小而脆的膨化物，外部是脆的且内部是硬的。在不

同的比率之间，无论有无掩蔽剂，都发现类似的结果(图8和9)。这表明成功地挤压和膨化了

具有裸藻蛋白粉的混合物。

[0441] 掩蔽剂的效应最初用于产品质量。具有最高掩蔽剂包含率的第6版消除裸藻即海

产品口味。随着储存时间推移，掩蔽剂显示可以减少异味，也许是通过中和混合物中的挥发

性化合物。

[0442] 结论：在此试验中产生小的圆形蓬松物。今后的配方可以将裸藻粉作为蛋白质(即

在配方中至多75‑80％的包含率)改变至高达100％包含率。裸藻蛋白质浓缩物和或裸藻蛋

白质分离物可用于替换豌豆蛋白，并且或也可替换配方中的裸藻粉。可以用富含裸藻蛋白

质粉、裸藻蛋白质浓缩物和分离物的混合物来产生全裸藻蛋白质类配制物。

[0443] 如果形成物与另一种蛋白质混合，那么可使用豌豆蛋白以外的其它蛋白质分离

物。此类实例包含大豆、玉米、小麦、水稻、豆、种子、坚果(即杏仁蛋白、花生蛋白)、素肉、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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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鹰嘴豆、亚麻籽、菰米、阔恩(quorn)、奇亚籽、藜麦、燕麦、蚕豆、荞麦、布格麦、小米、微

藻、黄豌豆、绿豆、大麻、葵花蛋白、豆科植物。

[0444] 此外，可使用除米粉以外的其它淀粉，如木薯淀粉、水稻淀粉、豌豆淀粉、玉米淀

粉、小麦淀粉、大麦淀粉、高粱淀粉、马铃薯淀粉、甘薯淀粉、姜黄淀粉、姜淀粉、山药淀粉、荸

荠淀粉、竹芋淀粉、燕麦淀粉、香蕉淀粉、兵豆淀粉、黄豌豆淀粉、鹰嘴豆淀粉、绿豆淀粉和苋

菜淀粉。

[0445] 挤压的蓬松物可以作为谷物在谷物棒、格兰诺拉棒中成为很好的补充，作为沙拉

佐料在沙拉中成为很好的蛋白质源，并且被并入到烘焙制品中。挤压蓬松物的较好的用途

是作为蓬松零食，且可在粉末状调味剂中涂布以作为即用食物零食食用。

[0446] 如果使用湿式挤压，其将进一步使产品组织化，并可将产品清单扩增到其它，如意

大利面、组织化裸藻蛋白、植物类肌肉仿制品和拉制肉替代品。在湿式挤压中，目标是通过

不同标准生产方法使混合物组织化，而不是通过膨胀使产品膨松。一个重点可在于产生具

有不同大小碎屑的裸藻蛋白类TVP产品，或如拉制猪肉或鸡肉的物质，尺寸为1/4英寸至1英

寸。其还可用于产生裸藻类大豆卷。肉类替代品的目标将为产生任何牛肉、猪肉、家禽和海

鲜类产品的替代品。就海鲜而言，其可以与海藻组合，以产生几种不同的海鲜应用，如螃蟹/

龙虾、虾、蛤蜊、扇贝、鱿鱼、烟熏鱼、海藻干点心和肉类替代品。

[0447] 总之，各版本成功地产生蓬松挤压产品，并且随着进一步的优化，增加富含裸藻蛋

白质粉或裸藻蛋白是可能的。掩蔽剂随时间推移帮助使产品的口味稳定。

[0448] 实施例15：在多种食品中的裸藻蛋白粉、浓缩物和分离物包含率(表37)。

[0449] 表37：食物表。圆点表示食品类型中所使用的最可能形式，但不限于所述形式，如

百分比值所见。

[0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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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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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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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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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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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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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56]

[0457] 表38：关于裸藻蛋白粉、浓缩物和分离物的工作展望的附加实施例

[0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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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59]

[0460] 表37和表38突出显示来自裸藻的蛋白粉、蛋白质浓缩物和蛋白质分离物的不同功

能用途。以下描述如表37和表38中所提及的质量控制的各种方法和技术。

[0461] 乳化活性

[0462] 将5mL油(如芥花籽)添加到5mL裸藻粉粉末的5％悬浮液中，并且将混合物匀浆3分

钟。乳液在500rpm下离心5分钟。使用离心管上的刻度测量乳液层的高度。

[0463]

[0464] 乳液稳定性：程序与乳化活性相同，但在离心之前将样品在水浴中加热到80℃持

续30分钟。接着将样品在冷流水中保持15分钟。

[0465]

[0466] 发泡能力：将20mL的5％悬浮液以1600rpm搅打5分钟。将混合物倒入100mL刻度量

筒中并且记录泡沫体积。

[0467]

[0468] 发泡稳定性：将20mL的5％悬浮液以1600rpm搅打5分钟。将混合物倒入100mL刻度

量筒中，并且在30秒到60分钟范围内的不同时间间隔之后记录泡沫体积。

[0469]

[0470] 表观粘度：将一式三份的裸藻粉悬浮液(45 .0+/‑0 .05g/255ml蒸馏水)在500ml 

Pyrex烧杯中制备，并且使用Servodyne混合控制器通过Servodyne混合器头以800rpm混合

20s，随后进行5分钟的水合期。将各混合物倒入400ml高烧杯中，且在23℃和60rpm下用装备

有第1号或第2号圆盘主轴的Brookfield型号LV数字粘度计测定粘度。在主轴旋转恰好10s

之后读取粘度。

[0471] PDI分析(Ba  10‑65，AOCS  1990)：在25&1C下将每一样品的重复的20g份在300ml蒸

馏水中分散。将分散体以8,500rpm掺合10分钟，倒入600ml烧杯中并且使其静置5分钟。将上

液体层倾析到50ml玻璃离心管中，且在2900rpm下离心10分钟。使用LECO燃烧分析器在

250mg上清液(水分散性蛋白质％)和250mg原始裸藻粉(总蛋白质％)中测定蛋白质含量。

LECO仪器通过在高温下在纯氧气中燃烧而从样品释放氮。释放的氮通过热导率检测器测

量，并且通过系数6.25转化成蛋白质百分比。PDI％计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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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72]

[0473] 水吸收：将10mL水添加到13ml  Sarstedt刻度塑料试管中的0.5g蛋白质。在5的输

出设置下，将混合物超声处理30s以分散样品。将混合物在24℃下保持30分钟，并且接着在

2000rpm下离心25分钟。测量游离水的体积，且计算所保留的水，且将其报告为每g粉吸收的

水的ml(+/‑0.1ml)。

[0474] 脂肪吸收：将3ml份的花生油添加到13ml刻度的塑料试管中的0.5g蛋白质中。在5

的输出设置下，将内含物超声处理1分钟以分散样品。在24℃下保持30分钟之后，将试管在

2000rpm下离心25分钟。测量游离油的体积并且将保留于粉粒中的油表示为每g粉吸收的ml

(+/‑0.1ml)。

[0475] 凝胶强度：“扭力测试”为用于评估凝胶强度的常见测试。适当大小和形状的凝胶

在流变仪中扭转直到凝胶分裂或其断裂。接着计算引起横截面断裂的力的量且可针对其它

感官结果测量。

[0476] 凝胶的强度受温度、pH和食品中蛋白质衍生物的量影响。包含蛋白粉、蛋白质浓缩

物和/或蛋白质分离物的食品的凝胶强度可通过张力计测量。凝胶强度还可通过质构仪测

量，如TA.XT  Express或TA.XTPlus(Texture  Technologies)、FTC质构仪(Food  Technology 

Corporation)和LFRA质构仪(Brookfield  Engineering)，其通过压缩和拉伸数据可测量若

干物理特性，包含拉伸强度，即将凝胶状或“胶凝”食品拉到其断裂点所需的力的量度。质构

仪还测试从动物脆饼到西葫芦的许多较小物体的松脆度、胶粘性、粘附性、咀嚼性和一般质

地。质构仪测量材料的拉伸强度(即以lb/in2或psi为单位)和压缩强度(即psi或MPa)。质构

测量系统的原理是以受控方式使测试样品物理变形并且测量其响应。力响应的特征为与特

定感官质构属性相关的样品的机械特性的结果。质构仪通过自动执行程序并在数字化数字

显示器或屏幕上视觉显示结果来应用此原理。

[0477] 溶解性：许多溶解性测试是基于将已知量的蛋白质悬浮和搅拌于缓冲溶液中，随

后离心以去除不溶性组分以及进行上清液的后续蛋白质分析(比色分析或凯氏定氮法

(Kjeldahl))。

[0478] 测试持水能力的方法：离心：快速旋转装置将离心力施加到组分以使其分离。因

而，不同密度的流体分离，如液体从固体分离。

[0479] 压制方法：在食品已被压制之后，基于所述物质的重量计算出食品的持水能力。

[0480] 近红外光谱法以非破坏性方式分析块状、高水分样品。

[0481] 将利用SERS(表面增强拉曼光谱)检测食物中的有害或有毒化合物的存在。

[0482] 滴定器将用于测试食品中的酸度和盐。

[0483] 粘度计将用于测试所开发的食品的粘度，有效地传递与口感、产品将如何对温度

变化反应以及产品的扩散能力有关的结果。

[0484] Bostwick稠度计将提供与食品的稠度有关的结果。

[0485] 本文所引用的每个专利、专利申请、出版物和寄存编号的公开内容特此以全文引

用的方式并入本文中。

[0486] 除非上下文另有说明，否则本发明的既定方面、特征、实施方式或参数的优先项和

选项应被视为已经与本发明的所有其它方面、特征、实施方式和参数的任何和所有优先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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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选项组合公开。

[0487] 虽然已经参考各种实施方式公开了本公开，但是显而易见的是，在不偏离本公开

的真实精神和范围的情况下，本领域的其它技术人员可以设计出这些实施方式的其它实施

方式和变体。所附权利要求书旨在被理解为包含所有此类实施方式和等效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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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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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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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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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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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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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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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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